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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內政部部長 

  台灣多年來大規模的土地開發與都市化，使得土地含水能力減弱，對於異常天候的抵抗力也降低，一旦災變發生，除了

影響民眾的生命財產，也可能導致生態環境及公共衛生的破壞。例如民國 98 年的莫拉克颱風，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害，並嚴重

影響南部地區供水穩定。 

 

  在穩定供水的議題上，如何藉由土地合理利用規劃來達到集水區保育並同時兼顧當地居民的權益，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

題。目前臺灣的治水措施，多半仰賴工程手段，而本部刻正積極推動非工程方式，檢討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型態與災害發生

的關係，進行總體流域治理規劃，這是從源頭管理角度，尋求標本兼治的具體作法。 

 

  將各國流域治理與集水區規劃經驗彙整成套書，除了讓參與規劃的政府單位、專家學者汲取國外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

也讓民眾有機會接觸此類資訊，俾建立集水區保育的概念，以達到水庫集水區的永續發展。 

  



 

序言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近年來全球在極端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天災頻傳，地球上的人口爆炸也造成環境承載力逐漸下降、居住空間受到嚴重的威脅，

促使人類開始積極正視人與自然環境資源間的關係。在人口成長及全球環境變遷等兩大因素的交互影響下，以水環境領域受到的衝

擊最為直接，故各國無不積極推動地區之流域治理策略方針。 

  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為臺灣地區帶來巨大的災害，當時高強度的降雨造成中南部地區多處嚴重淹水，在山區也有大規模坡地

坍塌與土石流之災情發生，所造成之災害損失難以估計。而其中為南部地區供給水資源的三大水庫，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因

上游集水區大量崩塌所造成的泥沙流入，影響南部地區的供水穩定。故在面對未來不確定性之災害時，亟需重視各主要水庫之永續

營運，以推動防災為主的方式，並維護上游集水區環境保育，以保障居民的生活安全及環境改善。 

  本署在此條件背景下推動彙編本書，藉由回顧各國的治理策略及規劃方案方針，並綜合分析各集水區的環境差異與整體流域整

治規劃核心，以作為相關子計畫的規劃準則、各界專業領域朋友及各縣市政府進行有關規劃之參考案例，透過導入各國之治理新觀

念及成果交流，以具體提供未來臺灣發展之藍圖。水庫集水區之經營與治理未來將面對大自然越來越嚴峻的考驗，其環境規劃管理

也將有全新之挑戰，期待各方專家學者、政府單位、社會團體及民眾等，有效率地分享各方資源並建立良好的合作溝通機制平台，

來提出完整、適宜之土地利用規劃，共同守護我們所居住的這片土地，一同達到國土保育以及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序言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分署長 

  在全球面臨氣候異常與天災發生頻繁的情勢下，再加上民國 98 年台灣南部地區遭受莫拉克風災的劇烈侵襲，對於南部主
要水庫造成嚴重災害影響，為了有效提升南部地區水源備援及常態供水能力、同時加強集水區環境之永續保育，經濟部研擬了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內政部營建署負責執行「水庫集水區土地合理利用規劃實施計畫」，

檢討目前水庫集水區的土地利用與活動，進而提出更完善合理的土地利用規劃。 

 

  在這個計畫中，特別針對水庫集水區以及流域治理的部分進行國內外相關規劃治理的案例研究，將不同國家如何面對水患

議題的處理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與統整，同時將各國不同的國土規劃與流域治理方式彙整成冊，成為一系列推廣、宣導的套書。

內容涵蓋各國主要流域之簡介、集水區規劃手法與水資源議題相關探討等，對於各國相關法規與計畫內容都有詳盡的介紹。 

 

  此套書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參考各個國家的案例，吸取流域治理及集水區規劃之相關經驗，同時也讓一般民眾可藉由此套

書接觸到各國不同之規劃治理手法，並且能更積極參與相關計畫之規劃研擬，共同為水庫永續合理利用及保育之目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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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台灣的土地面積狹長、溪流短浚，無法避免地須面對土地過度開發與水資源拮据等問題。而水資源係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之基盤及人民生活品質之命脈，水資源的永續利用為國家建設重要的一環，無論是民生用水、工業發展與生態保育等，皆與水

資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惟台灣地區多山地形陡峭河川短急，水資源不易蓄存利用，因此全台灣目前共劃設 94 座水庫及 113

處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以解決台灣水資源發展不利之天然條件限制。由於水庫的集水區（或流域）是一個地形單位，它代

表所指定出流口能夠對地表逕流或流動物質予以匯集的空間範圍，因此，無論是水庫集水區或河川集水區，它皆會因為所處自

然與社會環境條件之差異，而有其獨特的特性與問題。 

近年來隨著全球溫室效應的影響，致使氣候變遷、極端降雨的事件更頻繁，以民國 98 年 8 月的莫拉克颱風侵襲為例，在

短時間內南部的山區總累積雨量達 1,711mm（台灣年降雨量約 2,500mm），降雨強度最大達 116mm/hr，超過 2000 年頻

率，其 24 及 48 小時降雨量更逼近世界極端值。如此高強度的降雨量致使南部的曾文水庫、烏山頭水庫與南化水庫等集水區

產生嚴重的崩塌情形。依據水利署的公告資料，於颱風前的集水區的崩塌率僅 1.43%，而莫拉克颱風後則提升一倍為 3.23%。

而崩塌地遽增造成各水庫的土砂淤積大增、庫容減少，並使水質污濁，進而造成南部地區的供水吃緊。因此政府為確保南部主

要水庫（曾文、南化與烏山頭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南部區域水源備援及常態供水能力，

保障民眾用水權益。立法院業於民國 99 年 4 月 20 日三讀通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並

於民國 99 年 5 月 12 日奉總統令公布實施（總統華總－義字第 09900112311 號令），透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

南部地區供水計畫」，研擬水庫集水區治理及整體流域之土地合理利用，探討曾文、南化、烏山頭三個水庫集水區所面臨之問

題與解決對策，例如當地多位於中高海拔地區，坡度多為四級坡度以上，復以當地聚落發展已久，經氣候變遷與長期不當開發，

部分區域更屬於土石流高潛勢溪流影響範圍、生態環境逐漸成為破壞退化地區、嚴重崩塌地區等。 



 

 2 

集水區的經營管理需克服自然災害或不利環境條件，以維護區內居民之生命、財產保障；近年來隨著環境保育及尊重自

然等意識提昇，集水區管理也逐漸由被動的解決問題而轉變成主動的規劃布建，但以社會公義的角度，於保護區內的居民長期

忍受土地利用受到的限制，如何使受益者須付費、受限者得補償之概念得以實現，避免造成社會不安與政府公信力的式微。因

此，於政府於現階段之任務，亟須探討集水區內土地利用之合理性、生活及生產空間分佈之適宜性、土地之脆弱度，以降低未

來面臨缺水風險、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與兼顧社會之公平正義等。故本書藉由蒐集各國之集水區治理案例，探討不同的國家

在面臨集水區經營管理與規劃問題時，與如何妥適運用資源、策略、技術等，克服集水區所面臨之自然、社會、經濟及居民等

問題。 

世界各國之自然環境、社會經濟與國情有極大差異，故會影響各國在經營治理集水區的方針，例如美國、歐洲等資源豐

富並且地廣人稀的國家，與日本和台灣屬於資源缺乏並且地狹人稠的國家，在集水區的治理策略上有相程度當差別。本書中蒐

集各國集水區治理之九個案例，並透過各篇開頭之背景簡述其治理策略與方式，例如美國為一聯邦制體系，因此各州法規均不

盡相同，以洪水管制相關法規來說，在不抵觸國家洪水安全計畫（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 NFIP）之下，各州可

依自行的需要訂定洪水管制規範；而日本的自然環境方面與臺灣相似，於河川治理的架構上可以分為一級河川和二級河川。近

年來日本社會經濟情勢的變化，河川制度建制之思考也隨著改變，河川不只擔負治水、水力利用之功能，且為河川之水邊空間、

多樣生物的生息、生育環境考慮等地區風土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而歐盟各國為了有效的保護及管理水資源，於西元 2000 年

開始實施水資源架構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於從環境保護措施及行政管理體制兩方面進行根本性的政策

改革與立法，完整的制定歐洲各國的水資源保護的各項措施，也結合了流域保護與污染控制。讀者可再由各篇詳細說明案例中

的規劃目標、操作方式以及執行成果，就各治理策略之內涵進行綜整，亦提出值得國內參考與學習之特色。 

由於集水區之管理治理牽涉極為廣泛，從土地管理、水質管理、生態管理、防災減災、回饋制度、組織機關、法令規範

等，均影響該集水區的管理策略與措施。故於本書結尾，將各國案例與文獻進行綜合歸納比較，綜合分析各集水區的環境差異

與流域整治規劃核心，並期以本書作為各界於水庫治理策略規劃時之參考，使台灣集水區之永續發展與土地合理利用更邁進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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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案例背景 

水資源一般被視為一種「共享財貨」（Common-pool resources），所謂共享財貨，乃指具有高「耗損性」（Subtractability）

與低「排他性」（Exclusion）的特性，而一旦過度利用，容易產生資源耗竭，需透過政府干預，制定相關保護規範來保障資源

永續。而美國地區幅員廣大，許多集水區位於河流交會點形成河口地形，營造了數百種動植物的棲地，同時亦扮演提供飲用水

及農業灌溉用水的重要角色，而其中動植物的保育與棲地生態的維護，深受用水量及水質供應的影響，以致常造成環保團體、

當地農業組織與市政團體之間激烈的衝突。而自九 O 年代以來，發生許多涉及不同主管機關之管轄的爭議性議題及與聯邦政

府之間的衝突，例如加州水資源部負責設定加州的水源品質及水源供應之標準，但卻必須得到聯邦環保署(EPA)依據「潔淨水

法（Clean Water Act）」的審核同意。如此複雜且多層次的管理機關與權限劃分，始得具有爭議的議題更加被民眾抗爭而難以

解決。 

 

西元 1960 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相繼建立了 11 個跨州經濟開發區，透過劃設整體區域範圍並設立專門管理機構，對區範

圍內的土地、交通、水利、經濟、社會、生態及環境等進行統一協調與管理，使其得以具體實施跨區域之空間規劃，並鼓勵地

方行政單位跨機關合作，如西元 1993 年，美國聯邦政府執行透過了 CalFed 計畫，以跨機關間的合作，共同解決水資源分配

的問題。於 CalFed 計畫當中，各相關主管機關使用一種意見溝通方式，例如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文書，備忘錄（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協議記錄文件（Memorandums of Agreement）、年度工作計畫（Annual Work Plan）等文件委託



 

 4 

(Delegate)其管轄權，使所有機關處於一種共同參與每一項議題決議的地位，而其中更納入民間環保團體、在地農民、民間科

學家等，共同參與議題的決策，有效地避免後續的紛爭產生，舉例如水的供給量問題，係由會議先訂出一個給與當地生態動植

物生存的最低額度，之後隨著經濟發展、工業需求與其它用水之開放額度，再透過既有的法令規範以及所有程序內的參與者來

決議，而每一個需求都會被各行政機關或民間的專家經過充分討論而得到決議。這樣的決策模式剔除了傳統的單一機關制訂管

制，透過聯合組建各領域及單位來相互協調意見，始得水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且有效減低爭議發生。 

美國為一聯邦制體系，目前整體國土規劃體系由各州影響公共設施系統及其他區域開發等土地使用決策，使其得以主導

規劃工作或授權地方從事規劃工作，並訂定各種方針、規則或標準以作為地方政府之遵守依據，因此各州法規均不盡相同，以

洪水管制相關法規來說，在不抵觸國家洪水安全計畫之下，各州可依自行的需要訂定洪水管制規範。以美國加州為例，對於集

水區內的洪水管制規範上，是採取目標量管理之方式，並嚴格遵循「土地開發後之洪峰量不得超過開發前之洪峰量」為準則，

故開發者必須提出可降低洪峰量之設施，或依據開發面積繳交一定的治理費用，提供防洪機關用於規劃建造滯洪池等設施之專

款使用，透過這樣的管制規範使集水區的洪峰量得以穩定，亦讓集水區內的土地得以有效的開發使用，達到集水區積極管理之

目的。 

 

綜合以上，美國以流域為區域界限進行的國土開發模式亟具規劃案例之典範，透過流域綜合規劃來協調區域間的關係，

有效解決都市行政分割與區際衝突之問題，使區域整體協調發展，並建立完善之水資源開發、防洪及環境保護等規劃管理措施，

以促進區域資源之整合。對於流域管理組織與制度上，在中央層級部分，因為水資源管理分屬不同聯邦部門，因此中央負責全

國水資源規劃管理執行與監督、訂定法規制度，並設有水資源諮詢委員會，為總統決策幕僚，負責水資源事務諮詢建議；而在

地方層級方面，州政府負責私人用水之分配管理、水權許可及地下水管理，各州設有水管理局及行政委員會，訂定水利區的政

策與規章，交由執行長負責執行；最後在各流域層級層面，針對跨州之河川設立河川流域委員會，協調聯邦、州及地方政府之

水與土地資源計畫，以便建議有關執行水資源事務之可行對策。而這種跨行政區之河川流域的水資源與其他自然資源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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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全流域的觀點為之，為此目的，美國乃發展出以州際盟約建立全流域跨州的公法人管理機關模式，其職掌、獨立性、以

及地方政策、聯邦政府、與公法人河川流域機關之間的合作方式，均值得吾人在解決台灣河川流域管理問題時參酌。 

 

對於美國的集水區之管制策略與技術，有以下兩項目的： 

一、 集水區管制與開發平衡：以法規而言，聯邦政府下的環保部、農業部以及海洋部與大氣部均就其管轄之範圍，訂定多種

管制法令，以管制集水區內的非點源污染問題，這與目前台灣對於集水區管理的策略較為相似。 

二、 重視橫向溝通與民眾參與：而在面對集水區內開發或有爭議的議題時，則強調以州為核心單位，整合各行政機構資源並

加強橫向連繫，使得集水區相關機關共同參與每一項議題、治理工作等決議，並將民間環保團體、在地農民、相關專家

與學者，共同納入決策機制，使得資源更有效率運用，有效減少爭議發生。 

 

   在美國案例部分，透過蒐集並評析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下游集水區、桑倍利(Sudbury)水庫集水區、及紐斯河

上游(Upper Neuse)集水區三篇美國集水區治理計畫，皆是以聯邦的規範為基礎，訂定各州之集水區治理策略之方式與作為，

以作為國內因應氣候變遷對水環境衝擊所提出之調適策略之參考。 

 

案例一為密西西比河下游集水區，其治理方式為十數個集水區形成聯盟來進行集水區規劃，無論在縱向及橫向溝通上都

需格外重視，因此成立明尼蘇達州密西西比下游集水區聯盟(Basin Alliance for the Lower Mississippi in Minnesota, 

BALMM)，建立當地、州、部落和聯邦之溝通體系，以便獲得反映當地意見，以達永續環境之水質保護及復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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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為桑倍利(Sudbury)水庫集水區，其治理工作則劃定水庫蓄水區週圍緩衝區及支流濱岸地區為土地管理上之優先考

慮區域，針對這些區域提出許多土地保護措施，以確保集水區得以持續供應乾淨水源，另外也規劃執行階段性的公眾參與策略，

包括瞭解民眾對 Sudbury 集水區之意見、宣傳管理者之意圖和義務，並對公眾參與結果做定期檢討及計畫修訂。 

 

案例三為紐斯河上游(Upper Neuse)集水區，其治理方式為由 8 個市鎮、六個郡及在集水區內之當地水土保持處所組成

的 Upper Neuse 河川集水區協會 (The Upper Neuse River Basin Association, UNRBA)以流域管理論壇的方式進行管理，並

且歸納眾多參與者意見以便獲得集水區重要議題之分析參考依據，可同時考量不同管理單位立場及滿足多項目標的決策方法，

提供河川水庫集水區經營管理之用。 

 

無論是自然客觀條件(如天候、地理、生態)，或是人文主觀條件(如社會、政治、經濟、民情)，台灣地區與美國雖有差異，

然對集水區管制與平衡開發以及重視橫向溝通與民意的參與的方向之核心目標是一致的。從幾次的風災洪泛後，對於集水區管

理之想法各領域專家學者之認知相當歧異，應對於集水區的開發與平衡策略亦不僅從管制面向來著手，也加入了非工程建設的

軟性面向，包含政策的檢討與制定，提升民眾的防災意識及融入因應災害整備應有的認知等。 

 

在此三項案例中紐斯河上游集水區的河川集水區協會以及流域管理論壇，亦多呈現水庫集水區之治理與河川管理都應以

流域管理的方式，相互對照本書歐洲的案例分析，對於流域的跨組織、跨地域及跨層級的管理方式實是世界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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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西比河是北美第一大河，發源於明尼蘇達，流

過幾乎整個南部，橫穿內陸一直到達墨西哥。和兩大支

流密蘇裡河及俄亥俄河匯合後，密西西比河累積了 31

個州的水源，是一個高度工業化國家裡的主要水脈，密

西西比河成為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它在美國的

歷史和經濟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按照不同流段的物理特性，密西西比河可以被分成

四個流域河段，該計畫範圍為密西西比河下游，密西西

比河下游河段長期以來被地理學家看做是蜿蜒沖擊河流

的經典案例。就是說，河道在漫灘上不停的迂迴環繞，留下 圖 1、明尼蘇達州密西西比下游集水區聯盟之集水區計畫範圍 

 第三章  國外案例一 

美國 Mississippi 河川下游集水區規劃               資料來源：Minnesota Pollution Control Agency, 2001.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2001 Basin Planning Scoping Document.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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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曲流痕跡，斷流點，牛軛湖及沼澤死水的特殊景觀。 

該計畫涵蓋面積達 7,266 平方英里，而明尼蘇達州密西西比下游集水區內共有 12 個集水區及 17 個行政轄區（圖 1），其

居住人口在西元1990到1998年間成長約12%而成為603,997人。集水區東部之地形險峻且土壤侵蝕嚴重（karst topography, 

喀斯特地形），增加河川污染和泥沙淤積之潛勢，其中落水洞(sinkholes)和消失的溪流突顯出此區地表水和地下水之密切關係。

在西南部集水區，密西西比河支流透過廣佈之灌溉系統排水，支援曾為濕地而現為草原景觀的農業生產區域。北方集水區係為

Big Woods 森林的遺留物、農作物和禽畜飼養穿插混合於湖泊和濕地之起伏地形中。集水區東部邊界則是密西西比河，在此

河段之河道地形由 lock and dam 系統，將原本自由流動之河流轉化為一系列深水通道與運駁池之水上運輸通道。 

 

 

 
面對明尼蘇達州境內不斷增高之水質保護及改善需求，以主要集水區為整體對象之組織行動工作逐漸獲得較多公眾和私人

之資金贊助。因此，明尼蘇達州密西西比下游集水區聯盟的組織目的在於整合密西西比下游及 Cedar 集水區之努力，藉以達

到以下目標︰  

(1) 對公眾、民選官員和金援者提出適當案例，以使水質復育和保護能獲得優先注意； 

(2) 建立當地、州、部落和聯邦之持續協調，以便獲得反映當地及下游議題和優先權並可達永續經濟及環境之水質保護和復育

計畫。 

 

BALMM 在第一年內便發展出追求這些廣泛目標的一本指南：集水區計畫範圍（Basin Plan Scoping），並將它透過聯盟

成員在集水區內使用於引導和協調實施活動，當它繼續被修正並增加細節內容後，它便成為一個更完整的集水區計畫。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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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質狀況：針對集水區內之水質議題，該計畫以

五個面向予以討論，分別為集水區整體地表水質狀態及

趨勢、密西西比河之水質狀況、密西西比河之主要支流

水質狀況、湖泊水質和地下水水質。最後針對集水區範

圍內水質狀態，繪製受不同污染源而影響水域生物或居

民游泳之河段（圖 2）。 

 

（二）土地及水資源關係：集水區經營原則乃是針對集

水範圍內土地使用對水質之影響而所採取之對應策略與

行動，但因土地及水資源之關係受許多區位變因所影響，

而且在短距離內會有明顯變化，因此該計畫針對土地使

用在泥砂量、營養源（氮與磷）、大腸桿菌、殺蟲劑及水

文變化之影響進行討論。 

 

（三）環境目標： 集水區規劃的主要目標是組織自然資

源管理單位，以獲取環境目標上之活動，因此儘可能準確地定義出這些目標及成為集水區規劃之關鍵工作。因而 BALMM 將

其環境目標分為水質、水量及水域生態系等三大類目標，其中水質目標細分為地下水保護、地表水之河川水質及地表水之湖泊

水質等三項，水量目標在維持河川流量與地下水位於歷史範圍內，水域生態系目標則是達成針對貝類、水生昆蟲、魚類、兩棲

爬蟲類、鳥類與河道棲地等各項目之生態指標。 

圖 2、集水區範圍內受染源而影響功能之河段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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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理管理策略：為達成前述環境目標，綜合解決辦法的規劃和實施可透過三種基本地理方法而獲致：集水區經營管理、

地下水層保護及洪泛平原管理。這些以特定地理或區域為基礎之自然資源管理方法，係單獨或綜合使用則取決於集水區內有特

定問題或綜合問題需要處理。 

(1) 集水區經營：集水區經營是透過修改上游集水區內土地使用而達到保護或恢復水質的一種模式。它通常包括兩大階段︰

提供發展集水區管理計畫之資料收集和評估階段；以及土地所有人和使用者執行該管理計畫。該計畫針對河川復育提出

三個策略及 13 項行動方案，而對於湖泊保護與復育則提出三個策略及 11 項行動方案。 

(2) 地下水層保護：防止飲用水污染的一種方法就是確認地下水特別易受污染的敏感地區並且採取保護措施，因此該計畫針

對井源保護區(wellhead protection area)提出七個策略及 9 項行動方案，對於私人飲用水井（private drinking water 

well）提出八個策略及 14 項行動方案，最後對於易損區（vulnerable areas）則提出六個策略及 4 項行動方案。 

(3) 洪泛平原管理：洪泛平原是下游河道中相對平坦、易受洪泛但人類活動頻繁的溪濱區域，因此洪泛平原管理之目標在於

平衡洪災衝擊最小化及河川廊道生態功能最大化這兩項目標。該計畫提出包括結構及非結構減災類型之 11 個策略及 30

項行動方案。 

 

若將前述三種地理管理方法之實施對象、策略及行動方案予以歸納，則可獲致表 1 之彙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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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三種地理管理方法之實施對象、策略及行動方案之彙整表 

方法 對象 策略 行動方案 

集水區

經營管

理 

河川復育 流域尺度 估計損傷區域之範圍；定義受損區域水質目標和相關成果指標；定義土地利用策略以

實現環境目標；尋求技術和資金支援；以適當規模執行；定期監測以評估目標的實現

進度。 

主要集水區尺度 實施水質評估；改進策略以實現目標、成果措施與指標；將策略設定至次集水區；於

設定之集水區執行策略；定期監測以評估目標在主要集水區的實現進度。 

次要集水區尺度 選擇優先執行之集水區；制定受損區域之實施策略。 

湖泊保護

與復育 

湖泊保護 定期審查湖泊監測資料；告知當地政府、民眾和感興趣的非政府組織；鼓勵郡縣、流

域組織制定湖管理計畫；鼓勵郡縣和流域組織提交專案建議，以執行其湖泊管理計

畫；每日最大總負荷量(TMDL)策略；套疊飼養場 GIS 圖層與接收湖泊之排水範圍和

營養狀態地圖；使用地理資訊系統標識，標註位於具完全或部分支援湖泊所在集水區

內之主要城市。 

受損湖泊復育 公民湖泊監測計畫；湖泊評估計畫；清水夥伴關係計畫；執行並持續監測。 

決定保護或復育

之集水區順序 

確定優先次序的準則：集水區協調能力、集水區規劃和評估程度、飲用水水源威脅程

度、土地利用程度發展壓力、水生生物資源 、 對下游的影響的嚴重程度、水體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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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 

地下水

層保護 

水井源頭

保護地區 

協助公共用水供

應商發展水井源

頭保護計畫

(WHP) 

教育公共供水管理人員、官員和民眾；鼓勵成立 WHP 民眾委員會；對公共用水供應

商提供技術援助以確認明瞭劃定區域之元件；對公共用水供應商提供技術援助以建立

潛在點源污染物清單；對公共用水供應商提供技術援助，以便決定潛在污染源之適當

管理策略。 

 

協調和支援WHP 

執行機構 

發展機構間溝通和協調之操作方式；協調資料庫分享。 

鼓勵將 WHP 納

入其他計畫 

 

協助公共用水供

應商進行新井的

選址 

進行現場調查；污染風險評估。 

水井源頭保護之

資料自動化 

整合 WHP 資料；發展岩溶特徵資料庫。 

支援持續性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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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調查 

實行新的聯邦地

下排放管制法規 

 

私有飲水

井 

井和鑽孔之施工 實施並監測守則遵守情況。 

井和鑽孔之密封  

水井披露計畫 在財產轉移時所披露未使用水井之後續追蹤。 

教育 提供資訊和教育；使用現有教育工具；對專業人員提供教育、培訓和技術援助。 

特殊水井施工區 制定特殊水井施工區；開發圖。 

研發和資料收集 進行研究和收集資料，以便進一步瞭解。 

產品評估 評估新產品和材料。 

水井水質檢驗 向公眾提供資訊；水井水質檢測補助貼計畫；提供補助或低息貸款之支援計畫；為租

戶提供住宅法規變更時之確保飲用水供應。 

脆弱區域 管理 Decorah 

Shale 附近地下

水補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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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繪製 繪製地圖作以協助確定優先脆弱地區。 

規劃 利用脆弱地下水補注區和地表污染洩漏整合出污染機率。 

研究支援 量化土壤過濾能力的研究努力。 

土地利用法規 提供土地使用條例模型給地方政府。 

保護與保存 透過物業地役權或鼓勵物業閒置計畫，永久保護和保存高度脆弱地區。 

教育 提供教育和技術協助。 

洪泛平

原管理 

協助地方政府操作單位在編

製防洪計畫 

準備當地、聯邦和州級之綱領；綱領中納入洪水事件期間及其後之防洪救災資訊傳播

程序；為地方政府和民眾，制定洪水後迅速設置針對救濟和復原之公共資訊和協商會

議機制；建立洪水後迅速鑑定和彙編災害，以利宣告聯邦救災門檻之機制。 

將易淹水構造物自洪泛平原

移除 

建立高損害潛勢社區及其構造物之清單；定期提醒當地政府單位；研究如何加速政府

收購過程。 

以地役權或購買而取得經常

淹水地區，作為野生動物管理

區並還原為自然洪泛平原蓄

水區 

建立經常淹水地區清單；分配資金以購買易淹水物業；研究如何加快政府收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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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洪水預警系統以便增進

易淹水地區之應急準備。 

利用現有協助計畫以提供洪水警告；檢查既有計畫以替代局部河川流量測站；改裝被

遺棄的美國地質調查局流量站。 

使用先進 GIS 技術，針對經歷

成長地區尋求洪泛平原更新

之製圖方法 

建立未建置圖說或正在經歷發展壓力之洪泛平原清單；利用既有計畫，資助產製經歷

成長地區之洪泛平原更新 GIS 技術研究。 

持續洪泛平原法規之行政程

序並參與國家洪水保險計畫。 

向政府和公眾的地方單位提供教育計畫。 

過濾成本效益方案以減少農

業的洪水災害 

在集水區基礎上，促進城市和農村之土地使用方式；尋找機會恢復或創建濕地；尋求

計畫資助；持續使用既有工作計畫。 

 

 

（五）土地使用策略：該計畫對七類土地使用策略進行介紹，包括保持或增加多年生植物之面積、保護和復育濕地、農作物土

地上之土壤保持、都市和鄉村居宅區的土地管理、營養和殺蟲劑管理、動物飼養圈管理及採礦活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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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監測與評估：其目的在對物理、化學及生物等變因建立長期監測網路，

以便評估密西西比下游集水區在水質方面的變化，並透過趨勢分析以確定集

水區經營之成效。而主要之六個監測評估領域包括污染物負荷、生物監測、

土地使用及水質之關聯、物理狀態監測、最佳可及河川狀態、地下水監測等。 

 

 

 

本案例為十數個集水區形成聯盟而進行集水區規劃，因此其規劃架構之

主要操作單元可歸納為集水區概述、水質狀況、湖泊水質和地下水水質、土

地及水資源關係（泥砂量、營養源、大腸桿菌、殺蟲劑及水文變化）、環境

目標、地理管理策略（集水區經營管理、地下水層保護及洪泛平原管理）、

土地使用策略及監測與評估等。若將其主要操作單元予以歸納，則可進而繪

製出該集水區計畫之規劃架構圖（圖 3）。 

此案例在「環境目標」中認為自然資源管理單位明確定義出其環境目標，

為集水區規劃之一項關鍵工作，這些目標為「確保水質、水量和生態系統的

健康」。為達到這個目標，在地理管理策略上，自然資源管理單位如地方、

州及聯邦政府，皆透過一系列的具體方案，遏止對自然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的負面行為，同時提供獎勵誘因，激發正面的改變。 

這些方案，有助於大大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如土壤侵蝕、泥砂淤積、工業污染物排放、危險廢物非法傾倒等。讓密西

西比河下游集水區的水域適合全方位的用途，包括娛樂、消費和支持水生生物繁衍，但仍有許多工作需要配合完成。例如，為

實現這些目標，自然資源管理單位還修改土地使用管理和廢棄物管理的相關規範。另外，為執行集水區經營管理、地下水層保

圖 3、密西西比河下游集水區計畫之規劃架構圖 

 集水區概述 

水質狀況 

土地及水資

源關係 

環境目標 

地域管理 土地使用 

監測與評估 

策略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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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及洪泛平原管理，依據當地不同的地理區位條件的自然資源管理，提出綜合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必需因地制宜，可以被單獨

使用或組合使用。 

在土地使用策略上，運用包含：(1)增加常年植被的土地面積：有助於減少地表徑流、攔截污染物(如殺蟲劑)、保護地表水

和地下水、增加滲透補充地下水層、穩定水文循環和減少河堤侵蝕、降低地表溫度、提供野生動物棲息等。(2)濕地資源保護

與復育：為農業和城市發展，據估計已有一半約 80,000 英畝（根據 CURA 估計）濕地被破壞，目前剩餘的濕地將以「濕地零

淨損失」為目標來保護。找回濕地生態價值及功能，如提供生物棲息、雨水滯洪、過濾污染物、地景維護等。(3)農耕地保護：

目前坡地約有 60％為農耕地（國家資源清單，1997 年），農耕地應加強保護，避免土壤侵蝕造成水質濁度和懸浮物提高。(4)

都市發展用地的影響：都市的住宅區、商業區及工業區，應採取適當的發展模式（集中或分散），以減少廢水排放及地表徑流，

影響集水區水質。(5)營養鹽與農藥管理：妥善管理營養鹽及農藥（除草劑、殺蟲劑和殺菌劑），除適當維持農作物產量外，應

同時保護和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 

最後，透過「監測與評估」除可瞭解環境變化外（如本案例之水質狀況），並可由趨勢分析以確定集水區經營成效，此兩

項概念應可對本研究之規劃內容提供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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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The largest river in North America, the Mississippi River rises in Minnesota and flows almost due south across the continental interior 

to the Gulf of Mexico. Joined by its major tributaries, the Missouri River and the Ohio River, the Mississippi collects water from all or 

part of 31 U.S. states. As the central river artery of a highly industrialized nation, the Mississippi Riv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busiest 

commercial waterways in the world.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in major American cities such as St. Louis and New Orleans. 

On the basis of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Mississippi River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stinct reaches, or sections.To geographers, the 

lower Mississippi has long been a classic example of a meandering alluvial river; that is, the channel loops and curls extravagantly 

along its floodplain, leaving behind meander scars, cutoffs, oxbow lakes, and swampy backwaters. 

 

The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Basin includes all or part of 17 counties and has 12 major watersheds covering about 7,266 square miles 

(4,650,100 acres). The basin’s population grew 11.9 percent between 1990 and 1998, from 539,787 to 603,997. Beautiful bluffs, springs, 

caves and numerous trout streams abound in the eastern basin, where steep topography and erosive soils increase the potential for 

pollutant runoff and sedimentation of streams. Sinkholes and disappearing streams highlight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in this part of the basin. The presence of fractured limestone bedrock lying close below the land surface, which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karst topography, presents a widespread risk of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in the eastern basin. In the southwestern basin, 

Mississippi tributaries emerge as small streams out of a prairie landscape once rich in wetlands but now extensively drained to support a 

productive agriculture. Further to the north, in the western Cannon River Watershed, remnants of the Big Woods hardwood forest 

intermingle with mixed crop and livestock farming in a rolling terrain interspersed with lakes and wetlands. On the basin’s eastern 

border, the Mississippi River is shaped by the lockand-dam system, which converted a free-flowing meandering river into a series of 

navigation pools with a ninefoot-deep channel for barge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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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 ever-increasing extent,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efforts in Minnesota are being organized by major drainage 

basin. Public and private funding sources are showing a growing preference for working through basin initiatives rather than funding a 

host of separate, uncoordinated efforts within the same basin. The purpose of BALMM is to create an organized, unified effort in the 

Lower Mississippi/Cedar River basins that will: 

1. Make the case to the public, elected officials and funding sources for giving priority attention to water quality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in southeastern Minnesota; 

2. Establish ongoing coordination of local, state, tribal and federal agencies to plan and implement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activities that are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and reflect local and downstream issues and priorities. 

The Basin Plan Scoping Document is a guide toward the pursuit of these broad goals that the BALMM has developed in its first year. 

As such, it will be used by Alliance members to guide and coordinate implementation activities in the basin, even as it continues to be 

refined and elaborated into a more complete Basin Plan.  

 

Water Quality.  For the water quality issue of this watershed, five perspectives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basinwide surface water 

quality conditions and trends, Mississippi River water quality, water quality of major Mississippi tributaries, lake water quality, and 

ground water quality. 

 

Land-Water Relationships. Watershed management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water quality of any particular water body is a 

reflection of how land is used within the watershed that drains to that water body.  However, land-water relationships vary 

considerably over short distances and they are affected by a multitude of site specific variables. In the plan, the influences of land use on 

the sediment, nutrient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ecal Coliform bacteria, pesticides, and hydrologic modification are discussed in 

separate sections. 

 

Environmental Goals.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basin planning is to organize the activities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gencies around the attainment of environmental goals. Thus, defining these goals as precisely as possible is a critical aspect of basin 

planning. The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Basin Team and BALMM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goals for the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Basin. These goals are for water quality, water quantity and ecosystem health, and the water quality goals are set on groundwater 

protection and surface water quality for rivers and 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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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ree basic geographic approaches to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solutions 

are watershed management, aquifer protection, and flood plain management. Each of these is a specific geographic, or place-based 

approach 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y can be used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problem, or 

combination of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A: Watershed Management: Watershed management is a way of protecting or restoring water bodies such as these by modifying land 

uses within the upstream watershed. It often includes two major phases: a data collection and evaluation phase that culmina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watershed management pla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lan by landowners and users. 

B. Aquifer Protection: Prevention of aquifer contamin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naging our drinking water resources. One 

approach to preventing pollution of our drinking water supplies is to recognize where ground water is especially vulnerable to 

pollution and to then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se sensitive areas. 

C. Floodplain Management: A river system includes much more than a main channel running at bankful or lower flows. An important 

part of a river corridor is the floodplain, a relatively flat area on both sides of a stream that is formed over centuries as the stream 

moves back and forth in a process of lateral migration. The objective of floodplain management is to reduce the potential for flood 

damage while enhancing the original functions of floodplains for water quality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Land-Use Strategies: Seven strategies of land-use are introduced in the plan, including Perennial Vegetation, wetland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row-crop land conservation, reduce impacts from urban and residential land, nutrient and pesticide management, animal 

feedlot management, and aggregate mi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ne object of this plan is to evaluate changes in water quality in the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Basin by 

establishing long term monitoring networks for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variables and using trend analyse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efforts. There are six major areas of need that will be addressed by this strategy, with the focus 

primarily on the surface water quality of streams and rivers.  They are pollutant loads, biological monitoring, correlating land use and 

water quality, physical condition monitoring, best-attainable stream conditions, and ground water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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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Sudbury 水 庫 系 統 集 水 區 （ 圖 4 ）屬 於 麻 塞 諸 塞 州

Sudbury-Assabet-Concord (SuAsCo) 大集水區之一部分，此飲用水供水

系統包括南、北兩個次集水區，除四個供水水庫（Sudbury 水庫、

Framingham 1、2 及 3 號水庫）外，另有五個引水渡槽（Sudbury、Weston、

Wachusett、Hultman 及 MetroWest Tunnel）。而 Sudbury 水庫集水區

即為上述之北集水區，其面積 17,782 英畝，包括森林 37.5%、溼地 1.2%、

開放水域 8.2%、7.2 為公有保育地、住宅區 28%、工商業區 9%以及農業區

6%（圖 5）。而對供水觀點而言，未來住宅區與工商業區開發比例將分別

成為 47%與 20%，此土地利用改變代表民生用水量及商業用水量之大幅增

加；此外，30%的集水區面積由原有之自然地表改變成為都市環境，此改變

對於集水區水質亦將是一大隱憂。公有地管理單位所持有面積雖小，但多位

於蓄水區周圍和一些主要支流和水庫之緩衝區。因此，管理水庫和其支流 

400 英尺範圍內的 32%土地，對 Sudbury 水庫的水質保護與管理是相當重

要的工作。 

 第四章  國外案例二 

美國 Sudbury 水庫集水區 

西元 2005 - 2014 年土地管理計畫 

資料來源：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Division of Water Supply Protection. 2005. Lan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Watersheds of the Sudbury Reservoirs: 2005-2014.  

圖 4、美國 Sudbury 水庫系統集水區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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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此土地規劃順利進行，該計畫進

行詳盡文獻回顧以便獲得合適規劃原則，

包括集水區保護、水產量、流域森林管理、

空氣污染影響和野生動物影響。而且歸納

數項集水區保護原則： 

 

 森林集水區較非森林集水區可產出

更高品質的水，而都市、郊區和農業等

土地用途皆會降低水的品質。 

 集水區供水的主要潛在污染來源是

未受控制之人類活動，因此欲保護過濾和未過濾的水質，需要對人類活動予以控制。 

 集水區地表覆蓋條件影響對特定營養（特別是磷、氮）之調控，而由森林完全佔領的集水區則提供最佳的營養調節。 

 火災預防、員警監視、水質取樣和包括森林管理之其他集水區管理活動，皆取決於充分與維護良好的道路系統。 

 濕地和濱岸帶的適當管理和保護是流域保護之一個關鍵組成。 

 

而根據前述之集水區保護原則，Sudbury水庫公有地管理單位設定以下之集水區主要管理目標： 

(1) 提供最佳之可能土地覆蓋方式以保護水庫水質。 

(2) 減少或緩解點源和非點源之水污染。 

圖 5、Sudbury 水庫集水區之土地利用(左)及公有開放空間分佈(右)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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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並針對包括水質和水產量、土地保護、森林管理、野生動物管理和文化資源保護等主要領域，分別確認其具體目標

(詳見表2)。 

表2、五個主要領域之具體目標 

主要領域 具體目標 

水質和水產量 • 儘量減少長期累積輸出至水庫之磷、氮和濁度。 

• 在緊急情況下，為當前和未來世代提供安全用水。 

土地保護 • 限制土地使用於那些不會威脅水質的土地用途上。 

• 控制非森林土地使用（如道路）、自然事件影響 (如火災)，與威脅水或其它天然資源的人類活動。 

• 過堅持土地處置政策，限制市政或私人用途之土地處置。 

森林管理 • 為大部分土地提供有力的森林覆蓋，多樣森林樹木的物種組成、大小和年齡。 

• 保持森林覆蓋以平衡活躍生長和養分同化、密集過濾、溫度調節與再生產。 

• 鼓勵和維持充足的森林再生以保留這土地之森林覆蓋。 

• 加強和維護集水區森林抵抗干擾和從中恢復的能力。 

• 預防來自集水區森林的土壤和養分流失，並提供可用養分的積極吸收。 

• 藉由提供覆蓋以過濾和/或緩衝污染物以減緩人為空氣污染的影響。 

• 發展低度維護之集水區森林以便用最少的干預而提供長期水質保護。 

• 進行任何好處勝過潛在負面影響的森林管理活動。 

• 符合或超過所有規範森林管理活動的麻塞諸塞州環境法規。 

• 清除死亡和傾倒樹木以減少火災或養分運輸的威脅。 

野生動物管理 • 減緩野生動物對基礎設施和其他集水區資源的不利影響。 

• 保護罕見，稀少和重要的野生動物物種和其棲息地。 

• 透過通知、現場訪查、記錄和文獻審查的過程，評估和減輕流域管理活動對野生動物的影響，並建議予適

當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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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源保護 • 保持大部分土地的未開發的森林狀態。 

• 確認土地內所有罕見物種，並提供其棲地條件和維續物種的保護程度。 

• 在可行、適用並有限範圍內，保持早期森林演替和非森林的棲地。 

•. 確認和消除外來物種。 

• 在部分土地保持森林保留地。 

 

 

 該計畫對於前述幾個主要領域之管理目標，針對在西元2005-2015這十年間可採用之方法進行分析。 

 

（一）土地管理： 

由於還有其它較高優先序之操作方法及缺乏債券資金，目前 Sudbury 水庫並未實施土地徵收(Land Acquisition)。因為水庫及

支流之濱岸地區(Riparian Area)已被確認為此區域土地管理的優先考慮地區，因而一個在被砍伐濱岸區的先驅計畫已於過去十

年成功地重新建立森林和灌木，在資金允許狀況下，此方法將在未來十年中擴大推展。為保持此流域所有權範圍(property 

boundaries)內之監督，集水區管理人員與當地警方提供頻繁巡邏，以減少對自然資源之不當或非法活動。由於火災跡地將增

加地表逕流、土壤沖蝕及養分流失等潛勢，因而管理單位相當重視森林火災之衝擊；雖然火災預防(Fire protection)是當地消

防部門的責任，但是該計畫仍確認所需要之維護通路、訓練和裝備，以提高管理人員之火災回應能力。為能有效進行全區之管

理活動，針對在水庫設置前即存在的道路系統維持全年通行是項極重要維護工作；因此在其道路系統內總長 10 英哩的主要通

路(access roads)中，此計畫已針對其中 3.7 英哩以最佳管理措施予以升級改善。針對避免產生水質或其它負面影響而禁止任

何管理行為之「保護區」，該計畫將所轄土地中之 1,026 畝列為特別管理限制區(Areas with Special Management 

Restrictions)，包括水庫島嶼、濕地、濱岸帶，以及歷史及珍稀野生動物棲息地周圍的敏感資源和緩衝區（表 3），並明訂各

土地類型在管理活動上之限制。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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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Sudbury 水庫之特別管理限制區 

土地類型 面積 限制 

水庫島嶼 116 英畝 不管理 

濕地 505 英畝 除水獺管控外，不管理 

水庫及支流之濱岸帶 405 英畝 受 FCPA 過濾帶管制；部分地區限制伐木 

干擾庇護區 未定 相對低度管理 

歷史、文化或自然特色區 未定 不管理至選擇性復育管理 

原始林地 未定 待定 

 

（二）森林管理：  

Sudbury 集水區在未來 10 年之森林管理活動有兩個主要目標，分別為促進森林之再生，及以適合這些區位之本土物種混合

林予以取代。此計畫所建議之管理活動，係在試圖減輕自然災害的影響；雖然不能改變災難性強風或主要病蟲害的發生頻率，

但這些活動可增強森林對這些影響的抵抗力與回復力。造林(Silviculture)被建議來實現這些目標，以促使森林朝著穩定、多

層次、多樣化和有活力狀態移動。 

 

（三）生物多樣性管理：  

集水區管理單位認知它們對區域和當地生物多樣性的最大貢獻在於保護重要區域土地避免被發展，並維持這些土地的森林或

其他自然覆蓋。但因人口稠密、破碎化、外來物種入侵和強烈發展壓力，此集水區必須格外艱難地面對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挑

戰。該計畫分析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法律來源，然後介紹此區域之動植物群落（圖 6）。最後，本計畫亦回顧早期演替棲息地，

在支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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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生動物管理： 

改變植被和其它棲地條件的土地管理活動，將對野生

動物群落產生相應的影響。而在此集水區野生動物棲

地條件之改變，源自本計畫的森林管理活動。整體而

言，保留區之野生生物多樣性將增加，且利用森林覆

蓋下層的物種將會增加。因此，該計畫建議一些儘量

減少負面影響並使造林利益最大化的具體行動，包括

觀察稀有物種棲息地周圍的緩衝區、平均每 25-30 年

處理一次的低強度管理、特定地區僅在冬季進行作業，

選擇要刪除和保留的樹木。 

（五）文化資源保護： 

缺乏適當的控制，土地管理措施可能不利於考古資源。因此該計畫的文化資源管理方案，係透過審查所擬造林作業並建議管

理措施以保護重要文化資源。對於列為高度或中度敏感的史前資源區位，其造林作業計畫將被限制在特定月份以指定之設備

和技術進行。除建議在考古遺址、歷史建築和構造物實施植被生長控制的有限及選擇性管理措施外，亦提出建檔清單、考古

取樣和公眾教育等加強文化資源保護之的長遠建議。  

（六）研究、監測與公共參與： 

該計畫報告在第六章中，特別對目前與未來須關心課題提出研究建議，特別是在森林管理效果之監測（含最佳河岸植被、外

來物種管制、道路情況和森林年齡結構分析）、野生動物研究（含重要棲地和稀有物種出現之記錄和監測野生動物活動）、

文化資源保護研究（列檔清單、準確地圖和所有著名的歷史文化遺跡之數位化）。計畫的第七章中概述在「Sudbury 土地管

理計畫」規劃與執行階段的公眾參與措略，包括瞭解民眾對 Sudbury 集水區特性之興趣、宣傳管理者之意圖和義務、公眾

參與定期檢討及計畫修訂。  

圖 6、美國 Sudbury 水庫集水區之稀有植物、稀有動物及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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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之特色，除指出私有土地比率較高之集水區會因經費考量而無法以土地徵收進行管理之難處外，但也明確提出水

庫蓄水區週圍緩衝區及支流濱岸地區為水庫集水區在土地管理上之優先考慮區域。本案例提出許多土地保護措施，其中之

「自管通路以最佳管理措施予以改善」以及「編列特別管理限制區」等兩項管

理措施極具有參考價值。雖然計畫中包含許多偏向林業、生態、文化等資源管

理之細節，但因為國內主管權責劃分方式與美國不同而無法直接引用；然而，

針對管理對象之持續研究、監測與公共參與之態度與規劃，則是國內外各案例

常提及之長期工作內容。 

 

此案例位於開發程度極高之美國東岸麻塞諸塞州，雖然其地理環境並無嚴

重災害之威脅，但未來土地利用趨勢，住宅區與商業區開發比例將大幅增加，

隨之民生用水及商業用水量將大幅增加，另外，30%的集水區面積將由原有的

自然地表改變為發展用地，對於生態與水質亦是一大隱憂。所以，對於掌管僅

佔整個集水區約 7%面積之公有土地管理單位（Office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Division of Water Supply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Massachusetts）(南區隊刪除英文部分)而言，

擬具集水區合理可行的土地管理計畫，進行各項土地使用、造林植栽、污染管

制、物種及文化資產的保護與監測等事項，以確保集水區得以持續供應乾淨水

源。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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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首先利用文獻研究獲得五項涵蓋集水區保護、森林管理和野生動物影響等面向之集水區保護原則（參見「2.計畫

目的」），進而歸納出「提供最佳之可能土地覆蓋方式以保護水庫水質」及「減少或緩解點源和非點源之水污染」等兩項

水庫公有地管理單位之集水區管理目標，除對於土地保護、森林管理、生物多樣性管理、野生動物管理、文化資源保護等

五個主要領域分別確認其具體目標及策略（表 3）外，並對在西元 2005-2015 這十年間可採用的方法進行分析，最後指出

長期研究、監測與公共參與之建議。 

 

此案對台灣水庫集水區發展的啟示約有以下數點： 

(一)本案集水區私有土地所占比例頗高，卻會因經費考量而無法以土地徵收進行管理。對照國內目前狀況，私有土地辦

理徵收也有愈來愈難進行之趨勢，除經費考量外，徵收前亦先徵詢居民意見，但多數居民仍不願搬離原居地。所以，水庫

蓄水區週圍緩衝區及支流濱岸地區為水庫集水區在土地管理的保護與管制方面，仍優先管制公有土地部分；對於私有土地

部分，除中長期籌措各項保育措施及徵收的辦理經費外，亦檢討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或跨區區段徵收移出發展權等作法，現

實仍承認現有聚落劃設低強度保護區或低密度住宅區，引導集中發展及管理。 

(二)計畫中包含許多偏向林業、生態、文化等資源管理之細節，但因為國內主管權責劃分方式與美國不同而無法直接引

用；然而，台灣相關部門協調及法令競合如土地管制、森林保護、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等，仍須積極配合。至相關管

制，如區域重建綱要計畫各項策略分區、中央地調所環境災害敏感地各種潛感地區及非都市各目的事業管制等亦有整合協

調確認的必要。 

(三)其他，本案例針對管理對象及計畫範圍之長期研究，監測與公共參與之態度與規劃，是國內外各案例常提及之長期

工作內容。其中促進公共參與部分，國內集水區規劃除宣導民眾對於集水區特性、義務的瞭解及鼓勵公眾或權利關係人參

與計畫定期檢討修訂外，也會辦理多場座談會，凝聚公私部門各界共識；另長期研究，監測部分，國內現有包括國家災害

防救中心、中央地調所、水資局、國科會、國土資訊系統等，則須跨單位資訊整合。最後，本案例提出許多土地保護措施，

如改善現有通路進行最佳管理措施、劃定特別管理限制區等管理措施，雖因國情制度作法不同，但其管理原則及精神與國

內現行作法相仿，仍可互相參考比較實施結果，作為計畫檢討修訂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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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1878 a system of reservoirs wa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water supply by holding back the Sudbury river, to supplement the Lake 

Cochituate system in Natick. These new reservoirs were Sudbury, Whitehall, Hopkinton, Ashland, Stearns, Brackett, and Foss. In 1947 

the Whitehall, Hopkinton, Ashland and Cochituate Reservoirs were turned into State Parks, and in 1976 the entire Sudbury System was 

officially reclassified as an emergency water supply. Today only the Sudbury Reservoir and Foss (Framingham Reservoir No. 3) are 

classified as a reserve drinking water supply. The DCR owns and manages 4,943 acres of land in the Sudbury Reservoir watershed 

system. 

The Sudbury Reservoir System watershed is part of the greater Sudbury-Assabet-Concord (SuAsCo) drainage basin in Massachusetts. 

Two subbasins are divided geographically and referred to as the North and South Basins of Sudbury System. The current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supply reservoirs: the Sudbury Reservoir, and the Stearns, Brackett, and Foss Reservoirs (also known respectively as 

Framingham Reservoirs Nos. 1, 2, and 3). The system also contains five aqueducts: the Sudbury, Weston, Wachusett, and Hultman 

Aqueducts, and the new MetroWest Tunnel. The North Basin includes approximately 17,782 acres. 37.5% of this area is in forest cover, 

1.2% is in wetland, and 8.2% is open water. Approximately 28% is in developed residential areas, 9% is in industrial/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6% is in agriculture. Future development may cause significant changes to land use as 47% and 20% of the watershed 

is zoned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industrial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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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gram Objective  

The principles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that drive management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the Sudbury watershed lands were distilled 

from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inciples are identified in the areas of Watershed Protection, Water Yields, Watershed Forest 

Management, Air Pollution Impacts, and Wildlife Impacts. 

• Forested watersheds generally yield higher quality water than non-forested cover types. Urban, suburban and agricultural land uses 

all contribute in some way to lowered water quality. 

• Uncontrolled human activities on water supply watersheds represent a major source of potential contaminatio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on both filtered and unfiltered water supplies requires control over human activities. 

• Watershed cover conditions differ in their regulation of certain nutrients (especially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the best regulation 

of nutrients is provided by vigorously growing forest that is fully occupying all watershed sites. 

• Fire protection, police surveillance, water sampling, and other watershed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forest management, all 

depend upon an adequate, well-maintained road system. 

• The proper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wetland and riparian zones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watershed protection. 

Following are the primary watershed management goals of OWM for management of its Sudbury land holdings, based on the watershed 

management principles outlined in previous paragraph: 

•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land cover for protecting reservoir water quality. 

• Minimize or mitigate both point and non-point sources of water pollution. 

The plan also identifies specific goals for the main areas: Water Quality and Yields, Land Protection, Forest Management, Wildlife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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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perating results 

Land Protection:  

OWM has not had an active land acquisition program at Sudbury watershed due to the higher priority of programs at the three active 

water supply watersheds and the lack of bond monies earmarked for Sudbury. The condition of the riparian areas along the reservoirs 

and their tributarie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priority concern for Sudbury land management. A pilot program to reestablish forest and 

shrub cover within deforested riparian zones wa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nd will be expanded, as funding 

allows, during the coming decade. To maintain agency property boundaries within the Sudbury watersheds, watershed rangers work 

with local police to enhance this surveillance and reduce the impacts of inappropriate or illegal activities on Sudbury natural resources. 

Fire protection for OWM properties is primari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ocal municipal fire departments. The plan identifies the need 

to maintain access roads and train and equip OWM staff in order to improve response to fires that do occur.  About 3.7 of 10 miles of 

OWM-maintained access roads within the Sudbury system have been identified for upgrading by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is 

plan.  Approximately 1,026 acres of OWM Sudbury lands have been classified as Areas with Special Management Restrictions, 

including islands in the Sudbury Reservoir, wetlands, riparian zones,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and buffers around historic and rare 

wildlife habitats. 

 

Forest Management:  

There are two major objectives for forest management activities on the Sudbury watersheds during the next 10 years; 1) to foster tree 

regeneration where it is lacking and 2) to replace plantations with a mix of native species better suited to these sites. Management 

activities recommended in this plan attempt to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natural disturbances. While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catastrophic winds or major insects or diseases in New England cannot be changed, the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of a forest to such 

impacts can be enhanced. Silviculture is proposed to accomplish these objectives and to move the forest generally toward a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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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yered, diverse, and vigorous condition across the watersheds. 

 

Management of Biodiversity:  

OWM recognizes that it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regional and local biodiversity is protecting significant areas of land from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those lands in forest or other natural cover. The Sudbury watershed system is an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place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The watersheds are densely populated, fragmented, subjected to invasive 

species, and under intense development pressure. The plan reviews the sources of the mandate to protect biodiversity and then describes 

what is currently known about the diversity of Sudbury flora and fauna and natural communities. Finally, this plan reviews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successional habitats in supporting biodiversity. 

 

Wildlife Management:  

Land management activities that alter vegetation and other habitat conditions have corresponding impacts on the wildlife community in 

that area. Changes in wildlife habitat conditions at Sudbury will result from the planned forest management activities. Overall wildlife 

diversity on the reservation will likely increase, as species that utilize lower and middle strata of forest cover will increase. This plan 

recommends specific action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s and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OWM’s silvicultural operations for 

wildlife. These actions include: observing buffer zones around rare species habitats, using a low intensity of management whereby each 

site is treated on an average of every 25-30 years, conducting operations in certain areas only in winter, and observing certain 

guidelines in the selection of trees to be removed and left.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Without appropriate controls, land management programs can be detrimental to 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Accordingly, the foundation 

of OWM’s 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rogram is a process for reviewing proposed silv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recomm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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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practices to protect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hose silvicultural operations planned for sites that have been 

classified as highly or moderately sensitive for prehistoric resources, restrictions are recommended on the time of year and the types of 

equipment and techniques used.  A limited and selective management program to control vegetation growth in and around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historic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is recommended. Further inventory, archaeological sampling, and public 

education are recommended to bolster cultural resource protection in the long term. 

The Section 6 of the plan identifies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inventory, and monitoring that would address current and future 

agency concerns. Identified needs include monitoring of forest management effects, analysis of optimum riparian vegetation, inventory 

and control of invasive plant species, analysis of Sudbury road conditions, and the age structure measurements of the current Sudbury 

forests. Wildlife topics needing further research include documentation of critical habitats and rare species occurrences, and monitoring 

of wildlife activities. The principal research need for the continue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within OWM properties on the 

Sudbury Reservoir watersheds is to inventory, accurately map, and digitize all known historic cultural sites. Section 7 of the plan 

outlines the strategy for regular public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dbury Land Management Plan, 

including objective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public’s interest in the Sudbury watershed properties, for better informing the public 

about OWM intentions and obligations in managing these lands, and for involving the public in regular reviews and revisions of th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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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東岸北卡羅來納州中北

部之 Upper Neuse 集水區，是由 32

個大小不一的集水區所組成，又可分

為 9 個供水集水區（圖 7 左）；總面

積 770 平方英哩之集水區內，總人口

數將由西元 2000 年之 190,000 人，

到 2025 年預測增加 50%，而家庭戶

數將從 79,910 戶增至 119,855 戶(圖

7 右)。在土地利用方面，約 61%的集

水區土地為森林、郊區與都市各佔

16%和 17%，約 60,040 英畝之土地

（約為集水區 12.2%面積）為被保護

 第五章  國外案例三 

美國 Upper Neuse 

集水區管理計畫 資料來源：Upper Neuse River Basin Association, 2003. Upper Neuse Watershed 

Management Plan. 

圖 7、美國 Upper Neuse 集水區之九個供水集水區(左)及未來人口成長(右)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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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圖 8 左）。雖然集水區之總

體水質良好，但幾條溪流有不良棲

息地、嚴重河岸侵蝕和高淤砂河段。

最具威脅性的水質問題是水域棲地

退化、都市和農業逕流、低溶氧、

湖泊優養化、有毒物溢漏與河口優

養化，而在被評估之 562 英哩河段

中，19.2 英哩(3.4%)無法保持原有

之河川原始功能、37.6 英哩（6.7%）

僅保有部分原有功能（圖８右中之

紅色河段）。 

 
 
 

 

(一) 執行單位 

於西元 1996 年成立的 UNRBA 協會，對於 770 平方英里 Neuse 河流域內的水質保護、水資源規劃以及管理上，一直以來提

供一個合作討論的平台空間。流域內的八個州、6 個市以及當地土壤水源涵養區自願組成該協會。在轄區內皆任命地方代表為

UNRBA 委員會董事，負責建立該組織的工作計劃和活動。Upper Neuse 河流域有許多不同品種的野生動物、許多重要的自

然區域，和 9 個水庫供應約 50 萬人的飲水。顯然地，當地人民的健康、安全和活力以及經濟和環境，流域內的水資源的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UNRBA 的會員認為在整個流域發生擴增以及相關土地變遷的情況下，必須採取積極主動的努力，以確保水資

源的長期保護。 

圖8、Upper Neuse集水區之土地利用(左)及受損河段分佈狀況(右)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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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法規： 

於河岸緩衝帶發展條例的修訂中，對於保護區的未來發展更正為建立各水體邊緣 100 英尺內為緩衝帶（除非當地需求更加嚴

格）。以及於都市與郊區的未來發展，在區域規劃和履行方法上仍保持現行的規定，並建議國家及地方對於都市地區的法律予

以修訂，允許更靈活增減緩衝帶以符合該區域之地方需求。另對於都市地區之相關法律修正應由地方政府進行，而非通過國家

審批程序。 

 

(三)計畫目的 

集水區內之各地方政府機關和 UNRBA 董事會，於該計畫流域管理規劃過程中確定了幾項最重要的水資源議題，並以這些議

題作為優先研擬策略建議之方針。 

 

Level 1 - 最重要：公共飲用水資源保護。 

Level 2 - 非常重要：保護水域和河岸棲息地，支援遊憩用途。 

Level 3 - 重要：維持充份之用水供應、水質維護。 

 

由於葉綠素a不僅可作為營養源和藻等水質變化來源之指標外，亦可透過水質模型藉以來預測季節性突長潛勢並與美國環

境保護署相關標準相比較。因此，此計畫利用葉綠素a作為九個供水水庫集水區「水質不惡化」的主要指標。此不惡化目標比

美國的國家標準更嚴格，且能聯結到水域棲地之保護。而在遊憩和棲地之目標則聯結到兩個關鍵指標：葉綠素a和不透水面積；

其需關注之關鍵門檻值，分別是葉綠素a大於25毫克/升及集水區不透水面積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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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方法： 

負責管理此集水區之單位(UNBRA)以三個階段來產生此集水區管理計畫 

(1) 第一階段為彙整現有資料並設定集水區管理重點與目標。 

(2) 第二階段則進行現況基礎調查，以便預測2020年在兩種情境下之集水區狀況，第一種情境是當地政府法規與開發程度皆

保持原狀，第二種情境是在現有法規容許條件下集水區開發至其容量。此階段基礎調查之目的，係在確認哪些供水區需增訂

管理措施以達規劃之目標。 

(3) 第三階段則評估不同管理策略在達成水質和棲地指標

上之差異。 

 

（二）保護飲用水供應：  

Upper Neuse 集水區內所有供應飲用水之湖泊，都遇到

與氮、磷等優養化問題。管理計畫之目的在於儘量減少

因優養化程度升高而產生其他問題和潛在風險，包括氣

味問題、淨水廠過濾器堵塞、消毒副產物致癌風險增加、

藍綠藻所產生之毒素等。該計畫分析結果指出結論，若

地方政府想達到供水保護目標，長期來看，除 Falls Lake

以外之所有供水區，皆需要額外管理措施以減少氮和磷

的大量荷載（圖 9）。 圖 9、充分執行現行法規之前提下，各供水區之水源損害評估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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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Falls Lake 上游河段目前 及未來不同情

境皆超過國家衛生標準（40mg/l） 

 

（三）保護棲地與遊憩區： 

保護棲地之目標值已於計畫目的中說明，現行法規皆可以滿足葉綠

素 a 保護目標。然而，Falls Lake 上游河段目前已超過國家衛生標準

（40mg/l），若沒有額外管理措施，其棲地損害預計將更為惡化（圖

10）。目前 32 個子集水區已有 6 個子集水區超過不透水面積比率

10 %的門檻值，在 2025 年則將增加至 12 個，而 19 個低密度與 27

個高密度的全區開發則會超過門檻值（圖 11）。由於現行法規不足

以保護水域棲地和水上遊憩活動之目標，因此該計畫建議降低不透

水面積比例以減少暴雨逕流之影響。 

 

 

表 4、新開發區域管理 

 都市發展區/郊區 自然保育區 

績效標準管制   

Surface Loading Nitrogen (lbs/ac/yr) 3.6 (既有標準*) 1.7 

Surface Loading Phosphorus(lbs/ac/yr)** 0.6 0.3 

河岸緩衝帶 50 英尺 (既有標準) 100 英尺 

加強洪峰流量管制 總不透水率 10%以上的新發展地區 總不透水率 10%以上的新發展地區 

   

密度分區管制   

發展密度上限 既有分區管制標準 每 3-5 英畝 1 個住宅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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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策略： 

此計畫擬議了一個管理新開發區域的整體策略，而此策略包涵四個核心價值，即維持"合作中的合作"、維持經濟成功、保護

綠地和環境品質以及改善流動性。而依照"智慧發展"原則，此計畫建議將集水區分為三個分區，分別為都市發展區、郊區及

自然保育區（飲用水供水集水區，如圖 12 所示）並透過績效管制或分區管制(表 4 )，以重疊管制之方式，再套疊各行政區範

圍及其既有相關法令規範，提出各行政區之管制規範建議，進行集水區內之水質水量管理，降低集水區內優養化與暴雨逕流

之損害，進而建議五個集水區的管理策略與技術。 

(1)開發新的區位管理策略以控制未來發展用地的逕流量和水質。 

 對於水的密度限制或水質與河岸緩衝帶低衝擊開發設計，增定新的條例 

 對於氮、磷的性能標準以及洪峰流量，增訂新的管理條例 

(2)監測和實施策略以確保適當的系統性能並衡量管理技術運作狀況。 

 長期監測方案 

 加強構造物及施工現場檢查，並採取執法行動 

 訂定個別化糞池系統的管理和檢查（縣） 

 公共衛生下水道溢出視察（僅用於都市） 

 

不透水面積上限 既有分區管制標準 3.5% - 5% 不透水面積比率 

河岸緩衝帶 50 英尺 (既有標準) 100 英尺 

加強洪峰流量管制 總不透水率 10%以上的新發展地區 總不透水率 10%以上的新發展地區 

*原Neuse River Nutrient Sensitive Water Management Strategy 制定之標準. 

**目前未對磷有任何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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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和維修方案，以辨別與懲治下水管道洩漏

及非法連接雨水排水系統（僅用於都市） 

 雨水排水系統的檢查和清潔(僅用於都市) 

 例行檢查和維修排水渠和小溪(僅用於都市) 

(3)教育和公民監督管理以提高對流域管理工作之認知與

參與。 

 低環境衝擊設計教育 

 採用能力分組方案和普遍的流域知識教育 

 農業和林業最佳化管理之實踐（僅用於縣） 

 特定土地收購和保護地役權（僅用於縣） 

(4) 管理和控制點源污染藉以提昇現有污水處理設施，

並逐步淘汰老舊設施。 

 國家污染物排放消除系統（NPDES，為透過

許可證控制污染物排放之控管計劃） 

 以進階的三級處理 DENR 政策改進地區污水

處理廠（僅用於城市） 圖11、不同情境下不透水面積比率超過10%的子集水區空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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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復育計畫以便恢復受損水

體的自然功能和性質。 

 沿岸地區復育 

 河岸穩定 

 河道和濕地復育 

 暴雨水質改善 

 

 

  

圖 12、Upper Neuse 集水區之管理分區：城市發展區（灰）、郊區（淺黃）及自然保育區(土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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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其他計畫之政府主管單位，此案例之管理單位(UNRBA)由 8 個市鎮、六個郡及在集水區內之當地水土保持處所組

成，它是為此集水區流域提供一個水質保護與水資源管理規劃合作之論壇。因此，集水區管理計畫內詳細地逐一針對各類參與

單位提出其管理對策之執行內容與時間規劃。 

 

此集水區管理計畫乃透過情境分析，模擬 2020 年在現有法令規範下集水區

內最大開發量以及維持現況之開發量，其分別對水質水量之影響程度並研擬管理

策略，而後再檢視現有管理策略並視情況增訂或調整，該計畫主要透過葉綠素與

不透水面積比率做為績效指標，以管控集水區的逕流量與水質，降低人為開發對

環境的負面影響。 

 

對於新開發區域則以智慧發展原則，先依環境特性將集水區分為三個分區：都市

發展區、郊區、自然保育區(圖 12)，並透過績效管制或分區管制(如表 4)，以重

疊管制之方式，再套疊各行政區範圍及其既有相關法令規範，提出各行政區之管

制規範建議，進行集水區內之水質水量管理，降低集水區內優養化與暴雨逕流之

損害。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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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集水區之土地使用管理，因為多數位於山區，且周邊都市活動並不頻繁，故依照區域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進行開發管控，少數重要水庫或周邊聚落活動較密集者，採劃設特定區計畫之方式管理，包含翡翠水庫、石門水庫、

明德水庫、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等，但多數特定區計畫範圍僅限於水庫周邊區域，即都市計畫管制範圍僅水庫周邊區

域，全集水區劃設者僅翡翠水庫(台北水源特定區)與烏山頭水庫(但烏山頭水庫因部分水源取自曾文水庫，故其集水區之管

控應併曾文水庫集水區一同管理)。 

 

從此可見台灣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管理大至可分為三種型式：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結合都市計

畫管制、都市計畫管制，其中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是屬於全國一體適用的法制規範，無法因地制宜，且該地區大多參考現

況使用劃設，缺乏目標性的指導規劃；完全以集水區整體特性而研擬的管制計畫，僅有透過都市計畫管制的台北水源特定

區計畫，該計畫將翡翠水庫集水區全部劃入都市計畫區，透過整體性的角度進行環境保育與開發導引之規劃策略研擬，但

是如此大規模之都市計畫地區，其耗費的管理人力成本亦高。相較本規劃案例而言，其落實於土地使用管理方面之策略，

若採用國內區域計畫層級之特定區域計畫，針對不同地區發展特性提出管制指導原則，在既有的地方土地管理策略中，以

重疊管制方式落實集水區治理規範，既可達到集水區治理目標，也無需再耗費大量人力重新研擬地方發展計畫，但是此方

式在國內尚無前例，其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實際執行面的磨合，仍有待相關部會機關共同協商討論。 

 

此案例之另一特色，在歸納眾多參與者意見以便獲得集水區重要議題過程之分析方法，該委員會以決策階層結構（評

準、促因、議題）分析影響此集水區狀態之因果與表徵指標間關係與權重，最後定義出三個議題之重要順序。這種可同時

考量不同管理單位立場及滿足多項目標的決策方法，應可在處理國內河川水庫集水區經營課題時參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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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 Upper Neuse watershed covers 770 square miles in north-central North Carolina. 32 watersheds combine to form 9 drinking 

water supply watersheds.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watershed is approximately 190,000 people. Projections show that the Upper 

Neuse will experience almost 50 percent growth in households between 2000 and 2025 (from 79,910 to 119,855 households). The 

Plan reports that about 61 percent of the watershed is forested, 16 percent is in agriculture, and 17 percent is suburban and urban 

development. About 60,040 acres of land (about 12.2 percent) in the watershed is protected open space. Although the Upper Neuse 

exhibits generally good water quality, several streams have poor habitat, severe bank erosion, and a high proportion of siltation. The 

most threatening water quality issues are aquatic habitat degradation, urban and agricultural runoff, low levels of dissolved oxygen, 

accelerated lake eutrophication, potential for toxic spills, and eutrophication in the Neuse Estuary. Of the 562 stream miles 

evaluated in the watershed, 19.2 stream miles (3.4 percent) are “not supporting” their intended uses. Another 37.6 miles (6.7 percent) 

are only “partially supporting” their us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3 to 1998, the combined total miles of non-supporting and 

partially supporting streams in the watershed increased by 42 percent. 

 

2. Program Objective 

The UNRBA was formed in 1996 to provide an ongoing forum for cooperation on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and water resourc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ithin the 770-square mile watershed referred to as the Upper Neuse River Basin. The eight 

municipalities, six counties, and loc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ricts in the watershed voluntarily formed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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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of the participating jurisdictions appoints local representatives to the UNRBA Board of Directors,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organization’s work plan and activities The Upper Neuse River Basin is home to a diverse variety of wildlife, many 

important natural areas, and nine public drinking water supply reservoirs that together serve about 500,000 people. Clearly, the 

watershed’s water resources are essential to the health, safety and vitality of the region’s peopl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The 

UNRBA’s member governments agree that as additional growth, and associated land conversion, occur throughout the watershed, 

the region must take proactive efforts to assure that water resources are protected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rdinance Revisions for Riparian Buffer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conservation areas, revise the development 

ordinance to establish a 100 ft. buffer setback from each edge of the waterbody (unless existing local requirements are equal to or 

more stringent than the 100 ft. buffer).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the existing requirements remain 

the same in the zoning and performance approach. In urban area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ate and local laws be amended to allow 

for more flexible waivers and variances of the buffer requirement. Upper Neuse Watershed Management Plan Proposed Strategies 

UNRBA May 2003 45 Appendix B provides example waivers and variances. In addition, these waivers and variances should be 

obtained through local rather than state approval process. 

During the watershed management planning process, local governments, partner agencies, and the UNRBA Board identified the 

most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 issues of concern in the watershed.  In developing the strategies of the Plan, the UNRBA used these 

priority issues as guidance. 

 Level 1- Most Important: Protection of Public Drinking Water Resources 

 Level 2- Very Important: Protection of Aquatic and Riparian Habitat, Support of Recreational Use 

 Level 3- Important: Maintenance of Adequate Water Supply, Protection of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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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n proposes a non-degradation target for the nine water supply reservoirs within the watershed, using chlorophyll a as the 

primary indicator. This non-degradation target is stricter than the state's standard, which is linked to protection of aquatic habitat. 

Recreation and habitat targets are linked to two key indicators: chlorophyll a and impervious area. Key thresholds of concern are 

watershed imperviousness exceeding 10 percent, and chlorophyll a levels greater than 25 mg/l. 

 

3. Operating results 

Planning approach:  

The UNRBA developed its watershed management plan in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 primarily entailed compiling and analyzing 

existing data and establishing watershed management priorities and targets.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watershed plan involved a 

baseline analysis. The baseline analysis identified water bodies which would not achieve targets unless additional management 

measures are adopted. The third phase of the plan evaluated how differ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compare in meeting the 

UNRBA’s water quality and habitat targets. 

 

Protect Drinking Water Supplies: 

All drinking water supply lakes in the Upper Neuse watershed are experiencing eutrophication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nutrient 

loads, including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The objective of the management plan is to minimize additional problems and potenti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levels of eutrophication, including taste and odor problems, water treatment plant difficulties due to 

clogging of filters, increased risk from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which can be carcinogenic, and increased risk of blue-green algae 

blooms which can produce algal toxins.  Plan analysis result concluded that if the local governments wish to meet the UNR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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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supply protection targets over the long term, additional management measures are needed to reduce mass loadings of both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for all water supply watersheds except Falls Lake. 

 

Protect Habitat and Recreational Areas:  

The targets for protecting habitat are those mentioned in the section of plan objective. Existing regulations are adequate to meet the 

chlorophyll a target for protecting habitat and recreation for all lakes for all future scenarios analyzed, including the buildout 

scenario. However, the upper segment of Falls Lake currently exceeds the state standard of 40 mg/l and habitat impairment is 

expected to worsen without additional management measures. Already, 6 of the 32 subwatersheds exceed the 10 percent 

imperviousness threshold. Under full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regulations and projected growth, this threshold would be 

exceeded in 12 subwatersheds by 2025. Under buildout conditions with developers using the low-density option provisions in the 

local ordinances, 19 of the 32 watersheds would ultimately exceed 10 percent imperviousness. Under the high-density options, 27 

of the watersheds would likely exceed the threshold target (Figure 13).  Existing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impervious surfaces and 

stormwater runoff from developed areas are not considered adequate to protect aquatic habitat and water-based recreation 

objectives. Therefore, additional measures are needed to require and/or encourage lower levels of imperviousness and to decrease 

the peak and average volume of stormwater discharg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 plan proposed an overarching strategy for managing new development. This strategy is based on four core values: 1) 

maintaining a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 2) sustaining economic success; 3) protecting greenspace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4) improving mobility.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smart development,” the recommended Upper Neuse Watershed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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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ree distinct zones: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suburban zones; and conservation zones (upland drinking water supply 

watersheds). The Plan organizes the recommend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to five general watershed management techniques 

consistent with the core values. These techniques, and the watersh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re listed below. 

 

1. New Development Sit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control the quality and amount of water running off future development 

sites. 

 Development ordinance revisions for density limits and/or water quality performance, riparian buffers, and low impact 

development desig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review for nitrogen performance standard, phosphorous performance standard, and enhanced 

peak flow management 

2.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Strategies to ensure proper systems performance and gauge how well the management 

techniques are working. 

 Long-term monitoring programs 

 Enhanced construction, site inspection, and enforcement action 

 Requirements for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of individual septic systems (for counties only) 

 Sanitary sewer overflow inspections (for cities only)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program to identify and correct leaking sewer pipes and illegal connections to storm 

drainage systems (for cities only) 

 Inspection and cleaning of storm drainage systems (for cities only) 

 Routin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drainage channels and creeks (for citie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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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ducation and Citizen Stewardship programs to increase awareness of and participation in watershed management efforts. 

 Low-impact design education 

 Adopt-a-stream programs and general watershed educatio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counties only) 

 Targeted land acquisitions and conservation easements (for counties only) 

4.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Point Sources to upgrade exist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and to phase out older 

facilities. 

 NPDES Program (Federal) Requirements (for cities only) 

 DENR Policy of upgrading region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to advanced tertiary treatment (for cities only) 

5. Restoration Projects to restore the natural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mpaired water bodies. 

 Riparian Area Restoration 

 Streambank Stabilization 

 Streambank and Wetland Restoration 

 Stormwater Retro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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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日本案例背景  

   

日本於自然環境方面與臺灣相似，同處西太平洋區域、地形山高水急、保水不佳，亦時常因滯洪不足而自然成災，加上

地狹人稠與河爭地，水文環境急遽改變。但日本於河川治理的研究及調適策略擬定的起步較我國為早，河川治理制度有良好的

成果，因自然條件相當類似，故台灣亦時常討論與借鏡相同之議題，日本與台灣有著相同地理環境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以及京

都議定書的原則，日本在防洪治水議題上的諸多措施，畢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日本的河川治理架構可以分為一級河川和二級河川，一級河川之管理者為國土交通大臣（河川法第九條第一項），二級河

川之管理者為都道府縣之首長（河川法第十條），準用河川之管理者為市町村之長（河川法第一百條第一項後段及第十條）。日

本河川管理之法規範，主要為河川法，另有幾個相關之行政命令，即河川法施行法、河川法施行命令與河川法施行規則。 

 

河川法自 1896 年設立以來經歷了多次修改，一開始以防制水患為主，至西元 1964 年全面修改舊河川法，而為現行之河

川法修改的新河川法，始注意到水資源的分配和運用。其後隨著新制度導入，河川法亦經歷多次修改，特別是近年來日本社會

經濟情勢的變化，河川制度建制之思考也隨著改變，河川不只擔負治水、水力利用之功能，且為河川之水邊空間、多樣生物的

生息、生育環境考慮等地區風土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合乎治水、利水與考慮環境之綜合的河川體制之建構是必要的，是

以西元 1997 年修改部分河川法之條文，從此維護河川生態環境成為主管機關的法定權責。最近一次修改則是西元 2000 年，

其主要修改內容為：(一) 對於河川的管理，採取積極促使市町村參與規劃之政策。(二) 關於河川管理，對於依政令指定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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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賦予其與都道府縣同樣權限與責任，在指定區間內之一級與二級河川，當都道府縣與政令指定都市間之意思實質上合致之

區間的河川管理時，實質上將權限讓與給政令指定都市。(三) 修定指定區域內之一級河川相關之國土交通大臣的認可範圍。 

 

  日本的國土交通省整合國土規劃、都市、住宅、土地、道路、運輸、水利、觀光及北海道開發，其中對於整體流域治理，

依不同層級各有其管理單位，透過其部門計畫與空間計畫之協調及審議會制度，建立一個溝通協調平台，整合部門間之資源並

配合相關配套措施，以強化國土計畫之指導性功能。如中央層級由中央主管機關為國土交通省，其下之河川局、土地水資源局

及都市地域整備局分別掌理流域土砂管理、水資源與國土規劃、及下水道事業，其中央單位之流域管理僅限於全國性政策與基

本計畫之規劃與訂定。於流域層級之管理則主要依河川法等相關法令由中央委任、委辦或補助地方整備局八局（屬中間層級）

等地方公共團體辦理執行。地方層級則由地方政府依法令執行各該管轄區內之地方性事務。於綜合治水政策方面制定有四個法

令，其中外水對策方面，在工程措施上制定「河川法」規範洪水等事前預防對策，在非工程措施方面則制定「水防法」規範洪

水等發生時對策；對於內水對策方面，制定「下水道法」規範下水的排除及處理，另制定「都市計畫法」規範都市地區之開發

許可。 

   

本書於日本的案例分析中，透過蒐集並評析矢作川、安倍川、及重信川三篇日本一級河川整備計畫，一窺日本於河川治理

策略之走向，以作為國內因應氣候變遷對水環境衝擊所提出之調適策略的參考。 

 

  案例四矢作川發源於長野縣，為長約 117km 的日本一級河川。其河川整備計畫之目的係基於流域及河川的現在狀況，並

考量今後的流域及河川的社會環境變化等，進行適宜之重新評估；此案例結合自然環境與社會現況之河川環境分區，透過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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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特性差異辨識，各環境分區之河川整備重點及其標準亦可隨之調整；並利用民眾問卷調查，瞭解位於都市區域之整治河

段居民在整備方式之看法，進而採取兼顧安全、環境及生態之河川管理設施。 

   

案例五安倍川源起靜岡縣，為長度 51km，流域面積 567km2 的一級河川，屬日本少數的急流砂土河川，歷來出現許多

災害。近年隨著靜岡市的發展，預防兩岸堤防的潰決與氾濫更形重要。為此，安倍川整備計畫之基本理念設定為「確保洪水及

大量砂土的安全性、保全河川環境和景觀、創造親水河岸與地域」。此河川具備獨特地理條件，因為河流坡度較其他日本河川

陡峭許多，加上河川上游為豐富砂石供應來源，流域內之河道空間不適於構築蓄水設施，因而此河川集水區之管理重點不在供

水量或水質等水資源利用議題，而是在於河道淤砂衍生之淹水問題以及河道環境維護等面向。 

   

案例六重信川發源於愛媛縣，為主流總長 36km，流域面積 445km2 的一級河川。此流域之河川整備計畫係為保護居民

免於洪水氾濫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維持松山市寶貴河川空間、沿河湧泉及濕地等良好河川環境，並繼承地域個性和活力之重

信川歷史和文化真實感為目標。因此在河川整備現狀下，明確地推展環境基本計劃，充分考慮森林、流域、防砂治山工程、水

災、河川利用、流域歷史文化、河川環境保全等現狀，在階段性整備目標與河川綜合保全利用前提下，試圖建構治水、疏通水

路、合理流域水資源利用、下水道整備、健全環境的水循環系統。 

 

  期藉由三篇日本河川整備計畫的案例評析，以瞭解日本在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及既有水庫改善及都市防災對策與管理

之相關對策，然而除上述河川法為流域管理之首法，尚有水防法、下水道法、都市計畫法及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對策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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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令對於治水策略從上、中、下游乃至都市、建築等都有一套完整妥適的法令規定，這些與土地、都計及治水部門都已經

整合於國土交通省，故各項措施可以一條鞭的方式執行。 

  雖然曾文溪流域，尤其上游受莫拉克風災影響甚鉅，但縱觀全國的流域石門水庫於西元 2004 年艾利颱風及西元 2005 年

馬莎颱風豪雨洪水造成災害；大甲溪流域於西元 2004 年敏督利颱風造成上游災害；以及西元 2009 年的莫拉克風災所引發台

灣南部地區的災害，這些印象深刻歷歷在目的災害皆記憶猶新，而歷次災害後引發的重大流域治理各項策略及法規議題應加以

整合，日本的經驗也期待未來在政府組織再造應有新的流域管理新契機，以因應未來極端氣候所帶來環境的變化。 

 

 

 

 

 

  



 

 55 

 

 

 

 

 
 

（一）自然與社會環境 

矢作川發源於長野縣南部大川入山

(1,908m)，在愛知縣中央部西南注入三

河灣，是條長約 117km 的日本一級河

川。而矢作川中游流域為一級支流家下

川及籠川與矢作川會合點間之流域（圖

13 左），在此流域內共有總長約 198km

之 23 條縣管河川，流域面積約 488km2

佔矢作川水系總面積的 24％，流域年

平均氣温約 15℃，年平均降水量約

1,400mm，西元 2000 年之人口數約

 第七章  國外案例四 

日本「矢作川中流圏域」 

河川整備基本方針 資料來源：愛知縣，2004，一級河川矢作川水系-矢作川中流圏域河川整備計畫 

圖 13、日本矢作川中游流域之位置(左)及三個河川環境分區(右)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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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萬人。此流域之河川環境，可分為巴川所構成的東部山地區域（圖 13 右之藍圈部分），籠川所構成的北部丘陵區域（圖

13 右之黃圈部分），以及豐田市和沿著岡崎市區流動之河川所被構成的都市區域（圖 13 右之紅圈部分）。 

 

在土地使用方面，岡崎市與豐田市的建築用地逐年增加，愛知縣的足助町、額田町、下山村、作手村等地區的其他用地面

積亦有增加的現象。另一方面，水稻和旱地則為下降之趨勢。於平成 12 年（西元 2000 年）土地使用型態比例中山地約

占 84%，房屋約為 9%，水稻田等農地約佔 7%。在產業部分於明治時代前期為棉花產出鼎盛時期，至明治 23 年農業已成

為主要重心，而汽車工業與製造業近年來亦逐年成長。第二級與第三級產業約占人口百分比的 50%，第一級產業所佔比例

微小。此區域交通以放射狀蔓延至豐田市，以及環狀鐵路通過。 

 

（二）管理現況 

1. 河川區域 

矢作川流域為防止洪水與颱風等災害的發生，管理河川從保護河流適當

使用的角度來看，以維持正常功能的自來水，並維護河川環境。由直轄

管理單位國土交通省所管轄的範圍為 62.5 公里長，該區域的愛知縣、

長野縣、岐阜縣的管轄範圍為 719.6 公里，共為 782.2 公里（如圖 14）。

其行政管理公私有土地面積如表 6。 

 

  

圖 14、交通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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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者 管理範圍 長度（單位：公里） 

國土交通省 直轄管理範圍 62.5 

愛知縣、長野縣、岐阜縣 指定範圍 719.6 

合 計 782.2 

 

表 5、直轄管理範圍的行政土地面積（單位：千平方公尺） 

 低水通道（1 號地） 堤防鋪路（2 號地） 高水通道（3 號地） 合計 

公有地 私有地 公有地 私有地 公有地 私有地 公有地 私有地 

指定範圍外 13,576 3 3,248 0 732 287 17,556 290 

計 13,579 3,248 1,019 17,846 

 

2. 土地利用 

矢作川流域的土地利用情況為森林用地面積約占 76％，水田面積約為 10％，建築用地面積為 3％，裸露地為 10％，

水利用地則為 2％。戰爭期間森林用地遭受破壞大幅減少，自昭和 20 年代（西元 1945 年）以來，裸露地與濕地保

護領域正在不斷擴大，直至昭和 40 年代（西元 1965 年）後，雪松和紅松樹改為人工林種植後，森林面積才逐漸增

加，此外稻田用地自明治時代至平成年（西元 1989 年）後有下降之趨勢。都市面積百分比為 2%至 3%，屬較低之

增長趨勢。 

表 5、管理範圍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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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矢作川流域土地利用型態面積 

 山林 水田 旱・荒地 市街地 水域 合計 

明治 73.0% 7.7% 15.5% 2.2% 1.6% 100% 

昭和 20 年代（西元 1945 年） 68.2% 9.1% 18.3% 2.4% 2.0% 100% 

昭和 40 年代（西元 1965 年） 77.7% 11.4% 6.5% 2.7% 1.7% 100% 

平成（西元 1989 年） 75.7% 9.5% 9.5% 3.2% 2.1% 100% 

 
圖 15、矢作川流域土地利用別面積型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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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自然的環境和社會環境看矢作川的流域分類 圖 17、矢作川流域土地利用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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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該河川整備計畫之目的係基於流域及河川的現在狀況，並考量今後

的流域及河川的社會環境變化等，進行適宜之重新評估；其河川整

備對象包括流域內所有之一級、二級與三級河川，而整備期間則為

30 年。整體而言，其目標如下。 

 

 防止與減輕洪水災害的發生：綜合性考量流域狀況、過去淹水災

害、目前治水安全、都市區域之淹水面積、人口密集地區面積、資產

等，針對緊急性之家下川、安永河及伊保河，實施防洪減災害的治水

整備。 

 維持河川適當利用及流水正常功能：農業、自來水及工業水的各

類用水者，在缺水初期為節水而合作努力以避免顯著缺水災害，聯合

相關機構對河川適當利用一起努力。 

 河川環境的整備和保全：河川環境的整備和保全，除考慮生物之

生活、生長環境外，也致力於良好景觀的維持，故其細部目標包括自

然環境之保全與再生、創造親水空間、維持及創造良好景觀、水質改

善等四項。 

 

圖 18、矢作川流域内國家公園(藍區)、縣立自

然公園(綠區)與重要溼地(藍區)、分布圖布圖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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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計畫制定過程 

此計畫自平成 16 年（西元 2004 年）起召開多次流域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與民間團體等參與，並以發放問卷之方式蒐

集民眾意見，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與一般民眾皆能共同參與，始完成矢作川流域整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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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患及水質現況調查：  

此流域之主要洪水事件出現於昭和 46年（西

元 1971 年）8 月、昭和 47 年（西元 1972

年）7 月及平成 12 年（西元 2000 年）9 月，

而洪水災害多出現在都市區域之家下川、永

安川、依保川等河川（圖 19）。依照公共用

水之利用目的，生活環境保全是利用環境觀測點與環境基

準點的水質 BOD75％數值作為水質指標，而此流域水質已

逐漸改善，安永河的 BOD75％值在 10mg/l 以下，而在加

茂川則成為 5.0mg/l 以下（圖 20）。 

圖 19、東海豪雨平成 12 年（西元 2000 年）9 月造成都市

區域洪水災害 

圖 20、矢作川中游流域之水質已逐漸改善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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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重點民意調查：  

  西元 2003 年 3 至 5 月，曾對流域內居民、小學 5

年級及初中 2 年級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內容為河川印象、

水災不安及河川環境整備等 12 個問項。自 4,640 戶居

民回收 1,515 份，16 所小學 6 所初中散發 982 份回收

920 份之問卷，在河川管理上應以「治水整備優先」、

「治水與環境整備並重」、「環境整備優先」之看法上，

贊成「治水與環境整備並重」之住民及中小學生比率分

別為 74%與 47%（圖 21） 

 

 

實施河川工程：  

  河川工程係以能安全地將 10 年發生 1 次之降雨所

產生河川流量送往下游為設計標準，故分別對前述水患

嚴重之家下川、永安川、依保川進行河川流量配置分析

（圖 22），並在適當地點規劃與設計河川工程，而河道

斷面設計則兼顧河防安全及生物環境需求 （圖 23）。 

 

 

圖 22、家下川、永安川、依保川之河道流量分析 

圖21、對於矢作川中游流域之河川管理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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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籠川考量魚類移動的落差工構造改善 

圖 23、兼顧河防安全及生物環境需求之斷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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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環境整備：  

  針對實施環境整備的河川，為確保上游山地河川的連續性以及自然豐富的多樣魚種，在青木川和籠川的部分河段設置考量

魚類移動的落差工構造改善（圖 24）。並在工程實施時，注意(1)河川濁度對的生物的影響、(2)對取水受影響的局民表達關懷、

(3) 地域居民的聯繫合作等事項。 

 

 

河川功能維護：  

  關於縣管河川的維護管理，該計畫認為應考慮河川特性和整備階段，加入「防止與減輕洪災」、「維持河川適當利用及流

水正常功能的」和「河川環境整備和保全」等觀點綜合性判斷，以便充分發揮河川原有功能。而所應進行之維護項目類別，包

括河道維護、河川管理設施維護及加強水環境管理。 

 

4. 案例評析與啟示 

此案例之管理範圍屬於矢作川中游地區，其自然環境內之坡地災害較其上游水庫區域為少，因而計畫內容鮮提及集水

區管理的議題，除較著重於河川整治與管理面向，內容亦多集中於河道之工程設施與環境維護。然而，本案例亦有以下三

項值得參考的操作方式。 

（一） 結合自然環境與社會現況之河川環境分區，透過分區的基礎特性差異辨識，各環境分區之河川整備重點及其標準亦

可隨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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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擇具代表性之河川點位作為觀測點與基準點，再以簡易水質指標作為河川整備成效之呈現與檢核； 

（三） 注重民眾參與，如整備計畫制定過程、以及利用民眾問卷調查，瞭解位於都市區域之整治河段居民在整備方式之看

法，進而採取兼顧安全、環境及生態之河川管理設施。 

另本案例內容未提及河川周邊都市區域內防洪規劃，茲提供屏東縣莫拉克風災之都市防災策略(如大鵬灣等)供參，如

下： 

(1)生態防洪規劃 

 生態濕地規劃：包括濕地工程、水生植物栽植、陸域植生工程及陸域服務設施及相關觀光旅遊服務設施等，兼具

生態、防洪、休閒遊憩及污水處理功能。 

 滯洪池規劃：透過濕地公園的劃設，提供區內污水處理、水質淨化之功能，同時於暴雨時亦兼具對該地區截流、

滯洪與調節之功能，並能美綠化朝休閒娛樂等多目標規劃。 

(2)加強公共設施及建築物防洪能力 

公共設施及建築物規劃設計時宜提昇自我防災意識，包括考量座落區位的防洪水位，設置防洪設備及規劃防水區隔。

規範建築物一樓及地下層作為透水滯洪、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設施使用。 

(3)積極提昇市民防災意識 

建議縣市政府統籌所轄相關單位，並結合民間專業人士，儘速成立防災服務團，在平時利用適當機會，建立居民防災

觀念、方法與自救能力。另外，輔導居民設置各項防災設施，再由消防局及區公所配合，利用里民大會或定期舉辦演

練講習等方式，以落實減災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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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強洪水預警能力及擬定疏散計畫，建議成立專責機構負責相關災情的傳遞及聯繫工作，監測颱洪期間之實際水位

變化情形，並將監測洪水資訊通報災害應變中心，以告知全體居民，另研擬疏散計畫，適時進行即將淹水地區居民之

疏散。其他如建議事先規劃防救災人員及車輛之調派，砂包及各式抽水機組含抽水機、發電機組、推土機、鏟裝機等

各式機具之運送等，以備不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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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一）社会環境 

  土地利用については、豊田市や岡崎市では宅地の増加が著しいが、山間部の足助町、額田町、下山村、作手村の増加は

わずかである。一方、水田や畑地は減少傾向にある。平成12 年時点の土地利用の割合は、山地等が約84%、宅地等の市街

地が約9%、水田や畑地等の農地が約7%となっている。 

  産業については、明治時代前半までは綿織物が盛んであったが、明治13 年に明治用水、明治23 年に枝下しだれ用水

が完成すると、農業がその中心となった。近年では、自動車産業に代表される製造業が特に盛んである。産業構造別人口の

割合は、第2 次、第3 次産業がそれぞれ約50%を占め、第１次産業はごくわずかである。道路については、南西部を東名

高速道路、北部を猿投グリーンロードが通り、国道153号、155 号、301 号等が豊田市を中心に放射状に拡がっている。

鉄道では、名鉄豊田線、名鉄三河線、愛知環状鉄道が縦貫している。 

（二）管理現況 

1. 河川區域 

  矢作川においては、洪水や高潮等による災害の発生を防止し、河川の適正な利用、流水の正常な機能の維持、河川環境

の整備と保全の観点から日々の河川管理を行っている。直轄管理区間の管理区間延長は62.5km である。愛知県、長野県、

岐阜県の指定区間については719.6km におよび、これらを合計すると782.2km と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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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管理区間延長 

管 理 者 管 理 区 間 延 長 [km] 

国土交通省 直轄管理区間 62.5 

愛知県、長野県、岐阜県 指定区間 719.6 

合 計 782.2 

河川区域 

直轄管理区間の河川区域面積は、以下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表 6 直轄管理区間の管理区域面積（単位：千 m2） 

 低水路（1 号地） 堤防敷（2 号地） 高水敷（3 号地） 計 

官有地 民有地 官有地 民有地 官有地 民有地 官有地 民有地 

指定区間外 13,576 3 3,248 0 732 287 17,556 290 

計 13,579 3,248 1,019 17,846 

2. 土地利用 

  矢作川流域の土地利用別面積は、山林が約76%、水田が約10%、畑・荒地が約10%、市街地が約3%、水域が約2%であ

る。戦争中に供木として山林が切られたため、昭和20年代までは畑・荒れ地の面積が拡大していたが、その後スギやアカ

マツ等の人工林が植えられ、昭和40 年代以降は荒れ地の面積は減少し山林の面積が増加した。また、水田面積は明治以降

増加傾向にあったが、平成に入ると減少傾向に転じた。市街地は2～3％と全体に占める割合は低いものの増加傾向に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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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矢作川流域土地利用の割合 

 山林 水田 畑・荒地 市街地 水域 合計 

明治 73.0% 7.7% 15.5% 2.2% 1.6% 100% 

昭和 20 年代 68.2% 9.1% 18.3% 2.4% 2.0% 100% 

昭和 40 年代 77.7% 11.4% 6.5% 2.7% 1.7% 100% 

平成 75.7% 9.5% 9.5% 3.2% 2.1% 100% 

※ 1/50,000地形図を基に面積集計して得られた数値 

2. Program Objective 

本河川整備計画は、現時点における圏域及び河川の状況に基

づいたものである。ただし、今後の圏域及び河川をとりまく

社会環境の変化などに合わせて、適宜見直しするものとする。

本河川整備計画の対象期間は、概ね30 年とする。 

 洪水による災害の発生の防止又は軽減に関する目標:県

が管理する23 河川の内、流域の状況、過去の浸水被害、現

在の治水安全度、氾濫区域内の市街化区域面積・人口密集地

域面積・資産額等を総合的に勘案し、緊急性の高い家下川、

安永川及び伊保川において、洪水による災害の発生の防止又

は軽減を図るために、治水整備を実施する。 

 河川の適正な利用及び流水の正常な機能の維持に関す

る目標:本圏域では、農業、水道及び工業用水の各利水者が、

圖 15 矢作川流域土地利用別面積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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渇水の初期段階から節水に取り組んでいることから、著しい渇水被害には至っていない。そのため当面は、関係機関と

連携し、河川の適正な利用が図られるように努める。 

 河川環境の整備と保全に関する目標:河川の水辺環境は、地域ごとの固有な生物の生息・生育地としてだけでなく、山か

ら海までをつなぐ生物の移動ルートとし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河川環境の整備と保全にあたっては、生物の生

息・生育環境を考慮し、川と人との関わりを創出するとともに、良好な景観の維持・形成にも努めることを目標とする。 

 

3. Operating results 

治水の現状と課題:本圏域における主要な洪水としては、昭和46 年8 月、昭和47 年7 月、平成12 年9 月洪水などがあげ

られる。しかしながら東海豪雨では、家下川、安永川、伊保川において大きな被害が生じたため、緊急的な整備が必要とな

っている。水質については、公共用水域の利用目的に応じて、生活環境の保全に関する環境基準としてＡ類型に指定され、

環境基準点である細川頭首工において測定が行われている。その結果をBOD75％値でみると、図-9 に示すように、概ね

1.0mg/l であり、環境基準を満たす水質が維持されている。水質については、近年改善傾向にあり、安永川のBOD75％値

は10mg/l 以下、加茂川では5.0mg/l以下となっている。 

 

河川整備に関する住民の意向:平成15 年の3 月から5 月にかけて、流域内の一般住民及び小学5 年生、中学2 年生を対象

としてア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た。一般向けのアンケートは4,640 世帯に配布、1,515 票を回収した。小中学生向けのアンケ

ートは小学校16 校、中学校6 校で計982 票を配布、920 票を回収した。主な結果としては、河川の整備について「治水

整備を優先させるか」、「治水整備と環境整備を両立させるか」、「環境整備を優先させるか」の問いに対して、「治水整

備と環境整備を両立させる」と回答した人が一般で約75%、小中学生で約50%と最も多かった。また区域別でみると、一般、

小中学生とも東部山地区域で「環境整備を優先する」と回答した人が最も多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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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河川工事の施行: 家下川、安永川では、概ね10 年に1 回程度発生すると予想される降雨による洪水を、安全に流下させ

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伊保川では、概ね5 年に1 回程度発生すると予想される降雨による洪水を、安全に流下させること

を目的とする。上流部においては、河道拡幅、河床掘削及び橋梁改築等の整備を行う。中流部においては、河床掘削等の整

備を行う。 

 

環境整備を実施する河川:多様な魚種が生息する矢作川と、支川上流の自然豊かな山地との連続性を確保することを目的と

し、青木川と籠川の一連区間について、落差工を魚類等の移動に配慮した構造に改善する。工事の実施にあたっては、以下

の事項に配慮する。 

・濁水等よる生物への影響に配慮する。 

・既得の取水に悪影響を与えないように配慮する。 

・地域住民等と連携を図る。 

 

河川の維持の目的:県が管理する河川の維持管理については、河川の特性や整備の段階を考慮し、さらに「洪水等による災

害の発生の防止又は軽減」、「河川の適正な利用及び流水の正常な機能の維持」及び「河川環境の整備と保全」等の観点か

ら総合的に判断し、十分に発揮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この目的を達成するために、関係機関、地域住民及び占用者等と連携に努める。河川の維持の種類及び施行の場所、河道の

維持、河川管理施設の維持、水環境管理の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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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1 ) Social Environment 

For land use , the increase of residential land is significant in Okazaki and Toyota City, but the increases in Asuke Town, 

Nukada town, Shimoyamamura village, and Tsukude village of mountain areas are very small. On the other hand , farmland and 

rice paddies land are decreasing . At 2000, the percentages of three main land uses are about 84% of mountains, about 9% of 

urban residential land, and about 7% of agricultural land , such as farmland paddy.  

For industry, cotton fabric was thriving until the first half of the Meiji Era. After the completions of Meijiyosui in 1880 and 

Shidareyousui in 1890, then agriculture had become the center. In recent years ,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s particularly active. The proportions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by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unted about 50% 

each for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while primary industries is negligible. For transportation, Sanage Green Road passes 

through northern area and the Tomei Expressway elapses the Southwest area. National Highway No. 153, No. 155, No. 301, and 

the like are spread radially around the Toyota City . The railway , Meitetsu-Toyodasen Line, Meitetsu-Mikawa Line, and Aichi 

annular rail are running through. 

(2 ) Management condition 

 A. Stream Area 

In the Yahagi River, management agent tries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the disaster caused by a flood or the high tide, 

manage the daily river from the viewpoint of appropriate use of the river, maintenance of a normal function of the running water, 

and maintenance of the river environment. The management area of the direct control management section is 62.5 km. It 

becomes to 782.2 km when 719.6 km of those from Aichi, Nagano, and the designated section of Gifu are included. 

Table 5 Length of stream management section  

Agent Management Section Length [km]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Direct control management 

section 
62.5 

Aichi, Nagano, and Gifu Designated section 719.6 

Total 7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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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eam area of the direct control management section is as follows. 

Table 6  The stream area of the direct control management section (Unit: 1,000m2) 

Non- direct 

control 

management 

section 

Channel 

(Land #1) 

Stream bank 

(Land #2) 

Floodplain 

(Land #3) 
Total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Public Private 

13,576 3 3,248 0 732 287 17,556 290 

Total 13,579 3,248 1,019 17,846 

B. Land Uses 

The areas of different land uses in the Yahagi river valley for forest, paddy field, wasteland, city, and water area are about 

76%, 10%, 10%, 3%, and 2%, in respectively.  Since the forest was cut during war, the area of wasteland had been expanded 

till the Showa 20s.  After the Showa 40s, the area of wasteland decreased because artificial plantations such as Japan cedar 

were planted and the area of forest increased. Moreover, although paddy field area suited the upward tendency after Meiji, it 

changed to the downward tendency when it went into Heisei. The ratio of city area is 2~3% with upward tendency.  

 

Table 7  Land Uses in the Yahagi river watershed 

 Forest Paddy Wasteland City Water Total 

Meiji 73.0% 7.7% 15.5% 2.2% 1.6% 100% 

Showa 20s 68.2% 9.1% 18.3% 2.4% 2.0% 100% 

Showa 40s 77.7% 11.4% 6.5% 2.7% 1.7% 100% 

Heisei 75.7% 9.5% 9.5% 3.2% 2.1% 100% 

2. Program Objective 

This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 and rive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future 

social environment within surrounding region and river, it shall look again suitably. The period covered in this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is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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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target about prevention or mitigation of generating of a disaster by a flood: For 23 county-prefecture-managed rivers, the 

situation of a valley, the past flood damage, the present degree of river improvement in safe, urbanization zone area, densely 

populated area, assets in an inundated district, etc. are comprehensive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highly urgent area such as 

Yashitagawa, An'eigawa, and Ibogawa, to aim at the prevention or mitigation of generating of a disaster by a flood, river 

improvement maintenance is carried out. 

(2) In the target about maintenance of proper use of a river region and the normal function of running water, each person of agriculture 

irrigation, water service, and industrial water has not resulted in remarkable water shortage damage by tackling water saving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water shortage. Therefore, for the time being, it cooperates with the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nd strives to aim at 

proper use of a river. 

(3) The target about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fluvial environment: The water-front environment of the rive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moving route of the living thing which connects from mountain to the sea, not only as a habitation and growth 

place of the peculiar living thing for every area. While creating relation between river and human in consideration of habitation and 

growth environment of a living thing, it aims at striving also for maintenance and formation of a good scene. 

 

3. Operating results 

(1)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a subject of river improvement: The main floods in this region appeared at August of Showa 46th, July of 

Showa 47th, and September of Heisei 12th. However, with the Tokai heavy rain, serious damage arose in Yashitagawa, An'eigawa, 

and Ibogawa, urgent maintenance is needed. About water quality, for areas with the purpose of public water, it is specified as Type 

A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o preser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easurement is performed in the Hosokawa head works which ar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points. The result with BOD 75% value and 1.0 mg/l in general, as shown in figure-9,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of water quality are met. About water quality, it is in an improvement tendenc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BOD75% value 

of the An'eigawa has become 5.0 or less mg/l and 10 or less mg/l for Kamogawa. 

(2) The intention of the residents about river maintenance: During March to May of Heisei 15th Year,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fifth grad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the second grade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residents in Toshio valley, 5, an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2. The questionnaire was performed for Toshio. Total 1,515 votes of this general-oriented questionnair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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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ed distribution from 4,640 households. Among them, 982 votes were collected from 16 elementary schools, while a total of 

920 votes were from six junior high schools. For the result from the question on the priority of river improvement maintenanc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r making them compatible, about 75% of the residents and 50% of the students voted for balancing 

on river improvement maintenance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wever, most of residents and students in eastern part of 

Yamachi zone answered "gave priority t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3) Enforcement of the river-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For Yashitagawa and An'eigawa, it aims at carrying flood out of Nagare safely 

for the storm event which is expected to occur 1 time in 10 years, while the reoccurence interval at Ibogawa is 5 years. In upstream, 

river channel extension, river-bed excavation, and bridge reconstruction are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whereas the river-bed 

excavation is the major method for middle region of the river. 

(4) The river which carries ou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the continuity of the Yahagi river which 

various fish stocks inhabit and the mountain land of the rich nature of the tributary streams, series of ground sills and structure 

which considered movement of fishes improved the section of the Aoki river and Kagogawa. The followings are considered in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 Consider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urbidity on the ecology.  

- Consideration on not having bad influence on existed water uses.  

- Aim at cooperation with a local resident. 

(5) The purpose of maintenance of a river: About the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f the county-prefecture-managed rivers, both the river 

characteristic and the maintenance stage are furthermore synthesized with the viewpoints of prevention or mitigation of the flood 

disaster, maintenance of proper use of a river and the normal function of running water, and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fluvi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it strives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local residents, 

private-use person, etc. on kinds of river maintenance, including the place of enforcement, maintenance of river channel, 

maintenance of river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nd promo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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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與社會環境 

安倍川源起靜岡縣靜岡市與山梨縣南巨摩郡之縣界大谷嶺（標高

2,000m），在山區與中河內川、足久保川等支流會合後，南流貫

穿靜岡平原扇形地所在之靜岡市區，在河口附近丸子川注入駿河

灣，為長度 51km 流域面積 567km2的一級河川（圖 25 左）。此

河川為日本屈指可數的急流河川，並有日本三大崩潰之一的大谷

崩大量供給河川急流砂土。安倍川上游因大谷崩的形成而砂礫台

地發達，孫佐島以下為堆積層河道，牛妻以下河段出現谷底平地，

更下游為靜岡平原的扇狀地，河口則為砂岸地形（圖 25 右）。平

原地區平均年雨量2,200mm，上游地區平均雨量超過2,800mm，

也曾有 5,000mm 的記錄。人口約 70 萬人，但近年有人口減少傾

向；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為山地約 93％，稻田和茶田等農業用土地

約 3％，市區住宅約 4％。 圖 25、日本安倍川之位置(左)及地形(右) 

 第八章  國外案例五 

日本「安倍川水系」河川整備基本方針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中部地方整備局，2008，安倍川水系

河川整備計畫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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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川流域多為盆地地形，生產作物主要為柑桔、茶葉、草莓、辣椒等。於江戶時期德川幕府宴客所指定使用此區

所種植之茶葉，稱為安倍茶，至今茶葉已成為此流域積極發展之種植作物，生產量為全國第一。流域地區的山脈多

為雪松、柏樹、松樹、橡樹等樹種組成，由於木材運送設施的改進，木炭、菇類、和其他森林相關產品之產量大幅

增加。此區亦為日本境內的家具生產重鎮，產業多為紙張生產、金屬產品、紡織業、罐頭食品等。整體就業人口數

的增加主要集中於第三級產業，而第一級產業、第二級產業則有減少的趨勢，於平成 17 年（西元 2005 年）第三級

產業約占總就業人口的 66%。目前的交通主要道路為貫穿靜岡市，即安倍河下游部分的國道 1 號、靜清道、東名高

速公路、國道 150 號

等公路。鐵路的部分

則為東海道 JR 新幹

線。  

（二）管理現況 

1. 河川空間 

安倍川水系面積約占

250 公頃，其中幾乎

全數為國有土地，有

將 近 一 半 的 面 積

（126 公頃）作為公

園、綠地、及運動場使用，讓靜岡市的居民享有休閒遊憩空間。平成 15 年（西

元 2003 年）估算使用該河川之用戶數量約為每年 2.54 億人，其每 1 公里範圍

內之用戶數為全日本第 5 名。 

圖 26、柑桔生產量 

圖 28、安倍川流域の主要交通網 

圖 27、茶葉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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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河川用地使用情形 

 公園・綠地 運動場 旱田 其他 合計 

面積 (ha) 68.7 56.9 4.6 0.6 130.8 

比例 (%) 52.5 43.5 3.5 0.5 100.0 

 

2. 土地利用 

安倍川流域土地利用大部分土地為山區，約93%為山地，建築用地約佔4%，

農田用地比例約為 3%，主要為茶葉種植及水稻田。平成 17 年（西元 2005

年），靜岡市的土地使用約 77％為森林，13％為耕地，稻田及農田約 8％，

建築用地則為 2％左右。 

 

 

 

 

 

 

 

 

 

圖 29、安倍川流域主要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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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安倍川流域土地利用別面積表 

 流域面積  市街地  

(人口集中地區) 

農地 山地等 

面積（㎞ 2） 567 20.8 16.1 (田 3.1,畑 13.0) 530.1 

比例（%） 100 4 3 93 

 

 

表 9、静岡市土地利用別面積（單位：㎞
2
） 

 田地 旱地  山林 宅地  其他  

昭和 50 年 （西元 1975 年） 28.68  96.21  667.89  50.36  15.73  

昭和 60 年 （西元 1985 年） 20.25  96.88  631.57  54.98  19.20  

平成 2 年 （西元 1990 年） 17.76  93.75  623.91  59.33  18.81  

平成 7 年 （西元 1995 年） 15.51  91.46  616.48  61.45  19.12  

平成 12 年 （西元 2000 年） 13.56  88.15  608.18  63.05  19.45  

平成 17 年 （西元 2005 年） 12.25  86.96  598.70  63.3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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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靜岡市土地利用面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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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倍川是日本少數的急流砂土河川，加上在上游被視為日本三大崩潰之一的大谷崩「重荒廢地」而有大量砂土流出，

又因上游地區亦是多雨地帶，歷來出現許多災害。因此安倍川的治水，從江戶時代以來即為保護駿府城下農業用地之目的而修

建「霞堤」，近年隨著靜岡市的發展，預防兩岸堤防的潰決與氾濫更形重要。為此，安倍川整備計畫之基本理念設定為「確保

洪水及大量砂土的安全性、保全河川環境和景觀、創造親水河岸與地域」： 

 

 確保洪水及大量砂土的安全性：在確保大谷崩之土砂堆積對策外，同時進行堤防與河岸之侵蝕對策。以河防安全為目

標，提供防災訊息、支持防汛活動，加強霞堤和二線堤等歷史治水設施的危機管理。 

 

 保全河川環境和景觀：包含健全地下水以維護水循環，確保魚類生活與繁殖之水量和水質，安倍川砂石河川和枯萎森

林等風景之維護。 

 

 創造親水河岸與地域：繼承並傳達自古之河川歷史與文化，持續運動、散步、釣魚等河川利用，並作為親水活動和學

習的場域，以創造與河川互動為目標。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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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 流域災害防治及水資源利用調查： 

安倍川流域多因颱風引起的洪水，淹水災

害帶來房屋倒塌和農作物損害，而超過七

十年之堤防構築工程已提高安倍川之洪

水預防能力（圖 31）。為處理龐大土砂

流量，安倍川流域不可或缺的砂防事業始

自大正 5 年（西元 1916 年），而從昭和

12 年（西元 1937 年）開始中央直轄防砂

事業，除以防砂壩、山腹工等作為上游砂

土的流出抑制對策外（圖 32），防治河

岸崩塌砂土流出、坡面穩定、裸露地植被

覆蓋等工作亦一併實施。安倍川的水資源

利用，包括地表水、底流水、地下水、泉

水等來源（圖 33）。 

圖 31、大正 3 年(西元 1914 年)(左)、昭和 49 年(西元 1974 年)(中)洪水之

淹水區域及堤防修築位置(右) 

圖 32、施作於安倍川之防砂構造物（國家管理砂防區範圍） 

3.操作成果 



 

 84 

（二） 防止及減輕洪水與高潮災害: 

(1) 洪水對策：安倍川是急流砂土河川，近

幾年河床淤積提升且河川能力下降，堤防與

河岸受災漸增。為使洪水安全地輸送至下游，

河川整備計畫的目標以流量傳送為目標，整

治對策包括確保通水斷面以及確保堤防安

全度等兩類，前者包括河道整理、河川採砂

及堤防加高，後者則有強化堤防結構及高灘

地整理（圖 34）。 

 

(2) 地震與海嘯對策：為確保震災時救濟物

資和修復材料的運送道路，對緊急狀況下所

使用之河川防汛道路進行平日之整備。 

 

(3) 河川整備工程：依照各河段地區之需求，

進行堤防整備、堤防強化、高灘地整理、河

道整理等工程進行規劃設計（圖 35 左）。 

 

 

圖33、安倍川的水資源利用與來源比例 

圖 34、安倍川之「確保通水斷面」及「確保堤防安全度」整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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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川環境整備： 

針對步道、親水活動和環境教育等親水空間進行自然環境和景觀的整備，提供城市區域珍貴的開放空間以便從事體育

及地區性活動（圖 36）。 

（四）河川功能維護: 

(1)河川維護管理： 

根據洪旱流況急劇變化的特性，

需經常維持設施的健全功能，主

要管理對象包括堤防、排水路、

排水管、水閘等構造物。實施維

護管理計畫，對於河川和河川管

理設施進行適當且持續的調查、

檢查、修復，同時對河川狀態進

行監測、評估及改善，必要時重

新調整評估計畫（圖 36）。 

  

圖 35、安倍川河川整備工程(左) 及 環境整備工程(右)之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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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川資訊系統整備： 

安倍川流域設置 14 處雨量觀測站、7 處水位流量觀測站，提

供河川管理的重要雨量，水位，流量觀測資訊。因此，對各

觀測站進行維護與檢查，將有助於洪峰到達之掌握、預測及

資訊傳達況，也對維持  河川環境保全和適當河川水資源利

用等功能的管理有所幫助於。 

(3)防災意識提升與危機管理： 

為降低災害衝擊，透過各種災害防救行政組織之建立、淹水範

圍劃設、協助區域防災能力提昇、研擬地震與海嘯對策等工作，

期望提高本流域之災害應變能力。 

圖 37、安倍川土砂管理流

圖 36、安倍川之循環型維護管理概念圖 

維護管理計畫 

狀態之機動性改善 狀態之常態監測 
（資料收集） 

監測結果、河道狀態、設施
狀態等綜合評估。區域內開
發等必要內容之資訊共享。 

在自然公園的不斷變化中，河
川之狀態測量，檢查時間 (時
期、頻度、位置等)正確的資
料收集 
 ( 實施項目 ) 
 河川巡視、堤防除草、設施
檢查 

 流量測量、斷面測量 
 堤防等目視檢查 

以監測評估結果為基礎，實
施機動性河川管理設施之改
善，維持有效率之設施 
( 實施項目 ) 
 河川管理 
- 高灘地伐除(樹木管理) 
 堤防、護岸管理 
- 堤防補修、護岸補修 
 設施管理(閘門等設施) 
- 機械設備修繕、設施更新 

對區域深切瞭解、實施適切之維
護管理行為、五年內標定對象之
具體維護管理之進展。 

實施河川巡視、堤防路堤監測設
施等具題管理項目持續管理之
實施 

河川狀態之評估 

調適型河川管理 

監測、評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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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砂總合管理： 

為實施從土砂生產到海岸各階段的綜合土砂管理(圖 36)，在「安倍川綜合砂土管理計畫討論委員會」中討論機關合作及相關

實施對策，後續土砂管理的實施將根據「社會順應型經營」方式進行。 

(五) 推動塑造安倍川：  

塑造富有魅力、充滿活力的安倍川，地區居民之合作不可缺少，透過各種市民團體從事多樣活動，安排各種團體的聯合活動、

水邊音樂學校等，展開以地區居民為主體的河川塑造。 

 

 

 

此河川具備獨特地理條件，因為河流坡度較其他日本河川陡峭許多，加上河川上游為豐富砂石供應來源，流域內之河

道空間不適於構築蓄水設施，因而此河川集水區之管理重點不在供水量或水質等水資源利用議題，而是在於河道淤砂衍生

之淹水問題以及河道環境維護等面向。綜合而言，本案例具有兩項值得參考的集水區管理操作概念。 

(1) 藉由河川狀態之監測、評估及改善為核心所執行之「循環型維護管理」計畫（如圖 36 所示），強調定期檢視（即圖

36 之右側方框）與調整管理重點（如圖 36 之左側方框所示），以便維持流域之永續利用狀態。實際上，此「週期運

作」及「調適改善」之管理精神也是近數十年所形成之環境資源管理概念；因此，針對不同資源及區域特性進行調整，

即可產生合適與有效之管理計畫。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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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整備計畫之內容除包含傳統河川治理工程方案之規劃外，亦將防災作為一併編入計畫，如此立即將集水區管理從原

有之「減災」及「備災」目的，進而提昇使之兼具「應變」功能。對於面對氣候變化及天然災害日趨頻繁的現今流域

環境而言，此種將防災應變管理納為集水區管理項目之概念或許是未來發展趨勢之ㄧ。 

 

另依本案例特色，提供屏東縣莫拉克風災之都市防災策略作為參考，如下： 

(1) 河砂、海砂、沙路之開採管制作綜合性、長遠性之妥善規劃。 

(2) 增訂排水滯洪計畫、建築高程管制計畫及建築開發前後地表逕流量評估計算等規範。 

(3) 強化基地吸水、滲透、保水及再利用能力，增訂地下開挖率上限、透水率下限，及建築物一樓與地下層作為滯

洪、雨水貯留等設施得免計入容積規定。 

(4) 新增綠化面積規範，增加區內固碳量。  

(5) 為加強防災，增加防災設施項目規定，及增訂開放空間、服務或防災設施之比例下限，並導入與水共生之理念、

減低現有水域之破壞。 

(6) 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水路之集、排水功能，雨水道應以現有明溝化之水路作為設置，並與周圍

水路系統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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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災害管理原則一覽表 

步驟 主要任務 

減災 

1.限制開發強度與建築物防洪功能。 

2.限制地下水抽取及海岸地區建築線退縮。 

3.透過都市計畫與建築管制手段，限制高風險地區開發強度。 

4.設置各種引導、滯洪功能之工程設施，降低洪災危害。 

整備 

1.評估區內防救災據點與防救災通道路線 

2.透過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方式擬定都市防災計畫。 

3.檢討、規劃避難收容據點。 

應變 

1.提供最短路線、地點資訊。 

2.建立災害應變與救援組織。 

3.建立醫療機構支援協定作業。 

復原 

1.安置或遷村用地擇選與劃設。 

2.檢討產業用地區位與規模。 

3.監控洪患後環境衛生及流行病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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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一） 自然與社會環境 

安倍川流域における主要な生産物は、農作物としてみかん、茶、いちご、わさび等があげられる。安倍茶は江

戸時代には徳川将軍の御用茶として用いられており、現在においても流域内において茶の生産が盛んに行なわ

れており、その生産量は全国一である。工芸品としては、駿河漆器に代表される漆器、鏡台や静岡家具等があ

り、ドレッサ－･和家具の生産は全国一を誇っている。これらの農産物及び工芸品の生産額は全国でも有数であ

る。鉱工業としては製紙、金属製品、紡績、缶詰等がある。流域の大部分を占める山地から出荷される木材は、

スギ・ヒノキ・マツ・カシ等が挙げられ、その他の林産物としては木炭や椎茸などがある。産業別就業人口の

推移を全体でみると、第１次産業（茶、みかん）及び第２次産業は年々減少し、第３次産業が増加している傾

向にあり、第３次産業は平成 17 年時点で全就業人口の約 66％を占めている。現在の主な道路交通網は、安倍

川下流部の静岡しずおか市街地を横断する国道１号、静清バイパス、東名とうめい高速道路や海岸沿いを走る

国道 150 号等が東西に発達しており、現在、第二東名高速道路が建設中である。鉄道については、ＪＲ東海道

本線、ＪＲ東海道新幹線が安倍川下流部を横断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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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現況 

1. 河川空間 

安倍川、藁科川国管理区間の高水敷面積は約 250ha でありほぼ全域が国有地となっている。その半分の約 126ha が

公園・緑地、運動場として占用されており、静岡市民の身近な憩いの場・レクリエーションを楽しめる場として広く

利用されている。平成 15 年の河川の推定利用者数は年間約 254 万人であり、1km 当たりの利用者数は全国第 5 位

＊と多くの人に利用されている。 

表 8 高水敷等の占用状況 

 公園・緑地 運動場 田畑 その他 合計 

面積 (ha) 68.7 56.9 4.6 0.6 130.8 

割合 (%) 52.5 43.5 3.5 0.5 100.0 

 

2. 土地利用 

安倍川流域の土地利用は、山地等が約 93％、水田や茶畑等の農地が約３％、宅地等市街地が約４％となっており、流

域のほとんどが山地である。また、静岡市における平成 17 年の土地利用は、山林が約 77％、水田や畑地等の農地が

約 13％、宅地等市街地が約８％、その他が約２％となっている。 

表 9 安倍川流域土地利用別面積表 

 流域面積 市街地(人口集中地区) 農地 山地等 

面積（㎞ 2） 567 20.8 16.1 (田 3.1,畑 13.0) 530.1 

割合（%） 100 4 3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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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静岡市土地利用別面積（単位：㎞ 2） 

 田 畑 山林 宅地 その他 

昭和 50 年 28.68 96.21 667.89 50.36 15.73 

昭和 60 年 20.25 96.88 631.57 54.98 19.20 

平成 2 年 17.76 93.75 623.91 59.33 18.81 

平成 7 年 15.51 91.46 616.48 61.45 19.12 

平成 12 年 13.56 88.15 608.18 63.05 19.45 

平成 17 年 12.25 86.96 598.70 63.32 20.14 

 

2. Program Objective 

安倍川は、我が国屈指の急流土砂河川であり、上流には日本三大崩れのひとつである大谷崩に代表される重荒廃地

※を抱えているため、多量の土砂が流出している。また、梅ヶ島等の上流域は多雨地帯であり、これまでに幾多の災害

が発生してきた。安倍川の治水は、駿府の城下や農地を守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古来より霞堤が築堤されてきた。静岡

市の発展に伴い本川左岸側の霞堤は７箇所で締め切られ、万一堤防の決壊によりはん濫した場合でも被害を軽減できる

よう締め切り後も二線堤として残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を踏まえ、安倍川の将来目指すべき姿として、『洪水及び多量の

土砂に対して安全性を確保し、河川環境や景観を保全し、地域とふれあう川づくり』を河川整備の基本理念として。 

①安全で安心できる川づくり:日本有数の急流土砂河川であることから、大谷崩れに代表される流域の崩壊地より流

出する土砂の堆積対策により河積を確保するとともに、堤防・河岸の侵食に対する対策を行う。防災情報の提供、水防

活動の支援さらに霞堤や二線堤などの歴史的治水施設を活かした危機管理を行い、安全な川づくりを目指す。 



 

 93 

②河川環境や景観を保全した川づくり:地下水を含めた健全な水循環の保全、魚類等の生息・繁殖出来る水量や水質

の確保、安倍川の原風景である砂利河川や舟山や木枯らしの森などの風景を保全する。 

③地域とふれあう川づくり:昔から引き継がれてきた河川に関連する歴史・文化を伝えるとともに、スポーツ、散策、

釣り等の河川利用、また、イベントや学習の場として地域の人が川とふれあい、交流を深めることができる川づくりを

目指す。 

 

3. Operating results 

 

治水、利水の沿革: 

安倍川における過去の洪水は台風に起因するものが多く、浸水被害等により家屋や農作物等に多大な被害をもたら

してきた。日本三大崩れのひとつである「大谷崩」を抱え、膨大な土砂流出に対応するための砂防事業が不可欠である

安倍川流域では、大正５年に静岡県が関の沢山腹工事に着手したのが砂防事業の始まりであり、昭和12 年から直轄砂

防事業として、砂防えん堤、山腹工等の整備を進めており、上流からの土砂の流出抑制対策を継続している。砂防施設

は満砂状態となっており、急激な土砂流出を防いでいるとともに、川の両岸の崩壊部分を覆うことにより新たな崩壊を

防ぎ、土砂流出を抑制している。山腹工事では、山腹を安定させるために斜面を階段状にして樹木を植えるなどの対策

を講じて、対策前の裸地が、現在は植生に覆われるようになり、斜面が安定してきている。安倍川周辺の水利用は、安

倍川等の河川水及び豊富な湧水・地下水に依存してお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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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高潮等による災害の発生の防止又は軽減に関する現状と課題 

１.洪水に対する安全性の確保:安倍川は急流土砂河川であり、近年は、河床上昇により流下能力が低下するとともに、堤防・

河岸等が被災している実態を踏まえ、河川整備計画の目標流量を安全に流下させることを目標とした河積の確保対策と

併せて、堤防の質的安全度確保対策を実施する。 

２.地震・津波対策:震災時の救援物資や復旧資材の運搬路を確保するために、緊急用河川敷道路及び坂路の整備をする。 

３.河川整備計画整備箇所:河川整備計画において整備を行う箇所は、次のとおりである。 

 

河川環境の整備と保全に関する事項 

自然環境や景観を生かした散策や親水活動、環境教育などの人と川とが身近にふれあえる空間、都市域における貴重なオー

プンスペースとしてスポーツ活動や地域の様々なイベントなどへの利用を通じた人と人とのであいが生まれる空間として、

誰でも安心・安全に利用できるような整備を実施していく。 

 

河川の維持の目的、種類及び施行の場所 

１.河川維持管理の考え方:河川は、洪水、渇水等の流況の変化等によって、時には急激に状態が変化するという特性を有す

ることや、主たる管理対象施設である堤防は、過去幾度にもわたって補修を繰り返し、その構成材料が不均一であると

いう特性を持っている。また、樋門・樋管、水門等の構造物については、施設の老朽化が進む中で常に健全な機能が確

保されるよう維持する必要がある。そのため、安倍川及び藁科川の河川特性を踏まえて、計画的な維持管理を実施し、

河川や河川管理施設等について調査・点検・修繕等の維持管理を適切かつ継続的に進めるとともに、常に変化する河川

の状態を監視・評価・改善し、計画を見直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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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川情報システムの整備:安倍川流域では雨量観測所14 箇所、水位・流量観測所7 箇所を設置し、河川管理の重要な情報

となる雨量、水位、流量の観測を行っている。各観測所から得られる情報は、洪水時には現況把握及び予測により洪水

状況を把握・情報発信し、平常時及び渇水時には河川環境の保全や適正な河川水利用など流水の正常な機能を維持する

ための流水管理に資するなど、河川管理上及び水防上重要なものであるため、常に最適な状態で観測を行えるように今

後とも保守点検・整備を実施するとともに、データの蓄積を図る。 

 

3.防災意識の向上:また、安倍川では、堤防の決壊等による甚大な被害は大正３年以降発生しておらず、地域住民の災害経験

が減少している。このため危機意識の低下にならないように、災害時の的確な避難活動等が行われるよう、浸水想定区

域図等の洪水関連情報をわかりやすい表現で提供することにより地域住民の防災意識の向上を図るとともに、地域住民、

企業、マスコミ及び行政が各々の危機管理に係る責任・役割を明確にし、住民や関係機関の連携を強化する。 

４.総合的な土砂管理の推進:総合的な土砂管理の考え方として「土砂管理の基本原則」「目指すべき姿」「土砂管理

目標」について設定していく。土砂管理による効果・影響を評価し、必要に応じて土砂管理計画を見直しながら持続的

に望ましい姿へ向かっていく目標管理を行っていく。 

 

安倍川の川づくりの進め方 

魅力的で活力あふれる安倍川の川づくり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は、地域住民による協力が不可欠である。安倍川においては、

各種の市民団体等が多種多様な目的をもって活動していることから、各種団体の活動との連携を図り、水辺の楽校等、地域

住民が主体となった川づくりを展開するもの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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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1 )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main products in the Abekawa watershed ar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mandarin orange, tea, strawberry, 
Japanese horseradish. The Abe tea was used for the designated tea for General Tokugawa of Edo period. This brown production 
is also briskly performed in the present watershed, and the quantity of production is No.1 in th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handicrafts such as lacquer ware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Suruga lacquer ware, and mirror set of the Shizuoka furniture 
which is proud of No.1 furniture production in the country. The production values of th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handicrafts 
are also leaders of the whole country. For industry, there are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paper manufacture, metal goods, 
spinning, and canned food. Major exports from the mountain land of the watershed are the woods such as Japan cedar, cypress 
pine, and Japanese oak along with other forestry products like charcoal and shiitake mushroom. The transition of industry labor 
force composition indicated that primary industry (tea, mandarin orange) and secondary industry decrease every year, while 
tertiary industry is in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The tertiary industry forms about 66% of all the work force at Heisei 17th Year. 
The current main road networks are formed by the national highway No. 1 which penetrates Shizuoka downtown area at 
downstream part of Abekawa, the Shizukiyo bypass, and the national highway No. 150 which runs along a highway or the 
seashore have developed into east and west. The second Tomei Expressway is building now. About the railroad, the JR Central 
Mainline and the JR Central Shinkansen are crossing the Abekawa downstream part. 

(2 ) Management condition 
 A. Stream Space 

The floodplain area in management section of Abekawa and Warashina is about 250 hectares and the whole region serves 
as a government land mostly. About the half, 126 hectares, is used as parks, green tracts, and playgrounds for private use, and it 
is widely used as a place where Shizuoka residents can enjoy for recreation and familiar relaxation. The number of presumed 
users of the river at Heisei 15th Year is about 2.54 million annually. The number of users per km is 5th in the whole country.  

 
Table 8  Private uses in the floodplain 

 
Park / 

Grassland 
Sport field Farm Others Total 

Area (ha) 68.7 56.9 4.6 0.6 130.8 
Percentage (%) 52.5 43.5 3.5 0.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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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and Uses 
The areas of different land uses in the Abekawa watershed for forest, paddy and tea field, and Hitoshi Yamachi city are about 

93%, 3%, and 4%, in respectively. The most land use of the Abekawa valley is mountain land. Moreover, the land uses at Heisei 
17th Year in Shizuoka for forest, paddy field, and city are about 77%, 13%, and 13%. 

 
Table 9  Land Uses in the Abekawa watershed 

 Watershed Area City Farmland Mountains 

Area（㎞ 2） 567 20.8 16.1 530.1 

Percentage（%） 100 4 3 93 

 
Table 10 Land Uses in Shizuoka City（Unit:㎞ 2） 

 Paddy Farm Forest City Others 

Showa 50s 28.68 96.21 667.89 50.36 15.73 

Showa 60s 20.25 96.88 631.57 54.98 19.20 

Heisei 2nd Year 17.76 93.75 623.91 59.33 18.81 

Heisei 7th Year 15.51 91.46 616.48 61.45 19.12 

Heisei 12th Year 13.56 88.15 608.18 63.05 19.45 

Heisei 17th Year 12.25 86.96 598.70 63.32 20.14 

 
2. Program Objective 

Abekawa is the leading river of torrent and sediment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heavy denuded land in the upstream, represented 
by the Oyakuzure which is one of the three Japanese major landslides, heavy sediment are flowing out. Besides, upstream basins, 
such as Umegashima, experienced many disasters due to the heavy rain in the region. The embankment of the Open Levee has been 
carried out more from ancient times for the purpose of river improvement of Abekawa to protect the foot walls and the farmland of 
Sunpu Castle. The Open Levee on the Hongawa left-bank side is closed with development of Shizuoka at seven places such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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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of flooding caused by bank collapse can be reduced by the second level. Based on these, the figure of future Abekawa 
should be aimed at considering "the production of a river which secures safety to flood and sediment, preserves fluvial environment 
landscape,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area" as basic philosophy of river maintenance. 
 

3. Operating results 
(1) History of river improvement and irrigation 

In Abekawa, the past floods resulting from typhoons had brought great damage on  hous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erosion control enterprise for holding the Oyakuzure, one of the three major landslides, and its corresponding huge sediment 
discharge at the indispensable Abekawa watershed. Shizuoka Prefecture started many hill construction at Seki in Taisho 5th Year. 
Advanced maintenance of erosion control facilities were applied after Showa 12th Year for continuing the measure against outflow 
control of the sediment from the upstream.  

(2) Current condition and issue on prevention or mitigation of disaster by flood and high tide. 
A. Assure Safety to Flood: Abekawa is a river of torrent and sediment.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 flow capability declines for the rise 

of stream bed along with the damage on levy and stream bank. Therefore, the river management project aims at making the safety 
of target discharge, securing measures against sediment deposition, and implements the qualitative safe on levy/bank. 

B. Countermeasure against earthquake and tsunami: In order to secure the relief goods in case of an earthquake disaster, urgent 
riverbed road and slope road as the deliver pathway of restoration materials is maintained regularly. 

C. Maintenance office for River Development Project is designated in the project. 
(3) The matters about mainten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fluvial environment. 

The space which can connect with persons who employe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efficiently, such as walk trail, water 
a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river maintenance for which anyone can use safely for sporting activities, various local 
events can be a precious open space in a city region where love is produced by the person who led and the person is carried out. 

(4) The purposes, kinds, and the place of enforcement for river maintenance. 
A. The view of river-maintenance management. 
B. Maintenance of a river information system. 
C. Improvement in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5) How to advance production of Abekaw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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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bekawa, since various kinds of civic organizations are working with the various purposes, cooperation with the activity of various 
organizations shall be aimed at, and local residents, such as a comfort school of the waterside, shall develop the production of the river 
used as a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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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與社會環境： 

1.流域概述 

重信川源起愛媛縣東溫市的東三方森（標高 1,233m），在東溫市與表川會合並平原區與數條河川（拜志川、砥部川、内川、

石手川）整會後，最後於松山市垣生流入伊

予灘，為主流總長 36km 流域面積 445km2

的一級河川（圖 38 左）。重信川流域上游

地區為高度超過 1,000m 的陡峭山地，中游

段為大小支河扇形地展開所形成之平原，下

游以松山市為中心之市區，上、中、下游之

河川坡度分別是 1/10～1/65、1/110～

1/210 及 1/240～1/940，屬於急流河川。 

 第九章  國外案例六 

日本「重信川水系」河川整備基本方針 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四国地方整備局，2008，重信川水系

河川整備計畫 

圖 38、重信川之特殊河川景觀：漣痕化石(左)、赤坂湧泉(中)、砥部衝上斷層(右)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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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 

該流域範圍的鄉鎮有松山市、伊予市、東温市（舊重信町、舊川内町）、松前町、砥

部町，共 3 市 2 町，平成 16 年（西元 2004 年）統計總人口約 596,000 人，佔愛

媛縣總人口數的 40％。平成 7 年（西元 1995 年）此區的總人口數約為 233,000

人，與 34 年前的昭和 37 年（西元 1962 年）

總人口數比較增加約 2 倍。 

 

3.交通 

流域內的道路於松山市中呈現放射狀分布，

主要道路國道 11 號由東溫市（舊重信町、

舊川内町）向松山市延伸，再由國道 3 號連接至松山市區。另國道 317 號(今治市與松

山市)的建設也望增進鄉鎮間的便利性。此外，此區為東西高速公路交匯處，亦成為四國

區域的交通樞紐。在鐵路方面，JR 新幹線南北向貫穿此區，松山市的沿海鐵路也自東西

向經過東溫市，成為交通方便之地區。 

4.產業 

該流域範圍共有 3 市 2 町，（松山市、伊予市、東温市、松前町、砥部町），為農業、化學工業、旅遊業、陶瓷業蓬勃發展的

重鎮。此區的農作物為愛媛縣主要的產量來源，稻米為 31％、蔬菜類 33％、花草樹木類 33％、水果類 30％。整個愛媛縣的

產量佔全國總產量最高為 80％，而此區域（3 市 2 町）就佔了其中的 59％。此外，此地區亦有化學工業、石化業、化學纖維

材料等工業發展，主要分布於松山市中心與港口地區。其他如溫泉、松山古城、子規堂等資源使得觀光產業蓬勃發展。江戶時

期，此地區的陶瓷業為國家認同之優質產物，此傳統工藝亦為此地區最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 

圖 39、流域範圍內總人口數長條圖 

圖 40、松山市重要路網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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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利用： 

平成 9 年（西元 1997 年），流域範圍內的土地使用型態約 70％為森林、荒地等，10％為市區之建築用地，其餘 20％為旱田。

隨著時代演進，城市規模逐漸擴大，森林與農地面積有明顯的減少。此外，於淹沒區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情形，建築用地約為

50％，旱田約佔 40％，至平成 9 年（西元 1997 年）建築用地面積較昭和 51 年（西元 1976 年）增加約 2 倍。 

圖 41、流域内土地利用比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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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重信川水系流域泛濫區域内建築用地變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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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流域之河川整備計畫係為保護

重信川水系居民免於洪水氾濫造成生

命財產的損失，維持四國最大城市之

松山市寶貴河川空間、沿河湧泉及濕

地等良好河川環境，並繼承地域個性

和活力之重信川歷史和文化真實感為

目標。因此在河川整備現狀下，明確

地推展環境基本計劃，充分考慮森林、

流域、防砂治山工程、水災、河川利

用、流域歷史文化、河川環境保全等

現狀，在階段性整備目標與河川綜合

保全利用前提下，試圖建構治水、疏

通水路、合理流域水資源利用、下水

道整備、健全環境的水循環系統。 

隨著重信川水系各種珍貴水域開放空間據點的整備，近幾年區域民眾期盼促進與重信川水系的交流，加上自然環境保全的

社會潮流，此流域從原來之河川管理、治水、疏通水路功能的原點進行調整，而產生西元 1998 年 3 月國土交通省和愛媛縣所

制定「重信川水系河川環境管理基本計劃」，其維護此流域最好河川環境依之基本理念（圖 44），在創造「與自然共生的真實

感迴廊」、「多彩地域的生活迴廊」、「哺育地域的聯合迴廊」。 

圖 43、重信川流域之自然公園(左)及鳥類保護區(右)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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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域水災防治調查： 

重信川的治水對策歷史始自慶長年間（約西元 1600 年），但

真正的重信川治水事業是因為昭和 18 年（西元 1943 年）7

月 8 處破堤帶來房屋約 12,500 戶浸水等空前災害（圖 45

左），從昭和 20 年（西元 1945 年）以入海處之 2,800cms

計劃高水流量作為國家直轄事業修復工程之設計基準，實施

洪水堤壩和河道挖掘等工程。昭和 41 年（西元 1966 年）重

信川被指定為一級水系，制定基準地點計劃高水流量

3,150cms，而因石手川水庫（昭和 48 年，西元 1973 年 3

月完成）可調節尖峰流量 250cms，故依重信川入海處計劃

高水流量 2,900cms 以實施工程基本計劃。 

西元 1995 年 3 月鑑於流域的社會經濟發展，再上修為 3,000cms 並實施堤防加強與耐震對策，此後數年則因洪水局部沖刷造

成護岸崩潰（圖 45 右）而進行災害修復事業。防砂事業係在大正 8 年（西元 1919 年）開始愛媛縣的上游山腹工整治，昭和

18 年（西元 1943 年）及 20 年（西元 1945 年）因洪水引發上游各處山地斜面崩潰，則是昭和 23 年（西元 1948 年）直轄

防砂事業開始之契機。 

 

 

圖 44、「重信川水系河川環境管理基本計劃」的基本理念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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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域水資源利用與水質調查： 

重信川水系之水資源利用事業包括石手

川水庫和湯山發電站，前者兼具洪水調

節與和自來水供給（每日七萬噸）之功

能，後者則可有最大輸出 3,400 仟瓦的

電力供給。 

此外，此流域因有大量伏流水而在多處

出現湧泉，進而作為農業水之水資源利

用和親水空間之廣泛利用（圖 46）。然而

此流域之瀨戶內海溫暖氣候及低降雨量，

使得此流域成為日本缺水頻度極高的地域，曾在平

成 6 年(西元 1994 年)出現石手川水庫的「零蓄水

量」的異常狀況，並造成 9 月 26 日斷水 19 小時

的日本罕見乾旱事件（圖 47）。在重信川與砥部川

合流點以上之重信川上游地區滿足環境基準(BOD 

75％值)，但是合流點以下至下游松山市等都市河

段則超過著環境基準；在石手川與小野川會合點以

上之石手川上游大多滿足環境基準，石手川下游則

低於環境基準。 

 

圖 45、重信川之水災危害：昭和 18 年(西元 1943 年)淹水(左)及平成 11 年(西元 1999

年)洪水引發土砂災害(右) 

 

圖 46、重信川流域湧泉之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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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川空間利用： 

在西元 2003 年度之河川空間利用狀況調查，推算重信川

的河川空間利用者總數約 87 萬人/年。利用形態以散步

等 71％最多，其次為體育 22％、玩水 7％，釣魚不足 1

％。使用地點以高灘地 51％最多，其次為堤防 41％，水

邊及水面利用合計 8％左右（圖 48 左）。在重信川直轄

管理區內之高灘地面積約 1,655ha，其中國有地佔約 81

％，主要河川利用設施為公園與運動場，各別佔 19％國

有地面積（圖 48 右）。 

 

（四） 河川管理： 

重信川上游地區幾乎沒有高灘

地，但防砂壩或固床工所在寬

廣空間則被利用為露營和親水

用途，也有體育和散步等自然

體驗活動。中游河段的高灘地，

有高爾夫球場，公園，運動場

等設施。 

 

圖 48、重信川之河川空間利用調查(左)及高灘地利用比例(右) 

圖 47、平成 6 年（西元 1994 年）石手川水庫「零蓄水量」斷水

19 小時之乾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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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河川管理： 

考量重信川之河川特性和地域特性，防止洪水、

高潮等災害發生，在適當地維持河川流水正常功

能的同時，打造重信川的公共河川環境以維持自

然和人一起生活的河川空間，從治水、利水、環

境的綜合性觀點進行河川管理。 

 

(1) 為健全地維持災害防止，堤防、護岸，

排水門、排水管、地板等河川管理設施的功

能，掌握設施狀況並同時進行著維護管理。 

 

(2) 為順利地進行洪水時信息傳遞，安排防

災管理而進行定期傳遞信息演習，並對洪水

發生時變成必要之防汛設施和災害對策等車

輛進行整備。 

 

(3) 對於水質不良之重信川本川中游至入海

河段以及石手川支河小野川，針對其主要來

自家庭污水排放，設置水質淨化設施以改善

水質並定期水質調查以掌握狀況。 
圖 49、重信川之與設施空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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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保持良好水質並在水質事故發生時迅速對應，設置「重信川水質污濁防止聯絡協會」以構築相關機構之緊密聯絡

體制。為執行適當水資源利用，進行河川流量和水質數據資訊公開，並在缺水時進行「缺水調整協會」的召開。 

 

 

（六） 防汛體制： 

(1)河川情報：重信川流域內設置雨量觀測所、

水位觀測所，根據無線迅速收集資訊，並使

用這些數據進行河川水位預測、防汛活動及

水庫放流等防災資訊傳遞。 

(2)防汛警報：為預防洪水災害，對流域內水位

觀測所之水位監測並進行河川巡查，以便迅

速且正確地及執行防災活動並發佈防汛警

報。 

(3)洪水預報：為減輕洪水災害，與氣象廳共同

實施洪水預報，並且為迅速傳達恰當且正確

的信息，召開相關行政機關和團體所構成的

「重信川、石手河防汛聯絡會」。 

 

 

 圖 50、重信川水系之洪水危機管理對策 

重信川淹水潛勢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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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危機管理工作： 

重信川水系之洪水危機管理，在平常進行危機管理意識的啟發、控制洪水災害至最小限度、公佈預估之淹水區域圖、散發模

擬洪氾之 CD-ROM、市鎮村洪水災害地圖(避難計劃)的制定支援等。而在出水期前，相關防災機關所構成的「重信川、石手

川防汛聯絡會」確認資訊聯絡體制及防汛重點地區。此外，執行對防災管理站的資訊收集光纜及監視網路整備之改善工作（圖

50）。 

 

 
 

由於此流域之瀨戶內海氣候導致溫暖少雨，雖然偶有洪水災害，但一般日本河川常見之土砂災害不同，此流域主要管

理課題為缺水威脅，卻是流域管理所遭遇的經常性難題。相對而言，本案例具有兩項較具特色的集水區管理操作。 

 

（一） 河川開放空間之充分利用及營造：由其西元 2003 年調查推算之河川空間利用者人數約為該流域人口的 3.8 倍，可

知居民之河川開放空間使用頻率極高。在約一半之使用地點出現高灘地的狀況下，如何對國有地超過八成之高灘地

適當管理與規劃以成就此流域特色之ㄧ，由此項目在整備計畫所佔篇幅即可見其重要性。流域管理在平時亦擔負環

境營造及環境教育之功能，而此類透過法規制定、管理措施、民眾參與或推廣教育等方式之「非結構性措施」

(non-structural practices)通常可凝聚流域居民對集水區議題之關心與參與，而透過合適的空間與活動規劃，將可

使此類管理面工作易於推動。 

（二） 雖然此流域遭遇洪水災害頻率及危害度相對較低，但該整備計畫仍將防汛體制及危機管理工作編納為計畫一部分，

並積極建置即時資訊與影像傳遞系統，如此即可提昇集水區管理之災害應變能力。因此，如何適度將防災應變管理

納為集水區管理項目，將是未來流域管理單位所應關注之課題。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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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流域範圍人口成長快速，加上有缺水威脅，故對於水質管理與維護十分重視，如設置水質淨化設施來改善家庭污

水排放汙染，成立水質污濁防止聯絡協會以因應水質發生變化時能迅速處理 

（四） 另本案例居民之河川開放空間使用頻率極高，且約一半之使用地點出現在高灘地，故對於高灘地管理與規劃將是成

就此流域最主要特色之ㄧ。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河川環境、高灘地管理及整治制度」出國考察報告，摘錄重要內容

供參如下： 

(1)基於流域統合管理觀念，河川整體環境及高灘地利用規劃必需綜合考量水土資源、生態保育及空間環境之調諧，自

河川發源地迄河口海岸止，舉凡自然河川、人、水邊空間、水循環等等皆需整體性規劃，以確保資源永續利用。 

(2)為掌握河川使用情形，應請各河川管理機關加強基本資料調查蒐集、調查、研析，並電腦化建檔，以利資料查詢更

新。 

(3)河川空間多目標利用，應要求申辦使用單位先進行相關資料調查蒐集，結合學者專家及地方民意妥予規劃後，再據

以實施。 

(4)在河川之各項使用行為，應特別注意不能有違反生態或阻卻生態通道之設施物，萬不得已，應作必要之補救措施。 

(5)辦理河川治理時，應建議儘量保持蜿蜒多彎化之自然河川特性，其深槽岸邊及一定距離範圍並應儘量不予開發利用。

在安全範圍內，選用當地材料，並採對當地生態環境衝擊最小之施工方式。 

(6)對高灘地綠美化使用，應儘量要求自然簡易，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7)應加強愛護及正確使用河川之教育與宣導，建立民眾之共識及推動全民參與河川維護保育工作。 

(8)應加速完成洪氾區劃設及管制辦法訂定，以合理管制利用該等土地，減少災害損失。 

(9)應加強河川防汛基本資料蒐集建立，並有效利用電訊傳輸系統，使水情資訊能正確迅捷的提供給所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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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一） 自然與社會環境 

1. 流域概述 

重信川は、その源を東温市，西条市，今治市の市境である東三方ヶ森（標高 1,233m）に発し、途中、表川，拝志

川，砥部川，内川，石手川等の大小支川 70 数河川を合わせつつ道後平野を貫流して伊予灘に注いでいる。流域

は愛媛県中央部に位置し、その流域面積は 445 ㎞２であり、そのうち山地が約 70％を占めており、中・下流域

は典型的な扇状地を形成している。また、河床勾配は、上流域において 1/10～1/65，中流域で 1/110～1/210，

下流域でも 1/240～1/940 と全国的にみても屈指の急流河川となっている。流域内の中心都市は愛媛県都の松山

市であり、政治・産業・経済・文化の中核を成しているほか、道後温泉など観光でもにぎわっており、社会・経

済的にめざましく発展している。流域内の河川の総延長は 263 ㎞（幹川 36 ㎞，支川 227 ㎞）となっており、流

域内人口は約 23 万人である。流域の地質は、重信川の南側を東西に通る中央構造線によって、三波川帯は、結

晶片岩（黒色片岩）を主体とする変成岩類よりなるが、重信川流域では、古第三紀(始新世)の堆積岩類や新第三紀

の火山岩類が広く覆っている。重信川流域は瀬戸内式気候に属し、温暖で平野部の年平均降水量は 1,300mm 程

度である。重信川は流域の約 70％を山地が占め、田畑等の割合は約 20％、宅地等約 10％となっている。本川上

流山間部は、美しい渓谷の景観が続く区間となっており、本川上中流域は、広い川幅を有した涸川の景観を呈し、

堤内地には伏流水を水源とした多くの「泉」が分布し、全国名水百選の杖ノ淵など公園整備された名所もある。

重信川流域には、県設鳥獣保護区が 7 箇所指定されている。重信川流域には、2 つの県立自然公園が指定されて

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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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域の人口 

重信川流域の主な関係市町である松山市、伊予市、東温市（旧重信町、旧川内町）、松前町、砥部町の3 市2 町

の人口は、約596,000 人（平成16 年住民基本台帳による推計人口）であり、愛媛県全体の約40％を占める。ま

た、流域内の人口の推移について見ると、平成7 年時点の人口は、約233,000 人であり、34 年前の昭和37 年と

比較して約2 倍に増加している。（平成7 年河川現況調査による） 

 

3. 交 通 

流域内の幹線道路は松山市を中心に放射状に広がっており、国道11 号により松山市と東温市（旧重信町・旧川内

町）、国道33 号により松山市と砥部町が結ばれている。また、石手川沿いに国道317 号（松山市～今治市）の整

備が進められており、地域間の利便性の向上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さらに、四国縦貫自動車道が流域を東西に走り、

2つのインターチェンジを有する四国の広域交通の拠点となっている。鉄道に関しては、下流平野部をＪＲ予讃よ

さん線せんが南北に通過しており、また、伊予鉄道が臨海部から松山市を経て、東温市の横河原よこがわらまで

東西に通過し、流域内のアクセスが図られている。 

 

4. 産業 

重信川沿いの3 市2 町（松山市、東温市、伊予市、松前町、砥部町）では、農業、化学工業、観光業、窯業など

が盛んであり、農作物の生産量は、愛媛県全域に対し米が31％、野菜が33％、花木類が33％、果物が30％を占め

ている。特に、いよかんの生産量は、愛媛県が全国の80%を占めて第1 位となっており、この内、3 市2 町が県

全体の59%を占める。また、松山市等の中心市街地や河口部では化学工業が盛んであり、化学繊維と石油化学製

品の生産が行われ、化学繊維を材料にした縫製業も分布している。さらに道後温泉、松山城、子規堂などの観光

資源を活かした観光業も盛んである。砥部町では江戸時代より窯業が営まれており、砥部焼は国の伝統工芸品、

県の無形文化財に指定さ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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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利用 

平成 9 年時点での流域の土地利用は、森林、その他(荒地等)が約 7 割、市街地が１割、田畑等が約 2 割となって

いる。経年変化をみると、森林その他についてはおおむね横ばいであり、市街地の拡大に伴い田畑は減少傾向である。

また、同時点の土地利用を想定はん濫区域内でみると、市街地が約 5 割、田畑が約 4 割を占め、平成 9 年の市街地面

積は、昭和 51 年の約 2 倍に増加しており、はん濫した場合に想定される被害は増大している。 

 

1. Program Objective 

重信川水系では洪水氾濫等による災害から貴重な生命・財産を守り、地域住民が安心して暮らせるよう社会基盤の

整備を図る。また、四国最大の都市である松山市において市民の貴重な憩いの場となっている河川空間や沿川の泉及び

湿地などの良好な河川環境を保全、継承するとともに、地域の個性と活力や重信川の歴史や文化が実感できる川づくり

を目指すため、関係機関や地域住民と共通の認識を持ち、連携を強化しながら、治水・利水・環境に関わる施策を総合

的に展開する。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のもとに、河川整備の現状、森林の状態等の流域の状況、砂防や治山工事の実施状況、

水害の発生状況、河川の利用の現状、流域の歴史・文化並びに河川環境の保全等を考慮し、また、関連地域の社会経済

情勢の発展に即応するよう環境基本計画等との調整を図り、かつ、土地改良事業や下水道事業等の関連事業及び既存の

水利施設等の機能の維持に十分配慮し、水源から河口まで一貫した計画のもとに、段階的な整備を進めるにあたっての

目標を明確にして、河川の総合的な保全と利用を図る。治水・利水・環境にわたる健全な水循環系の構築を図るため、

流域の水利用の合理化、下水道整備等について、関係機関や地域住民と連携しながら流域一体となって取り組む。 

このような状況を踏まえ、重信川水系は流域に息づく多様な自然環境と都市域における人々の暮らしを結び、自然との

共生を実感し、魅力ある地域の生活をつくり、交流を促進する主軸としての機能を果たすこ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そこ

で、今日のこのような社会的背景を踏まえて、公共の資産である重信川水系の望ましいあり方を追求するとともに、河

川管理の原点に立ち、治水・利水機能との整合を図り、河川環境の望ましいあり方を基本理念として「重信川水系河川

環境管理基本計画」を平成 10 年 3 月に国土交通省と愛媛県が策定している。その基本理念は図 4 のとおりである。 



 

 116 

2. Operating results 

水害と治水事業の沿革:慶長年間に加藤嘉明が重臣の足立重信に命じて改修を計画させ、明治以降は洪水による被害が度

重なり、明治19 年および大正12 年の洪水による被害は甚大で破堤は数箇所に及んだ。昭和18 年7 月には未曾有の大

洪水に見舞われ、堤防決壊8 箇所、耕地等の流出約1,730ha、家屋の浸水約12,500 戸の被害を受け、これを期に昭和20 

年5 月から直轄改修工事として着手することとなった。直轄改修工事着手時に、出合地点の計画高水流量を2,800m3/s 

とする計画を定めたが、昭和41 年に一級水系に指定され、基準地点出合で基本高水のピーク流量3,150m3/s のうち

250m3/sを石手川ダムで調節し、計画高水流量2,900m3/s とする計画を定め、昭和48 年には石手川ダムが完成してい

る。その後、流域では市街地が拡大し、土地利用が高度化するなど社会・経済が発展したため、平成7 年3 月に基準地

点出合において基本高水のピーク流量を3,300m3/s とし、うち300m3/s を石手川ダムにより調節、計画高水流量を

3,000m3/s とする計画に改定し現在に至っている。また、砂防事業は大正8 年に愛媛県が上流の山腹工の整備に着手

したのが始まりであり、昭和4 年からは堰堤工事にも着手し、砂防堰堤や床固工群を施工している。しかし、昭和18 年、

同20 年の大洪水は流域各所に大規模な山腹崩壊をもたらし、多量の土砂が下流に流されたため、本川下流域では多大

な被害を受けた。このため、早急に治山、砂防設備を整備する必要が 

 

水利用の現状、河川の水質:重信川水系における利水事業としては石手川ダムと湯山発電所がある。石手川ダムは、洪水

調節とかんがい・上水道の供給を目的として。重信川水系における水力発電としては、石手川において1 箇所の発電所

により、最大出力3,400kW(最大流量2.50m3/s)の電力供給が行われている。重信川流域では、伏流水を水源とした泉が

多く存在し、農業用水等の水利用や親水空間として幅広く利用されている。重信川流域の気候は、瀬戸内式気候に属し、

温暖で降水量が少なく、全国的に見ても渇水頻度が高い地域である。平成17 年8 月の降雨はたった2mm であった、

石手川ダムの貯水量は減少の一途をたどり8 月26 日「利水貯水量ゼロ」の異常事態となり、ついに9 月26 日底水も使

い果たしてしまった。時間断水は最大19 時間となり学校のプール使用中止、道後温泉本館の営業時間短縮など市民生

活に甚大な影響を与えた。重信川では、砥部川合流点上流では、環境基準(BOD 75％値)を満足しているものの、砥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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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点下流の松山市等の市街地を流れる区間では、環境基準を上回っている。石手川では、小野川合流点上流ではおお

むね環境基準を満足しているものの、小野川合流点下流では、環境基準を下回っている。 

 

河川空間の利用状況: 平成15 年度における空間利用実態調査では、重信川の年間河川空間利用者総数(推計)は約87 万

人であり。利用形態別では、散策等が71％と最も多く、次いでスポーツが22％と続き、水遊びは7％、釣りは1％未満の

利用にすぎない。利用場所別には、高水敷が51％と最も多く、次いで堤防で41％となり、水際や水面での利用は少なく、

両者をたしても8％程度である。重信川の直轄管理区間における高水敷は約1,655ha で、約81％を国有地が占め、残り

が民有地となっている。国有地は主に河川利用施設（公園、運動場）が多く占め、占用面積の割合は、それぞれ19％と

なっている。民有地はその多くが耕作地として占められている。公園や運動場は、人々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場、憩

いの場としての利用を始めとして、いもたき等のイベントや野球、サッカー等のスポーツ大会会場としても利用されて

いる。また、子供たちの野外学習、環境学習等の総合学習の場としても活発に利用され、現地見学会や水質調査、ボラ

ンティアによるゴミ拾い等、様々な活動が行われている。 

 

河川管理の現状: 重信川においては、河川特性や流域の地域特性を踏まえ、洪水、高潮等による災害の発生を防止し、

河川として適正に利用されるべく流水の正常な機能を維持するとともに、重信川の有する公共財産としての河川環境の

中において、自然と人が共生する河川空間を維持創出するため、治水、利水、環境の総合的な観点から日々の河川管理

を行っている。 

(1) 災害の未然防止や堤防や護岸、樋門・樋管、床止等の河川管理施設の機能を健全に維持するために、施設状況を把

握するとともに、維持管理を行っている。 

(2) 洪水時の情報伝達を円滑に行い、災害の未然防止を図り、管理するために情報伝達演習を定期的に行うとともに、

洪水発生時の対応として必要となる水防施設や災害対策車等の整備を行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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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質については、重信川本川中・上流域は良好であるが、中流域で合流する砥部川や基準地点である出合の直上流

で合流する石手川支川小野川は、主に一般家庭からの排水により水質が悪く、環境基準を上回っている。このため、

水質浄化施設の設置による水質改善や定期的な水質調査等による状況把握を行っている。 

(4) 水質を良好に保つことや水質事故発生時に迅速な対応を行うために、重信川水質汚濁防止連絡協議会を設置し、関

係機関との緊密な連絡体制を構築している。また適正な水利用を進めるために河川流量や水質データの情報公開を行う

とともに、渇水時においては渇水調整協議会の開催等を行っている。 

 

水防体制 

(1) 河川情報:重信川水系では、流域内に雨量観測所、水位観測所を設置し、無線等により迅速に情報収集するとともに、

これらのデータを使って河川の水位予測を行い、水防活動及びダム放流に活用している。また、これらの防災情報は、

インターネット等により情報提供している。 

(2) 水防警報:重信川水系では、洪水による災害が起こる恐れがある場合、流域内の水位観測所の水位をもとに、河川巡

視や災害の発生防止のための水防活動が迅速かつ的確に行われるように水防警報を発令している。 

(3) 洪水予報:重信川では、今日まで多くの災害を受けてきており、洪水の被害を少しでも軽減するため気象庁と共同で

洪水予報を実施している。さらに、適切でより正確な情報を迅速に伝達するため、関係行政機関や諸団体で構成する重

信川・石手川水防連絡会を開催している。 

 

危機管理への取り組み:重信川水系では洪水危機管理の取り組みとして、平常時から危機管理に対する意識の啓発を図

るとともに、洪水発生時の被害を最小限に抑えるため、浸水想定区域図の公表、氾濫シミュレーションCD－ROM版の

配布、市町村の洪水ハザードマップ（避難計画）の策定支援等を行っている。出水期前には防災関係機関で構成する

重信川・石手川水防連絡会等を通じて情報連絡体制の確認、重要水防箇所の確認を行っている。また、防災ステーシ

ョンの整備、光ケーブルによる情報収集、監視網の整備の推進を図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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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1 ) Watershed Description 

The Shigenobugawa watershed locates at the central Ehime with the contributory area of 445 km2, mountain land occupies about 

70% of the area. With its upstream channel slope ranging in 1/10 ~ 1/65, 1/110 ~ 1/210 for mid-stream region, and 1/240 ~ 1/940 

at downstream, Shigenobugawa serves as the nationally leading steep stream. Matsuyama is the capital of Ehime and central city 

of the watershed. It is the core of politics, industry,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also is being crowded also with sightseeing, such 

as Dogo Hot Spring, and is splendidly developed socioeconomically. The watershed belongs to Setouchi style climate, and is 

warm, and the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is about 1,300 mm. In Shigenobugawa, mountain land occupies about 70% of the total 

area, while about 20% for paddy field and farm, and about 10% as housing site. The population is about 596,000 people, and 

occupies about 40% of whole Ehime Prefecture.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watershed spreads out radically from Matsuyama. The 

3 cities and 2 towns (Matsuyama, Toon, Iyo, Matsumae-cho, Tobe-cho) along Shigenobu River produce prosperous agriculture, 

chemical industry, tourist business, and pottery industry. Ehime Prefecture occupies 80% of national production in Iyo orange and 

has become the 1st. 

(2 ) Land use 

In the land use of the watershed at Heisei 9th Year, the areas for forest/wasteland, city area, and farmland are about 70%, 10%, and 

20%, in respectively. For the time being, forest/wasteland is leveling off in general, while fields are downward tendencies in 

connection with expansion of city area. Moreover, for the land use of designated flooding zone, city area will account for 

about50% and fields will account for about 40 percent at Heisei 9th Year. The area increases the about twice of that at Showa 51th 

Year, and the flooding damage also increases. 

   

2. Program Objective 

In the Shigenobu River basin system, precious life and property are protected from the flood disaster, and maintenance of 

infrastructure is aimed at such that local residents can live in comfort. Moreover, while preserving and inheriting good fluvial 

environment, such as river space which serves as place of citizens' precious relaxation in Matsuyama. The measure in connection 

with river improvement, irrigation, and environment is developed synthetically to have the same recognition and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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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or local residents in order to aim at the production of the river which can realize the 

individuality and vitality of the area, history of Shigenobu River, and culture. Based on such situation, the Shigenobugawa basin 

system connects people's life in the variou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city region which breathe at a valley, symbiosis with 

nature is realized, the life of an attractive area is built, and achieving a function as a principal axis which promotes exchange is 

expected. Then, while pursuing the desirable state of the Shigenobu River basin system based on current social background, it 

stood 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river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d with river improvement and irrigation function to have formulated 

the "Shigenobu River basin system fluvi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master plan." 

 

3. Operating results 

(1) Current condition of water utility and quality 

In Shigenobu River basin system, there are Ishitegawa Dam and Yuyama Plant served as irrigation enterprise. Ishitegawa Dam 

have multiple functions on flood regulation and irrigation waterworks. Since the climate of the Shigenobu River watershed 

belongs to Setouchi style climate which is warm and there is little precipitation, this is the area where water shortage frequency is 

relatively high nationally. Although the upstream of Tobe Kawai is satisfied with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BOD 75% value), its 

downstream section flows through city areas, such as Matsuyama, and therefore its water quality has exceede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lthough the upstream of Ishitegawa River is satisfied with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general above the Ono river 

juncture, it is less tha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downstream below the Ono river juncture. 

(2) Land use of river space 

The floodplain in the direct-control management section in Shigenobu River are about 1,655 hectares, where government land 

occupies about 81% and the remainder serves as private land. The main land use for government lands, 81% of the total area, are 

parks and playgrounds, while 19% of the area has become private-use. In private lands, many are occupied as cultivated land. 

There are also park and playground used as the place of people's communication and place of recreation and relaxation. Moreover, 

it is actively used also as a place of integrated study, such as children's field study and environmental study, and is based on a local 

inspection meeting, a water survey, and a volunteer  etc. -- various activities are performed. 

(3) Current Managemen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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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aintaining the normal function of running wate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disasters caused by flood or high tide, 

Shigenobu River is properly used based on the river characteristic or the regional peculiarity of the watershed for carrying out the 

river space where nature and a person live together in fluvial environment. As public property, Shigenobu River has daily river 

management performed from a synthetic viewpoint of river improvement, irrigation, and environment. 

(4) Flood defense system 

A. River information: In the Shigenobu River basin system, while installing a precipitation station and a gauging station in the 

watershe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quickly by radio, water level prediction of a river is performed using these data, and it is 

utilizing for prevention-of-floods activity and dam discharge. Moreove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f these piece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informati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Internet etc. 

B. Flood defense alarm: In the Shigenobu River basin system, whe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disaster by a flood may occur, 

the Flood defense alarm is issued based on the water level of the gauging station in watershed so that river inspection and 

Flood defense activity for the occurrence prevention of a disaster may be performed quickly and exactly. 

C. Flood forecast: In Shigenobu River, it has suffered many disasters till today, an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amage of a flood, the 

flood forecast is carried ou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eteorological Agency.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transmit suitable and 

more exact information quickly, Shigenobu River and the Ishitegawa River Flood defense liaison committee constituted from 

a relative government agency or organizations are held. 

(5) The measure for risk management 

While aiming at edu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to risk management from the usual time as a measure of flood risk management 

in the Shigenobu River basin system, this plan also tries to minimize the flood damage by official map of flood zon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flood simulation CD ROM. Besides, decision support of the flood hazard map (evacuation plan) of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etc. are offered. Before the flood term, the check of information liaison mechanism and the check of the important 

flood defense part are performed through Shigenobu River and Ishitegawa River flood defense liaison committee, which are 

constituted from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organ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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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歐洲案例背景 

 

在歐洲永續發展的願景之下，以環境特型及生活品質為主要的土地發展模式，根據1991年所舉辦的城市發展歐洲委員會

所提及之永續發展，歐洲的生態永續的土地規劃主張以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及人民實質居住的經驗互動關係，並創造出在現有

的公平的經濟發展制度底下，盡可能地去保護生態資源未來的多樣性，在永續的前提下，必須兼顧國土的經濟需求以及其跨地

域跨專業性的空間實質計畫，有如歐洲各國的水資源系統間，必須經由上下層政府的分工合作，對重大自然資源整治計畫及維

護措施達成共識，透過此種跨國性的規劃方式，以達到整合多層次的規劃機制，使永續國土規劃走向更明確與具體且增強保護

政策之彈性。 

 

歐盟各國為了有效的保護及管理水資源，於西元2000年開始實施水資源架構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

其做法在於從環境保護措施及行政管理體制兩方面進行根本性的政策改革與立法，同時也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之下，歸納出如何

建立國土的永續性及整體性的均衡發展。這個｢指令｣除了制定水資源保護的各項措施，並結合了流域保護與污染控制。｢水資

源架構指令｣要求各歐盟成員國和候選國必須實施綜合性的流域規劃和管理以及水資源的永續利用，除了訂定目標外，也須制

訂該指令各成員國實施各項目標任務的時間表。 

 

根據此架構，會員國實施綜合性的流域規劃和管理。範圍包括：地表水、地下水、沿岸水等，預防及減少污染，提升水

資源永續利用，保護水環境；改善水體生態環境和減緩對於食物與乾旱的影響，並進行定義及分析水資源、管理和保護測量、

行政措施等面向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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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架構指令的主要目標有以下幾點： 

(一) 防止水資源狀況的繼續惡化並改善其狀態 

(二) 促進水資源的永續利用 

(三) 逐步減少初步污染物並停止初步有毒污染物的排放 

(四) 逐步減輕地下水污染 

(五) 減輕洪水與乾旱現象 

(六) 在西元2015年以前實現歐洲良好的水環境狀態 

(七) 整個歐洲將採用統一的水質標準，減少地下水資源超用現象 

(八) 特殊情況下期限可以適當延遲，並確立某些較低的環境目標 

 

水資源架構指令的核心操作即為各河川之流域管理計畫，會員國必須對本國的流域(包括地下水，河口和離岸1.852公里之

內的海水)進行鑒定，落實｢流域管理區｣。而流域管理區，必須每六年制定一次流域管理規劃與行動計畫，並且為了確保國內

及國際合作，成員國必須做出適當的行政安排，其中包括確定主管機構。對於國際流域，流域內相關國家需要共同確定流域邊

界並分配管理任務，彼此之間的規劃與實施必須相互協調而不能衝突，故流域管理計畫也必須包含以下內容： 

 

(一) 水體和壓力源的特徵描述： 

水資源架構指令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即因應流域特性不同擬定相關之流域管理計畫(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 ,RBMP)，

包括了：地表水、地下水、河口過度水和海岸沿岸水，並且依據生態狀態與化學狀態進行定義以作為狀態評估。 

 

(二) 措施計畫的評估與實施： 

措施計畫在流域管理計畫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為了保證水質目標的各項目都被滿足，流域管理計畫將包含詳細的措施計畫。

首先，各國的集水區管理單位必須制定各項基本措施，這些基本措施需符合水資源架構指令之規範，在集水區的治理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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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遇到各種的問題或爭議，各國可在符合水資源架構指令下建構適當的附加措施，例如：經濟策略、財政工具或環境協議談判

等，這些措施可以由各國透過國內法或的方式立法加以訂定。 

 

(三) 監測計畫 

監測計畫須對當地的水文、氣候及地貌條件進行紀錄，設計的過程中，需要透過不同的監測方式，去記錄河川流域中的各種水

質、水量、生物相等足以代表並解釋水體狀況的訊息並試著解釋與判讀。歐盟的水資源架構指令中提及監測計畫必須維持地表

水及地下水長期的監控，提供適合的監控程式以因應監測氣候變遷的變化，並結合長期監測的結果。 

綜合上述歐盟制定｢水資源架構指令｣之目標與措施，本篇透過用荷蘭、德國等案例，了解水資源架構指令於各會員國之水資源

管理的操作成果。 

 

案例七中多瑙河流域主要經過包括匈牙利、奧地利、羅馬尼亞、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等國家，為了能使跨國際河域治

理順利進行，這些多瑙河國家便組成一個多瑙河集水區環境規劃，依據水資源架構指令之法律，找出集水區核心問題與成因，

再透過行動策略與監測計畫，檢視集水區範圍內之點源、非點源污染和生物資源，加強法規能力，引進最佳可用技術、最佳環

境措施和水質污染消減，達到多瑙河流域水資源的保護和永續利用。 

 

案例八為論述德國政府由聯邦政府掌管內陸水道交通及監督各邦執行水利與水資源相關業務，各邦則受憲法賦予水資源

管理職權，透過由上至國家層級，下至社會團體組成之水資源管理機構，成為兼顧所有利益相關者並確保有效的水資源保護，

實施廢水費以創造經濟誘因並盡可能減少廢水排放量。除了層級的共同參與外，案例中也透過水資源架構指令執行水體現況的

評估、區域合作之開發、公眾參與等措施，訂定各河川集水區之管理計畫。 

 

案例九主要探討荷蘭Ems, Meuse, Rhine Delta and Scheldt河川集水區管理計畫，荷蘭為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地方政府

並無財政自主權，但在水質水量經營管理方面，卻有一個地方分權與自治的體系，即基層的水資源管理單位-水利會，透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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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區域的獨特合作方式，由中央政府負責國際協調以訂定國家架構，而各水資源管理單位制定目標和措施，以滿足水資源架

構指令所規定的義務。 

 

歐洲的河川大多流經多個國家，如萊茵河、多瑙河等國際河流，其流域的協調發展和合作治理問題非常特別，從三個案

例中可了解，歐洲國家的流域治理權屬通常分為聯邦政府、州、地方政府之層級來管理，而反觀台灣，台灣位於島國，範圍雖

小，但地形坡度較陡，河川短小湍急，對於河川流域管理，常因單位分立，所掌管之事權不一，無法統合。相較之下，歐洲國

家集水區管制與權責單位則顯得較為單純。歐洲各國在長期的實踐探索中，形成了一套豐富而又實用的流域治理模式。這些模

式可歸納為： 

 

(一) 成立流域保護國際委員會。 

(二) 簽署具有法律效力和制度約束力的公約。 

(三) 設立由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組成的觀察員小組，監督各國工作計劃的實施。 

(四) 簽署一系列流域水環境管理協定。 

(五) 制訂實施流域可持續發展計畫。 

 

台灣地區因地理位置、地形及氣候之影響，颱風及洪汎災害影響甚鉅，對於災害後受災地區的管理權屬時常有所爭議；

而歐盟在衝破國界阻隔後，實現超越國家的區域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協調整合方面，走出了一條具有一定普適性效應的

區域一體化發展道路，堪稱當今世界上國家間協調合作的典範。在莫拉克風災之後，重創南部幾個縣市區域，也引起了流域管

理發展的重要討論議題，許多水庫專家呼籲政府成立曾文溪流域管理局，此項議題於災後被廣泛的討論。在此藉由歐盟國家的

跨國合作之機制案例說明與探討，可作為流域管理局議題之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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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瑙河主河長2780公里，集水區面積817,000平方公

里，包括匈牙利、幾乎全部的奧地利、羅馬尼亞、斯洛文

尼亞、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聯盟、波士尼亞、保加利亞、

克羅地亞、捷克共和國、莫爾達瓦和德國以及小部分烏克

蘭（圖51）。多瑙河通過歐洲第二大天然濕地三角洲後排

放入黑海，集水區特色是具有許多包括濕地和洪氾平原的

自然領域及生態系。它不僅位處高海拔環境，亦具有經濟

和社會價值，它支援飲水供應、農業、工業、捕魚、旅遊

及遊憩活動、發電、航運和廢水處理。整個集水區已興建

許多壩、堤、船閘和其他水工結構。對於重要的人類活動，

例如民生、工業和農業水資源利用已導致水文系統的變化，

並產生包括重大環境破壞和生活品質受損、公共衛生等水

 第十一章  國外案例七 

歐洲 Danube 河川集水區 

水質管理規劃 

資料來源：WHO/UNEP, Richard Helmer and Ivanildo Hespanhol, 1997.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 A Guide to the Use of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Principles. 

圖51、多瑙河集水區範圍圖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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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和水量問題。多瑙河流域，整個流域平均高程

475公尺，但是最大高程差距超過3,000公尺；月

平均溫度，由東方維也納的21度，到布達佩斯的

23度，甚至布加勒斯特則為26度，多瑙河流域平

均年降水量由山區3,000公厘變化到三角形地區的

400公厘，年平均蒸發值介於在450公厘和650公厘

之間（圖52）。 

 

 

 

(一) 計畫目的：由於多瑙河流域內約八千萬人生

活於此，其經濟活動和土地使用有非常大的差異 

，包括大都市中心和大範圍的工業、農業、採礦

活動、森林和重要自然風景區。因此集水區之水

資源和環境品質也承受著這些沉重的壓力，其中

因都市、豪雨、 工業之不適當排出物而產生之

微生物污染便是其中一明顯案例。因此集水區內的國家於西元 1990 年代便組成一個多瑙河集水區環境規劃（The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for the Danube River Basin, EPDRB），其內容包括各國必須檢視集水區範圍內之點源、非點源

污染和生物資源、加強法規能力，並選擇支流集水區進行研究。因而各部門之目標係為追求「多瑙河流域的永續發展」之總體

發展目標，而在「多瑙河保育國際委員會」ICPDR 之行動計畫亦述及其目的為「多瑙河流域水資源的保護和永續利用」，最

圖52、多瑙河降雨分布圖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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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針對不同部門所擬定之目標包括歐州之「污水和固體廢棄物管理」、工業和採礦業之「引進最佳可用技術、最佳環境措施和

水質污染消減」，以及土地利用與農業之「實施良好

農業規範和永續土地管理機制」，其目標間之階層關

係如 圖 53 所示。   

 

(二)法律依據：然而為確保水資源保護的法律依據，

多瑙河流域國家和歐盟於西元 1994 年 6 月 29 日在

索菲亞簽署「多瑙河保護及永續利用合作公約」（或

稱多瑙河保護公約）。該公約旨在達成永續和公平的

水資源管理，同時發展策略行動計畫為多瑙河流域環

境計畫的一項重要任務。此行動計畫為改善多瑙河流

域水資源和環境管理作出重大的貢獻。 

 

 

 

 

（一） 集水區核心問題與成因：多瑙河集水區環境規劃(EPDRB)曾歸納出影響多瑙河集水區之水質、用水和生態系的五優先權

問題，包括(1)微生物的污染、(2)促進異營生物或耗氧物生長的污染物質、(3)高營養負荷和優氧化、(4)災害物質（包括

油）的污染及(5)可用水之競爭；而這五類問題則在不同用水類型上造成各種損失(表 11)。而在本行動計畫中，多瑙河集

水區之核心問題將導致最終或間接/直接的後果，包括生活品質降低、人體健康風險、生物多樣性降低、經濟衰退、和可

用水減少等（圖 54） 

圖53、多瑙河集水區相關計畫與部門之目標階層關係圖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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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主要關鍵問題與多瑙河集水區內主要用水型態之關係 

問題 飲用水供應 漁業 工業 灌溉 遊憩 

營養負荷和優氧化 
因素：氮、磷 
來源：民生廢水、工業、農
業 

增加處理成
本；消費者接
受問題；地下
水氮污染 

對於氮磷敏感的魚類
物種死亡 

增加處理成本
及減少某些用
水（如冷卻） 

 遊憩環境品質
下降與經濟利
益之損失 

災害物質 
來源：工業、農業、運輸 

數據及監控系統不足以建立現存集水區內大多數地區的污染水準以致高濃度污染物將嚴重
地影響飲用水、漁業和溪濱生態系。 

微生物污染 
因素：細菌、病毒 
來源：民生廢水、牲畜、缺
乏適當消毒 

地表或地下水
不適於供水或
增加處理成本 

 增加食品加工
等工業之處理
成本 

 喪 失 遊 憩 機
會，包括刪除
如淋浴或接觸
水之活動 

異營生物或耗氧物生長 
因素：有機物、尿素 
來源：民生廢水、工業、牲
畜 

地表或地下水
不適於供水；
降低地下水入
滲集水質 

含氧濃度低於最低需
求將造成棲地嚴重流
失；因尿素之有毒濃
度造成魚類損失 

增加處理成本 灌溉設備可能
堵塞 

喪失遊憩機會
及經濟利益 

可用水之競爭 
因素：水資源規劃、分配及
操作。 來源：主管部門 

降低供應量 喪失棲地；阻斷洄游
及孵化型態 

降低供應量 在作物成長關
鍵期減少供水
量 

喪失遊憩機會
及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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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動策略：為解決上述多瑙河流域的環境問題，EPDRB 曾在西元 1994 年提出具有四項相同重要性目標之策略行動計

畫：(1)降低多瑙河集水區人類活動在濱溪生態系統和黑海之負面影響；(2)保持並改善多瑙河集水區內水資源之可用性

和品質；(3)建立意外溢流之災害控制；(4)發展區域性水資源管理之合作。而在系列策略性方向下，涵蓋主要部門和政

圖54、多瑙河之一般問題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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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實施方法包括：階段性擴展下水道及民生廢水處理能力；減少來自工業之排出物及來自農業的散發物；濕地的保

護，恢復和管理；整合水資源管理；扎實之環境部門政策；意外災害控制；以及適當投資。而針對多瑙河集水區內之

主要污染源，三類參與水資源使用及管制的團體所應採取的管理行動則表列如表 12。在本行動計畫中，多瑙河集水區

之主要污染源「熱點」是由各類來源（民生、工業和農業) 之既定特徵所判定，而不同污染的組合與累積進而產生影

響的位置則被判定為「重大影響領域」，其相對位置如圖 55 所示。 

 

表 11、三類水資源使用及管制團體所應採取的管理行動 

 所需行動 

行動者 城市 鄉鎮與村莊 工業 農業及牲畜 

公共管理
單位 

投資基礎建設；建立
飲用水服務標準；保
證足夠收費標準；水
源分配及分佈之最
佳化 

管理衛生及飲用水保
護；水源分配及分佈之最
佳化 

規範有害廢棄物；規範廢
水排放量；實施有效水費
及污染費用；水源分配及
分佈之最佳化 

實施訓練及推廣教育；實施
有效水費；水源分配及分佈
之最佳化 

公私企業 
操作廢水處理設
施；工業廢棄物之前
處理 

控制固體廢棄物堆置場
之地下水滲露；有害廢棄
物之安全棄置 

工業廢棄物之前處理；減
少及處理工業廢棄物 

引入使用肥料及農化物質
之措施；管理牲畜肥料 

一般大眾
及非營利
組織 

使用者付費;節約用
水；採用環境消費標
準；管理家庭有害廢
棄物；支持相關的法
律與規定 

付費保護飲用水源；採用
環境消費標準；管理家庭
及農場有害廢棄物；支持
有效的規章 

支持水質目標；支持有效
的規章 

支持水質目標；管理牲畜肥
料；提升有機農作；支持有
效的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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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多瑙河集水區之「熱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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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測策略：有效的水資源管理體制需要一個有效率的監測策略，幾乎所有在此集水區裡的國家皆必需改進其現有監測系

統，而且這些國家同意對監測和評估方法進行協調、發展聯合監測系統、實施共同計畫，並致力於一個相互連接資料庫

管理系統。透過多瑙河集水區環境規劃(EPDRB)提供資金，在西元 1993 年啟動的國際監測系統，目前由 224 個氣象、

水文，水和泥砂品質監測站所組成。 

 

 

 

 

 

 

 

 

 

 

 

 

 

 

 

圖56、多瑙河集水區之「重大影響領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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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機構和政策議題：在 EPDRB 實施期間和策略行動計畫的發展過程中，發現機構和政策議題是整個計畫成功的基礎。過

程裡有三個重要的參加者，分別為公共管理單位、公私營企業、及一般大眾及非營利組織。而公共管理單位必須扮演管

理者和操作者之關鍵角色，其最大貢獻來自於紮實的機構和政策架構，包括現代法律，水資源管理措施和管理安排。此

政策方向及架構雖因區域特性而在集水區之中微調，但它皆能在以下五個關鍵領域對水資源管理產生有利影響︰(1)實

際和可達成之排放限制和水質標準；(2)實施和強制執行；(3)獎勵和阻礙；(4)監測和資訊系統；(5)整合地區或河川集水

區規劃。而在此計畫中，「多瑙河保育國際委員會」ICPDR 為確保有效執行 DRPC 以及策略行動計畫 SAP 所確認之體

制工具（包括支援工具和輔助政策），因而「多瑙河保育國際委員會」ICPDR(1)決定採用此策略行動計畫並形成政策計

畫，(2)進行規劃行動和擬議活動以為行動方案的準備與執行，(3)採用策略行動計畫的建議並將之提交會議進行確認以

便成為執行的後盾。此外，為加強政策制定過程及包括 SAP 修訂本之產出，「多瑙河保育國際委員會」ICPDR (1) 透

過政策措施和計畫活動的提案，鼓勵其體制安排以促進政策的制定過程；(2)藉由投入所在機構之各層級，敦促締約各

方積極加入這一進程透過他們；和 (3) 建議締約各方應召開第一屆締約會議，以確認此修訂 SAP 和定義未來 SAP 的政

策發展方向。 

 

 

由於此案例主要為跨國合作之集水區水質改善治理及規劃，因此其操作成果包含建立跨國合作機制及組織、確認主要問題、

建構共同目標、擬定策略方向和實施方法、發展國際聯合監測系統等項目，其內涵較偏向各國上位管理階層間之溝通及共識建

立以利後續實質執行計畫之推動。雖然此案例之基本目標（水質改善）與本計畫目標不盡相同，且屬於國家層級之規劃內容；

然而，本計畫範圍內實際上亦包括許多管理權責單位，因此其跨組織合作概念與作法（如西元 1990 年組成 EPDRB、1993 年

啟動國際監測系統、各國與歐盟於西元 1994 年簽署多瑙河保護公約、包納公共管理單位、公私營企業、及一般大眾及非營利

組織等三個重要參與者）對本案仍具有參考價值。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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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瑙河為歐洲第二大河，發源於德國西南黑森林，流經14 個國家並在羅馬尼亞與烏克蘭交接處注入黑海，是世界上支流

流經最多國家的河流。多瑙河在歐洲的社會經濟發展中一直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沿岸國家工業化及城市化發展也造成多

瑙河水污染等環境問題。1994 年，流域14 個國家共同簽署「多瑙河保護公約」；1998 年，成立多瑙河保護國際委員會(ICPDR)，

並於2004 年公佈「多瑙河流域分析2004」指出多瑙河目前四大水資源管理問題：有機物污染、營養物污染、危險物質污染及

水體型態變化之四大議題。為解決以上四項議題，ICPDR 在流域管理經驗上有以下主要各項特點，也為本次資料研讀中所獲

得之啟示： 

 

一、 建構完善的法律體系。為推動多瑙河流域水汙染防治工作，自1958年起，多瑙河沿岸各國簽署一系列公約及行動計劃，

以形成完善的法律體系，法律體系之間上下接合，為流域治理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制訂完善法律體系的目的，在於明

確各國及利益關係人之權利義務，並在執法過程中互相監督，以使執行成效以達最大化。 

 

二、 成立高效能流域協調管理機構ICPDR。為歐洲最大的流域管理及跨國國際組織，其主要的目標即推動多瑙河流域國家平等

且永續的進行水資源管理和開發。依據鎖定目標進行分組運作，主要依循歐盟水架構指令(WFD)進行監測評估、水環境影

響、防洪、GIS地理資訊系統等組類進行跨國協商與合作。由於各組互相配合，且ICPDR主席由各締約國輪流擔任，有效

確保各國平等的參與權外，其組織結構及運行機制，對於本次曾文南化流域治理案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 建立有效合作機制。因多瑙河流域的複雜性，ICPDR將流域協調合作分為三個層級：國際級流域層級合作、國家及亞流域

層級合作及最小管理單元層級合作。透過計劃體系及公約成立亞流域委員會，並透過舉辦論壇及與學術機構合作方式，

協調行動及利益的交叉整合，以確保落實多瑙河的保護工作。多瑙河案例藉由政府部門及各層面的協調與合作機制，成

功的推動流域跨域治理之工作。 

 

四、 開放共享的監測預警系統。多瑙河流域資訊平台透過國際警報中心(PIAC)資訊處理系統，為流域內各國家資訊提供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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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並建立事故應及預警系統(DAEWS)，以及時有效發布警報資訊。因為資訊公開，所有民眾皆可透過網站獲得流域

的各項資料，使流域管理知識的生產，普及在日常生活，成為一種常識性的規範。 

 

五、 注重有效的民眾參與機制。ICPDR鼓勵民眾參與水汙染防治工作，沿岸居民可透過媒體、會議、網站及調查問卷等多種形

式，直接參與公共討論，使沿岸居民不因社會階級差異，皆有平等的參與權力。多瑙河流域每年透過舉辦宣傳及推廣活

動，不僅提供民眾直接參與流域治理工作，使流域治理成為公部門、第三部門(NGO組織)及民眾之間，形成一種三方合

作的參與模式，使治理工作具備有效溝通與制衡監督之溝通與執行力，有效確保四大議題的解決及邁向永續環境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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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river is 2,780 km long and drains 817,000 sq.km. This includes: all of Hungary; nearly all parts of Austria, Romania, 

Slovenia, Slovakia and FR Yugoslavia; significant parts of Bosnia –Herzegovina, Bulgaria, Croatia, the Czech Republic, Moldova and 

small parts of Germany and Ukraine. The Danube River discharges into the Black Sea through a delta that represents the second 

largest natural wetland in Europe. The Basin is characterized by an aquatic ecosystem with numerous important natural areas, 

including wetlands and floodplains. It is not only of a high environmental but also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It supports the drinking 

water supply, agriculture, industry, fishing, tourism and recreation, power generation, navigation and the end disposal of wastewater. A 

large number of dams, dikes, navigation locks and other hydraulic structures have been built throughout the region. Utilizing water 

resources for important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municipal ones,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has resulted in changes in the hydrological 

systems. Problems of water quality and quantity have been created, including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impaired quality 

of life, such a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The mean altitude of the river basin is only 475 m, but the maximum difference in height 

between the lowland and alpine peaks is over 3,000 m. The range of mean monthly temperature increases in an easterly direction from 

21 °C in Vienna to 23 °C in Budapest and to 26 °C in Bucharest. The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in the Danube river basin v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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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3,000 mm in the high mountains to 400 mm in the delta region. The mean annual evaporation varies between 450 mm and 650 

mm in lower regions. 

 

2. Program Objective 

Approximately 80 million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bas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land use in this large river basin are very diverse, 

including numerous large urban centers and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mining activities.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basin are under great pressure from these activities. Microbiological contamination is evident 

throughout the river system and is generally due to the discharge of urban wastewater and storm water. Recognizing the growing 

regional and transboundary character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e relat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Danube countries 

agreed to develop a programm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ategic action plan. The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for the Danube 

River Basin (EPDRB) includes national reviews, basin-wide studies of point and non-point sources of pollution and biological 

resources,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activities, and pre-investment studies in selected tributary river basins. The 

specific programme and sector objectives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bjective, which was defined in the National 

Planning Workshops as follows: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danube river basin."  For the ICPDR-Action Plan, 

the Objective as described in the Convention is as follows: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s of the danube river basin." 

Starting from this as an overall ICPDR programme objective, specific objectives have been identified for the following sectors: 

- Municipalities: Improvement of wastewater an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 Industry and Mining: Introduction of 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 Best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BEP) and abatement of wate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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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 Use – Agriculture: Implementation of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mechanisms for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To secure the legal basis for protecting the water resources, the Danube river basin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signed the 

Convention on Cooper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the River Danube (the Danube River Protection Convention) of 

29 June 1994, in Sofia. The Convention is aimed at achieving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water management. In paralle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action plan has been a major task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for the Danube river basin. The action 

plan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fforts to improve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the Danube basin as defined in 

the Conven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Action Programme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3. Operating results 

Five priority problems that affect water quality, water use and ecosystem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basin. These were (1) microbiological 

contamination, (2) contamination with substances that enhance the growth of heterotrophic organisms and with oxygen-depleting 

substances, (3) high nutrient loads and eutrophication, (4) contamination with hazardous substances including oil, and (5) competition 

for available water. The ultimate or indirect direct consequences of the mentioned core problem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cluding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life, human health risk, degradation of biodiversity, economic decline, and reduced availability of water. 

 

The major pollution sources referred to as “hot spots” are identified and grouped by sector (municipal,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according to their determined characteristics. The locations in the Danube basin marked by a distinct combination of cumulative 

pollution effec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classified as Significant Impac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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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requires an efficient monitoring strategy. Nearly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basin need to improve 

their existing monitoring systems. In the meantime the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harmoniz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to 

develop joint monitoring systems, to implement joint programmes, and to elaborate an interconnected 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 that was being developed and initiated in 1993, funded by the EPDRB, consists of 224 stations 

for meteorological, hydrological, water and sediment quality monitoring. 

 

The lessons learn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PDRB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action plan show th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policy issues are fundamental to its success.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that process: public 

authorities,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nd NGOs. The public authorities have to play the critical role as 

regulators and facilitator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its success may come from a sound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framework, 

including modern laws,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The policy framework varies considerably 

throughout the basin. The following five key areas indicate where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reform could have broad beneficial impacts 

on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basin: realistic and achievable emission limits and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monitor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integrated regional or river basin planning. 

Institutional instruments, including supportive tools and flanking policies are identified in order to assure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DRPC and the present SAP. The ICPDR, implementing the DRPC: (1) decides to take action along the lines of this SAP, which 

forms its policy plan; (2) takes up the planned action and the proposed activities to become subject to its Action Programme for 

preparation and execution; and (3) adopts the SAP by recommendation and submits it to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for 

confirmation, with a view to obtaining back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For enhancing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es under the D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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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e outputs include the present SAP revision, the ICPDR: (1) encourages it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its Expert Bod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es through proposals for policy initiatives and planned activities; (2) urges Contracting 

Parties to actively join this process through their inputs at all institutional levels; and (3) recommends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hat a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hould convene, which may wish to confirm this Revised SAP and define policy direction for further 

developing the SAP, including the date of its next revision. 

 

4. Content Appraisal  

The goal of this case focuses on the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lanning for this large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The outcomes 

includ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verification of main problem, .setting goals,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nd development of joint-monitoring systems.  The content of the case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nsensus building among higher management levels of participant counties for further executive projects.  

Even the water-quality goal does not quite match to the on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However, the inter-institutional corporations 

performed in the case can provide solid supports for the study area where multiple management agents and stockholders are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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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Weser 河在 Lower Saxony 南部地區經由 Werra 河

與 Fulda 河匯流而成，因此 Weser 河流域係從德國中部延伸

到北部，整個流域包括南方之中央高地及北方之中部平原，

集水區面積達 49,000 平方公里，流域內約有 930 萬居民；

流域大部份位處歐洲中部溫帶濕潤氣候區，但流域北部為大

西洋氣候，而流域南部為大陸性氣候；整個區域取決於海拔

高度與中尺度氣候條件，故年平均溫度 5°C 至 9°C，平均年

降水量則從 600mm 變化至 1100mm。Weser 集水區由眾

多不同自然景觀所組成，而在 Lower Saxony 州之兩個主要

自然景觀則是南部山地丘陵區，以及包括肥沃黃土區

（Börde）、沼澤地和沿海沙地(Geest）之北部平原。 

 第十二章  國外案例八 

德國 Weser 河川下游集水區 

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之創新手段和機制 

資料來源：D Ridder, E Interwies, I. Borowski, K. Gronemeier, C. 

Grambow: Seecon, contributors, 2009. Innovative Instru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The German Case Study. 

圖57、本案例之三個主要研究對象(紅色橢圓)及所處區位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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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德國案例著重於三個工作區域的詳細調查（圖 57）：包括屬於 Upper/Middle Weser 子單元的 Weser-Emmer 區域

(Nr.10)、屬 Leine 子單元之 Leine-Westaue 區域(Nr. 21) 所和屬 Tideweser 子單元之 Wümme 區域(Nr. 24）。此三個工作

區域代表不同的自然景觀及社會經濟環境：在地理上 Weser-Emmer 位在農業(60%) 和林業 (27%)為主之丘陵地區和山區；

Leine-Westaue 有很高比例之肥沃黃土（Börde），但其土地利用與 Weser-Emmer 類似；Wümme 則是具備沿海沙地(Geest）

和沼澤地特色，但此種稍不肥沃的土壤亦提供 41%農地和 37%林地。整個集水區從中央高地至近海水域皆受到養分的高度影

響，甚至造成藻華和缺氧等問題，污染物進一步影響水質；而農業活動所帶來之氮濃度，尤其對 Weser 河流域的地下水品質

有顯著影響。 

 

 

 
 

此報告是「綜合水資源管理網路」(IWRM-Net)的 i-five專案，其目標有二：說明執行歐盟水資源架構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時之挑戰、創新和學習；提供實現水資源架構指令之關鍵角色、 資源、規則、挑戰和組成。而德國案

例介紹Weser河流域如何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特別是在主題參與合作以及整合尺度之研究。其目標包括： 

(1) 在推動水資源架構指令過程，評估以區域合作當作利益團體參與程度。 

(2) 分析不同空間和行政單位、層級和部門間之合作和互動。 

(3) 確認這些方面是否能在其它國家或情況下使用（即「可攜性」）。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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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在針對區域合作和其運作的既存文檔進

行評估之後，此案例對十個關鍵人物（執行

機構、州政府、聯邦政府、它州的環境部、

承包工程/顧問公司、非政府組織代表、區域

合作代表）進行半結構化專家訪談，研究結

果輔以一份在西元2007年對Lower Saxony

所有區域合作參與者之調查，最後為區域利

益相關者舉辦一場講習會以驗證研究成

果。 

（二）水資源管理體制：  

水資源管理體制：由於歐盟水資源架構

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之主要

目的是將歐盟水法合理化，以達到保護水資

源之永續利用。除適用於所有地表水與地下

水之水體外，它亦提列許多水資源狀態（包

含生態、化學、水文）之地表水和地下水管
圖58、Lower Saxony之體制結構以及為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所作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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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標。而德國原本即具有一個有效的水管理部門以及受世界各地高度重視的水資源技術，德國政府為兼顧所有利益相關者

並確保有效的水資源保護，實施廢水費以創造經濟誘因並盡可能減少廢水排放量，訂定相關法律和法規以避免有害物質排放

於受保護的水域棲地，也制定水污染的刑事和罰則以確保及補償環境損害。因此在該報告之第二章中，透過介紹德國的水資

源管理機構組成，藉以瞭解在啟動或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期間產生何種改變（圖58），而Weser河集水區與其它兩個荷蘭、

法國案例在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時之最顯著區別是聯邦主義及對水之規範。 

以Lower Saxony為例，其水資源政策或管理參與者包括

「國家層級」之總統、聯邦政府及中央權責管理部門、「水文

層級」之河川集水區委員會、「區域層級」之州政府與州級管

理部門、「省/部/次區層級」之州議員與地區辦公室、「社會

團體溝通層級」之基層水資源管理單位與區級獨立市、「縣市

層級」之州長、縣市議會、公營與私人公司、以及「社會團體

層級」之選民、使用者、地主與佃農。而因應水資源架構指令

而加強的部份則在「社會團體溝通層級」中突顯地區合作（以

紅色橢圓標示）之功能，亦即透過地區合作整合包含政府部門、

民意代表、公私業者、使用者與土地關係人等各種水資源政策

參與者之意見。 

此外，在第三章從政策角度說明應用在德國永續水資源管

理之相關原則及相互關係（圖59），這些管理原則包括可回復

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預防原則、整合原則、區域原則、合

作及參與原則、最小資源原則、來源減少原則、跨世代原則等。
圖59、德國永續水資源管理之相關原則及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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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係圖顯示，從政策角度而言，在德國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並不需要很多創新；並且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對德國的挑戰並

非在不同的情況、時間、規模下如何選擇對應原則並重新定義執行手段，而在實施過程中找到各原則間平衡之困難。 

 

（三）Lower Saxony 之水資源架構指令執行步驟：  

為規劃 Lower Saxony 之水資源架構指令執行措施 

，該報告使用七個步驟：1.水體的現狀評估；2.區域合

作方式之開發，3.執行措施之排序，4.依據公眾參與結

果的調適，5.對州政府建議及結論之整合，6.其他公營

部門彙整及向內閣提案的統整，7.州政府決定（圖60）。

執行步驟之最後產出，即是各河川集水區之管理計

畫。 

 

（四）公眾參與：  

該報告將公眾參與定義為非政府利益關係人（一般

公眾、個別公司和利益團體組織）的直接參與決策。

它不僅需要資訊之管道提供和積極傳播，並可能包括

市民之不同形式積極參與和諮詢，因此公眾參與涵蓋

利益關係人參與和普通公民參與。此外，不同的政府

機構也可參與水資源架構指令的執行情況。而較主動

的參與形式出現在州政府層級，利益團體組織代表受 圖60、Lower Saxony之水資源架構指令執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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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州級部門邀請而成為擴大工作小組或部門之成員（圖 61 紅色橢圓），這是利益關係人積極參與的一種形式。 

 

（五）區域合作之研究結論：  

 

該報告在「區域合作」方面獲致五項發現。 

 

1.有限的跨尺度協調：由於不同的區域資源導致

當地相關機構之不同成果，例如在流程管理或

測試措施之執行。鮮有對開發當地/區域適應措

施之協助，僅少數支援在尺度間出現。 

2.部門間之有效整合在藉由改進跨部門管理/措

施終究可以獲得協助。 

3.增加參與的確提高積極參與及增加公眾參與在  

決策的影響。 

4.水資源架構指令對地方層級之"撥款"提高當地

人民和組織在執行水資源架構指令的整合。 

5.透過不同行動者和不同溝通合作形式之交流以

增加專門知識的角色。 

 

 

圖61、Lower Saxony之公眾參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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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本案例並非針對 Lower Weser 河川集水

區的治理計畫內容或成果進行彙整，其重點卻在於探討

在面對來自最高層級（歐盟水資源架構指令）對河川流

域管理之執行要求時，各級政府管理階層如何在法規、

組織、角色、乃至公眾參與及機關合作上進行調整。但

是，此種狀況卻會在因應特殊環境變化或災害而採取特

別救濟時，出現於各國河川或水庫集水區管理過程中。

因此，此報告有幾點值得借鏡： 

(1) 透過法規、專家訪談與會議研討，歸納執行過程所應有之行政考量與可能操作方式。 

(2) 利用區域合作促進執行成效，因為對於河川或水庫集水區之管理單位及權限，在各國或當地政府早有明確規範，在短期

內進行組織重整或任務重新分配並不可行；因此，藉由「在地」或區域合作模式可將熟悉該集水區特徵或問題之管理單

位予以整合，對於執行成效部分較易於掌握。 

(3) 公眾參與在計畫執行過程有不同目地與形式，對有助於管理成效之利益關係人或團體，可在合適而較高管理層級之特別

工作小組中擔任成員，如此其意見與立場方可獲得適度表達與有效回應。 

 

  

4.案例評析與啟示 



 

 150 

此案例對台灣水庫集水區發展的啟示如下： 

(1) 法規方面-水資源流域分區 

德國早在 50 年前(西元 1957 年)通過聯邦水資源法案，提供各邦立法及排汙費法，陸續共修正 7 次，發展為

水資源管理綱要計畫、水資源管理計畫、汙水處置計畫、水質管制等 4 大議題，並將上述議題整併以流域分

區作為管理單元，其範圍與行政界線並不相同。 

(2) 水資源政策參與者方面-私有化的水資源治理概念 

考量多重利益關係，會同私人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分享彼此之間的意見，形成資訊交換平台，政府扮

演協助地方私部門發展，其型態有:(1)正式私有化或組織私有化、(2)實質私有化或機能私有化、(3)混和式私

有化等 3 種，也成立許多「水用戶協會」(公法人團體)積極參與各項水資源管理合作。 

 

  俗語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地球上，陽光、空氣、水是構成生命的三要素，而人體更約有 60%是

水份。因此水是維持生命所必須且又不可缺少的物質，是萬物的根源。如何與水共存，僅顧一己之利，予取予求，

不斷地汙染、浪費，最終造成大自然的反撲，乾旱、豪雨、土石流、地層下陷、有毒廢水、海水汙染等事件，正

一點一滴侵蝕著的生活環境，落實完整的水資源教育，同心協力善加利用水資源，一齊創造富麗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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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In the south of Lower Saxony the Werra and Fulda merge to form the Weser. The river basin district of the Weser extends from central 
to northern Germany, including the central highlands in the south and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north (Henneberg 2008, 15). This 

catchment area has approximately 9.3 million inhabitants and the total catchment size of the Weser River Basin is 49,000 km². The 

Weser river basin district is located in the temperate humid climate zone of Central Europe. The northern part is dominated by the 

Atlantic climate, while the southern part is affected by continental climate.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from 5°C to 9°C is depending on 
the altitude and mesoclimatic conditions. The average annual rainfall varies from 600- 1,100 mm. The sub-basin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natural landscapes. The two main natural landscapes in Lower Saxony are in the south the mountainous to hilly areas and 

downs and in the north the Northern Plains, characterized by “Börde” (a fertile area dominated by Loess soils), marshland and “Geest” 
(coastal sandy heathland). The German case study has focused for more detailed investig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participation on three 

smaller units called working areas: the Weser-Emmer (Nr.10) belongs to the sub unit Upper/Middle Weser, the Leine-Westaue (Nr. 21) 

belongs to the sub unit Leine and the Wümme (Nr. 24) belongs to the sub unit Tideweser. All three represent different natural 
landscapes and offer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contexts. Geographically, the Weser- Emmer is located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with dominating farming (60%) and forestry (27%). The Leine-Westaue represents to a large extent the “Börde”, with similar 

landuse as in the Weser-Emmer. The Wümme is characteristic for Geest and Marsch (marsh). This soil is slightly less fertile, providing 

the ground for only 41% agricultural use and 37% forestry. The catchment areas from the Central German uplands to the coastal waters 
are influenced by high impacts of nutrient, which result in the worst cases of algal bloom and shortage of oxygen. Furthermore, 

pollutants, esp. TBT (Tetrabutylzinn), further affect the water quality.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nitrogen due to agriculture has effects 

especially on the groundwater quality of the Weser river basin (NLWKN 2008 b, 19).  
 

This report is one of the three case-studies reports developed within the i-five project of the IWRM-net program. Their goals are 

twofold: they first aim at illustrating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of the WFD implementation in 3 specific contexts, what innovations are 
developed to overcome potential difficulties and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thei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they also aim at 

providing a terminology of roles, resources, rules, challenges and settings that were key elements to explain how the WFD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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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ed. This report presents how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takes place in the Weser basin, Germany, 

with a focus on Lower Saxony. The case study addresses especially on the themes of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also with regard to 

integration of scales.  

 
-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area cooperations as instrument for active involvement of interest groups, facilitate the WF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 To analyse coope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spatial and administrative units, levels and sectors. 
- To identify these aspects that may or may not function in other countries/situations – transplantability! 

 

Research Methods: Next to an evaluation of existent material (e.g. on the area cooperations and the documentation of their functioning) 

the case study is based on ten semi-structured expert interviews with key persons (implementing agency, state ministry, federal ministry, 
environmental Ministries of other states, contracted engineering/consulting offices, NGO representatives, representatives of area 

cooperations). The results are complemented with a survey on participation conducted on all area cooperation in Lower Saxony in 2007. 

For the validation of first results and further knowledge elicitation a regional stakeholder workshop was carried out.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chapter 2 of the report,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is presented to understand 

which changes were initiated due to or during the time of the WFD implementation. The most obvious element which distinguishes 

WFD implementation in the Weser basin from the other two case studies in Netherlands and France is the feder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water regulation in Germany.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one figure in the chapter 3 depicts the many existing 

environmental principles that interact which each other and provide the fundamentals of a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policy. This 

diagram shows that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the WFD did not require much innovation in Germany. Since it was (and still is) difficult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inciples during implementation, the challenge of implementing the WFD in Germany is rather the 

operationalization by recognizing the principle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situations at different scales to different times and redefining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ccordingly.  

 

Steps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FD in Lower Saxony: For the planning of measures in Lower Saxony seven steps were 
differentiated, including (1) status quo assessment of water bodies, (2)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in the area cooperations, (3)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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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ies for measures, (4) adaptation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SEI, (5)  aggregated proposition and 

summary for the state government, (6) integration of other sector departments and development of a proposal for the cabinet, and (7) 

decision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report defined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by non-governmental 

stakeholders (the general public, individual companies and organized interest groups). It requires but goes beyond providing access to 

and actively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and may include consultation and different forms of active involvement of the public. Public 
participation thus covers both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ordinary citizens. In addition, different government bodies 

may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FD. Participation in a more active form takes place at the Länder level in form of 

extended working groups or sections to the ministerial department into which s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organized interest groups are 
invited. This is a form of active involvement of selected stakeholders.  

 

 

Summary of Area Cooperation: In the report, five findings regard to area cooperation were concluded as follows. 

 
1.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cross scales is limited. Regional coherent structure leads to locally diverse outcomes due to diverse 

resources e.g. in process management or for implementation of pilot measures. Help barely to develop locally/regionally adapted 

measures. The instruments support only little moving between scales. 
2.  Effec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sectors by improved cross-sectoral governance/instruments can be supported eventually. 

3. Increase participation by improving active involvement/increase the impac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n decision-making. 

4. “Appropriation” of the WFD at the local level improve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FD. 

5. Increase the role of expertise through the exchange among different actor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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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實際包含荷蘭與週邊國家共用之四個國際河川集水區中的荷蘭部分，其環境特性分述如下。 

 

(1)  Ems River Basin (埃姆斯河集水區)： 

源自德國之Ems河長371公里、流域面積18,000平方公里，

但僅相對較小部分位於荷蘭（2,600平方公里）。荷蘭的Ems

河流域，由兩個不同部分組成：較低的Ems地區和Ems 

Dollard地區，包括沿海區域。這些荷蘭Ems河流域主要由農

田（耕地耕作）組成，南部為Drents高原多沙區、中部為先

前之泥炭區、北部由海洋粘土圩所覆蓋，大多數城市地區位

於Groningen市附近（圖62左）。 

 

圖 62、屬於荷蘭部分之 Ems River 集水區(左) 及 Meuse 

River 集水區(右) 

 第十三章  國外案例九 

荷蘭 Ems, Meuse, Rhine Delta and Scheldt 

河川集水區管理計畫 

資料來源：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ure and Food 

Quality, 2009. 2009-2015.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Ems, 

Meuse, Rhine Delta and Scheldt - a summary. 

1.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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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euse River Basin (默茲河集水區)： 

源自法國，Meuse河為西歐的中型河流之一，長度905公里面積36,000平方公里，涵蓋法國、比利時、德國和荷蘭等四個國家。

荷蘭部分為7,700平方公里的多樣領域（圖62右），從南部地區石灰岩山地丘陵區，通過中部風沙區，到西部廣大三角洲地區。

主要土地利用為農業，15%的河流面積為自然保護區，人口約有3.5萬。 

 

(3) Rhine Delta River Basin(萊茵河三角洲流域)： 

萊茵河源自瑞士而流經九個國家，長度1,320 公里流域面積186,000平方公里，人口近50萬。萊茵河流域的荷蘭部分（圖63

左）也稱為萊茵河三角洲工作區域（沿岸國家協定將萊茵河流域分為九個工作區域），為萊茵河流域的最下游區域，面積31,700

平方公里而包括荷蘭九個省份。萊茵河特點是多樣地質、土壤結構、景觀和氣候，西部地區包括沿海地區、低窪地和填湖區，

中部地區包括大型水體，東部地區為提供大量的冰磧的填高沙地，流域北部是Wadden海、Frisian湖低窪地區。萊茵河流域人

煙稠密，每平方公里約有360人，流域之

北部和東部地區有較高水準農業，中部有

較多自然區。 

 

 

 

 

 

 

 
圖63、屬於荷蘭部分之 Rhine Delta River集水區(左) 及 Scheldt River集水區(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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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heldt River Basin（斯海爾德河流域）: 

源自法國，Scheldt河長約350公里而流過三個國家，流域面積22,000平方公里，其中3,200平方公里位於荷蘭。荷蘭的

Scheldt河流域（圖63右）之顯著特點是近35%面積被水覆蓋的大水面，四分之三的土地為農業使用（主要是耕地耕作），10%

是都市區，相對較小的是3%自然保護區。整體流域有近1300萬人口，荷蘭部分約有47萬人口。 

圖64、Ems, Meuse, Rhine Delta and Scheldt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地表水(上)及地下水(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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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歐盟的水資源架構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明確地將目標設定在西元2015年以前使得地表水和地下水提昇至

良好狀態（特殊情況下不得遲於2027年），因此這四個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目標，直接設定在地表水體之理化性質和生態品

質，地下水則由化學品質和定量狀態判斷的基礎上確定的目標（圖64）。 

(1) 良好的地表水化學狀態：化學狀態係由歐洲已設定標準的物質來判斷，在這些 33 優先物質（包括八種污染物和農藥）之

十三種已被確定為優先有害物質，在可能情況下，這些物質的排放必須降低到零。 

(2) 良好的地表水生態狀態：良好的生態狀況品質已被區分為四個環境目標，包括生物物種的類別、水文地形參數、一般理化

參數及特定污染物。 

(3) 地下水目標：地下水化學狀態係由歐洲（硝酸鹽和植物保護產品）和國家(氯化鋁、鎳、砷、鎘、鉛、磷酸鹽的門檻值）標

準所管制，地下水必須同時具備清潔水質和足夠量體的目標。 

(4) 飲用水抽取：對於從既有和將來的地下水與地表水位址所抽取之飲用水，水資源架構指令已具體地設定品質標準，其品質

不能惡化，並應設立保護區以保護飲用水之抽取位置。 

 

 

2.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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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方法： 

水資源架構指令引入一種新的水資源管理工作方法，鼓勵水資源管理當局和其他相關單位在流域層面上加強合作，並它們

也有義務執行所宣佈之管理措施。針對流域管理計畫之制訂，荷蘭選擇一個國家和區域的獨特合作方式。因為荷蘭採用分權管

理，所以中央政府負責國際協調以訂定國家架構，而各水管理單位制定目標和措施，以滿足水資源架構指令所規定的義務。 

(1) 在實際制定流域管理計畫前，首先依據幾個標準將荷蘭分成724地表水和23地下水個流域或水體。接著進行流域描述和

經濟分析，包括西元2015經濟發展預測，以及釐清水服務對象及其成本回收估計。 

(2) 西元2006年設置被測量現在和將來的地表水與地下水體狀態的監測方案，西元2009年更新監測方案並納入流域管理計

畫。 

(3) 各水管理單位之區域性處理主要在分析當地和區域之污染或非自然水域的水文河相 之額外問題所需的解決措施。 

(4) 西元2009年，這四個河流域管理計畫草案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公開查閱及研訊，所得意見及解決或更改結果 

 

（二）基本和補充措施： 

每個方案措施包含基本措施及必要時之補充措施，基本措施是確保歐盟義務和施用於國家政策的所有措施，區域補充措

施則指為特定水體實現 WFD 目標所採取的措施。 

3.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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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埃姆斯河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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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埃姆斯河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圖 66、默茲河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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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默茲河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圖 67、萊茵河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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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萊茵河河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圖67、萊茵河河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圖68、斯海爾德河域管理計畫之補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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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措施是個整體措施，包括現有用以執行歐洲指令的通用策略，有些措施則根據國家政策而採用，如省級或水管理單

位之執照審核、水源水質改善措施和水災防止措施等一套完整水文河相復育措施，或基於國家政策關注之地表水和地下水抽

取管制、飲用水計量和定價、開徵地下水稅，以及促進永續和有效水利用之供水服務成本回收措施。 

 

(2) 補充措施：若實施所有基本措施，雖可改善用水品質但仍無法達到地表水和地下水預計目標時，則需要補充措施，這些

區域和特定區位的措施包含水文河相復育、構築生態廊道和、堰壩和抽水站之魚類通道設計、以污水處理場減少廢棄物質排

放、無污水系統地區的淨化排放、減少污水溢出。補充措施還包括現有水資源豐富地區之復育以及和地區專案之研究、開發

和示範（圖65、圖66、圖67、圖68）。 

 

 

 

 

 

 

 

 

 

 

圖69、西元2009-2015年期間各類型補充措施的投資成本（單位：百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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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與效益考量： 

成本與效益考量：水資源架構指

令以三種不同面向考量成本問

題，首先應確認地表水體是否為

「重大修改」狀態，這問題代表

為地表水生態目標中具有重要

社會意義的水文河相復育措施

之執行情況，是否可能會造成如

航運、防洪或飲水供應的關鍵活

動之金融或經濟損失；若可能有

負面影響，則可調整生態目標而

無需要考量復育措施。第二個面

向是措施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

制訂水體措施方案時，應執行最

具成本效益的方案。第三個面向

考量若西元2015年前執行所有

措施是否需相對高昂；若是，則

延長六或十二年期限（至最遲在

2027完成）以實現各專案目標。

而降低成本的方式，包括志願性質之土地徵收，或將這些WFD措施與其他空間開發計畫或先前規劃完畢之構造物改善計畫合

併。這些預計在西元2009-2015年期間實施四個流域管理計畫的補充措施，直接投資費用總計超過22億歐元（圖69），其中

的一半是投資在改善水資源調控以及水資源系統之設計，相近四成之直接投資則在追蹤點源及擴散污染來源，其餘則為輔助

圖70、各河流域水體在西元2015年達到生物參數目標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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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及研究之投資費用。效益則包括達成WFD目標以及措施

的執行效益，前者可使地表水體之化學品質在西元2015年以

前逐漸改善。而措施的執行效益在於改善水質，更大的直接

效益則在生物多樣性，如更多品種的藻類、植物、大型底棲

動物和魚類（圖68）。而清潔透明的水，加上吸引人的自然

友善河岸和其它自然區也提高空間的品質，進而造就更好的

生活環境、居住品質和商業形式。最後，水質的改善也簡化

飲用水的淨化過程。所有這些難以表達以貨幣計算的效益皆

具有水利用和美質之價值，且可能對健康有積極影響。 

 

（四）氣候變遷： 

為面對氣候變遷，歐盟要求各國需要在河流

域管理計畫處理它對水品質和水資源管理

的影響。為確認各種河川管理措施在面對氣

候變化時是否仍然有效，荷蘭利用現有知識

和專家判斷執行分析。利用荷蘭皇家氣象研

究所的四種情境（圖 71）所進行之氣候變遷

後果評估顯示，氣候變遷將導致水環境品質

的負面影響（圖 72）。這意味著在未來幾年

氣候變遷，將使實現水質指標的任務化更難

達成。 

圖71、荷蘭皇家氣象研究所的四種氣候變遷情境 

圖72、各類型水體對於氣候變遷之敏感度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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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主要針對四條國際河川之荷蘭境內流域管理工作，再加上必

須遵循歐盟既定「水資源架構指令」之相關目標，該計畫呈現荷蘭之中

央政府在其水資源分權管理（decentralization）制度下之整體規劃方

式：中央政府進行國際協調及訂定國家標準，而各區域水管理單位制定

目標和措施。雖然，荷蘭不僅所處水資源環境與台灣極為不同，在水資

源管理之權責制度上亦有明顯差異；然而，此案例有幾項特色值得參

考： 

(1) 該計畫針對河川流域管理之成本效益考量（如「3.操作成果」之第(三)

小節所述），除有常見之益本分析概念外，特別對於所謂「重大修

改」地表水體（亦即已設定具有航運、防洪或飲水供應等效益之水

體），因為暸解其水文河相復育已不易達成，故建議調整生態目標

而無需要考量復育措施。如此，河川集水區管理單位不必為成本可

能極高卻沒把握獲致成果之管理措施進行投資，而實際地採用較低

標準之操作方式進行。 

(2) 該計畫針對氣候變遷在河流域管理計畫中水質和水資源管理之影響評估，結合其國內專業機構與專家進行分析，進而確

認河川管理措施之有效性，最後得到荷蘭未來在達成水質指標之可能性預估。透過此種方式，現有管理措施之長期效能

以及待加強之管理目標皆可同時釐清，對於主管單位後續計畫之調整將有極大助益。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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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例分析對於台灣水庫集水區發展有以下幾點啟示： 

(1) 擬訂明確的跨區域水資源管理指導方針，並確保其能真正落實於各河流流域管理計畫中。 

(2) 釐清及統整水庫集水區權責及管理單位，儘可能不要出現多頭馬車之現象。 

(3) 瞭解台灣各河流流域水資源服務對象及經濟產業，並朝保有良好地表水及地下水為管理計畫主要目標。主要可針對集水

區內可能造成地表水及地下水汙染之經濟產業進行調查，並輔導轉型或停止產業發展。 

(4) 於計畫公布前需落實民眾參與機制，確保集水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都能瞭解及配合該計畫執行，且有義務提出計畫不合

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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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對照 

 

1.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 Netherlands is part of four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Ems, Meuse, Rhine and Scheldt. The followings are brief 

descriptions of the Dutch part of these river basins.  
 

(1) The Ems rises in Germany and is 371 km long.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Ems river basin totals 18,000 km2, a relatively small 

part of which (2,600 km2) is located in the Netherlands. The Dutch part of the Ems river basin consists of two very different 

sections: the Lower Ems area and the Ems Dollard area, including the coastal zone. The Dutch part of the Ems river basin 

consists largely of farmland (mainly arable farming). In the south is the Drents Plateau with its many sandy areas, the central 

part consists mostly of former peat district, and the northern part is covered by marine clay polders. Most urban areas are in 

and around the city of Groningen. 

 
(2) The Meuse (or Maas in Dutch) rises in France and has a length of 905 km. With a river basin of 36,000 km2 covering four 

countries (France, Belgium,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Meuse is one of Western Europe’s medium-sized rivers. The 

Dutch part totals some 7,700 km2. It is a widely varied area: from calcareous hilly country in the southern part via sandy 

soils in the central part to a vast polder and delta area in the western part. Agriculture is dominant in the Dutch part of the 

Meuse river basin. The Meuse river basin as a whole has a population of 8.8 million, of whom 3.5 million live in the 

Netherlands. Fifteen percent of the Dutch Meuse river basin consists of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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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Rhine rises in Switzerland, taking water from nine countries to the sea. With a length of 1,320 km. The Rhine river basin 

has a surface area of 186,000 km2 and a population of almost 50 million. The Dutch part of the Rhine river basin is also 

called the Rhine delta working area, which is the result of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Rhine riparian states to divide the Rhine 

river basin into nine working areas. The Rhine river basin is the furthest downstream. The Rhine river basin is a 

transboundary area: 90% of its total surface area of 31,700 km2 is located on Dutch soil, and 10% on German soil. The 

Dutch part of the Rhine river basin comprises nine provinces. The Rhine is characterised by widely varied geology, soil 

structure, landscape, relief and climate. The western part consists mainly of coastal areas, vast low-lying polders and 

reclaimed lakes, and a river area. The central part comprises the large water bodies around the (reclaimed) Flevoland and the 

sandy Veluwe area. The eastern part is primarily made up of elevated sandy ground with a number of moraines.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Rhine river basin is home to the Wadden Sea, the low-lying polders along the Wadden Sea dyke, and the Frisian 

lake area. The Rhine river basin is densely populated, with over 360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re.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parts of the Rhine river basin have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agriculture, while the central part (IJsselmeer area) and the 

German part have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nature areas. 
 

(4) The Scheldt rises in France, flows through three countries and is approximately 350 km long. The Scheldt river basin has a 

surface area of 22,000 km2, of which 3,200 km2 is located in the Netherlands. The Dutch part of the Scheldt river basin 

covers the province of Zeeland and small parts of the provinces of Noord-Brabant and Zuid-Holland.  A strik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Dutch part of the Scheldt river basin is its large water surface: almost 35% of the area is covered by 

water. Three quarters of the land is used for agriculture (mainly arable farming), 10% is urban area. A relatively small part of 

the land (3%) is a nature reserve. The Scheldt river basin as a whole has a population of almost 13 million, of whom 470,000 

live in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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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gram Objective 

The objectives for surface and groundwater as laid down in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stipulate that a good status must be 

achieved by 2015 (in exceptional cases no later than 2027).  The objectives for surface water bodies ar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chemical and ecological quality. The objectives for groundwater bodies ar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chemical quality and 

quantitative status.  

 

(1) Good chemical status of surface water: The chemical status of surface water bodies relates to substances for which standards 

have been determined at European level. These are 33 priority substances and eight pollutants from other, existing European 

directives, including pesticides. Thirteen of the priority substanc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priority hazardous substances. 

Emission and discharge of these substances must be reduced to zero where possible. 

 

(2) Good ecological status of surface water: 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surface water bodies has been divided into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for biological species, hydro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general physico-chemical parameters, and specific 

pollutants 

 

(3) Objectives for groundwater: The chemical status of groundwater relates to standards established in part at European level 

(nitrate and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s) and in part at national level (threshold values for chloride, nickel, arsenic, cadmium, 

lead and phosphate). Groundwater must be chemically clean and available in sufficient quantities. 

 

(4) Drinking water abstraction: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specifically addresses the quality of the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that is abstract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quality of this water must not deteriorate. 

Protection zones will be established to protect drinking water abstraction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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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perating results 

Planning approach: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introduced a new working method in water management. Water management authorities and 

other relevant authorities involved are encouraged to step up collaboration on a river basin level. They are also under the 

obligation to implement the measures they have announced. In its formul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the 

Netherlands has opted for a unique national and regional form of collaboration. Because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Netherlands is 

strongly decentralized, it was decided to set up a new collaborative structure in whic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arks out the 

national framework and is responsible for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The water boards have been given the role of formulating 

objectives and measures for each water body with which to meet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1) A number of steps precede the actual formul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First of all, the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in the Dutch part of a river basin is divided into water bodies on the basis of several criteria. All in all, there are 

724 surface water bodies and 23 groundwater bodie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river basin is described and an economic 

analysis performed, including a forecast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until 2015. Another step is the description of water 

services, including an estimate of the cost recovery percentage. 

 

(2) In 2006, monitoring programmes were set up to measure the status of the groundwater bodies and surface water now and in 

the future. In 2009, these monitoring programmes were updat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3) The regional processes primarily analyzed the additional measures required at local and regional level to solve problems 

related to pollution or an unnatural hydromorphology of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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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 2009, the four draft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were available for consultation of public inquiry a period of six months. 

The opinions received were addressed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s incorporated into the final plans. In 2009, an overview of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quality was included in th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together with the findings 

of a check of the robustness of the proposed programme of measures in respect of climate change. 

Basic and supplementary measures:  

Every programme of measures contains basic measures and, where necessary, supplementary measures. Basic measures are all 

measures ensuing from European obligations and national generically applicable policy. Supplementary regional measures are all 

measures taken for specific water bodies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WFD objectives. 

 

(1) Basic measures--The set of measures as a whole mainly comprises measures based on existing generic policy develop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ropean directives other than the WFD. There are also measures that are based on national policy 

and adopted as generic measures. These are sometimes concretised for specific areas, such as in relation to licensing by 

provinces and water boards, measures for improving water quality under the National Water Plan, and measures to prevent 

flooding and waterlogging for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has already resulted in a comprehensive set of 

hydromorphological recovery measures. Other examples of measures based on national policy concern regulation of the 

abstraction of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metering and pricing drinking water, levying groundwater tax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efficient water use and realise cost recovery of water services. 

 

(2) Supplementary measures--Water quality will greatly improve once all basic meas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However, 

for many water bodies the objectives for groundwater and surface water are still not expected to be achieved. This requires 

supplementary measures. These are mainly regional and site-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the hydromorphological resto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s, and designing weirs, locks and pumping stations so that they allow fish to pass 

through. Moreover, substance discharges and emissions will be reduced by modify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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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ntaminating discharges in areas without sewer systems and tackling sewage overflows. The supplementary measures 

also include the restoration of existing water-rich areas and projects in the area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Costs and Benefits: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addresses the cost aspect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First of all in relation to determining whether a 

surface water body has the status “heavily modified”. This concern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ydromorphological recovery measures aimed at achieving the ecological objective for the surface water in question will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existing uses that are of major social importance. Such recovery measures could cause financial or 

economic damage to key activities such as shipping, flood protection or drinking water supply. If negative effects are likely, 

recovery measures need not be taken and ecological objectives can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A second aspect in which costs play a 

role is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programmes of measures. When formulating a programme of measures for one or more water 

bodie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one will be opted for. A third aspect relates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mplementation of all 

measures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goals by 2015 is proportionally expensive. In that event, there is reason to extend the term for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by six or twelve years (to 2027 at the latest).  Investment costs in the 2009 – 2015 period for 

implementing supplementary measures in the four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total over € 2.2 bill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asures results in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in water quality. This has direct benefits in terms of greater biodiversity, such as 

more species of algae, water plants, macrofauna and fish. Clean and transparent water combined with attractive, nature-friendly 

banks and other wet nature areas also improve spatial quality. This takes the form of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a better 

residential quality and an attractive climate for establishing business. Finally,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ground)water 

may, in due course, simplify the purification of drinking water. All these benefits are difficult to express in monetary terms, but 

they have a use-related and amenity value, with possible positive effects o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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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 significant climate change is predicted for which European countries must prepare. It has been agreed, therefore, that th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should also address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quality and water management. In other words: 

will the measures continue to be effective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an analysis has been performed 

in the Netherland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knowledge and using expert judgment. 

 

The assessment of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was based on four recent scenarios formulated by the Royal Dutch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In summary, expectations are that climate change will result in negative effects on water quality. Roughly 

speaking, this means that the task of achieving the water quality objectives will become more difficult in the coming years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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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東南亞緒論 

 

在近年全球變遷與極端氣候的影響下，所伴隨而來大規模的異常暴雨、風災、洪氾、土石流、海嘯、霾害及乾旱等情形，

嚴重衝擊人類社會秩序的穩定運作及國家地區安全。然而上述情形為世界各國所面臨的關鍵議題，且在不同國家因其不同的地

理條件特色及調適變化能力，也將有不同程度的威脅及挑戰。當中又以「都市型洪災」為此極端氣候所造成最具挑戰性的衝擊

型態之一，尤其伴隨著流域的開發及都市社會化進展，人口及產業紛紛轉往都市集中，使發生災害風險逐漸增加，且一旦災害

發生必將造成嚴重的生命傷亡及財產損失。 

 

泰國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為東南亞最大河流之一，其全長1,352公里，流域面積為16萬平方公里，約佔泰國國

土面積的三分之一，其河流流域除北部高山地區之外，平均海拔不到25公尺，最南端的曼谷周圍海拔高度不到2公尺，地勢低

平。由於湄南河流域每年降雨量超過1,400公厘，加上地勢低平等原因，在過去幾十年來河川定期氾濫，當地土壤肥沃，使泰

國國內多數地區適宜種植稻米，其稻米產量達到世界之冠，故也被譽為「泰國糧倉」。然而隨著泰國經濟發展，湄南河流域下

游平原快速都市化，人口過度集中於低窪的洩洪區，大規模的開發及超抽地下水，且為了擴大出口而大量砍伐上游森林，以用

來種植農作物或建設新興工業區。由於在都市化的過程中，道路、房屋和工業區等地表上的人造物大增，使原本可以調節水的

濕地、湖泊及自然河道消失，導致雨水的滲透量隨之減少，故當大雨來臨時，大量的洪水無法消化，而易於在市區釀成嚴重水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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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自1942年以來都出現有大型水患事件，導致當地水鄉澤國，然而在2011年泰國遭逢了數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洪災，其

災害持續了4個多月，淹沒了6萬平方公里，約占泰國國土面積12%。淹水區域涵蓋了農田、市區、寺廟及皇宮，也造成道路

交通中斷、維生管線受損及衛生情況惡化等災情，同時導致逾600人喪命於此次洪患中，嚴重衝擊當地居民生命財產及國家產

業經濟。鑑於此次洪災事件，泰國政府亟於推動防洪規劃，因此開始依不同時程規劃建立整體的防洪工程，除了修復水患期間

遭毀壞的基礎設之外，藉由建立防救災分工架構、災害預警、各項防災應變資訊系統及水利系統改善等策略，以提高水資源的

管理效率及提供完善的洪水預警反饋機制等軟硬體設施。此外，泰國央行提供長期低利率貸款補助計畫，來協助受到影響衝擊

的中小企業及個體戶，以緩解水患帶來資金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且泰國政府也針對國內災難地區，著手於設立災難保險基金進

行委託管理，以落實洪災風險意識。對於防洪治洪等水土保育議題，不再僅只於消極地利用防堵設施來抵禦水患，應藉由保護

自然生態系統，以提高自然環境保水力，並搭配相關的水患治理政策、邊坡加固及災難預警系統等災害控制措施，逐步恢復與

自然界的平衡，希冀水土資源能永續利用。 

 

綜觀上述泰國洪災事件回顧及策略建議，本書於東南亞的案例分析中，透過蒐集及分析泰國洪災後對於當地的流域治理

策略及應變措施，以作為國內近年來都市洪水事件回顧與未來之防範建議。 

 

臺灣由於其地理環境條件，本就容易遭受颱風侵襲，然而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及天災常態化等影響，使高山峻嶺與河流短

急等地形特色更面臨嚴重的災害威脅，並加劇水土資源永續利用的困境。近年來在臺灣本島上都曾發生類似泰國洪災的重大災

情，由於過度開發及高山森林保育不良，上游地區土地大量崩塌，造成交通中斷及土壤流失等；而下游都市也傳出淹水等嚴重

災情，其帶來了生命財產上的損失，並癱瘓了原有地區的都市機能。因此借鏡泰國洪災案例，重新檢核臺灣土地使用適宜性及

開發承載量等課題，使其得以落實山坡地水土保持監測與管理，並加強如相關監測系統及災情彙整機制，希冀未來可降低極端

氣候災害所帶來的衝擊及考驗，與自然環境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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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蒐集分析相關國外集水區經營案例期間，發現泰國南部曾於2011年11月出現重

大洪災事件，由於其造成之災害規模及影響範圍甚於任何出現於該區域之以往事件，
因而該區域內各集水區之洪災計畫隨後進行檢討。本案例係為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 JICA）協助編修泰國「湄南河集水區總
合洪災管理計畫」執行歷程之進度報告，文件中不僅對出現在2009至2012年之各國洪
然災後進行扼要回顧外，亦針對泰國湄南河歷年洪災及原防洪計畫採用之結構及非結
構洪災控制措施進行說明， 後則是JICA協助編修總合計畫之過程與主要概念介紹。 

 

 
 

湄南河起源於平河、王河、贖罪河和南河流的交匯處（約位於曼谷北方200 公里），

 第十五章  國外案例十
綜覽「湄南河集水區總合洪災管理規

劃」及近年巨型災害之教訓

資料來源： Takeya Kimio,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12. Over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 Floo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Chao Phraya River Basin & Lesson Learned from Recent Mega 

Disaster. 

圖 73、湄南河流域範圍圖 

1.案例背景說明 

2.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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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那空沙旺(Nakhon Sawan)貫穿中部平原及曼谷而流至暹羅灣。帕夏河在曼谷北部約 55 公里的大城府高原加入湄南河，下

湄南河流域（Lower Chao Phraya river basin）起自那空沙旺共有集水面積 21,725 平方公里，平均年降水量 1,487.3mm，Chainat

省桑克拉布裡區之湄南河流量約為 117 m3/s，建于 1957 年的湄南河水庫是集水區內現有的最大水庫。湄南河平原沿岸土地豐

饒，平均海拔不到 25 公尺是泰國主要農產地，曼谷以南為暹羅灣紅樹林地域，漲潮時沒入水中，退潮後成為紅樹林沼澤地。

曼谷地勢低平周圍海拔高度不到 2 公尺，依據泰國洪水監測系統紀錄顯示，從 2005 年迄今，近幾年湄南河流域每年都有洪水

淹水紀錄。 

 

 

 

 
（一）近年世界非常態洪水災害：除簡要介紹包括發生於 2009
年之菲律賓馬尼拉都會區 Marikina Pasig 河洪災、2010 年巴基
斯坦 Indus 河洪災、2010 年中國大陸長江洪災、2011 泰國湄南
河洪災以及 2012 菲律賓南方 Cagayan de Oro & Iligan 河洪
災外，並對其中幾場洪災產生之災害損失進行統計，包括馬尼拉
都會區 Marikina Pasig 河洪災的 40 億美元損失、巴基斯坦 Indus
河洪災的 100 億美元損失以及泰國湄南河洪災的 600 億美元損失。

後，本文建藉由圖形解釋重複發生之自然災害事件對於原訂國
家開發進程上所產生之障礙（如圖 74 所示），也就是將原計畫用
於國家發展之經費被迫轉移至災後復原及重建，進而使得實際發
展進度與規劃進成之差距逐漸加大。 

 圖74、複發災害對開發進程障礙 

3.環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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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湄南河歷史洪災及減洪計畫：該報告針對近三十年來發生於湄南河之五個歷史洪災，對其淹水範圍、淹水面積及災後損

失進行比較（圖 75），由圖可知發生於 2011 年之洪災範圍與淹水面積與 2006 年洪災相當，但其經濟損失則超過 300 倍。由

於 2011 年有五個影響泰國的颱風 (圖 76 上)，因而造成當年雨季各月降雨量皆高於歷史平均值之情況(圖 76 下)，而雨季總降

雨量則為歷史平均值的 1.4 倍。而根據 1999 年完成之減洪計畫研究，此區域除施作許多包括河道改善、分洪引水、防洪堤加

高、截彎取直及自然遲滯區等結構設施 (如圖 77 左所示) 外，另有修改水庫操作規線、洪氾區管理、集水區管理及法規與機

關等四類非結構性措施；而該計畫對於洪氾區管理配有許多措施，如對土地開發及地下水抽取之加強管控，洪水預報預警系統、

抗洪及災後復原等項之洪災應變，以及包括補助及洪水保險之財務應變措施（參見圖 77 右）。 

 
圖 75、湄南河近三十年較大洪災之災情比較 

圖 76、 2011 年影響泰國的五個颱風(上)造

成雨季各月高於歷史平均值之降雨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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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修湄南河集水區總合洪災管理計畫：在日本水文專家 Jica Takeya 擔任「泰國水資源管理策略委員會」唯一外國顧問

之參與形式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提供相當於 1.8 億美金的技術協助以防止類似洪災再度發生，而協助編修「湄南河集

水區總合洪災管理計畫」則為技術援助的詳細內涵之一。 

1. 基本編修原則：(1)尊重和輸入泰國知識與經驗；(2)藉由整合泰國、日本和其他技術、 知識與經驗，提出不落後泰國

政府努力的最佳解決方案。 

圖 77、在 1999 年減洪計畫中之防洪結構設施配置(左)及非結構措施(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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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入災害風險削減於政府要務：透過 JICA 之協助，將災害

風險削減(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觀念注入泰國政府，因

而泰國政府於洪災後決定投注超過100億美元的鉅額投資。此外，

設立兩個由首相擔任主席的最高層委員會（經濟復原策略委員會

及水資源管理策略委員會）以便達成利用全面性方法整合泰國 25

個河川集水區之水資源管理目標。 

 

3. 妥善運用結構設施及非結構性措施以獲得安全及具回復力

的泰國：JICA 團隊建議利用儲存及分流等結構設施，配合所有包

括政治決策在內之可用非結構性措施，對湄南河集水區進行防洪

對策配置（如圖 78 上所示），而在計劃完成前則以適當控洪規則

與嚴格運作達成洪水控制（圖 78 下）。 

 

 

 

 

 

本計畫係以外國顧問身分針對泰國湄南河流域水災提出後續

防治規劃，其呈現重點包含國際及當地近年水災特色之歸納、湄

南河既有減洪計畫之分析、與湄南河集水區總合洪災管理計畫之

編修等三大面向。 
圖 78、結構及非結構性措施在計畫配置(上)及 

完成前(下)之適當搭配 

4.案例評析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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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台灣與泰國同屬季風氣候區且在雨季深受颱風豪雨之威脅，但因地形條件具有顯著差異，因而該計畫所提規劃內容並

非全部可使用於台灣地區。因此，針對此報告前述三者特色與台灣現況進行比較如下： 

 

 (1) 因為自然災害事件之重複發生，將迫使開發計畫實際進度與原訂規劃進程之差距逐漸加大；故由此觀念延伸出之規劃

原則，應在開發計畫擬定階段透過災害風險（包含潛勢及災損）分析，避免於高風險區設置重要開發建設。目前國內已逐漸透

過災害潛勢分析結果判斷高風險地區（李鴻源 ，2013），並藉由防災及監控、整備應變與土地發展調適等不同管理方式分別

實施於非災害風險、低及中災害風險、以及高或中高災害風險及限制發展等地區（圖 79）；若從操作面向而言，國內已具備相

關災害資訊分析及管理法規之準備。 

(2)於 1999 年完成之湄南河減洪計畫中所述結構設施及非結構性

措施，實為早於 1960 年代在歐美國家興起而於 1980 年代逐漸成熟之

防洪概念；然而，由於非結構措施常需以充分完善之法規與管理加以配

合，其實際操作或推行成效有賴土地主管機構（土地利用管制）、財政

（洪水保險）或警、消社政（防災體系）等單位配合方能產生，因此例

如美國之洪水保險於 1968 年立法規範，但遲至 1978 年方能實際對投

保者進行理賠給付。在台灣此類結合結構設施及非結構性措施之作法，

也逐漸被整合為「流域綜合治水」之治水新思維（圖 80），並預定於新

期程之治水計畫中實施（陳弘凷 ，2013）。 

圖 79、國內目前已具備災害資訊分析及管理法規之準備（李鴻源，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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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而在協助編修「湄南河集水區總合洪災管理計畫」之技術援助中，將「災害風險削減」融入政府相關業務，則類似

於國內目前積極將防災計畫由縣市政府逐漸深耕推展至鄉鎮區公所層級之作法。此外，泰國政府於洪災後投注鉅額經費，藉由

大範圍之施作結構性設施與推行非結構措施以期有效控制洪災之作法，與國內近年來面對重大洪災之實際作為相同。然而，在

統籌其相關目標與運作所設立最高層委員會係由首相擔任主席之作法，則遠高於國內係由相關部會首長參與之層級。 

圖 80 台灣之「流域綜合治水」新思維（陳弘凷，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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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 origin of the Chao Phraya River is the confluence of the Ping, Wang, Yom and Nan rivers about 200 km north of Bangkok. 

From Nakhon Sawan, the river flows through the central plain passing Bangkok toward the Gulf of Thailand. At Ayutthaya about 55 

km North of Bangkok, the Chao Phraya river is joined by the Pasak river. The Lower Chao Phraya river basin starts from Nakhon 

Sawan and has a drainage area of 21,725 km2 the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1,487.3 mm and the average discharge at Sang 

Khla Buri District, Chainat Province has been 117.0 m3/s. Chao Phraya reservoir built in 1957 is the largest existing reservoir in this 

basin.  

 

Operating results 

Recent Abnormal Flood Events in the world： 

2009 Metro Manila Marikina Pasig River Flood, 2010 Pakistan, Indus River Flood, 2010 PRC, Chang Jiang River Flood, 2011 Thailand, Chao 

Phraya River Flood, and 2012 Cagayan de Oro & Iligan River Flood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with their damages and losses. An issue of 

development obstructed by disasters was also highlighted to remind the influence of disasters. 

 

Flood in Thailand and Former Study:  

Five past floods at the Chao Phraya River basin for last three decades were compared respectively on the inundation location, inundation area, and 

damage losses.  Even with smaller inundation area caused by 2011 flood than that of 2006 flood, the damage loss of 2011 flood is more than 300 

times of the loss made by 2006 flood. In addition, 5 typhoons effected this basin made all the monthly rainfall record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of 

2011 higher than their respective average values of 1983 to 2002.  And the total rainfall at 2011 rainy season is about 1.4 times of the average for 

原文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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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ime span.  At 1999, a former study titled as The Study on Integrated Plan for Flood Mitigation in Chao Phraya River Basin was completed 

with proposals on the several structural and non-structural measures.  While structural measures such as river improvement, diversion, 

heightening of flood barrier, partial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retarding effect were allocated within the basin, four kinds of 

non-structural measures were advised, including modification of reservoir operation rules, floodplain management,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 and organization.  

 

Revised the Comprehensive Floo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Chao Phraya River Basin:  

1. Basic concepts to revise the Master Plan. There are two basic concepts served as guidelines for revising the plan. First, respect and input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of Thailand. Second, propose the best solution by integrating Thailand, Japanes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without taking any behind to the schedule of Thailand Government’s effort. 

2. Mainstreaming DRR into Government Top Priority. Assisted by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 the concept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 was mainstreamed into Thailand government policy along with more than 10 billion US dollars as 

the “Mega Investment”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Two top level committees chaired by Prime Minister, i.e., Strategic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covery and Strategic Committee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re set up with target of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through holistic approach for 25 river basins in whole Thailand. 

3. “Safe & Resilient Thailand” by the best Mix of Structural & Non-structural Measures. JICA suggested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wo 

kinds of structural measures, i.e. store and divert, to mitigate flood disaster for Chao-Phraya River Basins, while all 

available non-structural measures were recommended in the Master Plan including political decision.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Master Plan, appropriate flood control rule and strict operation will be applied by definite controlling 

inundation at the west side of Chao Phraya River and flood bund to protect the east side of th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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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案例啟示 

由於必須面對水庫集水區或河川流域之環境與社會經濟等獨特區域特性，許多文獻（Mitchell et al.,1994；Sheng, 1994；

胡蘇澄，1996；游繁結等，1998）指出集水區經營之規劃策略基本上是透過問題導向規劃流程(problem-oriented planning)

之操作，以解決包括物理問題與沖蝕、土地使用、社經問題、制度問題及技術問題等五類集水區問題，並達成水庫集水區或河

川流域整體治理及永續經營的目標，即是以落實集水區整體規劃治理、建立生態平衡之永續農業及維護公共的生命財產安全。

此問題導向規劃流程，包括首先對目標集水區進行問題確認，其次在許多方案中尋求最適方案後，最後藉由執行方案成果進行

方案修正之遞迴流程（圖 81）。 

然而，對於集水區經營之目標、策略及方法常因集水區所處自然、社會、經濟等環

境特性之本質差異，而使得無論是世界各國之法律規範，或是學術研究之理論依據與應

用技術皆有不同之著眼點與發展(Sheng, 1975, 1985；Fiebiger , 1993；山口伊佐夫, 

1986；Mangundikoro, 198；Joshi, 1985)。因此，本圖文集針對九個國外相關案例，

藉由環境特色、規劃目標、執行成果、內容評析等面向進行歸納與適用性檢核。若將各

案例以前述問題導向規劃模式下之主要精神進行比較，則可獲致表 13 之對照表。由該表

可知，歐洲國家之國際河川流域規劃內涵已由整治措施之工程施作轉換為追求參與國家

或區域管理單位之協調配合，其計畫內涵亦多屬規劃管理層面間之目標設定及溝通。美

國案例之重要特色，在於明確建立土地使用方式與集水區水質或河川狀態之關連性，再

利用土地規劃策略達到集水區維護之目標。 

而日本三個環境條件與面臨問題各異之河川整備計畫，除突顯因地制宜之集水區規

劃特質外，亦呈現日本對於河川親水環境之重視以及防災應變作為之規劃與建置。對於

國內進行水庫集水區或河川流域整治之規劃而言，此三類案例所呈現之重要精神內涵與

規劃概念皆是極具學習與參考價值之處。 

圖81、一般集水區經營計畫規劃流程 

(Mitchell,1994) 

 問題確認或定義 

產生解決方案 

分析方案 

決策 

執行 

監督與評估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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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以「問題導向規劃流程」對照比較國外案例內涵 

案例 環境特徵 整治/規劃目標 規劃分析/技術 執行策略 檢核回饋 
一：美國密西西

比河下游集水

區規劃 

農、林、都

市混合之人

口漸增之廣

大流域 

水質保護與改善 三種基本地理方法（以

特定地理或區域為基

礎之自然資源管理方

法）：集水區經營管

理、地下水層保護及洪

泛平原管理。 

分 析 水 質 現況 與 趨

勢、確認土地與水資源

關係、設定環境目標、

研擬土地管理及使用

策略。 

透過「監測與評估」以

瞭解環境變化外及集水

區經營成效 

二 ： 美 國 

Sudbury 水庫

集水區  西元

2005-2014 年

土地管理計畫 

未來開發面

積比例高達

67%之供水

集水區 

促使土地規劃進

行順利之集水區

保護原則 

文獻回顧歸納保護原

則 及 公 有 地管 理 目

標，確認主要領域具體

目標，分析可用方法。 

對於水質和水產量、土

地保護、森林管理、野

生動物管理和文化資

源保護等主要領域，分

析 可 在 西 元

2005-2015 年間採用

之方法。 

指出長期研究、監測與

公共參與建議 

三：美國Upper 

Neuse 集水區

管理計畫 

61%森林土

地但人口預

期增長50%

的集水區 

確定集水區水資

源議題，研擬策

略建議方針 

由當地集水區內相關

單位組成管理規劃合

作論壇，並針對各參與

單位提出管理對策之

執行內容與時間規劃。 

三階段集水區管理計

畫：資料彙整並設定管

理重點與目標、預測目

標年在兩種情境下之

目標達成狀況、評估不

同管理策略之成效差

異。 

透過兩個簡單易懂指標

呈現集水區管理成效，

根據水質或棲地受損程

度，提出管制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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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環境特徵 整治/規劃目標 規劃分析/技術 執行策略 檢核回饋 

四：日本「矢作

川中流圏域」河

川整備計画 

由 東 部 山

地、北部丘

陵及西部都

市所構成之

河川中游區

域 

洪水災害防治、

維持河川功能、

河川環境整備和

保全 

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

召開包含專家、學者及

民間團體之流域委員

會，以問卷蒐集民眾意

見，共同參與完成流域

整備計畫。 

基於流域現況並考量

今後環境變化，進行重

新評估。 

以代表性河川點位為觀

測點再以簡易水質指標

檢核河川整備成效；利

用民眾問卷調查，獲致

兼顧安全、環境及生態

之管理設施。 

五：日本「安倍

川水系」河川整

備計畫 

集水區具有

大崩潰砂土

之急流河川

且約93％為

山地 

確保洪水及砂土

安全、保全河川

環境景觀、創造

親水河岸地域 

考量流域環境特性以

確認河川治理目標，兼

顧景觀維護及親水河

岸創造，以「循環型維

管」進行環境管理，以

「社會順應型經營」進

行土石綜合管理。 

災害防治與水資源利

用調查，洪水、地震與

河川整備工程對策研

擬，河川環境整備與功

能維護，防災意識提升

與危機管理。 

藉由河川狀態監測、評

估及改善為核心而執行

「循環型維護管理」計

畫，強調定期檢視與調

整管理重點。 

六：日本「重信

川水系」河川整

備計畫 

地質破碎、

平原區域經

常缺水而70

％山地之流

域 

建構治水、疏通

水路、合理流域

水資源利用、下

水道整備、健全

環境的水循環系

統。 

於階段性整備目

標與河川綜合保全利

用前提下，充分考慮流

域整體社會、人文與自

然環境等現狀，建構並

推展環境基本計劃。 

災害防治、水資源利用

及水質現況調查，河川

空間利用，河川管理，

防汛體系，危機管理 

建置即時資訊與影像傳

遞系統以提昇集水區管

理之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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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環境特徵 整治/規劃目標 規劃分析/技術 執行策略 檢核回饋 
七：歐洲多瑙河

集水區水質管

理規劃 

位處中東歐

心臟地帶且

佔歐洲面積

8%，流經十

多餘國家，

流域環境變

異大  

歸納影響水質、

用水和生態系的

優先問題及策略

行動計畫。 

由集水區內各國共同

組成一個規劃組織，檢

視 污 染 源 和生 物 資

源、加強法規能力，擇

定支流集水區進行研

究，訂定流域總體發展

目標。 

提出重要目標之策略

行動計畫，擴展下水道

及廢水處理能力，減少

污染廢棄物，濕地保

護、恢復和管理，整合

水資源管理，扎實之環

境部門政策，意外災害

控制，以及適當投資。 

各國同意進行監測和評

估方法之協調、發展聯

合監測系統、實施共同

計畫，並致力於一個相

互連接資料庫管理系

統。 

八：執行水資源

架構指令之創

新手段和機制-

德國案例研究 

Lower Weser

河川集水區 

位於歐洲中

部溫帶濕潤

氣候區，流

域面積約五

萬平方公里

及 930 萬居

民 

說明執行歐盟水

資源架構指令之

挑戰、創新和學

習；提供實現水

資源架構指令之

關鍵角色、  資

源、規則、挑戰

和組成。 

利用既存文檔進行評

估，對關鍵人物進行專

家訪談，進行區域合作

參與者調查，利用講習

會驗證研究成果。 

因應水資源架構指令

而加強水資源管理體

制，規劃Lower Saxony

之水資源架構指令執

行措施，擴大民間團體

積極參與工作小組，歸

納「區域合作」方面之

發現。 

重點在於探討在面對來

自最高層級（歐盟水資

源架構指令）對河川流

域管理之執行要求時，

各級政府管理階層如何

在法規、組織、角色、

乃至公眾參與及機關合

作上進行調整。 

九：荷蘭Ems, 

Meuse, Rhine 

Delta and 

Scheldt 河 川

集水區管理計

畫 

四個與週邊

國家共用之

國際河川集

水區中的荷

蘭部分 

在西元2015年以

前使得地表水和

地下水提昇至良

好狀態 

劃定分區以進行流域

和經濟分析，設置水體

監測方案並納入管理

計畫，各單位分析污染

或水文河相問題之解

決措施，進行管理計畫

草案公開查閱及修改。 

選擇獨特的國家和區

域合作方式，建立包含

基本及補充措施之方

案，考量成本問題，確

認措施在氣候變遷之

有效性 

荷蘭水資源分權管理制

度下之規劃方式：中央

政府進行國際協調並訂

定國家標準，區域水管

理單位制定目標和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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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環境特徵 整治/規劃目標 規劃分析/技術 執行策略 檢核回饋 
十、泰國綜覽

「湄南河集水

區總合洪災管

理計畫」及近年

巨型災害之教

訓 

集水面積懬

闊，河口地

勢低平，近

年皆有洪水

淹水紀錄 

2011年底洪災造

成前所未見之災

害規模及影響範

圍，故檢討各集

水區之洪災計畫 

編修原則：(1)尊重和輸

入泰國知識與經驗；(2)

整合泰國、日本和其他

技術、知識與經驗，提

出最佳解決方案 

1.注入「災害風險削減」

於政府要務 

2.妥善運用結構設施及

非結構性措施以獲得

安全及具回復力的泰

國 

日本國際協力機JICA協

助編修泰國「湄南河集

水區總合洪災管理計

畫」執行歷程 

 

  



 

 194 

  



 

 195 

參考文獻 

 

D Ridder, E Interwies, I. Borowski, K. Gronemeier, C. Grambow: Seecon, contributors, 2009. Innovative Instruments and 

Institu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The German Case Study.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Division of Water Supply Protection. 2005. Lan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Watersheds of the Sudbury Reservoirs: 2005-2014. 

Minnesota Pollution Control Agency, 2001. Lower Mississippi River 2001 Basin Planning Scoping Documen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ure and Food Quality, 2009. 2009-2015.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Ems, Meuse, Rhine Delta and Scheldt - a summary.  

Takeya Kimio,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12. Over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 Floo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Chao Phraya River Basin & Lesson Learned from Recent Mega Disaster. 

UNESCO-IHP Reg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for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2004, Catalogue of Rivers for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Volume V, Edited by: Yasuto Tachikawa, Ross James, Keizrul Abdullah and Mohd. Nor bin Mohd. 

Desa. 

Upper Neuse River Basin Association, 2003. Upper Neuse Watershed Management Plan. 

WHO/UNEP, Richard Helmer and Ivanildo Hespanhol, 1997.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 A Guide to the Use of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Principles. 



 

 196 

李鴻源，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專題演講，台中市，台灣，2013 年 5 月 27 日。 

陳弘凷，治水新思維-流域綜合治水與都市防洪，逢甲大學建設學院土木及水利博士學程專題演講，台中市，台灣，

2013 年 11 月 4 日。 

張志新、吳啟瑞、傅鏸漩、朱容練、陳怡臻、李洋寧、林郁芳、黃柏誠、朱吟晨、傅金城，2011，2011 年泰國洪災

衝擊之探討，災害防治電子報 76: 1-25。 

愛知縣河川整備計畫流域委員會，2004，一級河川矢作川水系-矢作川中流圏域河川整備計畫。 

國土交通省中部地方整備局，2008，安倍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國土交通省四国地方整備局，2008，重信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城
鄉
發
展
分
署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城
鄉
發
展
分
署

流
域
治
理
及
集
水
區
規
劃
 
 
 
流
域
治
理
-
總
論
篇

流
域
治
理
及
集
水
區
規
劃
 
 
 
流
域
治
理
-
總
論
篇

流域治理及集水區規劃

流域治理 - 總論篇





 
 

 

 

 

 

 

 

第二冊 流域治理－總論





 
 

 
I 

目錄 

一、緒論 .......................................................................................................................................... 1 

二、文獻蒐集方法 ....................................................................................................................... 13 

三、流域治理文獻彙編 .............................................................................................................. 17 

四、國際層級：聯合國與歐盟 ................................................................................................. 59 

五、國外流域治理經驗比較 ..................................................................................................... 67 

參考文獻 ......................................................................................................................................... 81 

附錄一、流域治理國內外計畫與專書摘要表 ....................................................................... 95 

附錄二、流域治理國內論文摘要表 ...................................................................................... 107 

附錄三、流域治理國內外期刊摘要表 .................................................................................. 111 



 

 
II 

表目錄 

表 1、整合型流域治理的相關用語一覽表 .............................................................................................. 7 

表 2、流域治理的國際組織與案例國家的中央主管部門 .................................................................. 16 

表 3、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整合治理 ....................................................................................... 28 

表 4、公共參與模式與參與程度 .............................................................................................................. 35 

表 5、資訊傳播的技巧 ............................................................................................................................... 36 

表 6、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社會參與 ....................................................................................... 42 

表 7、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決策工具 ....................................................................................... 54 

表 8、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聯合國和歐盟政策 ...................................................................... 63 

表 9、國外流域管理案例比較 .................................................................................................................. 71 

表 10、國外流域管理案例比較 ................................................................................................................ 78 

 

圖目錄 

圖 1、2010 年全球重大氣候異常事件(WMO, 2011) .......................................................................... 2 

圖 2、莫拉克風災影響 .................................................................................................................................. 3 

圖 3、「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範圍圖 ................................................................................................. 9 

圖 4、永續流域管理的制度架構 ............................................................................................................... 18 



 
 

 
III 

圖 5、流域方法的規劃與執行程序圖 ...................................................................................................... 22 

圖 6、湄公河流域圖 ..................................................................................................................................... 25 

圖 7、流域集水區規劃步驟........................................................................................................................ 34 

圖 8、土石流的整合型防範對策模型 ...................................................................................................... 48 

圖 9、歐盟水資源架構法的十二項指導原則 ......................................................................................... 61 

圖 10、2011 年歐盟各國流域管理計畫執行進度圖 ........................................................................... 62 

圖 11、2010 年全球陸域年降水程度 ..................................................................................................... 70 
 

 

 

 

 

 

 

 

 

 

 



 

 
IV 

  



 
 

 
1 

第一章  緒論 
一、序言 

受氣候變遷影響，近年來全球氣候趨向極端，颶風、海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頻傳(圖 1、圖 2)，使流域、

集水區擁有更高的災害風險。在此大環境背景下，臺灣的集水區、流域環境也面臨相似的問題，亟待一整合型的流

域治理機制與計畫，以更有效率且永續的方法，綜合回應各項水資源管理議題與複合性災害風險。 

民國 98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重創南部地區主要供給水源的曾文、南化與烏山頭水庫的上游集水區，造成嚴重崩

塌及大量泥砂沖刷入庫，為確保三個南部主要水庫的營運功能、保育上游集水區之水域環境、提升南部區域水源備

援及常態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立法院乃於民國 99 年 4 月 20 日三讀通過「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

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並於民國 99 年 5 月 12 日奉總統令公布實施。經濟部爰依據該條例第 3 條研擬「曾文

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 

為求落實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的保育治理，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受託研擬「水庫集水區土地合理

規劃實施計畫」，對水庫集水區土地利用與活動具體檢討，進而提出完整合理之土地利用規劃，本專書即為其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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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土地合理利用規劃實施計畫─總顧問及成果宣導案」的研究成果項目之一。 

 
圖1、2010年全球重大氣候異常事件(WM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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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莫拉克風災影響(曾文南化烏山頭集水區教育宣導專書，2013)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11/oct/25/?picture=380926725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11/mar/11/?picture=372546380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10/aug/09/?picture=36568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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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集水區治理 

臺灣地區的水庫集水區治理，依據集水區的特性而有不同，一般分為兩大類：減緩水庫淤積速度和改善水庫水

質 (陳秋楊等，2000)。此外，集水區之土地使用規劃及管理，又可分為兩部分：已擬定都市計畫者依都市計畫法系

管理；未擬定都市計畫者依區域計畫法系管理。在法源規範下之計畫內容，包含資料搜集、實地調查、資料分析與

預測、計畫研擬、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 

從水土保持法系的角度切入來看台灣集水區管理，相關的法令及規範包含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水

土保持手冊及集水區整體調查規劃參考手冊，這些法規及技術手冊所認定的集水區管理與規劃的主要目標，在減災

避災、保全對象之維護及自然資源保育(吳江富等, 2007），規範中涵蓋的層面甚廣，從集水區概況之資料蒐集、水

文環境分析、問題分析、管理對策研擬、到預期效益評估等。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適用於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區相關範圍，

明列主管機關、經費來源、施行期限及與其他法律之關係，並有民眾照顧及民眾教育的附帶決議。此條例的目標以

穩定供水為主，整治、復育、防災及監測為輔，無設立專責機關，施行期限只有六年，亦未編列長期預算。其他相

關法規有森林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國有財產法、自來水法、飲用水管理條例等，對

集水區內相關事宜均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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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域治理的重要 

「水是不認行政邊界」 (Dölle et al., 2006)，在上游的廢水排放、濫墾等行為，除會牽一髮動全身地帶來水質

污染或是土石流災害外，並會汙染下游的農漁產品或毀壞村落及觀光景點，影響整個流域其他部分的使用安全或權

益。因此，流域上游不當的土地使用方式，不僅會對上游地區造成衝擊，也會順著河流與山谷的生態系統與物質交

換，影響流域下游的產業發展與生活品質。另一方面，一個流域的管理界線，常是跨越公私土地權屬、行政管轄區

界、甚至國界範圍；政治或行政區劃的界線鮮少與流域的界線相符，社會經濟力量及影響水資源管理的權力網絡，

也未與自然限制條件接合 (Molle, 2009；Mitchell, B., 2005)。因此，一個流域的規劃治理，需要整合不同的公私部

門、區域或國家，才能避免由於各單位的政策衝突，使整體流域規劃治理的成效不彰。 

自西元 1960 年代末期，一個協調整合的流域規劃和治理方法已經逐漸受到重視。人類生存的地方大多屬於某

一個流域，在流域水系的供水下，維繫著生物的生存機能 (Wolflin et al., 2008)。由於許多河谷都是人類文明的重

要發展的地帶，更需要一個整合性的策略才能達到妥善使用的目標 (Downs et. al., 1991)。整合策略的施行範圍為

核心議題，該範圍的劃設必須是一塊完整的地區，並且與孕育當地文明的主要河川系統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與影

響的關係。在這樣的考量下，從較高海拔地區降水，匯集至較低海拔地區水體的整個自然排水系統--「流域盆地/集

水區」(Drainage Basin)，便構成了一個明確可供分析與規劃的單元。 



 

 
6 

「流域規劃」(Watershed planning) 也常被視為是一種涉及技術性問題的方法，處理複雜的水文、土壤侵蝕、

非點源化學汙染等議題 (Adams, 2005)。但是，也由於涉及複雜的自然資源管理決策，使得建立合作式的夥伴關係，

成為普遍使用的策略 (Bidwell and Ryan, 2006)。流域規劃的成效，仰賴對區域內的社會和政治關係之規範與管理，

必須促使當地居民或使用者支持該訂定的計畫，因此規劃中常使用「參與」這樣的詞彙，來正當化計畫的建議，或

達到動員當地居民的目的 (Adams, 2005)。 

 

四、名詞界定 

從英文文獻中可以發現，有許多用詞與流域治理相通或相關。若是依據該用詞的多重目標本質、劃設對象和範

圍 、 主 要目 的 來 加以 區 隔 ，其 組 合 型態 可 以 呈現 出 多 種排 列 方 式， 包 括  「 整 合 / 綜 合 / 完 整 / 統 合 / 合 作 

(integrated/comprehensive/total/holistic/united/collaborative)：河域/盆地/集水區/流域/河流/排水區/洪泛平

原/生態系/水資源  (river basin/basin wide/watershed/catchment/river/drainage district/drainage basin/ 

water basin/floodplain/ ecosystem/water resources) ： 管 理 / 規 劃 / 發 展 / 模 型 / 方 法  (management/ 

planning/development/modeling/approach)」等 (Downs et al., 1991)。 

儘管在空間尺度上有些微的差異，這些詞的意義大致相通，包括整合式流域管理、整合式集水區管理、整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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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等等 (Downs et al., 1991; Hendry, 2008)。基本的概念是認為永續水質與水流管理必須建立在以流域或

集水區為基礎的系統上，由於個別使用模式不同，常會連帶影響整體流域其他地方的環境與經濟的發展 (Lee & 

Dinar, 1996)，需要以整體、綜合的角度來看待這類以分水嶺劃分的區域規劃管理 (Ellis et.al., 2002; Downs et al., 

1991; Hendry, 2008)，處理包括水庫、飲用水質、廢水處理、灌溉、排水、洪泛、土石流等議題。 

 

表 1、整合型流域治理的相關用語一覽表 

 多重目標本質 劃設對象和範圍 主要目的 

用語 整合 (integrated) 

綜合 (comprehensive) 

完整 (total/holistic) 

統合 (united)  

合作 (collaborative ) 

河域 (river basin/ water basin) 

流域 (watershed) 

集水區 (catchment) 

排水區(drainage district/drainage basin) 

河流 (river) 

盆地 (basin/basin wide) 

洪泛平原 (floodplain) 

生態系 (ecosystem) 

水資源 (water resources) 

管理 (management) 

規劃 (planning) 

發展 (development) 

模型 (modeling) 

方法 (approach) 

(Downs et al., 1991,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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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流域在英文中使用的字詞，常見的有流域 (watershed)、河域 (river basin) 或集水區 (catchment)。

在不同國家或不同規劃系統中，這些詞所指的地理水文範圍可能相互重疊，也可能具有層級關係。歐盟以 river basin

為流域管理的官方用語，美國傳統上常用 watershed，英國則較常使用 catchment 一詞，日本政策文件上使用日文

「流域総合治水」，或是英文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WRM、integrated/Comprehensive 

River Basin Management。以英國的泰晤士河流域和集水區的範圍為例，一方面「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 Thames River Basin District, RBMP)和「泰晤士區域集水區洪水管理計畫 (Thames 

Region Catchment Flood Management Plan, CFMP)」所涵蓋的空間範圍大致相同，但是流域管理計畫又比集水

區管理計畫的範圍略大，涵蓋到倫敦下游的區域；另一方面，「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 Thames River Basin District, RBMP) 之下又區分為數個「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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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範圍圖 （左）和「泰晤士區域集水區洪水管理計畫」範圍圖（右）(Environmental Agency, 2009; 

Environmental Agenc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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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流域/集水區 (Watershed) 

一詞廣泛為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政策文件與文獻資料所使用，部分中南美洲國家、印度的文獻也以該詞為主

要用語。美國科學與地理學者 John Wesley Powell 定義 watershed 是一塊以水文系統為界的地域，居住其中的生

物都不可避免地被共通的水道相連，而人類所居住的地方也因此成為整個 watershed 社區中的一部分。 

(二) 流域 (River Basin) 

自流域一詞正式被歐盟的水資源架構法(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所採用後，歐盟國家的政策文件與

文獻資料便將該詞，作為指涉流域區整體規劃的單位。流域強調是由單一或多個河域，和相接的海岸水域，共同形

成適用於水資源架構法的單一策略規劃範圍。目前，多數歐盟國家皆已遵循水資源架構法，擬定或開始執行各國的

流域區管理計畫。 

(三)  集水區 (Catchment) 

在歐盟採用河域作為正式用詞之前，集水區主要是英國與澳洲相關管理規劃政策文件上所使用的詞彙。英國的

集水區管理計畫 (Catchment management plans, CMP)，是一種管理水資源的地方整合性策略，因此計畫範圍不

是以原本的行政區劃為界線，而是以自然生態和水文為劃分的基礎 (Buller, 1996)。在台灣，集水區也常指涉流域上

游，分水嶺劃分的水庫集水範圍。澳洲也使用集水區作為流域治理的基本單位，也是正式的法定用語，西元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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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集水區管理當局」(Catchment Management Authorities, CMAs) 作為地方層級治理單位，管理集水區整

體的土地、水資源與植被的永續利用(Catchment Management Report) (Whittaker et al., 2004; Ewing et al., 

2000; Wilson et al., 2007; Smiley et al., 2010)。該單位也設有議會 (Catchment Management Council)，負責作

出「集水區情況報告」，同時也考量地方治理問題，提出地方民眾參與的政策架構 (Wilson et al., 2007; Smiley et al., 

2010)。 

由於流域所涵蓋的範圍是以分水嶺為界的河系盆地 (river basin)，包含地表和地下水文匯流入第一級河川，從上

游至出海口、封閉湖或內陸海的完整範圍 (Wolf et al., 1999)，適合作為探討綜合型水資源治理議題的範圍用語。流

域是一個複雜系統，具有許多交互影響的因子，一個流域的發展與管理政策，必須要完整思考可能帶來的區域、社

會、環境與經濟的正反面影響與意義，才有機會達到預期的發展與管理目標。流域發展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不僅是

人類活動，也是該活動與其他自然過程相互作用下產生的結果 (Lindh, 1983)。藉由彙整集水區國外集水區案例與相

關文獻，各國對於相關名詞界定上有不同習慣用法外，從空間角度或實質意義上亦有所不同。未來規劃者於進行集

水區規劃時可視其規劃範圍空間性質與計畫內容，選定適合的專有名詞進行界定。流域的部分可參考美國使用的

watershed 或是歐盟所使用的 River Basin，集水區則可使用 catchment。同時，面對這類流域、河域或集水區的

整合概念，有關當局須要在組織、制度等規劃管理系統上做出調整，以適應新整合概念所帶來的變化，包括社會、

政治與經濟上的變革 (Kaika, 2003; Moll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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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蒐集方法 
綜觀台灣有關集水區土地管制法令，規範尚稱完備，惟因各主管機關人力不足而未能落實執行(水利署, 2006）。

有關空間規劃之法令，包含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國家公園法等之相關規定，偏重於規範土地使用及空間配

置；水土保持法系之法令條文則偏向防災；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則以穩定供水為目的之清淤、建設及保育為

主。以上之法規，空間規劃的法規對於整合區內機關權責、防災及汙染防治之著墨較少；水土保持的法規及森林法

對於河川疏濬等則無規範(林務局, 2009），而且也無與汙染防治、土地使用管理之連結；穩定供水條例為規範集水

區管理之特別法，其賦予綱要性及統合性的規範，為集水區管理規劃取得法定地位，並為集水區管理的事權機關在

縱向及橫向整合提供架構，惟其施行期限只有六年，期限過後，集水區管理規劃將面臨無特別法來整合及無固定預

算的問題。因此，臺灣法律架構在集水區管理上，可以歸納出面臨的三大挑戰： 

 區內機關的職權整合、 

 防災和污染防治與土地使用管理之間法令上的連結、 

 集水區管理規劃缺乏法定地位。 

本專書即在針對上述三項主題，進行國內外文獻收集、摘譯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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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獻收集對象 

文獻收集的主要對象為西元 2005 年後出版的專書、研究、期刊與政策白皮書。專書與研究的部分，主要搜尋

自成功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亞馬遜網路書店、「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系統)、國家網路書店、Amazon、Open 政府出版資訊網；期刊部分，則是由 Scopus 和 Google Scholar 進行搜

尋；政策白皮書部分，則主要由各國政府網站（臺灣、美國、日本、英國、德國與荷蘭政府）、「國家圖書館政府公

報資訊網」。 

二、 搜尋與評析方法 

集水區與流域治理的中英文用詞繁多，進行中文文獻搜尋時，採用集水區、流域和河川作為關鍵字；進行英文

文獻搜尋時，則使用英語系國家常用的 watershed、catchment、river basin 作為關鍵字。文獻評析的重點則在於

檢視文獻內容與臺灣區所面臨問題的關聯性，並且評論對於臺灣進行流域規劃作業所能提供的參考價值。 

經蒐集後，國外文獻分為三個主題：整合治理、社會參與、決策工具，分別摘錄重要內容並加以評析（參見第

三章）；國內相關的文獻資料共計４８篇（冊）、其中計畫和專書２３冊（參見附錄一）、碩博士論文１４冊（參見附

錄二）、期刊論文１１篇（參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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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選定 

延續文獻收集的成果，接著搜尋臺灣、美國、日本、英國、德國與荷蘭等六國的案例，目標在透過蒐集歐美與

亞洲的相關治理經驗，以了解流域總體規劃與管理的機制與方法，並且可以作為未來政府在政策擬訂與計畫施行上

的建議參考。前述國外國家在流域總體規劃與管理上，已有良好的制度與長久的治理經驗，並且有充足的相關研究

成果，因此被選為案例研究對象。 

以環境背景而言，東亞島國的雨、旱季分明，河川坡陡流急，因此雨季易形成洪泛，而旱季又有乾旱問題，農

業或都市聚落常位在河口沖積平原上。歐美洲國家，位處大陸，河川坡緩流長，綿延數國，沿岸發展出重要都市聚

落。儘管美國、日本、英國、德國與荷蘭五個國外案例的背景各有不同，但是各個治理模式皆有其獨特的流域整合

治理優勢與長處，在了解該模式的發展背景與條件的情況下，可以斟酌採納各別的特質，並調整形成適合臺灣國情

與環境的流域整合治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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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流域治理的國際組織與案例國家的中央主管部門 

國際組織 國家 中央政府主管部門 

聯

合

國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美國 聯邦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日本 国土交通省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MLIT) 

歐

盟 

European Commission 

Environment 

英國 英格蘭、威爾斯 環境署 (Environment Agency, EA) 

蘇格蘭 蘇格蘭環境保護署 

(Scottis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SEPA) 

德國 環境、自然保護和原子能安全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交通、建築與住宅部 

(Ministry for Transport, Building and Housing, BMVBW), 

聯邦環境署 

(Umweltbundesamt/The Federal Environment Agency, UBA) 

荷蘭 基礎設施與環境部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17 

第三章  流域治理文獻彙編 
流域規劃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已逐漸從結構性、基地層級的「最佳管理方法」(best management practice, BMP)，

轉變成聚焦在非結構性、規劃層級的 BMP (Brabec, 2009)。在此趨勢之下，各國面臨的共通限制通常在於本身的規

劃管理制度，包括內部既有的國家水資源管理架構和國土規劃管理層級。主要的問題常常在於區域和地方尺度層級

的緊張關係，早期是地方水資源管理權力逐漸整合，朝向區域層級的水資源管理模式，最後在其他需求之下，區域

層級又重新被地方管理結構所取代(Buller, 1996)。 

由於自然地理與行政管理的邊界鮮少與集水區相吻合，導致集水區管理呈現零散碎裂的問題。不僅是整體集水

區的資訊與監測超過個別單位的能力，許多管理者也都未能被知會或納入這項計畫中；又或即使被納入了，也缺乏

跨領域技能來分析相關議題。因此，重整時容易忽視複雜議題，而採納簡化且易操作的管理規範。另外，組織的慣

性或惰性，也常會導致對跨行政區界合作的抗拒。為了改善整合型流域管理的效能，需要在空間尺度上，整合不同

的環境與實質規劃程序，利用區域層級的環境資訊系統來支援相關的規劃決策，另外在制度上需要合作平台的機制，

來整合既有不同的管理機構所處理的重疊性議題，並且制定共同的時程表，作為推動合作的具體計畫 (Frederiksen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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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流域治理趨勢下，臺灣流域治

理主要面臨的議題與挑戰，如前一章所歸納：

區內機關的職權整合、防災和污染防治與土

地使用管理之間的連結、集水區管理規劃缺

乏法定地位等，面對這些挑戰，國外經驗或

可提供借鏡，以下收集的流域治理文獻內容，

大致歸納成三個項目：整合治理、社會參與、

決策工具，分別依據理論與案例來說明這三

個項目對流域治理的重要性。 

圖4、永續流域管理的制度架構 (Wang et al., 2007,專書彙整) 

一、 整合治理 

永續管理是流域治理的最大目標，由於流域內不可避免地有各種利益上的衝突，為了解決衝突，常常衍生出合

作的模式。從具體的規劃面向來看，這些衝突經常被定義為生態、經濟和社會三方面之間的不平衡狀態。因應流域

環境的特殊性，(Wang et al. ,2007)認為面對這樣的狀況，一種合作決策的模式，應該使決議的行動能夠達到提升

水質水量的目標，並且均衡考量社會政治公平性、生態活力和經濟發展，才能解決流域潛在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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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流域規劃與執行程序 

美國強調將合作式流域規劃視為一項政策和政治工具，可以整合不同的利益關係團體，達到協調衝突以朝向協議

的規劃方向。但是，面對單一流域內存在著各種從都市到鄉村的不同政治、社會與實質環境背景的狀況，而且都市

與鄉村的規範又具有明顯差異時，若要組織一個由規劃者與當地參與者所組成的流域夥伴關係，必須要認清可能影

響整合的因素。簡單來說，可以利用 Henri  Lefebvre 概念化的三種社會空間向度，詮釋整合型流域管理中，可能

存在的社會空間構成(O`Neill, 2005)： 

 規劃的空間(conceived space)：流域規劃決策者，在規劃藍圖中設想的空間； 

 知覺的空間(perceived space)：人們在場所感下，知覺到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流域居民在擁有感下，從事體驗與使用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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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流域規劃是一種策略性方法，對處理水資源的挑戰，是目前較有效的架構，可以協調水文界定之地理範

圍內的環境管理，需要考量的地下和地表水流，並將公私部門的力量聚焦在迫切的問題上。規劃與執行時，則涉及

永續管理、資訊和模型的運用、解決衝突、法規和協議的整合、環境教育、建立保育和保護流域資源的能力、持續

的社會參與、財務工具、操作成本、經費結構與補助來源、財源穩定、財務計畫等。因此，運用流域方法時，必須

涵蓋各種層面(Wolflin et al., 2008)： 

 以水文界定，聚焦在地理層面，涵蓋所有的水質壓力來源，例如空氣、水、土地利用； 

 涉及所有的利益關係者，包含公(聯邦、區域、州、地方)、私部門，以地方社區為主，涉及多重管轄範圍，

是一個協調系統； 

 策略性處理急迫的水資源目標(例如水質和水量、生存資源、棲地)，整合多重方案(管制性和自發性)，建立

在科學和技術上，運用調適性管理方法。 

流域的規劃與執行程序如下(Wolflin et al., 2008，EPA, 2008)，這套做法顯示出目前國際流域治理的趨勢，有助

於瞭解進行流域治理時，從計畫準備到方案執行時，基本上可能採取的步驟和措施(圖 5)。但是，因應各國流域不同

的背景情況，其流域治理政策文件常因此著重於不同的步驟，或是省略部分步驟，而呈現出不同的程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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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定目標和指認解決辦法 

訂定完整目標 

和管理目標 
發展準則和標的 決定應降低的乘載量 指認關鍵地區 

發展管理措施 

以達成目標 

2. 建立流域特徵資料 

收集既有資料和 

建立流域資料表 

指認資料闕漏，必 

要收集之額外資料 
分析資料 

指認需要控管的 

污染成因和來源 
估算汙染承載量 

1. 建立夥伴關係 

指認關鍵利益關係者 指認關心的議題 訂定初步目標 發展指標 施行公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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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流域方法的規劃與執行程序圖(Wolflin et al., 2008，EPA, 2008，專書彙整) 

6. 評估進度和修正 

檢討和評估資訊 分享結果 準備年度工作計畫 向利益關係者回報進度 做出修訂方案 

5. 執行流域計畫 

執行管理策略 執行監測行動 執行資訊傳遞與教育活動 

4. 設計一套執行方案 

發展執行時程 
發展期中追蹤執
行進度的時間點 

發展評估執行進
度的標準 

發展監測工具 
發展資訊傳播 

和教育工具 
發展評估程序 

指認執行上的技
術和財務協助 

指派計畫檢討與
修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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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國漢江流域的上、下游合作關係 

流域的上游與下游，經常因為水質汙染等問題，造成彼此之間的衝突。為了避免流域上游的土地利用方式，影

響下游的水質，上游集水區經常被賦予較為嚴格的土地管制規範，也因此形成上游居民土地所有權的損失，帶來上、

下游之間的衝突。相較於美國德拉瓦河流域，僅服務佔 20%全美人口的情況，在流域下游高度都市化的亞洲地區，

例如韓國的漢江流域，由於流經首都首爾，服務達 70%全南韓人口，使上下游間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衝突更

為嚴重(Wang et al., 2007)。漢江流域上游地區僅有 9.1%的流域人口，下游則是人口聚集的地區，流域一半以上的

供水則仰賴「八堂湖」(팔당호)，一天約 20.3 億加侖。西元 1975 至西元 1980 年間，中央政府在附近劃設了面積

157 平方公里的「環境保育區」，及 3,307 平方公里的限建地區，以避免人口流入此地，並且同時投資了 3.81 兆韓

元改善此區的水質，到了西元 1990 年間，漢江流域的水質仍顯著下降，部分原因是由於當時土地使用管制鬆綁的

結果。因此，中央政府在高度壓力之下，於西元 1998 年開始採取行動，提出改善八堂湖水質的特定計畫。 

為了促成水質保護，這項計畫管制八堂湖上方地區的土地使用，上游居民認為此計畫對他們施加了新的管制，

因此強烈反對：認為他們是「首爾力量」下的受害者，因下游社區的供水需求，而犧牲了他們的開發權益。認知到

上游社區的反對，韓國中央「環境署」提出上、下游雙贏的「漢江水質管理特定措施」。這項措施採取互惠、交換的

精神，要求上游社區必須以保育水質的方式進行土地利用，而下游地區則需要共同負擔這項限制對上游造成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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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形成上、下游合作關係，也成為韓國其他流域特定計畫的雛型。 

雖然政府先行蒐集了專家、居民、民間團體與地方政府的意見，但此特定措施因上游居民的反彈而延宕。到了

西元 1998 年的八月，受到高度土地使用管制的上游居民結集迫使聽證會無法召開，政府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並促

使更多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參與。環保署舉辨許多小規模公聽會與集會以重新蒐集民意，各方的代表人則包含當地居

民、環保團體、專家、媒體。經過持續不斷的溝通協調，「水資源管理政策協調委員會」(主席為首相)在西元 1998

年 11 月正式同意「特定措施」：為防止八堂湖集水區受到汙染，在主要河川與其支流 1 公里內，或是位於「水質保

護區」外圍 500 公尺的土地，以及 80 公里的河川上游規劃為「河岸緩衝區」。在此區域內嚴格禁止任何汙染源，並

嚴禁破壞距支流 5 公里範圍內或是八堂湖集水區上游的公有林地。政府更購買 3,300 平方公里的上游土地為緩衝地

帶，以減輕汙染流入水源的河岸林地。此外，政府逐步實施「汙染總量管制機制」(TLMS)以減輕汙染。總量管制只

應用在自願做示範計畫的社區：若地方接受汙染總量維持在一定標準以下，其特定區內的土地使用就可以比較有彈

性。 

水資源付費機制一開始應用在漢江流域一帶。最初協議收取的金額為每噸 80 韓幣(相當於 2.1 元台幣)，總徵收

金額約為每年 2600 億韓幣(相當於 68.7 億元新台幣)。其中有 700 億韓幣(相當於 18.5 億元新台幣)用來補助上游地

區居民，其他用在改善水質與購買上游土地做為保護區。韓國環保署的「流域管理」訂定嚴格的汙染總量管制、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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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河岸緩衝區、購買水源區附近的土地，並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徵收水資源管理基金以確保上下游共生、共享。 

韓國案例不僅說明了流域整合治理的精神，也提供了一個治理上解決各種衝突的啟發。一般對流域治理的精神

認知，常常是將流域視為單一整體，因此需要管制特定行為或協同各種力量管理，以避免造成大範圍的衝擊影響。

但是，這個案例則明確地將共同分攤管理成本的精神，轉化成民主規劃上的工具，能夠有效化解社會公平正義層面

的衝突。 

(三) 湄公河的跨國治理議題 

湄公河流經中國青海、西藏及雲南、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及越南等國

家，全長四千八百多公里，流域面積達八十萬平方公里，是為東南亞之第一大河。

受季節影響，湄公河的旱季與雨季明顯，河川水位因此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其多

樣的水域環境，湄公河的生態歧異度僅次於亞馬遜河，並為全球最大的淡水魚場。 

聯合國在西元 1957 年成立了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ttee, 

MRC），在當時是全世界最大的河川流域組織，針對水資源相關的經濟及治理課題

進行研議。在湄公河委員會的調查研究基礎下，西元 1995 年制定了湄公河協議

（The Agreement for the Coope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圖6、湄公河流域圖（Mekong River Commissi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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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kong River Basin，The 1995 Mekong Agreement）並成立湄公河委員會。此委員會不再由聯合國主導，

而由四個湄公河下游的會員國柬埔寨、寮國、泰國以及越南進行運作。而此委員會所關心的議題也從原本的大型開

發計畫轉變為自然資源的永續發展及治理。會員國定期每年聚會一次，討論區域間的環境及發展議題。 

湄公河委員會對於湄公河的整體發展願景為一個經濟繁榮、公平正義，以及環境健全的流域。而為了達到這願

景，湄公河委員會在西元 2011 年針對湄公河下游區域提出了整合水資源為基礎的流域發展策略（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based Basin Development Strategy）。所謂的整合水資源為基礎的流域發展策略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強調規劃治理的過程，以及強化水資源、土地以及相關資源之間的

整合發展及管理。在尊重生態系統的永續發展之下，最大化經濟及社會福利方面的進展。此流域發展策略的期程設

立在二十年，每五年進行一次計畫評估及更新。四個會員國以流域的行動計畫（Basin Action Plan）為上級指導，

再針對國家境內的環境條件、社會文化背景、規劃議題、水資源政策等進行細部的行動計畫研擬，在各自的法規架

構下以及湄公河委員會的協助之下執行。 

湄公河下游的流域發展策略（development strategy）中有幾項工作重點：第一個是指認出具有發展潛力的水

資源，包含柬埔寨及寮國的水力發電，並利用環境影響評估（MRC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來檢視個別國家以及跨國可能的負面影響。另外，與上游國家中國之間的持續協議，以減緩下游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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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受上游水力發電廠攔水壩的影響，藉此達到確保及拓展流域內農業灌溉的普遍率。 

指認出流域的發展潛力及課題之後，流域發展策略將重點作法鎖定在提升未來發展計畫的得益，並將可能的負

面影響降至最低；確保農業用水的供應以提升糧食生產及減少貧窮；改善水力發電對於環境及生態的影響；研擬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之策略等面向。湄公河委員會同時指出流域規劃的相關議題必須在各成員國的空間規劃以及法律架

構中被考量。 

另一方面，針對流域的治理策略，水資源相關單位，包含漁業糧食及旱災管理、溼地管理、運輸等皆須掌握流

域發展及治理的目標。國家層級的水資源治理應包含監測以及資訊的管理，而流域層級的水資源治理則應包含流域

的監測，計畫的監測，以及加強權益相關人的參與。另外，制定以流域為單位的環境及社會發展評估指標，並提升

成員國及相關組織執行水資源治理的能力。 

跨國河川治理所牽涉的議題廣泛，除了個別國家境域內的環境課題之外，更包含上中下游之間連帶相互影響的

變數，而國家間不同的法規制度及規劃體系則增加了跨國河川治理的困難度。湄公河委員會提供了流域區域間會員

國對話合作的平台，讓國境內的課題得以透過區域協商的機制來解決。而流域治理策略將四個會員國的問題依照國

家以及流域的兩個層級來檢視，包含漁業、水利運輸、洪旱災管理、集水區管理、生態環境及旅遊等面向。溝通合

作平台的創造對於跨域河川治理無疑是一重要基礎。但由於上游中國並非此組織的會員國之一，而其水壩設施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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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的生態及發展將產生巨大的影響，湄公河委員會對其決策之影響力可能有限。(MRC, 2012；MRC, 2011；蔡東

杰, 2010) 

 

關於整合治理方面的國外專書，內容摘要如下表(表 3)： 

表 3、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整合治理 

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Krecek, 

Josef, 

Haigh, 

Martin, 

Hoffer, 

Thomas 

and Kubin, 

Eero 

2012 Manageme

nt of 

Mountain 

Watersheds 

Springer 基於現今知識主體上，本書的目標在解決山區流域管理的跨學科問題。特別著重於監

測、研究與模型建立、及氣候、水循環和水生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歐洲、非洲、

美洲與亞洲的不同區域裡的山區流域管理議題，是本書的主軸並分為五個部分：山區

集水區水文過程與水生棲息；人類對山區環境影響；氣候變遷考量；監測與減災；永

續流域管理等。書內文章通過各個專業領域的跨學科作者群審查，包含地理、水文、

化學、生物、林業、生態、經濟和社會學。伴隨著多資源的概念，也基於發展目標間

的妥協，書中提及許多自然保護/保存的實際應用方式與管理策略。而社會經濟與文

化面向，以及山地集水區生態系統亦被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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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Hoffman, 

Joan 

2012 The 

Cooperation 

Challenge of 

Economics 

and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Supplies: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York 

City 

Watershed 

Collaboration 

Routledge 如何建立一種可以促進各方合作的制度，以兼顧環境與經濟需求？紐約市流域合作經

驗提供一些指引：解決汙染資源分散問題的經驗教訓、鼓勵與環境相容的經濟發展、

合作過程中衍生的衝突。本書確立解決水資源問題所會面臨的障礙，並討論流域合作

如何作為解決這些障礙的手段。從其他流域共同治理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促成紐約市

複雜合作機制的計畫設計，紐約的合作機制呈現出的”綠色氛圍(green milieu)”為

促進永續經濟發展的重要元素。本書詳述達到環境與農村經濟、農業與林業發展目標

的挑戰，經濟方面與合作機制影響分析、合作機制與永續發展分析、實施與衝突過程

分析等。 

Lagutov, 

Viktor 

2011 Environme

ntal 

Security in 

Watersheds

: The Sea of 

Azov 

Springer 本書嘗試推動俄羅斯和烏克蘭共有的 Azov 海流域的全面性環境安全評估。雖然該地

提供多樣的必要服務，且扮演著國家與國際發展計畫的策略角色，但卻被多數區域環

境討論排除在外。同時，流域淡水生態系統由於某些優先事業的過度使用(如運輸)、

被忽視的事業(如漁業、淡水供給)的崩盤，對國家經濟和當地居民構成嚴重威脅，為

減輕這些威脅，須優先從水資源管理著手，提供安全且永續的區域淡水生態系統。此

外，為檢視當前 Azov 生態系統事業的狀態，作者分析未來可能的效用與挑戰。從黑

海及其他類似流域的流域管理取得的相關經驗也同樣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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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筒 井 信 之

編、樹林舎 

2010 流域環境圏

を基にこの

国の形を創

る 

人間社 在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經濟與環境共榮、面對自然災害的土地保全等國土經營觀

點下，探討流域圈自治政府治理的問題。包括有意識地使土地管理達到公平正義的

目標，透過法律與政府權責範圍的修正，建立一個新的流域環境治理制度，透過重

新安排社會與經濟資本的機制，平衡對於自然資本的管理。 

王勇 2010 政府間橫向

協調機制研

究︰跨省流

域治理的公

共管理視界 

中 國 社 會 科

學出版社 

以中國的流域水資源與水環境的問題和治理為主題，探討建構與改善政府間橫向協調

機制的方法，以促進跨省流域的水環境治理。作者認為中國流域水環境治理難以取得

實效的根本癥結所在是由於整體性的流域往往被人為劃分為若干彼此割裂的行政轄

區，出於地方保護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策略選擇，不同轄區的政府相互間實際上很難達

成有效協作，甚至紛紛採取“內耗”的行動邏輯︰轄區內大肆破壞流域水資源，卻希

望由其他區段來埋單。本書立足公共管理視界，企圖建構和闡析流域水環境治理的政

府間橫向協調機制。 

Meijerink, 

Sander V. 

2010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on the Scheldt 

River Basin: A 

Case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on 

International 

Scheldt Issues 

between 1967 

Springer 書中呈現不同種類的國際河川問題的決策分析方式，並著重在流域訂定制度的過程。

Scheldt 河案例包含比利時-荷蘭的水資源協定並涵蓋 Scheldt 與 Meuse 的流域問

題，例如從工程管理面試圖改善船隻進入 Antwerp 港的時間、維護 Western Scheldt

的航道、兩條河(Scheldt 與 Meuse)的污染問題以及 Meuse 的流域分佈。本書最後

說明以型態學的方式解決國際流域治理的上下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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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and 1997  

和 田 英 太

郎 

2009 流域環境学―

流域ガバナ

ンスの理論

と実践 

京 都 大 学 学

術出版会 

提出流域治理和流域管理的新方法論，聯合分際分明的理工與社會科學的新方法，

書中介紹亞洲流域管理的案例，調查琵琶湖和淀川流域的實踐活動，為結合理論與

實踐的流域環境學研究。 

Isobel W. 

Heathcote 

2009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

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針對水資源管理提出整合性架構。「水是未來的石油」，有效的水資源管理應從流域

層面開始，在集水區及人類社區中採取水資源管理行動計畫。本書探討水文、社會、

經濟等影響水資源和使用的議題。方法上採取綜合性的範圍和多學科，提供工具和

技術以發展健全的流域管理政策和策略，由問題定義和目標設定來選擇管理的策略

和執行監測程序。更新近年來集水區管理的策略和經驗，包括：1.關於公民參與的選

擇及評價的新策略；2.採樣、資料管理和電腦模擬技術；3.近來立法的改變；4.國際

流域議題；5.許多新案例。水資源規劃和管理並非只是一個技術性的挑戰，也是一個

社會性的挑戰和機會，可以塑形人類社會，保護並改善生活環境。本書提供一個水

資源管理策略的發展架構。 

吉川勝秀 2008 流域都市論―

自然と共生

する流域圏

都市の再生 

鹿島出版会 本書著重流域都市環境的規劃與發展，首先針對世界都市水岸的發展與都市化問

題，介紹多個世界著名的都市水岸再生，以及流域圈與自然共生的都市再生模式與

案例，包括屬於都市型的英國 Mersey Basin、美國 Chesapeake Bay、歐洲萊茵河

與多瑙河、荷蘭、日本鶴見川、印旛沼、東京灣等流域治理。同時也介紹日本境內

人口逐漸下降的流域圈之治理情況，例如四万石川流域圈、鬼怒川、小貝川流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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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石狩川、千歲川流域圈。整理流域圈都市再生的相關基本要素，並且從案例探討如

何形成流域的水害對策、如何去除道路對河川環境的阻礙、如何回應都市水、熱與

大氣循環異常的問題，也拓展到河川流域環境的福利、療癒、教育與生態功能。最

後，提出綜合都市水道與水岸再生及流域圈再生的規劃設計原則，提出將都市計畫、

國土計畫與環境計畫連貫，以維護流域環境品質與安全，促進都市再生之建議。 

イアンカル

ダー、Ian R. 

Calder 、 蔵

治光一郎、

林裕美子 

2008 水の革命―森

林・食糧生

産・河川・流

域圏の統合

的管理 

築地書館 從綠色革命到藍色革命，全球的水危機開啟了新的思維，也就是利用綜合流域森林

管理的方式達到水患管理的目的。書中介紹各種平衡流域內的環境保護和社會公平

情況的理論與方法，提出土地與水資源合理分配的新架構。 

三好規正 2007 流域管理の

法政策―健全

な水循環と

統合的流域

管理の実現

に向けて 

慈学社出版 強調建構一個水與社會的良好關係，提出在法制上的改正方向，以及提供地方自治政

府在條例制定權限上的擴充。書中首先介紹新的水資源管理法系、基本法，以及日本

河川管理法制的轉型，包括強調地方分權、居民參與、河川環境保全的土地利用規範

管制手法。再區分為海岸及湖沼環境，介紹個別的管制與環境保全之法規政策面臨的

新課題，最後介紹流域統合管理條例之案例，確保流域居民參與的方法。 

石 川 幹 子 ,

岸 由 二 , 吉

川勝秀編 

2005 流域圈プラ

ンニングの

時代 : 自然

技報堂出版 探討日本流域圈規劃的概念形成、現況與未來展望的論文集，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

分，首先介紹目前流域圈都市化問題造成的汙染、渴水等狀況，並提出「水環境區」

的概念，以流域作為總合治理的單位。針對日本的土地所有權觀念的特質，探討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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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共生型流域

圈・都市の再

生 

質與稅制設計之間的關係，以提供促進國土再生時的啟發。最後，介紹在都市與區域

計畫發展歷程中，流域圈規劃概念的浮現、發展與要素。第二部分，針對流域圈的現

況，介紹日本的健全水循環再生案例，有鶴見川的雨水貯留浸透技術、海老川流域水

循環再生計畫、印旛沼流域水循環健全化計畫，琵琶湖與淀川水系狀況的調查，探討

河川景觀在流域管理上扮演的角色，合作協調式的社會系統、水資源的總體綱要計

畫。第三部分，提出流域圈規劃的展望，刻劃流域圈都市再生的願景。 

(專書彙整) 

二、 社會參與 

「在民主社會中，公共決策應該反映出廣泛的社會價值，政策的變遷也應該同樣能夠反映出價值的變遷」

(Heathcote, 2009)。因此，流域集水區的規劃與計畫不應該是一個「產物」，而必須是一個「過程」：一個反映變化、

反映社區的主流價值，並朝向更理想狀態的程序。 

集水區中的河流聯繫了分布在流域中，可能帶來環境改變的個別活動，因此，流域系統對於具有廣域衝擊效應

的各種土地使用變遷特別敏感。為了避免這類土地使用變遷對流域系統造成嚴重的影響，重要挑戰之一是協調這些

土地使用者，透過參與的機制，使集水區規劃能夠保護並促成永續的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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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鼓勵民眾參與的技巧與過程 

流域集水區規劃是一連串活動連結而成的過程，一般而言，可概分為問題界定、規劃

和執行三個階段(圖 7)。在問題界定過程中，首先需要認知問題所在，凝聚出改變現狀的動

力，再開始建立一套導向改變的程序。接著是規劃過程，必須先從分析、診斷流域集水區

系統現況著手，以設定出更為理想的目標，再依據目標發展促成改善的各種方案，並且從

中選出公眾偏好的選項。最後是執行過程，決議而得的選項成為一個大家致力達成改變、

並且維繫改變成果的共同方向。在這三個階段中，都可見到不同程度的社會公共參與 

(Heathcote, 2009)： 

 問題界定的參與：目的在界定規劃目標與方法，並建立與連結關鍵的問題； 

 規劃的參與：主要目的在協調決策者與各個利益關係團體之間的衝突，以獲致一

個流域行動計畫或特定議題的解決方案； 

 執行的參與：是一個涵蓋社會學習的過程，包含了發展監測和評估策略。 

 

圖7、流域集水區規劃步驟 (Heathcote, 2009,專書彙整) 

問題意識 

改變動力 

建立改變過程 

系統診斷 

社區目標設定 

發展改變的選項 

選擇偏好的選項 

穩定改變結果 

維護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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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與程度上，綜合了 Arnstein(1969)發展的「參與之梯」(ladder of participation)與 Butterworth & 

Palermo(2005)提供的參與例子，Heathcote (2009)整理出一個可以簡易檢視流域規劃活動的參與程度表，也可以

依據期待達到的民眾參與程度，加以設計參與的活動和機制(表 4)。透過一些傳播資訊的技巧，可以評估各項技巧的

優缺點，選用能夠使流域規劃訊息有效傳播的方法(表 5)。 

表 4、公共參與模式與參與程度 

 

參與程度  參與方式  

達到市民參與的程度

(degre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8 市民掌控 具有完全私有化的水資源管理機構和基礎設施 

7 委派權力 具有市民成員的獨立流域委員會 

6 夥伴關係 市民參與及擔任自治市的土地利用規劃與水資源管理委員 

表面達到參與的程度 

(degrees of tokenism) 

5 安撫作用 輕微修正計畫以安撫居民的憂慮 

4 諮詢作用 資訊會和開放參觀活動、居民參與的社區諮詢小組 

3 通知 開發商製作的社區時事通訊 

不具有市民參與的程度 

(non-participation) 

2 治療 由開發商出資提供的社區聯繫職位 

1 操縱 偏頗的媒體報導(虛構)、開發商成立的居民行動小組 

(Heathcote, 2009,專書彙整) 

市
民
力
量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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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資訊傳播的技巧 

技巧 描述 空間 優點 缺點 

公共資訊會議 

(public 

information 

meeting) 

大型開放式會議通知

大眾已經提出的機關

之行動。 

設置可供大量參與

者出席的會議廳進

行簡報。 

有效且通常不貴，能將資訊傳播

給大量的人群。 

非個人且有距離，僅能吸引到有興趣且

有時間的人前來，但是當聽眾開始鼓

譟、對提案產生敵意時，可能會變得難

以控制。 

開放參觀日/ 

招待會  

(open house) 

非正式、全天提供大眾

參觀展示，以及與機關

代表談話的機會。 

開放式佈置，海報

展示、提供書籍與

小冊子。 

非正式且友善，參與者可以獲得

廣泛的資訊，能夠聚焦在對個人

有趣的主題上。 

由於要準備展示和列印資料，有時候可

能會比公開資訊會議更為昂貴，也需要

比公開會議耗費更多的時間。 

永久資訊中心 

(permanent 

information 

center) 

提供市民一個可以和

職員談話與獲取案子

資訊的永久辦公室。 

永久辦公室，備有

書櫃和桌子展示資

訊。 

非正式且友善，參觀者可以獲得

廣泛的資訊，同時能夠聚焦在對

他們有興趣的主題上，參觀者可

以選擇方便的時間前來。 

比會議和開放住家更昂貴，需要長期的

經費和職員付出，可能僅有大型和長期

的案子能夠支持。 

時事通訊 

(newsletter) 

由案子的團隊發布定

期資訊，通常是透過特

定名單寄發。 

無 比會議更能達到傳播詳細資訊

的目的，具有持續性且能建立資

料檔。 

編輯與製作上是昂貴的，讀者群與發佈

的數量可能呈現極大的差異，在成本考

量下可能會侷限傳播的效果。 

資訊手冊 

(information 

brochures) 

印製簡述案件活動與

進度的手冊，在學校、

圖書館發放，以及依據

要求郵寄。 

無 是一般閱讀者能夠簡單瞭解的

型式，為未來提供案件活動的永

久紀錄。 

可能過於簡化複雜的議題，對整體程序

來說耗時耗力，在成本考量下可能會侷

限傳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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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描述 空間 優點 缺點 

新聞文章 

(newspaper 

articles) 

在地方新聞上刊載關

於案子簡易明瞭的文

章。 

無 不需花費成本而可以及達較廣

的視聽群眾，也是公告未來會議

和其他活動舉辦上，一個非常有

效的辦法。 

報導者可能無法呈現出案子團隊希望

呈現的，案件的信度可能會被壞報導所

破壞。 

電視與 

廣播報導 

(television 

and radio 

coverage) 

非常簡短(通常少於一

分鐘)，有關案子的目

標與活動概述。 

無 不需花費成本而可以及達較廣

的視聽群眾，是提高案子可見度

的一個極佳的方式，對關鍵活動

特別有效。 

報導非常簡短，可能打散複雜的議題，

報導者也可能不會呈現出案子團隊希

望呈現的議題或活動。 

(Heathcote, 2009,專書彙整) 

 

(二) 法國水資源管理的社會參與 

西元 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簽訂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促使許多國家開始在環境政策上，置入社會參與的

機制，以改善決策的效率和合理性。在流域中透過合作式規劃程序，共同制定水資源的管理計畫，這類做法在一些

歐洲國家中十分常見。以法國為例，有西元 1964 年公布的「水資源法」(Water Act)，透過成立「水資源組織」(agencies 

de l’eau)，將社會參與機制納入水利政策當中(Allain, 2010)。西元 1992 年更將社會參與的精神加以拓展，引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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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式規劃程序」，成為法國流域治理系統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合作式的規劃程序也包含了「合約程序」、「綜合架構

程序」的精神。 

為了保護水資源，法國的「水資源組織」為具有向公、私所有權人課徵費用和發放補助的財政單位。在七個大

型都會流域範圍內，設立六個水資源組織。組織結構是由具有決策權的「董事會」和具有執行責任的「執行長」所

組成。最大的差異在於：董事會乃是由多重利害關係者所組成，包含政府代表、私人團體、非政府組織，且是由「流

域委員會」這個政治團體內的成員互選出來。「流域委員會」則是集結了來自三個團體的代表：地方民選主管機關、

中央部會機關、水資源使用者和環保團體(NGOs)。「董事會」負責準備執行方案，並且呈送至「流域委員會」，「流

域委員會」則扮演諮詢角色。最初的委員會是由三個團體均分其成員總數，在地方分權法案通過後，中央部會代表

的數量降低至 20%，其他兩類則各佔 40%。在「水資源組織」的管轄範圍內，又分設數個依據地理範圍成立的委員

會，具有更開放的集會方式，或是成立其他特殊委員會，以召集新成員，獲取更廣泛的意見。 

西元 1992 年的水資源法引入兩種合作式規劃的工具：「水資源管理綱要計畫」 (Schémas directeurs 

d’aménagement et de gestion des eaux, SDAGE)是在「水資源組織」管轄範圍，確立質和量的管理目標；「水

資源管理計畫」(Schémasd’aménagement et de gestion des eaux, SAGE)則是在次級流域區的層級，成立一個

「地方水資源委員會」(commission locale de l’eau, CLE)，負責擬定計畫，並確認管理目標與規範與綱要計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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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在水資源法中，也明確訂定了「地方水資源委員會」的組成來自三個團體，50%來自地方民選機關，25 來自

NGOs，25%來自中央政府，並設立指導原則，確保該委員會能夠廣納具有不同利益觀點的代表，包括流域的上游

至下游、鄉村至都市地區的代表。 

儘管法國的水資源管理看起來是在國家制度上，做出將社會參與納入規劃與決策系統中的體制變革，但是這些

做法其實並不是中央創始的，而是由地方意願和倡議而成。地方希望能有一套法源，允許所有水資源使用者，在管

理與保育水資源的決策過程中，都能參與及表達其意見，透過談判契約取得各方共識。法國建立的 SAGE 規劃模式，

就是源自於 Charente 流域，由「Adour-Garonne 水資源組織」自發性成立的合作式規劃組織--「Charente 河流

機構」(Institution du Fleuve Charente)，以及該組織擬定的水資源管理計畫。 

在法國，在決策之前和達成計畫協議時，向利益關係者進行諮詢的動作，稱之為 concertation。第一種情況，

只是廣泛的收集意見，第二種情況，則會歸納出一個決議或行動。由於社會參與發生在與前述三種團體諮詢的過程

中，因此可算是具有真正公開性的一種公共決策過程，但是參與對象則侷限於一些被制度化的利益團體，而非一般

市民。探討 SAGE 的制定程序，其實可以被視為一種具有新規範的策略性工具，其規範可以確保程序的民主性，以

及避免特定議題遭過分強調，而忽視或衝擊其他議題(Allain, 2010)。 

(三) 美國「死谷國家公園」的原住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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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常見的利益關係團體外，也需要考量一些資源貧乏、組織動員能力較差的使用者之權益 (Sultana et al., 

2008)。以台灣流域上游的集水區治理情況而言，常常需面對原住民生計、環境生態和國土保安相互衝突的問題。

美國面對這樣的問題，逐漸發展出一種談判協議的方式，以「死谷國家公園」的 Timbisha Shoshone 部族為例(Fisk 

et al., 2010)，透過保留地劃設與水權撥用的作法，能夠取得一個政府與部落之間皆可以接受的平衡狀態。 

最初美國西部的水資源管理，受政府、供水組織、私有企業構成的政治與經濟鐵三角所控制，其中僅在供水組

織這塊領域內，才有民眾參與的機會，而且主要是非政府組織(NGOs)與市民的參與。但是，對「死谷國家公園」內

的 Timbisha Shoshone 部落而言，水資源不是權力來源，而是稀有資源，更在文化與土地關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透過美國政府與原住民談判協調的過程，土地與水資源規劃，成為部落原住民參與規劃的重心。 

在 Timbisha Shoshone 部族的推動下，西元 2000 年柯林頓總統簽署了 Timbisha Shoshone Homeland Act，

Timbisha Shoshone 部族自此擁有一塊政府信託的保留區(三千多公頃)，從事傳統文化、治理、經濟與社會活動。

這個法案更賦予部落水權，每年 62 萬多立方公尺，供家庭、商業和灌溉之用。此外，該部族也透過與美國內政部

「國家公園服務」(NPS)機構進行談判，取得「死谷國家公園」內 10 萬公頃的土地作為「Timbisha Shoshone 自

然與文化保留區」，提供 NPS 和部落合作管理土地與資源的機會。 

Timbisha Shoshone 與 NPS 的談判是在西元 1995 至西元 2000 年間，第一階段主要是和地方、區域政府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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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代表進行談判，第二階段則是與 NPS 主管階級、內政部決策人員談判。Timbisha Shoshone 的談判團隊成員包

括部落長老、部落議會和行政管理成員，儘管沒有規定其他的部落成員不能參加，但是主動參加的情況極少。第一

階段成立的工作小組，檢視諸如土地劃設、土地利用的經濟發展條件、土地管理法規、資源合作管理協議等議題，

此階段成功地產生合作的正面氛圍。到第二階段，則是針對上一階段的參與障礙，提出三項決議作為談判進行的原

則： 

 只有決策者可以參與協商； 

 由一個協調者來領導談判的進行； 

 部落和美國政府在談判時，可以視為分別代表兩個主權對等的國家。 

也就是這樣的概念，使原住民能夠保有傳統，成為吸引國家公園遊客的主要資源，又有可與附近大型私人渡假

中心相較而言，較平等的土地與用水權利。更由於確認了雙方在自然與文化資源保護上相同的認知與利益關係，因

此得以在這個基礎之上，賦予部落行政與經濟自治的權利。由於部落位於國家公園內，因此與國家公園有共存的關

係，未來部落的所有土地開發行為，都必須受到供水條件的限制，因此需要和國家公園的主管單位—NPS，共同設

計與遵守一套開發準則。 

各地流域集水區的治理重心不同，因此涉及的公眾參與問題也不盡相同。如以英國和孟加拉來作比較，英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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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都市洪泛控管、水質和環境保育，孟加拉的考量則主要是農漁業的水資源管理 (Sultana et al., 2008)。在不

同的考量下，各國發展出針對個別議題的社會參與模式，這些探討社會參與的國際案例專書，內容摘要如下(表 6)： 

表 6、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社會參與 

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Öjendal, 
Joakim, 
Hansson, 
Stina and 
Hellberg, 
Sofie 

2011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a Trans- 

boundary 

Watershed: 

The Case of 

the Lower 

Mekong Basin 

Springer 水及其治理即將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由於可用淡水資源絕大部分存在跨界系統
中，而如何處理跨界水資源的知識卻仍是薄弱，且使決策者處於不可避免的權衡困
境與優先順序。本書研究湄公河下游流域，以一系列的國際關係方法關注跨界政治
及其趨勢：一方面要保持在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領域內；另一方面則在參與、規
劃與調停干預下。跨界水資源管理的困難，就在於要如何同時培育兩方面的合理行
動。本書涉及對跨界水資源管理的全球性辯論，並提供一個追求永續流域管理的深
入案例。 

Keshav K. 
Acharya 

2010 Institutional 

Capability 

Assessment Of 

Local 

Organizations 

For Watershed 

Management 

In Nepal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尼泊爾地區的當地組織具有展開及實施整合性流域管理方案和活動的優勢。本書試
圖分析地方組織角色和集水區發展和管理的能力，評估結構性角色、功能性機制、
能力，以及人民對活動及表現的看法。以一手及二手資料作地方組織的制度分析，
採用定性和定量資料。由發展機構如 LDFB/VDC/DDC、DFO、WDO、DSCO/RCIW、
DHO/DACAW、DADO、DLO、DWCCs 和 44 個地方組織的受訪者形成約 26 個不
同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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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Arun de 
Souza 

2010 Water and 

Development: 

Forging Green 

Communities 

for 

Watersheds 

Orient 
Blackswan 

本書顯示流域發展方案如何介入類的生活和社區重建的方式，挑戰一個觀點：鄉村
社區是一個不會改變、停滯於傳統和經濟的實體。作者解構這些先入為主的觀念，
透過對印度鄉村的認識，分析不同屬性的人們如何基於某種原因或動機而促成聚
集：因認知到資源的稀少性而使人們拋棄成見來保護和管理可用的水資源。 

Seth 
Luxenberg 

2009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w 

York City 

Water－shed: 

A Case Study: 

Watershed 

Partnerships 

and Public 

Participat－

ion: Forging 

Strong and 

Beneficial 

Relation－

ships and 

Defusing 

Potential 

Contention 

VDM 
Verlag 

隨著都市的發展擴張，過去保留下來的紐約流域的豐富資源受到汙染，並因此降低
生活品質。要避免汙染的威脅，需要許多合作夥伴的團體間發展信任關係並整合有
爭議的力量以達成目標。近幾年，世界各地發展和保存乾淨的水資源是人類需要面
對的最大挑戰。每年有數百萬的人死於缺乏乾淨的水資源。這是一個我們必須要克
服的挑戰，否則將會面臨可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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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古谷桂信 2009 どうしても

ダムなんで
すか淀川流
域委員会奮
闘記 

岩波書店 日本的河川整備方式是透過設置流域委員會，以反映出專家學者及流域居民的意見。
書中介紹『淀川水系流域委員会』的發展過程，強調是一個能夠收集到各種充滿個
性、認真討論的意見與言論之場合，在流域治水的概念下，共同討論水壩建設、復
育流域環境、管理河川行政等議題，提出維護流域全體居民性命安全的解決辦法。 

Kate A. 
Berry and 
Eric 
Mollard 

2009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Water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Criti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水資源管理和治理下的社會參與為重要議題。近十年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趨勢，
大眾對社會參與的興趣愈來愈高。從世界各地的案例，可發現民眾參與的關鍵因素
和影響水資源治理的政治生態。本書檢視水權的定義、大壩建設、都市河川更新、
灌溉組織、水資源之 NGOs、流域管理、水資源政策實施和水資源糾紛之決策等。 

Mathers 
and 
Jeroen 
Warner 

2007 Multi-Stakeh
older 
Platforms for 
Integrated 
Water 
Managemen
t 

Ashgate 
Pub Co 

多方利益關係人平台(Multi-Stakeholder Platforms , MSPs)是近年來一個相當受歡
迎的民眾參與模式，涉及資源管理的辯論和決策，對多樣性的利益者提供一個談判
協商空間。當利益關係人發現彼此之間的依存關係和共享資源等問題需要面對，
MSPs 便出現。本書選取已發展和發展中的案例進行研究。作者認為 MSPs 不會破壞
政治和制度上的分配，也不會賦予參與者完全公平的立場，若 MSPs 承諾過多或基
於錯誤的原則，則所造成的傷害會大於好處。並進一步探討 MSPs 如何利用不同的
方法使他們成功地結合公眾、私人和民間社會部門。特別處理整合性水資源管理及
計畫，解釋在較不複雜的地方性層級，MSPs 容易成功。最後，無論 MSPs 應用層級
為何，應可持續性地改進其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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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工具 

集水區規劃的基礎係建立在各種環境調查與評估上，包括土地利用變遷、棲地或景觀空間單元、逕流速度等 

(Moxey and White, 1998; Jessel and Jacobs, 2005; Uhlenbrook, 2003; Raven et al., 2000)。例如利用河流棲地調

查，將集水區內的各種水質、棲地結構和景觀特質等資料整合成一個模型，作為集水區規劃的基礎，協助管理者在

高度受人為活動衝擊的集水區內，指認長程改善方案 (Raven et al., 2000)。或由農業經濟學家、生態學家與水文學

家共同合作建置量化模型，探討在集水區尺度下，農業土地利用變遷和土地使用變遷之影響，透過模型，運用圖形

介面，綜合呈現在數位化資訊支援系統(computeriz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CDSS)中，便於模型與資料查詢

與使用(Moxey and White, 1998)。在坡度較陡的集水區環境中，則可利用土壤、土石流覆蓋和地形作為主要劃設

標準，建立低、中、高逕流速度的空間分布圖 (Uhlenbrook, 2003)。以德國的 Havel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

為例，使用建立在實質景觀單元上的「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 ，呈現潛在土地利用變遷的情境，並且模擬

這些變遷對於水質的個別效應，還能評估對於社會經濟的效應，以及模擬未來計畫執行的效果，作為與相關利益團

體溝通協調的工具 (Jessel and Jacobs, 2005)。 

由於這類決策過程極度複雜，因此發展出「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s)，利用提供空

間資訊之評估、分析及展示等功能的工具，使規劃協議的過程能夠建立在可供檢視的透明選項上，完整的決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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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又可分成下列幾類工具(Neves et al., 2008)： 

 監測系統：收集環境資料的工具，提供描述流域環境現況必備的資訊； 

 指標、跨域分析系統：評估分析現狀的工具，也可以評估管理成效； 

 流域水質、水量、生物模型：情境衝擊評估、預測、成因分析的工具，助瞭解系統的機制、過程和乘載量； 

 GIS 資料庫：紀錄水體和使用者的清冊、水資源情況和土地利用的變遷資料、極端事件資料； 

 決策系統：直接支援決策的工具(例如多重準則分析工具)，但是必須建立在知識基礎工具(例如專家系統、

人工智慧技術、地方知識參與)之上； 

 公、私參與平台：取得可被接受之共同決策的工具， 

 開放式資料庫：公共參與的工具。 

這一類的決策工具需要突破學術疆界，將來自相關部門的關鍵人員組成一個共同的中立機構中，進行實質的跨

領域合作，培養互相尊重的精神，增進對於共同研究課題的了解。另外，不同領域的議題著重的層級與時間尺度都

不一樣，這些議題必須從計畫之初，就要開始考量不同模型間的介面整合問題。由於整合後的模型也會顯得較為攏

統浮泛，減低了各個模型原本對於特定議題的分析能力；此外，還有模型本身的謬誤與限制，或資料蒐集分析過程

的透明度與道德性等，都是整合時技術上會面臨的問題。另外，規劃師與決策者可能會不願意接受這種空間整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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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管理的概念，擔心這類模型在資料建構與軟體使用上的成本過高，資料來源出處不夠透明，模型分析能力太差

等。更可能誤認為這類系統是一種決策系統，而非支援決策的系統，而降低了這類模型整合融入計畫的意願。 

 

(一) 土石流模型、修復措施與風險管理 

面對氣候異常現象，大量的降雨與頻發的地震，極易引發山區土石流，形成流域規劃上的一大挑戰。對於土石

流議題的探討，近年有許多文獻關注在建立山區集水區土石流的「多重準則決策模型」(Multi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 model)(Chen et al, 2011; Chen et al., 2010; Chen et al., 2009; Li et al, 2011)，模擬土石流事件

發生的情況與條件(Boniello et al., 2010)；建立土石流災害的預防系統，也就是透過降雨的強度和時間，建立「緊

急反應」(emergency-response)系統(Cannon et al., 2011)。另外，也有針對土石流災害發生之後，發展土石流災

害防範和修復的工程措施，以中國新疆的天池自然保護區為例，運用一整合工程與生態措施的方法，採取屬於結構

式、基地層級的工程措施，修復因土石流而受損的集水區自然環境，達到將生態景觀規劃整合於土石流災害預防和

控制系統中的目標 (He et al., 2011)；修復具有土石流潛勢的山區溪流(Yu et al, 2012;Milne and Lewis, 2011)。 

不同於日本和台灣因降雨造成小型但頻率較高的土石流災害，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Stože 的土石流則是一個與沉

積物有關的大型土石流災害，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從「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的角度，藉由設想災害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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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壞情境，針對這些情境發展風險管理計畫及各種預防策略，避免生命損失及嚴重損害的情況。奠基在 Kienholz et 

al. (2004)的風險管理三階段，Mikoš (2010) 探討民眾參與土石流整合型防範對策(圖 8)： 

 

 災害防備時期(preparation for a disaster)：

災害發生之前的風險管理時期； 

 災害發生時期(activities during a disaster)：

災害發生時的緊急動員時期； 

 災害結束時期(immediately after a disaster)：

災害發生之後的修復時期。 

 

 

 

 

 

圖8、土石流的整合型防範對策模型 (Mikoš，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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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維尼亞共和國在 Stože 的土石流災害後，提供民眾參與的時機有兩個階段 (Mikoš, 2010)：第一，在災害

剛發生的兩個月內，政府採取「危機管理」(Crisis managment)的方式處理災害問題，在法律的規範下，強制要求

居民組成的「市民保護單位」(Civil Protection units)必須參與處理過程；第二，進入修復的階段，在中央政府的介

入下，Civil Protection 的緊急管理系統被取代，逐漸消失在規劃過程中，並且在特別法的強制下，中央政府開始進

行量化風險評估，藉以發展最終的修復計畫。第一階段的危機管理計畫獲得民眾的支持與信任，但是到第二階段由

上而下的計畫發展方式卻開始遭遇衝突與問題，主要是面臨兩派分歧的風險觀感：一部分的利益關係者認為受災地

區並無立即或短期的災害風險，因此希望政府能夠撥款修復基礎設施，以改善地方的生活條件；另一部分的利益關

係者則認為受災地區仍受災害威脅，因此所有的減災措施都應該執行。在災害發生十年後，不僅第二階段的風險管

理計畫始終未能執行，居民也仍然偏好第一階段的危機管理，而不信任風險管理計畫產出的結論。 

Mikoš (2010)的研究顯示在缺乏土石流的歷史資料下，當發生重大土石流災害後，若要建立一套風險管理計畫

時，必須因地制宜。尤其涉及到村落後續的風險管理時，若未能將民眾的考量納入風險管理計畫中，民眾亦缺乏對

風險管理系統的認識，而計畫的執行也欠缺穩定財源時，將會導致風險管理計畫無法落實也不受支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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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系服務的概念模型 

「生態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是一種在生態風險評估中常見的概念模型，有助於瞭解生態機能和過程

對個人福祉所產生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在這種概念模型的引導下，可以使政策的經濟分析評估更為完整，也有助於

與利益關係者進行溝通，使利益關係者能夠認識生態管理與保育的成本和實質效益。以美國環境保護署 EPA 為例，

將「生態系服務」定義為：生態機能或過程的輸出物，會直接或間接對社會福祉造成貢獻，或是未來有潛力能夠做

出貢獻，並且大多數是非市場性的，是無法買賣的一種服務。對於流域團體而言，水生生態系服務有助於設計與評

估水質標準。 

 

(三) 流域水質的經濟評估 

Catawba River 的流域管理同樣面臨跨政治界線的挑戰，需要溝通協調不同階層的政府，跨兩州(北卡羅萊納州

與南卡羅來納州)、14 郡與許多城市，流域的水質管轄權在州政府手上，「杜克電力公司」(Duke Power Company)

則負責 11 座水庫的管理，同時支援監測水質健康的任務。快速的人口成長(成長率高達 19%)與土地利用變遷，勢必

對於 Catawba River 的水質與河流的健康和活力造成影響。為了鼓勵各方投入資源，保護流域的自然生態品質，達

到維繫水質的目標，「杜克電力公司」進行「非市場經濟價值評估」(non-market economic valuation)。透過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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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可以瞭解流域資源所具有的經濟與社會價值，同時可以監測這些價值隨時間變化的情況。相關的利益關係者，

也可以利用這項資訊，檢視所有可能對流域水質造成衝擊的行為，評量這些行為的成本與效益，以及可能對周遭社

區產生的衝擊。 

在評估的過程中，「杜克電力公司」首先指出形成 Catawba 流域之地方夥伴關係的重要性：需要廣泛的夥伴關

係，才能確保流域資源管理議題能夠受到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注，並且能夠協助利益關係者與大眾之間共享資訊。夥

伴關係也有助於利益關係者指認出最重要的議題，以及決定一套評估標準來評判可能影響河川環境的方案。為此，

西元 1992 年成立了 Bi State Catawba River Task Force，以凝聚對於流域資源管理議題的認知，並且提供一個討論

管理議題的論壇。 

「杜克電力公司」重視的是水質，透過資助杜克大學環境學院，進行 Catawba 流域水質的非市場經濟價值評估：

流域水質的經濟價值，以及面臨快速人口成長而保護目前水質條件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以「願付價值」(Willing to 

Pay, WTP)為評估方法。結合電話與信件的方式進行調查，首先寄給調查對象一套資訊手冊--「Catawba 流域水質」，

提供流域相關的照片與地圖資訊。接著再由市場調查公司，負責進行平均耗時 24 分鐘的電話訪談，共完成 1085 戶

的調查。調查對象從 16 個郡隨機取樣，回覆率 47%。研究結果顯示保護水質的總經濟效益，也就是居民的「願付

價值」；將「願付價值」的金額乘以調查樣區內的「賦稅人口」，得到執行管理計畫保護水資源的「全年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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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散式暴雨管理 

暴雨管理是流域治理中常見的議題之一，在流域整體治理的思潮下，暴雨管理朝向不過度仰賴單一、大型的暴

雨匯集處理設施，轉為從全面性檢討個別小尺度的土地管理，來減輕流域整體的暴雨負荷。這種分散式的管理方式，

使規劃師在流域整體的暴雨管理系統中，開始佔有重要地位。儘管分散式管理具有較高的效益，但由於欠缺誘導個

別土地所有權人配合的機制，使得分散管理的效果常是有限的。規劃師需要考量如何從管理機制上，減少個別土地

因不透水鋪面增加而造成的地面逕流量，以提升流域整體的暴雨管理成效。 

在德國，由於聯邦與州政府法令要求在課徵暴雨相關的費率時，需要有透明且公平的費率結構，因此大多數的

城市，都發展出一種非常細緻的收費方式。分別對土地課徵費用不一的暴雨排放/處理費用。這項評估其實並非透過

遙測資料建立，反而是仰賴消費者問卷調查及少數的基地視察活動，來建構各筆土地的暴雨負荷程度。 

以柏林市半私有的水事業單位—Berliner Wasserbetriebe(BWB)為例，對於公有土地，BWB 負責調查土地的暴

雨負荷程度。至於私有土地，則是運用估稅員的資料及航照圖，發展出一套全市的不透水鋪面清冊。首先，BWB 的

消費者會收到一份自家土地的地圖，要求確認土地上的不透水鋪面面積，並指出是否與下水道系統相連。在 BWB

寄發地圖問卷的同時，也會舉辦公開說明會，以增進大眾對此活動的認識。收回的問卷結果顯示，大約有 60%的回

報資料與現況不符。若消費者回覆的面積差異小於 100m2，通常會被 BWB 所接受；若是大於 100m2，則會透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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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視察來確認實際情況。調查介於西元 1998 年與西元 2001 年間，平均每筆私有土地的調查，花費 59 歐元；公有

土地的調查又是另一筆花費。這樣高額的費用，有一部分是用於基礎地理資訊的建構上，對於一些航照資料公開且

地理資訊系統建構完整的地區，則可以省去這些費用(Keeley, 2007)。 

以各筆土地為基礎的資料建置，可以作為暴雨管理上一項有利的決策輔助工具。這項決策輔助工具是建立在詳

細的基地資料基礎上，以評估土地的不透水程度，並建立個別土地之逕流負荷程度的模型。這項工具被稱為「個別

土地評估」(individual parcel assessments, IPA)，儘管具有高執行與管理成本的問題，透過詳細的資料建構過程，

將能提升暴雨管理的成效，其具體優點是有助於： 

 發展「使用者付費」(user fee)或「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 trading system)； 

 協助規劃者評估現有的管制工具； 

 教育與鼓勵大眾參與流域規劃。 

透過個別土地進行分散式暴雨管理的思維也可以在許多國家中見到，例如美國巴爾地摩的「藍水組織」(Blue 

Water)，發起結合環境改善、暴雨管理的校園綠化活動，就是一種流域暴雨分散式管理的具體執行活動，同時又具

有提升生活品質與社區凝聚力的多重效益。其他有關國外流域治理決策工具的專書，內容摘要彙整如下所示(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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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決策工具 

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Colston, 

Kenneth and 

Flik, Raymond 

2012 Forest Management 

for Resilience, 

Adaptation and 

Watershed Protection 

Nova 

Science Pub 

Inc 

本書在瞭解林木管理的過程與成效，探討研究與監測元件，以提高森林回復能

力與適應性。藉由調整傳統林業的做法，以協助提高森林適應能力。 

Potyondy, 

John 

2011 Watershed 

Condition 

Framework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透過流域狀態體制(Watershed Condition Framework, WCF)在國家森林和

草原上的流域積極實施綜合性全面修復。利用 12 項綜合指標，建立一個統一

的流域分類方法，包括影響流域條件的各種基本生態、水文和地貌及其變化的

變量。主要重點在林務管理動作會影響到的水體及陸地變化過程與狀態。方法

為綜合的以生態系統基礎的流域評估；計畫目標為修復流域；加強與外部機構

和合作夥伴的溝通與協調；提高計畫成果在國家尺度的報告及監督。WCF 提

供林務局一個成果導向的績效衡量標準，記錄森林在區域和國家尺度中流域狀

況的改善。 

Jehangir, 

Mohammad, 

Christoph, 

Hinz and 

Zokaib, 

Suhail 

2011 Runoff and Soil 

Erosion in Hilkot 

Watershed (HKH) 

Pakistan: An overview 

of rainfall pattern, 

runoff and soil 

erosion in Hilkjot 

watershed, Pakistan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1998 年由 PARDYP(人民與資源動態計畫 People and Resource Dynamics 

Project)在 Terbala 大壩集水區 Hilkot 流域進行的一個廣泛性研究。在溫帶潮

濕氣候的喜馬拉雅山中央地區，調查次集水區及和流域尺度，從降雨、逕流到

土壤侵蝕過程。PARDYP 是一個流域管理研究與發展計畫，牽涉到農村合作參

與、水文及氣象研究、土壤侵蝕與生育研究、保護活動、退化地區的復甦、以

及農藝與園藝活動等各種領域。包含五個流域及四個國際山區綜合開發中心

(ICIMOD)合作夥伴國家：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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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Calderon, 

Maria 

2011 Green Movement 

Against Green Water: 

Us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strategies in the Lake 

Amatitlan Watershed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Guatemala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中美洲汙染最嚴重的 Amatitlan 湖，因瓜地馬拉市大量都市化，沉積物、汙染

逕流和汙水不斷地排入湖內，把湖變成一個死亡的、高汙染的水體。研究關注

在影響它的汙染物與議題，基於生態復原設計，評估目前作為並建議替代的補

救策略。新的策略靈感來自於現代做法的案例分析，包含過濾、整治、管理和

環境教育。此外，湖泊旁的濕地教育公園的設計，演示自然過程如何被使用於

過濾汙水，並提供一個本地物種的棲息地。 

Glen Filson 2011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Southern Ontario's 

Watershed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鑒於安大略省南部農業流域的農業生產與生態系統衛生在發展演變時產生的

矛盾，本書嘗試對此做出嚴格的社會科學審查。目的在嚴謹地觀察安大略省日

益密集與工業化的農業模式，所造成的環境與社會影響。 

Baldev Singh 

Purushottam 

2010 Extension and 

Management in 

Watershed 

Development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印度是個水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書中對於水資源議題與流域治理提出相關的

討論，透過檢視目標、架構和流域方案的運作，描述流域方案中組織、技術和

社會經濟議題。本書著重於降雨地區的國家流域發展計畫，提出一個從政策到

實施的分析過程。 

Véronique 

Sophie Avila 

Foucat, C. 

2010 Ecological 

Economic model 

for watershed 

VDM Verlag 

Dr. Müller 
鄉村區和偏遠地區土地利用對海洋環境的影響，例如，沿海水域優養化，可能

是都市化和旅遊發展等所造成。為解決這些問題，流域和沿海管理需要進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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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Perrings and 

D. Raffaelli 

management: The 

case of Tonameca 

watershed in 

Mexico 

合。基於跨學科之生態經濟觀點，整合管理需要連結地理多樣性的變遷因素。

本書提供一生態經濟模式，將農業外部性與現有的食物網絡包括漁業和旅遊業

結合，目的在確認最佳化的集水區管理策略。 

Robert 

Ferrier and 

Alan Jenkins 

2009 Handbook of 

Catchment 

Management 

Wiley- 

Blackwell 

基於跨學科門，傳達關於流域的水資源管理和保護，包含對土地利用的瞭解和

管理。水文循環可連結受人類活動影響的生態系統，包括山脈、河流的生態系、

地下水、湖泊、濕地、河口和海岸等。本書綜合當今和未來流域管理的思想，

顯示水資源政策的特殊問題，以傳達綜合的管理方法。案例研究不僅涉及自科

學和工程，亦包括其他領域如社會、經濟、法律、政策等。 
Hale W. 

Thurston, 

Matthew T. 

Heberling and 

Alyse 

Schrecongost 

2009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for 

Watershed 

Restoration 

CRC Press 無論是解決汙染問題或保護特殊利用，流域組織在募集資金方面相當困難。溪

流可以從事捕魚、滑艇及其他活動，並具有生態系統價值，但將這些資源貨幣

化雖不容易，卻是必要的。這是一本由環境經濟學提供指導原則，以瞭解河流

及流域復育，並在方案中整合經濟價值的優先順序。 

Jasveen 

Jairath and 

Vishwa 

Ballabh 

2008 Droughts and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outh Asia: 

Sage 

Pubns  

Pvt Lt 

南非的水資源管理著重在可用水資源的供給層面，乾旱問題則受政治干預、社

會構成和可用水資源壟斷等影響。面對乾旱問題，主流專業人士認為可採用技

術和自然方法因應，參與者則要求重視公平分享。本書嘗試解釋南非地區乾旱

的分布，確認對乾旱的回應，著重在綜合性的乾旱政策和減緩策略。南非地區

的整合性水資源管理需要透過區域性合作來解決問題。以民生角度看乾旱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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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 摘要 

Issues, 

Alternatives 

題，政治性經濟主導乾旱救災和供給方法。 

Owens, Phil 2007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ediment resources : 

Sediment 

Management at the 

River Basin Scale 

Elsevier 

Science 

沉積物為水資源體系中的自然產物，也為水文學、地質學、生態學系統的基礎。

由於沉積物在流域中的增加，故必須以平衡的永續的方式做管理。本書檢視科

學家、流域管理者與決策在沉積物永續管理時面對的關鍵要素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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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層級：聯合國與歐盟 
一、聯合國 

西元 1950 中期，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UN) 將「整合型流域規劃」 (integrated river basin planning) 定

義為：為了促進人類福祉，達到多重使用目標，對於河域的水資源進行統籌管理。並且於西元 1970 年代，開始推

動這類河域規劃，強調現代水資源管理與規劃系統，必須從以往的單一目標方案轉換成多重目標的計畫型態 (UN, 

1970; Molle, 2009)。更由於水資源管理的跨領域性，促使聯合國於西元 2003 年成立「聯合國之水」(UN-Water)，

整合其內部二十六個涉及處理水資源議題的組織機構，以合作夥伴的方式共同處理水體、社會與環境問題(Hendry, 

2008)。UN-Water 的主要目的在提供決策管理者以及一般大眾，重要的水資源管理資訊，建立一套監測與回報的

資訊系統，作為全球水資源相關政策的討論平台(UNESCO, 2009)，這個平台具有四項特定計畫：「世界水資源評估

計畫」(World Water Assessment Programme, WWAP)、「十年能力發展計畫」(UN-Water Decade Programme 

on Capacity Development, UNW-DPC)、「十年推廣計畫」(UN-Water Decade Programme on Advocacy and 

Communication, UNW-DPAC)、「聯合水質與下水道監測計畫」(WHO-UNICEF Joint Monitoring Programme on 

Water and Sanitation, J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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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歐盟國家的流域規劃管理政策需要受到歐盟制定的相關法規所規範。歐盟水資源相關法規的發展，可以分為三

個階段 (SSTPWWM, 2009; Kaika, 2003)：第一階段，始於西元 1970 年代中期許多歐洲國家著手發展國家水資源

政策，因此水資源政策也開始成為歐盟重視的一項議題。當時的協議內容主要是從飲用水質為出發點，考量制定共

通的標準，控管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環境危害物質。西元 1980 至 90 年代起的第二階段，開始發展出一些因應水

質控管目的之指導原則，以處理都市廢水和降低由農業造成的氮磷汙染物。許多保護動植物、棲地和自來水質的指

導原則陸續產出，強調水質改善的重要性。第三階段則是西元 2000 年歐盟通過了｢水資源架構法」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這是一套新的整合策略，在以河域為規劃管理的單位中施行。這個最新的架構法，

除了將過去的一些指導原則整併之外，在概念上也是首次將實質規劃與水資源規劃結合，並且引導民眾與關係利益

者參與，以維護或改善河域內水質的一項嶄新做法(Kaika, 2003)。 

在水資源架構法的法條架構基礎上，各個歐盟國家可以自行進行流域或集水區管理，達成該水資源架構法的各

項原則。因應水資源架構法，歐盟議會提出十二大項指導原則，供其會員國作為執行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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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歐盟水資源架構法的十二項指導原則(Kaika, 2003, 專書彙整) 

要項一、整合跨歐洲力
量：流域區的跨國協調 

要項二、淨化歐洲水資
源：指定與評估高風險

地面水體 

 要項三、高風險地下
水：管理地下水資源 

要項四、水庫、運河和
港口：管理受到高度人
為干預或改變的水體 

要項五、水資源政策的
經濟面：歐洲水資源的

價值 

要項六、監測計畫：量
測歐洲水資源的脈搏 

要項七、相互調校：歐
洲水資源的共通標準 

要項八、汙染：降低歐
洲水資源中的危險化學

物質 

要項九、整合水資源政
策：單一法規架構串連
所有的歐盟水資源法 

要項十、氣候變遷：重
視洪泛、乾旱和水生生

態系統的變化 

要項十一、從河流到海
洋：與新的海洋策略架

構法連結 

要項十二、共同任務：
大眾參與河域管理規劃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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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落實這項法條，各會員國首先需提出個別的｢

河域管理計畫」(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截

至西元 2011 年為止，大部分的歐盟會員國已經完成了

諮詢程序並且通過採行｢河域管理計畫」，尚未決定是否

採納的國家有丹麥，此外還有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

和希臘四國尚未進行任何關於該計畫的諮詢程序。除了

各國內部的河域管理計畫，歐盟還有多項跨國的河域管

理計畫也都已經完成，例如多瑙河 (Danube River 

Basin District Management Plan, 2009)和萊茵河流

域 的 管 理 計 畫 (Rhine River Basin District 

Management Plan, 2009)等。 

 

 

圖10、2011年歐盟各國流域管理計畫執行進度圖 

(EC Environment, 2011) 

綠色：已採納河域管理計畫的國家 

紅色：顧問程序尚未開始或仍在進行中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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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續發展為驅動力的流域治理，係在整合的基礎概念下，企圖整合規劃過程中的各種知識與價值，透過民主

與參與行動，對流域治理的知識與價值作成貢獻。儘管檢視歐盟水資源綱要計畫的永續性時，許多永續議題是部分

或完全未被處理，例如過於專注自然科學的知識與經濟面向的評估，或是未能建立一套指認行動者的程序，以及缺

乏對權力調整的建議等，但這項政策仍然提供了一個法定架構，企圖整合環境、社會與經濟等多重目標於一個區域

的治理中，因此被認為可提供規劃者更多機會展現有效而永續的水資源管理 (Hedelin, 2008)。與聯合國和歐盟推行

之整合型流域或水資源治理相關之專書，內容摘要如下表(表 8)： 

 

表 8、國外流域治理專書摘要表—聯合國和歐盟政策 

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者 摘要 

Vanrollegh

em, Peter A 
2010 

Modelling Aspects of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Implementation Volume 

1 (European Water 

Research) 

IWA 

Publishing 

水資源架構指導方針系列叢書之一，著重在 ICT 方法論，並補充說明歐盟

環境發展董事會的文件內容。水資源規劃管理與發展需要妥適的政策並應用

方法學，才能將系統化、整合化與多項學門的評估法用運在不同尺度上。也

同時需要量化許多不確定因子的資料與模型，並在各種工具與風險評估法中

加入民眾參與、制度性機制以幫助決策者了解、估算不同的方法與選擇。 

Integrated Assessment IWA 執行綜合性的水資源架構指導方針需要縝密的計畫並包含許多連續步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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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者 摘要 

for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Implementation: Data, 

Economic and Human 

Dimension Volume 2 

Publishing 為一項具挑戰的技術，需以資訊技術處理複雜的水資源系統與其規劃的過

程。拜「水資源架構指導方針」之賜，整合評估、參與式過程與科學-政策

聯繫這些執行過程的嶄新要素已逐漸發展健全。「水資源架構指導方針」同

樣也整合了經濟學方法、模型與工具。以經濟學方法評估自然資源（願付價

格、願受補償方式）須受到重視，人文方面（認知、需求、需要、行為價值）

也需整合在決策者的分析模型架構中。同時亦應考量非模型要素，如管理

者、政策決定者以及利害關係人的看法以及他們每日活動的需要。最後說明

資料處理問題：資料品質、資料可利用度以及可及性。 

2011 

Decision Support for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Implemen- 

tation Volume 3 

IWA 

Publishing 

Carlos 

Tucci, Joel 

Avruch 

Goldenfum 

and 

Jonathan 

N. 

Parkinson 

2010 

Integrated Urban Water 

Management: Humid 

Tropics: UNESCO-IHP 

(Urban Water Series - 

Unesco-Ihp) 

CRC Press 

都市環境超載的水形成水患，造成人類安全風險和都市生活結構性的破壞。

水對於疾病傳播和汙染物運輸是很重要的因子。由於氣候變遷，這些問題日

益受到關注，在潮濕熱帶地區整合都市水資源管理議題，UNESCO 提出一

注重水資源供給、廢水和暴雨水的國際水文計畫。本書也傳達了對環境健康

的關注，關於都市水資源系統的不同元素和防治策略，提供南美洲城市環境

有關水資源綜合管理的研究。此計畫傳達關於都市中水資源的角色和都市化

對於水文循環和水資源的影響， 

Ganoulis, 

Jacques 
2009 

Risk Analysis of Water 

Pollution 
Wiley-VCH 

包含根據 UNESCO 計畫與新歐盟水資源架構中，整合區域與跨區域水資源

管理時環境水資源品質扮演的角色，並增加最新的風險分析與水質評估與管

理，為判別並評估地方與區域環境地下水、河川海岸海水汙染風險的工具

書。應用在不同風險基礎下水質模擬理論的方法學、模糊邏輯理論方法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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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者 摘要 

許多數學模型，如決策分析、效用理論、整合風險為基準的多標準評估管理

法。 

Louka, Elli 2008 

Water Law and Policy 

Governance Without 

Fronti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檢視歐洲水資源管理及政策上關於水資源整合機構的困境。本書特點在著重

組織發展、規範與指導方針、執行策略以及地方層級、歐盟層級與國際層級

的民眾參與機制。水為最易管理不善的自然資源，失敗的水資源管理與不完

善的水資源管理機構將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包含洪泛與旱災。本書提供跨

國界的水資源政策發展的方針。 

Koundouri, 

Phoebe 
2007 

Coping with Water 

Deficiency: From 

Research to Policy 

Making (Environment & 

Policy) 

Springer 

強調南歐、地中海與發展中國家的「整合水資源管理」(IWRM)，提出生活

用水、農業、工業、觀光、環境、環境效率、社會公平與環境永續性的多

目標方法。面對日益嚴重的供水匱乏所帶來的水資源供給或管理需求，需

要有效的水資源管理工具與實踐決策。本書試圖分析以研究為導向的環境

問題的看法與實踐，並轉換為發展中國家可用的決策架構與規劃。 

Wagner, 

Iwona, 

Marsalek, 

Jiri and 

Breil, Pascal 

2007 

Aquatic Habitats in 

Sustainable Urban Water 

Management: Urban 

Water Series - 

UNESCO-IHP 

Taylor & 

Francis 

為 UNESCO 國際水利計畫與生物圈合作計畫，目標在增進水棲生物及生態

圈的供給/需求、保育與永續利用，並特別著重都市水資源管理的整合。首

先回顧都市水棲生物面臨的挑戰，以及水資源整合的對策；接著檢視棲息生

物管理與修復的技術方法，以及如何與都市及人類健康做結合；最後針對目

前都市水棲生物遭遇的問題及分析世界各地的案例以提出落實解決方式。 

Meire, P., 

Coenen, M. 
2007 

Integrated Water 

Manage－ment: 
Springer 

整合水資源管理(IWM)的不同方式，包含生態的、經濟的、法令規範與跨區

域的，以解決水資源規劃與管理的問題。本書提供 IWM 總體的架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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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西元) 題目 出版者 摘要 

Lombardo, 

C. and 

Robba, M.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Case Studies (NATO 

Science Series: IV: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並有影響各生態系統的環保問題及其主要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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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美 荷 

英 

日 

台 

國家 

案例 

 多摩川 

 鶴見川 

 淀川 

 田納西河 

 德拉瓦河 

 高屏溪流域 

 淡水河流域 

 石門水庫集水區 

 埃姆斯河 

 默茲河 

 斯海爾德河 

 萊茵河三角洲 

 萊茵河流域 

 魯爾河流域 

 泰晤士河流域 

 蘇格蘭流域 

第五章  國外流域治理經驗比較 
 

本套書共收集五個國外流域治

理經驗，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德

國、荷蘭，本章將針對各國案例的流

域情況和治理模式等議題進行綜合

評析，以提供做為臺灣流域治理之參

考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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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比較各國流域系統，日本與英國皆為島國，屬於國內跨郡型的流域；美國幅員廣大，境內則多為跨州型

流域；德國與荷蘭流域，則皆屬跨國型流域。因此，日、美、英三國流域，大多在國境範圍之內，而有發展國家流

域治理制度及政策的必要性；而德、荷兩國的流域治理則是國際性事務，常需要與其他國家協調流域事務，因此流

域治理政策的重點，在統合國內既有的水資源政策，在此基礎上回應及配合歐盟相關的政策規約。 

其次，就中央層級的流域主管機關而言，嚴格來說，一般的流域事務管理大多仍然分散於各個部會中，僅有部

分流域成立專責機構進行較整合式的管理。以美國和英國的中央流域機構而言，由隸屬於行政法人型態的環境署或

環境保護署，作為負責擬定中央流域管理計畫或指導原則的主管機關；日本則是特別將河系治理的責任納入「國土

交通省」的「河川局」，負責制定提供全國流域治理依循的「河川基本整備方針」；德國雖然成立了行政法人型態的

聯邦環境署，卻缺乏回應流域治理的單一國家型政策文件；但與德國同屬跨國型流域的荷蘭，則有回應 WFD 的國

家「流域管理計畫」，以及整合分散水資源政策於單一服務平台的作法。大致而言，各國的流域事務治理，基本上仍

分散在各類以水為規範主體的法案中，但是流域區的指定與劃分，則常會藉由修正既有的水利法條文，作為流域治

理的法源基礎；日本更有特別制定的「河川法」，以河川為規範主體的法案型態。 

跨域的流域治理平台或專責機構，一般是在中央的行政體系中，設置類似臺灣行政(公)法人型態的委員會、署、

河川事務所，例如英國「環境署、泰晤士分署」和「蘇格蘭環境保護署」、美國的「德拉瓦河流域委員會」、日本各

個「地方整備局」之下的「河川事務所」，這類機構大多仰賴政府經費。德國和荷蘭則是保有過去的水利自治傳統，

逐漸在各地發展出「水資源協會」和「水資源委員會」等依據法律成立、由利益關係者組成的公法人型態，這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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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組織的財源以會員繳交的會費和水資源服務收費為主。另外，最特別的流域治理平台，則屬美國在中央層級設立

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該管理局保有政府的行政權力，卻又具有公營企業型態的財源自籌能力。 

最後，比較各國降雨狀況，從西元 2010 年世界各國年降雨量來看(圖 11)，日本和臺灣皆高於世界平均值，荷

蘭與德國則大致等同於世界平均值，英國和美國則低於世界平均值。從流域面積來看，臺灣面積最大的流域是高屏

溪流域，有 3,257 平方公里，淡水河流域為 2,725 平方公里，與美國德拉瓦河流域和德國魯爾河流域的尺度約為相

當。相較於臺灣的流域尺度，美國與英國流域較大，荷蘭河區管轄範圍、日本多摩川和鶴見川流域尺度皆偏小。至

於各案例的流域人口密度，日本流域和荷蘭河區的人口密度皆偏高；美國德拉瓦河流域跨美東大城，密度也較高；

英國與德國案例的人口密度較低；人口密度最低的流域案例，是美國的田納西流域和英國的蘇格蘭流域。(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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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2010年全球陸域年降水程度，灰色地區為中間值，藍色地區為高於中間值，橘紅色地區為低於中間值 (WM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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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國外流域管理案例比較 

國別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荷蘭 
流域區 田 納 西 河

流域 

德 拉 瓦 河

流域 

淀 川 流

域 

多 摩 川

流域 

鶴 見 川

流域 

泰 晤 士

河流域 

蘇 格 蘭 流

域區 

萊茵河流域 魯爾河流域區 跨 國 流 域 河

口三角洲 

河區 

年降雨量

(mm) 

1,100 1,000 1,600 1,600 1,600 700 1,000 1,000 1,059 700 700 

長度(km) 1,050 529 75 138 43 338 16,133 1,320 219  140 

流域面積

(km2) 

105,000 5,099 8,240 1,240 235 14,000 113,920 185,000 4,485 4,1526 201 

人口(萬) 400 1,500 1,180 425 188 1,200 5 5,800 200 1,600 95 

人口密度

(人/ km2) 
38  2,942  1,432  3,427 8,000  857  0.44  313  446  386 4,726 

跨界 跨州 跨都道府縣 跨郡 跨國 跨郡 國家型 跨省 

流經主要

城市 

田納西、肯

塔基、維吉

尼亞、北卡

羅萊納、喬

治亞、阿拉

巴馬、密西

西比七州 

德拉瓦、紐

澤西、紐

約、賓州四

州 

京都、大

阪、大津 

東京、川

崎 

東京、橫

濱 

倫敦、牛

津 

愛丁堡、格

拉斯哥、阿

伯丁 

瑞士、法國、

德國、荷蘭、

比利時等國 

杜伊斯堡、埃

森、米爾海姆、

奧伯豪森 

 

鹿特丹、阿姆

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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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聯合國 歐盟 (水資源架構法 WFD) 

國別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荷蘭 
全國流域 21 個「水資源區域」和

221 個單一封閉流域的次

級流域區 

109 條 Class A 水系；有

2,713 條 Class B 水系 

英 格 蘭 和 威

爾斯 11 個流

域區 

蘇格蘭 3 個

流域區 

10 個流域分區 4 條跨國河流的河口三角洲 

A-Level 國

際型 

B-Level 州政府

型 

中央主管

單位 

分散於中央各部會 分散於中央各部會，河道

管理以國土交通省為主 

環境、糧食與鄉村事務部 聯邦環境、自然保護和原子能

安全部 

交通、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

國務秘書 

環 境 保 護 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河川局 環 境 署 (Environment 

Agency) 

聯 邦 環 境 署  (Umwelt 

Bundes Amt) 

國 家 水 資 源 服 務 平 台

(Nationaal Wateroverleg) 

區域機關 州政府、各種委員會 地方整備局 區域分署 州政府、各種協會 省政府 

主要中央

法規 

潔 淨 水 法 (Clean Water 

Act, CWA 2008) 

河川法 2011、特定都市

河 川 浸 水 被 害 對 策 法 

2011 

水利法(Water Act 2003) 水 服 務 法

(Water 

Service 

Act etc. 

2003) 

聯 邦 水 法

(Wasserhaush

altsgesetz, 

WHG 2009) 

水 利 法 (Waterleidingwet 

2004) 

中央指導

計畫 

流域集水區計畫發展手冊 河川整備基本方針 流域管理準則 分散於各部會政策文件 第四版國家水資源管理政策

文件 

流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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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荷蘭 
流域治理

平台/專責

機構 

田納西河

流域管理

局 

德 拉 瓦 河

流 域 委 員

會 

淀 川

河 川

事 務

所 

京 濱河 川 事務

所 

環 境 署 泰

晤士分署 

蘇 格 蘭 環 境

保護署 

萊 茵 河 保 護

國際委員會 

魯爾河協會  國 家 水 資 源 服

務平台 

河區水委員會 

機構性質 公營企業 公法人 獨立行政法人(受英國

政署制度影響) 

政署(屬於行政機關) 公法人 公法人 行政公法人 公法人 

法源 田納西流

域管理局

法

Tenness

ee 

Valley 

Authorit

y Act 

1933 

德 拉 瓦 河

流 域 公 約

Delaware 

River 

Basin 

Compact 

1961 

地 方 整 備 局 組 織 規 則 

2001 

泰 晤 士 河

法令 

River 

Thames 

Order 

2001 

蘇 格 蘭 流 域

區指定法令 

Designation 

of Scotland 

River Basin 

DistrictOrde

r 2003 

萊 茵 河 保 護

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hine 

2003 

魯爾協會法 

Gesetz über 

den 

Ruhrverband, 

1990 

歐 盟 水 資 源 法

WFD 

水委員會法 

Waterschaps

wet 1991 

流域計畫 田納西流

域整合資

源管理計

畫 

德 拉 瓦 流

域計畫 

淀 川

水 系

河 川

整 備

計畫 

多 摩

川 水

系 河

川 整

備 計

畫 

鶴見川

水系河

川整備

計畫、 

流域水

害對策

計畫 

泰 晤 士 河

流 域 管 理

計畫 

蘇 格 蘭 流 域

管理計畫 

萊 茵 河 國 際

型 流 域 管 理

計畫(Part A) 

分散式執行計

畫 

流域管理計畫 分 散 式 執 行 計

畫 

集水區執

行/管理計

畫 

17 個集水

區 執 行 計

畫 

尼斯河、蘿夢

湖 集 水 區 管

理計畫 

德 國 地 方 政

府 執 行 計 畫

(Part B) 

各 個 水 資 源 委

員 會 的 執 行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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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荷蘭 
經 費 來

源 

售電收入為主，部分

政府補助 

政府經費 政府基金、中央補

助、業務收入 

政府經費  會費為主，部分為

投資收 

政府經費 會費和水汙費為主 

預算 2011 年年度預算：執

行預算 96 億美金，主

要計畫預算 29 億美

金。其中的重點項目

包含兩座核能電廠的

興建各編列 2 億 4 千

8 百萬美金及 6 億 3

千 5 百萬美金。3 億 1

千 4 百萬美金完成綜

合回收廠。3 億 5 千 1

百萬美金作為環境改

善經費，尤其針對燃

煤發電廠所產生的空

氣汙染問題。4 百 3

０萬美金的燃料購買

經費。 

2012 年年度

預算約 5 百

66 萬美金。

經 費 分 項 包

含 人 事 費

用 、 材 料 費

用 、 建 築 費

用、聯繫溝通

費用、交通費

用、維護及徵

收費用、及其

他服務。 

淀川河川事務所

所屬的近畿地方

整備局 2002 年

年度預算約 4 千

4 百 20 億日圓，

另外編列 1 兆 2

千 1 百 10 億日圓

的輔助預算。其中

防洪預算編列約

2 億 2 千 3 百萬日

圓。其餘分項包含

海岸工程、道路及

街道建設、海港空

港建設、住宅區建

設、都市公園、下

水道、政府建築物

維護等。 

英 國 環 境

署 2010 

-2011 使

用 經 費 約

12 億 3 千 1

百 萬 英

鎊，其中包

含 人 事 費

用、資產貶

值 及 債 務

分 期 償 還

之款項、非

流 動 資 產

損傷。 

 

蘇 格 蘭 環

境 保 護 署

2010-201

1 使用經費

約 7 千 5 百

萬英鎊，其

中 包 含 人

事費用、資

產經費、交

通經費、研

發經費等。 

魯 爾 河 協 會 2010

年的資產狀況：資

產 28 億 3 千 9 百萬

歐元、營業額 3 億

70 萬歐元、投資 2

千 2 百萬歐元。 

2007 年國家水 資

源服務平台的經費

約 50 億歐元。分項

工 作 包 含 ：

2009-2020 年洪水

安全治理約 25 億

歐元。洪水防範約 1

億 1 千 5 百萬歐

元。2009-2020 年

水質改善經費約 7

億 歐 元 。

2008-2012 年研發

經費約 4 千萬歐元。 

2010 年預算 1 億 6

千 2 百萬歐元。 

  



 
 

 
75 

 

國別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荷蘭 
啟示重點

整理 

 依 空 間 地 理 特

性，採用不同規

劃方法 

 田納西管理局─

─ 經 濟 發 展 之

餘，兼顧其他資

源 改 善 與 維 護

的 永 續 經 營 發

展模式 

 以 民 眾 意 見 為

基 礎 的 治 理 規

劃方式 

 綜合型流域治理，兼

顧多重議題 

 「水協議會」彈性補

足有跨界治理的必要

性流域之不足，整合

協調其他具有管理權

限之單位 

 民眾參與有效反映服

務對象的需求和限制 

 多元民眾參與之方式 

 中央主管機關主動與

私部門與民間團體密

切合作，形成水資源

管理平台 

 每六年進行一次檢討

更新，以符合最新的

流域治理挑戰 

 重視民眾參與之方式

與權利 

 以流域型議題，發展流

域治理平台或專責機

構 

 民眾參與──流域議題

應聚集流域內各個利

益關係團體的動機。 

 汙染者與受益者付費

原則，提供流域自治組

織之資本與營運成本 

 利用現況值與目標值，做

為政策執行與監督之手

段 

 民間自治組織之經費由

流域內的所有居民、土地

及建物所有人和使用人

共同負擔 

 國家層級的水資源管理

納入風險管理的思維，達

到彈性管理和風險管理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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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書總論回顧了各國流域治理之現況，於最後總結部分則針對台灣現今制度與國外進行比較。於本專書第二

章中，提及台灣目前集水區管理規劃將面臨的三大挑戰，分別為「區內機關的職權整合」、「防災和污染防治與土地

使用管理之間法令上的連結」以及「集水區管理規劃缺乏法定地位」。為能對於此三大課題進行回應，本專書將各國

流域治理現況細分成「流域治理機關架構」、「集水區管理機關之法定地位來源」以及「河川相關法規整合」三方面

進行探討，以希望做為未來台灣流域治理與規劃上的參考。 

一、流域治理機關架構 

就各國流域管理主要機關上，各國關於河川管理之相關機關皆位於同一中央機關下。就各國中央機關功能性質

上，日本中央機關具有較高之權利，其他國家多僅止制定中央計畫或規則。而若更細觀之，加入歐盟之歐洲國家中

央計畫制定上較為完備且詳細，美國中央計畫上僅規定概要事項，詳細規範內容則由地方計畫內規定。另一方面，

日本、英國與德國本身即具有區域層級機關，負責跨行政區相關事務管理與規劃之管轄。而於流域管理機關上，目

前各國皆有獨立之機關組織，其性質依據各國則有不同。就台灣現階段集水區行政架構上，與日本相類似，但流域

管理機關本身並無實質規劃與管理權力。同時，由於台灣現階段河川管理機關散布於各中央，因此存在有職權整合

不良之情況。未來台灣除賦予流域委員會更大之實質權力外，同時應朝向將河川管理機關予以統一，以利於集水區

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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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域管理機關設置的法令依據 

於目前各國皆有於集水區管理上，皆有設置流域管理委員會，且依據中央法規進行設立，具有法定地位。論及

委員會之功能於權力上，美國與日本主要功能為進行河川相關計畫之審議，英國、德國與荷蘭流域委員會具有較多

項河川相關之實質管理權力。就目前台灣流域管理委員會上，僅有高屏溪以及淡水河兩處流域管理委員會。此兩流

域管理委員會並未藉由中央法規進行設置，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更非為獨立之行政機關，對於河川事務相關主管

機關並無約束力，委員會本身之管理與規劃權力是有程度限制的。未來應朝向於中央法規內明確規範流域管理委員

會之設置法源依據以及其實質規劃與管理權限。 

三、河川相關法規整合 

就各國目前河川流域相關法令規範上，日本、英國、德國與荷蘭於中央法規上即有針對防災與河川周圍土地使

用管理上進行規範，而各河川流域委員會則根據中央法規規定可進行地方河川流域計畫之制定。由於計畫具有法令

基礎，計畫中即有針對防災與土地使用管理上進行詳細規範。另一方面，美國於中央法規上並未明確規範，而為由

各流域自己訂定地方法規進行規範。而各流域之地方法規內容上即有防災與土地使用管理等相關規範。因此，就各

國而言，河川管理與防災、土地使用管理等連結上皆於不同層級之法規等級上有所規範。就台灣目前情況上，就長

期而言，實需將目前河川相關管理法規進行整合。短期而言，若為增進河川管理與相關法令尚之連結，可藉由將河

川管理計畫法定化之方式，讓計畫本身具有實質管制權力方式，以增進其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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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國外流域管理案例比較 

   各國情況 

 

三大挑戰 

項目 台灣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荷蘭 

區內機關的職

權整合情況 

整合情況 分散於各行政機關 分散於各行政機關 獨立行政機關 分散於各行政機關 分散於各行政機關 分散於各行政機關 

中央機關 

(最高層級) 
分散於中央各部會 分散於中央各部會 國土交通省 

環境、糧食與鄉村事

務部 

聯邦環境、自然保護

和原子能安全部 
基礎設施與環境部 

中央機關 

(次高層級) 
分散於中央各部會 環境保護署 

國土交通省水管

理・国土保全局 
環境署 聯邦環境署 

公共工程和水管理

總局 

中央機關 

功能性質 
實質管制權 制定中央計畫與規則 

制定中央計畫與實

質管制權 
制定中央計畫 制定中央計畫 制定中央計畫 

區域層級 無 無 地方整備局 區域分署 區域政府 無 

地方層級 地方政府 州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州政府 省政府 

中央或區域

水資源審議

機關 

水資源審議委員會 無 
社會資本整備審議

會 

區域性質 

委員會 

區域性質 

委員會 

水利委員會(Water 

boards) 

流域 

管理機關 

流域管理 

委員會 
流域委員會 流域委員會 

河川行政區 

委員會 

河川行政區 

委員會 

河川行政區 

委員會 

集水區管理規

劃法定地位 

流域 

管理機關 

流域管理 

委員會 
流域委員會 流域委員會 

河川行政區 

委員會 

河川行政區 

委員會 

河川行政區 

委員會 

流域管理機

關性質 

不具公法人性質 
公營企業、公法人皆

有 
獨立行政法人 行政機關 公法人 公法人 

擬定計畫、制定法

令、活動宣傳 
審議、擬定計畫等 審議河川開發計畫 多元 多元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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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情況 

 

三大挑戰 

項目 台灣 美國 日本 英國 德國 荷蘭 

預算來源 政府經費 售電、政府補助等 
政府基金、中央補

助、業務收入 
政府經費 

會費為主，部分為投

資收入 
會費和水汙費為主 

流域委員會

成員組成 
政府、學術 

政府機關、各領域諮

詢委員會之成員 

各領域的學識經驗

者所組成 
政府 政府 禁止政府機關介入 

集水區管理

規劃之法定

地位 

有法定地位 

(行政規則) 

有法定地位 

(中央法規) 

有法定地位 

(中央法規) 

有法定地位 

(中央法規) 

有法定地位 

(中央法規) 

有法定地位 

(中央法規) 

防災和污染防治與土地使用管

理之間的連結 
分開 

中央法規無，地方法

規有(Flood Plain 

Regulations) 

中央法規 

即有 

中央法規 

即有 

中央法規 

即有 

中央法規 

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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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流域治理國內外計畫與專書摘要表 
國內 
辦理機關 年份 

(西元) 

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 

經濟部 

水利署 

2005 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相

關出版品摘要簡錄 

搜羅日本河川整備中心近年來重要著作之摘要與目錄，計有「製作河川水邊總括資料的調查

之入門」、「對在河川之外來種對策」、「多自然型魚道手册」、「魚道與降下對策的知識與設計」、

「談魚道－魚道設計的指南」、「魚類之溯上降河環境改善上的一點建議」、「做朋友吧 ! 故鄉

之河川－河川合作關係手册」、「隅田川‧荒川－河川散步－河川的指南」、「建造培養故鄉的河

川－故鄉河川整備計畫實例集」、「東京之河川巡游－東京之河川、全 34 路線」、「「像河川似

的」設定注意事項集」、「河川風景景觀設計指南(水門，閘門)」、「河川之親水計畫舆設計」、

「河川思索－日本的水環境、文化的明日」、「河川風景景觀設計指南(護岸)」、「欣賞河川－

再發現水邊之魅力」、「活用河川之城市建造」、「利根川下游採訪响導」、「對親近河川的想法 

(不老川流域篇)」、「對親近河川的想法 (白子川流域編)」、「荒川願景計畫構想書 1996」、「河

川・人・城市－活用河川的城市建設」、「多摩川的綜合研究－以永田地区為中心」、「活用河

川的城市建設實例集」等 24 本 

經濟部 

水利署 

2005 鶴見川流域之再生 鶴見川受都市開發影響，原本健全的水循環系，變成有危機的受害河川。為因應流域急速都

市化的問題，鶴見川成為日本綜合治水對策的先驅。「大規模的浚渫」及「鶴見川多目標遊水



 

 
96 

辦理機關 年份 

(西元) 

計畫名稱 內容摘要 

池（又稱新橫浜的綠洲）」的建設，均促使河川設施整備有精銳進展。擁有流域現況及課題的

大量資料，利用最先進的情報處理技術，來促進問題共有化。在「鶴見川流域水 master plan

朝向策定之提言書」中，對鶴見川流域的水循環系之健全化提出 5 點施策：洪水時之水經營、

平時之水經營、自然環境之經營、震災與火災之經營、水邊觸接之經營。 

經濟部 

水利署 

2006 善加利用雨水-綜合治

水對策事例 

鶴見川流域發生多次洪災，受急速的都市化，喪失原本的保水．遊水機能，水害的危險性大

增。河川整備工作遠不及都市化的腳步，因此該流域除了河川整備外，也利用雨水貯留、增

加滲透等方式來確立保水機能，使用多重方法進行綜合治水對策，並尋求每位居民的理解與

協助。 

經濟部 

水利署 

2006 呈現地球生命及生活-

鶴見川流域之重生願

景 

鶴見川流域大規模與急速的市街建設，造成淹水災害頻發，促使市民及相關行政單位於 1980

後開始推動鶴見川的「流域綜合治水對策」。近年來，更轉向關注安全、環境、高齡化等課題，

以自然共存及持續的社會，作為都市與地域再生的目標。在此背景下，「鶴見川流域水之主計

畫」從「健全的水循環系」觀點，將其都市與地域再生連結到與水循環系相關之各項計畫，

以綜合推動為基礎，提出新的願景及計畫提案。將流域(流域圈)定為計畫地域來構築「健全

的水循環系」，掌握流域安全、安心及與自然共存的課題，並且經由市民團體、企業、行政之

間共同多樣的連繫、協調管道，創造、推動、綜合經營與流域(流域圈)有關的新策略。 

國科會 2006 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

之劃定及保育方法管

理準則 

以永續發展為導向，探討分區落實流域水、土、林資源整體保育治理規劃及合理土地利用之

學理、管理對策及準則。以鯉魚潭集水區為例，利用環境敏感區位分析，結合農業非點源汙

染模式，模擬最佳管理作業配置前後的差異，評估三種最佳管理作業的效率。附件有石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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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集水區崩塌區位與土地利用管理之探討，及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劃定系統在鄉村區土地適

宜性評估應用。 

經濟部水

利署臺北

水源特定

區管理局 

2007 新店溪(含南、北勢溪)

河川維護及管理整體

方案先期計畫 

包含三個國家之河川集水區規劃與治理案例分析： 

一、 美國：河川集水區的相關規劃理論、政策、研究。 

(一) 河川廊道之復建：理論、內涵與實務(1998) 

(二) 美國環保署(EPA)制定集水區規劃執行過程(2005)  

(http://www.epa.gov/owow/nps/cwact.html) 

(三) 波特蘭州立大學：流域管理專業計畫(The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rogram，WMPP) 

(四) 伊薩克華頓聯盟(The IZAAK Walton League of American)：本屬於自然環境及野生動

物保護領域，亦成立維護管理組織。 

(五) 馬里蘭州集水區保護中心(Center for Watershed Protection)：都市河川集水區。 

(六) 紐約市哈德遜河水質維護(Catskill Watershed Corporaiton，CWC) 

二、 日本鶴見川 

三、 澳洲：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 of Catchment Hydrology(CRC)研究機構，包

含集水區模式庫的建立、水質的監測、河川保育及復育、氣候變異性研究、及水淤動態

預測模擬、土地利用改變河川影響、永續資源分配等領域。 

經濟部水 2007 新店溪(含南、北勢溪) 水資源保護與綠色基礎建設(green infrastructure)之案例分析： 



 

 
98 

辦理機關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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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署臺北

水源特定

區管理局 

水與綠生態環境營造

先期規劃 

一、 水資源保護 

(一) 歐洲多瑙河集水區水質管理規劃：多瑙河跨過多個國家，流域面臨各種經濟活動及土地

使用的破壞問題。1990 年成立 The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for the Danube River 

Basin(EPDRB)，具有法規能力。 

(二) 美國密西西比河下游(Basin Alliance for the lower Mississippi in Minnesota，

BALMM)，2001 年提出 Basin Plan Scoping，最後形成 Basin Plan。 

(三) 美國熊河集水區(Bear River Basin)：流域橫跨 Wyoming、Idaho、Utah 三州，受到各

州法規限制。 

二、 綠色基礎建設 

(一)瑞典斯德哥爾摩藍綠基礎建設(Stockholm’s Blue-green infrastructure) 

(二)美國維吉尼亞州綠基礎建設規劃(The Conservation Fund，2004) 

(三)美國馬里蘭州綠基礎建設評估(Green Infrastructure Assessment，GIA)：綠道委員會

1991 年開始規劃。 

經濟部 

水利署 

2007 水庫集水區保育及管

理資料庫建置與應用

系統整合計畫 

延續「水庫集水區保育及管理監測系統」，蒐集水庫集水區保育監測、管理治理平台、管理

組織制度等相關資料。研析國內外水庫集水區組織制度，並有烏山頭及南化水庫集水區保育

監測主題之相關資料。國外案例有德、美、英、日等國的集水區管理案例。依據各國河川流

域管理之制度設計進行詳盡介紹。 

1. 德國：魯爾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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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 

3. 英國：泰晤士水公司。 

4. 日本：利根川流域管理組織。 

經濟部 

水利署 

2007 水庫集水區生態環境

評估與綜合成效指標

之建立 

量化人為介入對水庫集水區溪流生態環境之影響性，研究生態環境綜合評估方法。國外案例

包括： 

1. Florida 濕地生態系統(美) 

2. Clavey 河流生態評估(美) 

3. 荷蘭國家生態綠網計畫 

4. 富良野市近自然河川排水路(日) 

5. 吉野川(日) 

經濟部 

水利署 

2008 流域專責管理組織及

其運作之規劃 

針對水資源署與環境資源部其他機關分工及合作模式，以及淡水河、高屏溪流域管理分署之

組織、功能及運作方式預為規劃。基於歐盟水框架的指令，對英、法、荷、澳、日、中、美

等國分析流域管理組織，並針對未來水利組織再造提出建議。探討各國功能職掌配置及政策

執行機制，英國、法國、荷蘭受到歐盟操框架指令指導，流域管理遵循一定的時程；英國、

日本屬於海島型國家；荷蘭、法國、澳洲、中國則是大陸型國家。主要結論： 

1.日本、荷蘭秉持以河川為主的概念，設計其相關行政單位，由中央主管。 

2.由地方政府面對流域問題做整合之必要，簽訂協議後據以設置組織，提出整體計畫。 

3.對臺灣後續流域管理之建議：(1)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應該兼容並蓄；(2)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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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歐盟各國流域管理模式，設定期程，擬定管理計畫；(3)建立各部門協調機制；(4)提高

流域管理決策單位層級；(5)現行水利法並無「流域管理」之可行規定。 

 

經濟部 

水利署 

2008 重要河川流域管理政

策與法規研訂 

以早期河川治理及資源運用為基礎，增加現階段環境、生態、親水、活水之要求，加以設計

修訂重要河川流域相關之法規與施政內容。 

2009 以系統的整體檢討台灣現行河川治理及管理遭遇之主要問題，包括水、土、林、海、道路、

橋樑等治理及管理基本理念方向及權責整合，作為後續研究及施政之參考。並針對較有共識

之河川流域管理深入探討，提出因應策略及法令修正，做為政策推動之參考。 

經濟部 

水利署 

2009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質

管理策略規劃 

研析國內外水庫集水區水質管理作法，提出水庫集水區水質管理策略，及「石門水庫集水區

水質管理實施計畫(草案) 」，有國內外水庫集水區管理案例研析可供參考，以及國內水源保

護區範圍變更、水質管理、水源保護的相關案例。 

一、 美國維吉尼亞州安娜湖(Lake Anna)土地使用計畫 

(一) 土地使用：57%森林、38%農地、2%住宅、3%其他。 

(二) 組織：Lake Anna Advisory Committee(LAAC)於 1994 成立，負責管理及解決相關議

題。Lake Anna Civic Association(LACA)於 2000 成立，制定水質管理計畫，推動公民

參與環境品質部(DEQ)，並發起生態調查。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istricts 指引

各計畫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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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計畫：Lake Anna Special Area Plan (2000)；Rappahannock Area Development 

Commission(RADCO)土地使用資料庫；Farm and Ranch Lands Protection Program

農場與牧場保育計畫；LAAC 要求 Virginia Farm Bureau 和政府合作保育計畫。 

二、 日本琵琶湖保育計畫：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母親湖(Mother Lake)計畫(2001)、琵琶湖、

淀川流域協調委員會(2004)。 

三、 日本地方政府水源保護條例：長野市 

經濟部 

水利署 

2009 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

規劃 

淡水河流域由淡水河與三條主要支流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匯集而成，流域內行政區域包

括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及基隆市。該計畫將集水區保育、河川治理及管理、水質及生態、

水資源營運維護、維生系統、河川環境營造、預警系統分析等議題整合規劃，以擬定淡水河

河川使用的發展願景與目標。設定五大水利政策目標：(1)治水－推動流域綜合治理，減免淹

水災害損失利水；(2)合理有效使用水量，確保量足質優水源活水；(3)推廣回收再生利用，

蓬勃水利產業發展親水；(4)落實水岸環境改善，營造生態親水環境保水；(5)強化水土資源

保育，健全水文循環體系。以流域為單位，探討流域整體治理、流域災害情境分析、管理組

織等多元議題，包括集水區保育、河川治理等，並有國內外流域綜合治理及組織架構案例的

檢討。 

經濟部 

水利署 

2007 臺灣氣候變遷之調適

願景與調適政策建構

之基礎研究 

日本、荷蘭、英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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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水利署 

2007 強化高屏溪流域水資

源供水系統因應氣候

變遷之調適能力 

分析氣候變遷對區域水資源供水系統的可能衝擊，強化水資源風險管理的可調適能力，國外

案例包括日本、荷蘭、英國、美國、德國、日本氣候變遷調適與行動計畫。提出氣候變遷對

河川流量、地下水量急供水系統的衝擊評估，以及水資源規劃與管理的調適與因應之建議。 

經濟部 

水利署 

2009 河川社群資源整合與

智識網絡建構先期規

劃 

盤點國內現有的河川社群，並進行國內在地性案例與經驗智識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另辦理

十場會議（含諮詢會議、交流會、工作坊）及規劃建置一智識交流平台，邀請河川社群參與，

藉此串連與整合各河川社群資源，形成「智識網絡」相互培力，進而累積民眾的「智識資本」

及「社會資本」，提昇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實力」，以提出河川關懷策略；並與國外河川社

群合作聯盟之橋樑，規劃未來民間參與或籌辦國際性河川社群交流活動的執行方向，讓台灣

經驗為世界看見。 

經濟部 

水利署 

2010 河川社群資源整合與

智識網絡建構先期規

劃 

延續 2009 年執行之「河川社群資源整合及智識網絡建構先期規劃」成果，持續盤點國內河

川社群的發展狀況，計辦理 12 場河川社群交流會以及提升河川社群智識網站的功能，雙向

搭建起河川社群與公部門互動的平台與民眾參與河川守護的機制。並從民間的社群網絡出

發，邀請河川局一同推動地區性的河川日，以響應全國性的台灣河川日河川教育活動。同時

系統化整理各地長期累積的河川教育經驗，彙整教案 20 則，有助於河川教育的普及深化與

向下紮根。最後彙整上述民間與公部門共同努力的成果，撰寫成英文論文，並編製相關文宣

品，為國際交流及 2012 民間參與世界水論壇作準備。 

經濟部 

水利署 

2010 河川環境管理規劃技

術手冊報告書 

提出未來河川環境管理營造計畫、河川環境管理計畫、使用分區規劃等，國外案例整理自「歐

美諸國水資源管理壓力及變革」，黃河水利論壇。有日本的多摩川、德國伊薩河、美上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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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比河等計畫可供參考。提出河川管理項目、民眾參與機制、分區規劃等，說明河川管理與

治理計畫之意義。 

一、 議題導向：(1)觀念從部門分割到整體水資源管理：歐盟 WFD (2000)、美國淨水法(The 

Clean Water Act)、日本河川法；(2)重視非點源汙染控制，歐美等國的管理政策，例如

水費定價、汙染者付費、自然淨化處理系統、BMP 等。(3)鼓勵民眾和利益團體參與，

例如日本河川法規定法規計畫一定要諮詢審議會意見。 

二、 日本案例：多摩川河川環境管理計畫；日本河川協會推廣民眾參與。 

三、 德國伊薩河(Isar)流動水岸典範例規劃。 

四、 美國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ogram，其中以 Upper Mississippi River 

Restoration Program(1986)最具規模。 

五、 國外案例參考結論：河川區域要有整體目標，以分區管制及誘導達成整體(日、德)；建

構並落實民眾參與機制(日)；管理對策目標量化，引導工程技術之實施發揮(德)；生態

復育技術參考外適當經驗，以本土河川情勢調查成果驗證(日、德、美)；河川改善宜先

建立典範區(德)；大流域的河川環境管理涉及機關眾多，宜由一級機關成立專案小組，

並向民意機關報告(美)。 

經濟部 

水利署 

2010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

衝擊與調適研究計畫 

英、德、法、日四國洪氾管理制度：英國還地於河策略，德國因應氣候變遷與水相關之行動

計畫。 

經濟部 2011 高屏溪流域整治綱要 高屏溪整體治理之工作項目包括水資源開發利用、水質改善、水患災害防治、集水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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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 檢討計畫(98~103)規

劃報告 

環境生態景觀及綜合業務等六項，重新整合分工各單位業務。並有高屏溪集水區治理、流域

管理機制整治綱要計畫之介紹。 

京華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高屏溪流域整體治理

規劃總報告 

高雄與屏東為南部地區發展重心，在流域治理事務愈來愈複雜、權責單位愈來愈廣趨勢下，

水利署參酌國內外經驗，擬以「流域整體治理」方式，有效整合高屏溪流域各項治理工作，

達成河川永續經營之目標。本計畫之目的係藉由完整之規劃過程，以流域整體治理之觀點，

提出問題解決對策、預期目標，並研提未來必要治理工作項目、經費與各權責單位分工建議，

做為後續流域整體治理工作推動之參考。 

中興工程

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大甲溪流域整體治理

規劃檢討總報告 

藉對流域整體治理與保全議題進行分析與剖析，研究分析各項治理與保全議題。對流域整體

治理與保全議題擬訂對策，提出因應解決方法，並擬符合整體系統性之大甲溪治理策略。 

國外 
三大主題分類 作者 年(西元) 書名 摘要 

整合治理 Isobel W. Heathcote 2009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書中提及管理集水區的整合性架構，以處

理影響水資源與使用上之生物、社會與經

濟議題。 

Bruce Hooper 2005 Integrated River Basin 本書中提供了當代之研究以及世界各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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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題分類 作者 年(西元) 書名 摘要 

Governance 實際案例，提供未來一代規劃者學習如何進

行流域管理之規劃。本書旨在協助政策規

劃，並不是解釋水文、相關分析模式等知

識。 

決策工具 Kenneth N. Brooks, Peter 

F. Ffolliott and Joseph A. 

Magner 

2012 Hydrology and the 

Management of Watersheds 

本書提供水文與流域管理上之原則、方法與

應用程序之入門參考，並使用案例研究之方

式以解說書中所談及之分析方法與模型。 

Office of Air Quality 

Planning and Standards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Office of Wetlands, 

Oceans and Watersheds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1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Atmospheric 

Deposition: A Handbook for 

Watershed Managers 

該書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集水區管理上之

相關資訊，提供多樣之分析方法以及解釋分

析數據背後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因此，書中

並不會針對讀者管理與規劃上之問題進行

回應，而是提供足夠的資訊，來使管理者決

定如何來解決所面臨的課題。 

A.R. Rao and V. V. 

Srinivas 

2010 Regionalization of Watersheds: 

An Approach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本書介紹許多分析區域洪水頻率之技術與

方法，以供流域治理上之參考。 



 

 
106 

三大主題分類 作者 年(西元) 書名 摘要 

Randall J. F. Bruins and 

Matthew T. Heberling 

2004 Economics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Applications to 

Watershed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本書中引入了生態風險評估以及經濟分析

各領域方法以進行流域管理與規劃，同時提

供管理與規劃過程的架構與分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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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流域治理國內論文摘要表 
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論文關鍵字 

整合 

治理 
吳文城 2010 整合性流域管理觀念下水源保護區利害關

聯者分析－以翡翠水庫集水區在地居民為

例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

境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整合性流域管理、民眾參與、利

害關聯者、永續發展 

陳健豐 2010 河川流域治理對策與防災成效之探討-以基

隆河流域整治為例 

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

災研究所碩士論文 

綜合治水、基隆河、防災成效 

陳文欣 2009 水庫集水區整體治理規劃之探討－以德基

水庫為例 

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

學研究所 

水庫集水區、德基水庫、水庫集

水區治理 

鍾進方 2005 水資源管理─以高屏流域管理為例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水資源管理、高屏流域 

吳榮祥 2003 河川流域管理之研究-以高屏溪流域跨域合

作為例 

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國

家發展與兩岸關係碩士

在職專班 

流域、流域管理、府際關係、跨

域管理 

鄭懿婷 2003 跨區域事務處理之研究─以流域管理為例 東海大學政治系碩士論

文 

跨域治理、跨區域事務處理、府

際關係 

劉泉源 2002 台灣地區河川流域管理組織架構重整及其 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 流域、河川流域管理、集水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5%90%B3%E6%96%87%E5%9F%8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8%87%AA%E7%84%B6%E8%B3%87%E6%BA%90%E8%88%87%E7%92%B0%E5%A2%83%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8%87%AA%E7%84%B6%E8%B3%87%E6%BA%90%E8%88%87%E7%92%B0%E5%A2%83%E7%AE%A1%E7%90%86%E7%A0%94%E7%A9%B6%E6%89%80%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9%99%B3%E5%81%A5%E8%B1%9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5%9C%9F%E6%9C%A8%E8%88%87%E9%98%B2%E7%81%BD%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5%9C%9F%E6%9C%A8%E8%88%87%E9%98%B2%E7%81%BD%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9%99%B3%E6%96%87%E6%AC%A3%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94%9F%E7%89%A9%E7%92%B0%E5%A2%83%E7%B3%BB%E7%B5%B1%E5%B7%A5%E7%A8%8B%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94%9F%E7%89%A9%E7%92%B0%E5%A2%83%E7%B3%BB%E7%B5%B1%E5%B7%A5%E7%A8%8B%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9%8D%BE%E9%80%B2%E6%96%B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B6%93%E6%BF%9F%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5%90%B3%E6%A6%AE%E7%A5%A5%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A4%BE%E6%9C%83%E7%A7%91%E5%AD%B8%E9%99%A2%E5%9C%8B%E5%AE%B6%E7%99%BC%E5%B1%95%E8%88%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A4%BE%E6%9C%83%E7%A7%91%E5%AD%B8%E9%99%A2%E5%9C%8B%E5%AE%B6%E7%99%BC%E5%B1%95%E8%88%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A4%BE%E6%9C%83%E7%A7%91%E5%AD%B8%E9%99%A2%E5%9C%8B%E5%AE%B6%E7%99%BC%E5%B1%95%E8%88%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9%84%AD%E6%87%BF%E5%A9%B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5%8A%89%E6%B3%89%E6%BA%9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92%B0%E5%A2%83%E6%94%BF%E7%AD%96%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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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論文關鍵字 

運作模式之探討 所碩士論文 集水區經營 

整合 

治理 
李嗣瑞 1999 從環境生態的觀點探討河川流域管理機關

之組織與功能─以高屏溪流域為例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碩士論文 

河川流域管理、環境空間、政府

再造、區域計畫 

郭翡玉 2010 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之國土空間規劃制度分

析 

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博士論文 

氣候變遷、空間規劃、調適策略、

脆弱性、國土復育條例、水患治

理特別條例 

劉欣怡 2010 台灣非都市土地調適氣候變遷的資源治理

之研究-以高屏溪流域為例 

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碩士論文 

非都市土地、氣候變遷、資源治

理、調適 

決策 

工具 

顧嘉安 2009 以馬可夫鍊細胞自動機模型模擬極端洪水

對都市土地利用型態之影響─以台北市為例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碩士論文 

細胞自動機、淹水潛勢、土地利

用變遷、馬可夫鍊、時空動態模

擬、極端洪水 

陳韋伶 2009 以水災風險管理觀點評估土地使用調洪策

略之研究─以鹽水溪流域為例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研究

所碩士論文 

水災風險管理、土地利用變遷、

土地使用調洪策略、馬可夫鏈、

多層感知類神經網路、地文性淹

水模式 

張伊芳 1999 海平面上升對土地利用變遷與人口遷移影

響之研究─以台北都會區為例 

政治地學地政系碩士論

文 

海平面上升、土地利用變遷、二

元羅吉斯迴歸、CLUE-s、人口遷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92%B0%E5%A2%83%E6%94%BF%E7%AD%96%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6%9D%8E%E5%97%A3%E7%91%9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DpTB4/search?q=auc=%22%E9%83%AD%E7%BF%A1%E7%8E%8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5%8A%89%E6%AC%A3%E6%80%A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auc=%22%E9%99%B3%E9%9F%8B%E4%BC%B6%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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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論文關鍵字 

移 

陳虹螢 1999 整合土地利用與水文模式於集水區規劃管

理之研究－以台北都會區為例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地理資訊系統、土地利用變遷模

擬、景觀生態指數、降雨－逕流

模式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record?r1=1&h1=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record?r1=1&h1=1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94%9F%E7%89%A9%E7%92%B0%E5%A2%83%E7%B3%BB%E7%B5%B1%E5%B7%A5%E7%A8%8B%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vxUVR/search?q=dp=%22%E7%94%9F%E7%89%A9%E7%92%B0%E5%A2%83%E7%B3%BB%E7%B5%B1%E5%B7%A5%E7%A8%8B%E5%AD%B8%E7%A0%94%E7%A9%B6%E6%89%8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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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流域治理國內外期刊摘要表 

國內 
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摘要 關鍵字 

整合 

治理 

楊豐榮 2010 大臺北地區

防洪減災對

策 

中華防災學

刊 2:1，頁

10-20 

大臺北地區為台灣政經中心，且為首善之區，人口密集，工商業發達。

為確保該地區穩定發展及居民生命與財產獲得保障，政府於民國 71

至 94 年間分別擬定「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及「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前期計畫）」，以發揮預計之防災、減災及防洪保護效益。使大臺北

地區約達重現期距 200 年防洪保護標準。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等因

素所帶來之負面衝擊，水河水系相關之防洪減災對策及相關工程與非

工程措施之執行計畫已展開。希透過流域整體治理及綜合治水手段，

達成大臺北地區防洪減災功效，實現人與水共存榮之願景與目標。 

防洪治理、防

洪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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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摘要 關鍵字 

整合 

治理 

陳文福、 

謝伶娟、 

彭壽奇 

2008 大甲溪流域

敏督利颱風

災因初探與

新思維治理

策略之研究 

水土保持學

報 40:3，頁

329-342 

由文獻回顧了解過去治理情況，再以水文分析統計與圖資比對分析，

探討大甲溪在敏督利颱風時發生災害之主要原因及其所造成之內外

環境問題，並針對地文與水文環境惡化所引發之問題提出新的思維方

向及未來應加強之治理策略。 

新思維、治理

策略、國土綜

合利用管制、

水土保持、遙

測、地理資訊

系統、自然生 

態工法) 

林美慧、 

廖學誠 

2008 臺北市景美

溪下游河川

環境教育發

展現況與策

略規劃 

地理研究 

48，頁

25-45 

以臺北市景美溪下游作為研究範圍，透過 SWOT 模式及層級分析法，

針對區域內河川環境教育的發展現況深入探討，並提出策略規劃。景

美溪河川環境教育永續發展的策略規劃，包括三大面向：(1)教育推

廣：深化環境教育內涵、提升環境行動能力；(2)組織運作：建立組

織溝通平臺、營造共同學習契機；(3)外界協同：加強外界合作機制、

推動流域整體規劃。 

SWOT 模式、

層級分析法、

河川環境教

育、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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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摘要 關鍵字 

整合 

治理 

陳春宏 2007 河川治理規

劃面臨之問

題探討 

水利 17，頁

53-64 

台灣省水利局河川治理規劃總隊辦理台灣地區河川調查及治理規

劃，迄今已 40 年，因時空環境變化大，過去推動階段性方向與現在

環境所需推動方向差異很大：過去以防洪為主，現在因環境生態意識

抬頭，治水除防洪減災外，亦應考量生態需求；另現在河川環境兩岸

大多已開發且有村落及市集，治水難度甚高，故綜合治水及河川流域

整體治理規劃為現階段治水方向。 

河川治理規

劃、綜合治

水、流域整體

治理 

謝勝彥、 

林延郎、 

陳春宏、 

陳玉鏡 

2006 大甲溪流域

之發展與治

理方針 

水利 16，頁

20-33 

應急治理策略目標：以減災、避災為主，針對谷關及松鶴聚落進行緊

急防災處理，與修復受損之防洪、交通及電力設施，以回應在地民眾

之需求。中長程治理及復育策略目標：促進大甲溪流域環境資源永續

發展，實現國土復育之理想，以保育水、土及生物資源，低自然危害

風險，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並復育過度開發地區。 

治理、大甲溪

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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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摘要 關鍵字 

整合 

治理 

于蕙清 2011 湄公河流域

跨界水域治

理之評析 

全球政治評

論 36，頁

115-138 

亞洲地區是未來經濟發展之重心，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區。隨著

人口增長，生活水準提升，用水量亦會隨之增加。人為的政治邊界將

人民分開，而水卻迫使人民結合在一起。如何分享共有的水資源，已

成當務之急。本文旨在說明跨界水域治理之重要性與意義，並探討湄

公河之治理過程。本文回顧湄公河流域治理之歷史，並由環境、政治、

社會、與經濟四面向檢驗湄公河的水治理成效。湄公河流域之治理乃

以經濟發展與扶貧為主，而忽略了環境的可持續性。培育環境意識才

是永續發展的保障。目前跨邊界治理的最大障礙，主要在於區域內諸

國未能全面合作，政治不夠民主化，人民未能積極的參與公共事物，

窮人的需求容易被忽略，且貪腐侵吞了治理之經費等。 

湄公河、水治

理、水資源、

跨界河 

社會 

參與 

汪靜明 2011 臺灣永續發

展中流域集

水區管理與

治理之生態

保育作法 

化工技術

19:5，頁

124-137 

從環境生態保育觀點，分述集水區環境管理與治理有關的永續環境生

態思維等生態保育作法，並以 2006 年推動迄今的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及全國重點河川流域管理評鑑為例，示例說明有關整治計

畫與區域永續發展課題，綜合分析其關鍵進展。歷經 2006 年至 2010

年之實證分析結果，提出「生態保育」、「民眾參與」、「資訊公開」已

成為台灣永續發展中集水區管理與治理的創新典範與新民意，可供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研討及推動之參考。 

生態保育、民

眾參與、資訊

公開、永續發

展、流域綜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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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摘要 關鍵字 

社會 

參與 

陳祐誠、 

葉信富、 

徐國錦、 

李振誥 

2010 氣候變異下

流域地下水

資源合理使

用之研究 

臺灣水利 

58:1，頁

10-23 

以知本溪流域為研究區域，探討氣候變異下流域地下水資源合理之使

用，以地質資料進行知本溪流域水文地質模式的建構，配合

MODFLOW-SURFACT 數值模擬軟體程式進行地下水流模擬，並透

過有效入滲法推估數值模式所需之補注量。中、上游山麓區域水位下

降情況比下游平原區域更為明顯，對生態可能造成衝擊，最後透過模

式對於不同氣候狀態進行希祿氏法安全出水量之模擬，獲得流域內下

游地區降雨量、補注量與安全出水量之關係式，此關係式應可作為未

來不同氣候條件下對下游地區安全出水量評估之依據，但考量流域生

產、生態、與生活之發展，知本流域水資源之利用仍應審慎全面規劃。 

知本溪流域、

MODFLOW-

SURFACT、安

全出水量 

決策 

工具 

 

陳恒鈞、 

黃渾峰 

2009 循證政策制

定之運用：

以南勢溪流

域管理策略

為例 

公共行政學

報 31，頁

101-148 

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制定理論，採取開放/封閉型途徑，分析南勢溪

流域欲達永續發展，應思考如何兼顧客觀事實與主觀判斷，以獲得利

害關係人之支持。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流域管理最重要的因子為「水

土資源保育」，顯示無論是以「管制」或「獎勵」水土資源保育方式，

其重要性高於促進當地開發。由於南勢溪流域治理問題牽涉眾多管理

權責單位，無法由單一部門來解決，現階段南勢溪流域管理方式應以

「維持現狀增加橫向聯繫機制」方案為主，長期則是朝「成立跨部門

專責管理單位」進行規劃。 

 

循證規劃、南

勢溪流域、開

放-封閉途

徑、分析網絡

程序法、政策

德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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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摘要 關鍵字 

決策 

工具 

林昭遠、 

鄭旭涵、 

林家榮 

2008 集水區環境

敏感區位劃

定系統在鄉

村區土地適

宜性評估之

應用 

水土保持學

報 40:4，頁

417-437 

由集水區的觀點，探討山坡地鄉村區實際土地利用，與現行法規所劃

定之環境敏感區位，是否有無法落實或必須檢討之處；同時比較一般

土地適宜性研究所採用之評估觀念，與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觀念

之差異。建置集水區環境敏感區位劃定系統，彙整各類土地利用環境

敏感評估準則，可迅速運算、客觀的提供集水區土地適宜性之空間分

佈及量化成果。 

環境敏感區

位、土地適宜

性評估、鄉村

區 

黃偉倫、 

孫立群 

2007 臺灣水資源

管理組織之

代理問題 

經濟研究

43:1，頁

93-127 

建立數學模型來模擬中央與地方在水資源管理組織的代理問題。在水

資源管理事務由地方執行、中央與地方的目標函數不同及中央與地方

的訊息不對稱等假設下，證明「經濟誘因」與「流域管理機構」是可

能的解決方案。 

水資源管理組

織、代理問

題、經濟誘

因、流域管理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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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論文題目 出處 摘要 關鍵字 

決策 

工具 

龐元勳、 

陳右達 

2007 結合「整合

性流域管

理」和「生

態系統管

理」觀念之

永續性國土

規劃：以頭

前溪流域為

例 

都市與計畫

34:3，頁

193-217 

以頭前溪流域為範例，運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實地規劃模擬。以河川

流域為單元，尋求整合性流域管理和生態系統管理之觀念，研擬分區

規劃架構，依此進行國土規劃，以建立生態永續、系統整合基礎，期

經由空間結構性調整，從根本處解決整體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複雜

問題。此以生態保育引導長期發展的非傳統規劃模式，能將社經發展

融入自然，建立系統化功能結構。 

生態永續、國

土規劃、生態

系統管理、整

合性流域管理 

 

 

 

 

 

 



 

 
118 

國外 
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期刊題目 出處 關鍵字 

整合治理 Paula Antunesa, Giorgos 

Kallisb, Nuno Videiraa, Rui 

Santosa 

2009 Participation and evaluation for 

sustainable river basin 

governance 

Ecological 

Economics, 68(4): 

931-939 

水資源管理、主要關係

人參與、水資源治理、

協商過程 

Claudia Pahl-Wostl 2007 Transitions towards adaptive 

management of water 

facing climate and global 

change 

Water Resour 

Manage, 21: 49-62 

適應性水資源管理、社

會學習、轉變過程、,

水資源管理制度、全球

變遷 

Asit K. Biswas 2004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 Reassessment 

Water International, 

29(2): 248-256 

整合性水資源管理、

IWRM、水資源典範、

有效率水資源管理 

Elizabeth Brabec, Stacey 

Schulte, Paul L. Richards 

2002 Impervious Surfaces and Water 

Quality: A Review of Curr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Watershed Planning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16(4): 

499-514 

集水區規劃 

社會參與 T Webler, S Tuler 2001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watershed Research in Human 公眾參與、方法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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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 

題分類 

作者 年 

(西元) 

期刊題目 出處 關鍵字 

management planning: Views on 

process from people in the field 

Ecology, 8(2): 92-102 水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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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臺灣位處颱風、洪水、乾旱、地震頻發地帶，極易

發生淹水、土石流等災害，威脅生命安全與經濟發展，

因此整合水源上游、中游、與下游河口的綜合型流域治

理，成為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江申、謝龍生，2010；

黃榮護、林明志，2008)。在嚴重風災的侵襲影響下，

行政院於西元 2008 年提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檢討報告」，針對淡水河、大甲溪、濁水溪及高屏溪四大

流域，提出以水患處理為核心的綜合型流域治理構想(圖

1)。 

  

圖 1、流域治理與水患處理 (江申、謝龍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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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制架構 

(一)台灣國土規劃體系 

    臺灣地區現行之國土計畫體系，由上而下依序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直轄市、縣（市）綜合發展計

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計畫，且土地依法令規定可劃分為國家公園土地、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然

而以上計畫當中僅有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具有法定效力，其他均僅具形式位階，以致台灣長期以來缺乏上位國土政

策指導方向，各層級間難以有效整合。 

    為因應全球化思維，確保國土永續發展，目前內政部正研擬國土計畫法(草案)，以其修正國土治理的長期偏差，

未來國土空間將從規劃、審議、執行到監督均納入同一組織系統架構運作，並重新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型態。 

    依國土計畫法草案之規範，國土計畫範圍含括陸域、海岸及海域三大部分，並確立國土計畫體系為全國國土計

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都會區域計畫、特定區域計畫，形成兩個行政層級的計畫體系(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且將全國土地劃分為四大功能分區，即國土保育地區、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

地區(見圖 2)。 

    在國土計畫法草案中並沒有直接明訂一個有關集水區及流域規劃的計畫，不過兩者皆有間接被包含在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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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流域的國土規劃可歸屬在全國國土計畫當中的特定區域計畫裡；而集水區包含在國土保育地區，因此受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管轄。 

 

 

  圖 2、現行與未來計畫體系比較(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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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域
管
理
事
權 

水利 

水資源開發 經濟部水利署 

水資源利用 自來水公司、農田水利會、台灣電力公司、台灣糖業公司 

河川整治與管理 經濟部水利署、地方政府 

河川砂石採取管理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礦物局、地方政府 

環境保護 
水質監測與管理 環保署、地方政府 

水汙染防治 環保署、地方政府 

林地與坡地
保育 

集水區森林保育與經營 農委會林務局、地方政府 

集水區坡地保育 農委會水保局、地方政府 

汙染源管制 

汙水下水道建設營運 內政府營建署、地方政府 

垃圾廢棄屋清運及管制 環保署、地方政府 

畜牧場管理 農委會畜牧處、地方政府 

工業區事業廢棄物及汙水處理 經濟部工業局、地方政府 

汙染源管制及排放許可管理 環保署、地方政府 

土地管制 
原住民保留地管理 行政院原住民會、內政部地政司、地方政府 

都市、區域計畫及建築管理 內政部營建署、地方政府 

(二)台灣水資源管理架構 

傳統上我國的水資源管理行政體系，

從中央至地方政府，任務分散於各個部門。

以中央政府而言，主要涵蓋四個部會：經

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委

會、行政院環保署。地方水權也常涵蓋各

類供水與廢水處理的主管單位(圖 3)、多

個地方縣市政府、土地所有權單位組織等 

(黃榮護、林明志，2008；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8)。

行政院組織改造仍在進行中，相關部門皆

尚未正式發布與落實。 

  

圖 3、臺灣流域管理事權體系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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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部會中，經濟部水利署的任務執掌與流域的

綜合水資源管理最為相關，其組織與權責為(圖 4)： 

署長一人，綜理署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副署

長三人，襄助署務； 

1. 設置綜合企劃、水文技術、水源經營、河川海岸、保

育事業、工程事務、水利行政、土地管理八組； 

2. 資訊、秘書、人事、會計、政風五室； 

3. 及水利防災中心、河川勘測隊，主掌其外務與內務工

作； 

4. 設水利規劃試驗所、十個河川局、三個水資源局、臺

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5. 負責全國水利事業之水區保育、治理、管理、調查、

試驗、研究及規劃事項。 

 

 圖 4、經濟部水利署組織圖 (經濟部水利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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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流域工程治理、行政管理及土地開發等有關之法規相當分散，

缺乏整合性之架構。如「水利法」、「森林法」、「河川管理辦法」、「水

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地方自治法」、「都計法」、「水患治

理特別條例」等，法規之間彼此互相衝突與牽制，形成治理上的問

題，因而產生推動整合式流域治理的思維 (江申、謝龍生，2010)。 

目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已開始推動流域治理制度(圖 5)，在

中央有西元 2011 年核定的「行政院重要河川流域協調會報設置及

作業要點」，為協調整合國家重要河川流域內的資源永續管理，特

別設立「重要河川流域協調會報」，以追蹤、推動、協調相關事務

辦理的情形。至於流域治理的專責機構，目前僅有任務編組型態的

流域管理委員會，包括高屏溪與淡水河兩個流域管理委員會，其法

源基礎分別為行政院於西元 2010 年修正的「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及西元 2011 年臺北市政府制定的「淡水河流域管理

委員會設置要點」。 圖 5、經濟部水利署全國水資源管理機關轄區範圍圖 

(經濟部水利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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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國流域 
臺灣的河流分為重要河川與縣市管河川，其中淡水河流域、大甲溪流

域、濁水溪流域、高屏溪流域，為四大優先推動流域綜合治理的重要河川

流域(圖 6)。 

 

圖 6、重要河川圖(左)、縣市管河川圖(中)、臺灣全國流域圖(右) 

(專書彙整) 

縣市界 

流域管理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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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屏溪流域 
(一) 流域情況 

高屏溪總長 171 公里，流域面積 3257 平方公里，是全國流域面積

最大的河川，也是高雄市近 260 萬人口的飲水來源。高屏溪流域內有本

流、隘寮溪、荖濃溪、濁口溪、旗山溪及美濃溪等主支流。流域跨屏東

縣和高雄市，共 25 個鄉鎮市 (圖 7)， 

流域內山坡地面積占 81%，平地則僅占 19%，故上游集水區保護

與治理是主要的工作。流域內以高屏溪為主流、旗山溪、荖濃溪、隘寮

溪為支流，分為四個集水區，土地利用類別主要為國有林班地、保安林

地及原住民保留地。流域內的供水用水庫有中正湖水庫，具有灌溉、防

洪與觀光等用途，供水以川流水和高屏溪攔河堰直接引水為主。 

 
圖 7、高屏溪流域位置圖 

(經濟部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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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 

西元 2001 年行政院核定成立「高屏溪流

域管理委員會」，成為國內第一個以流域管理

觀念成立的溪流專責機構，該委員會未來也將

以成立「高屏溪流域管理局」為目標。 

目前管理委員會僅為任務編組單位，缺乏

計畫執行及專責管理的職權，承接有關高屏溪

所有相關事務，以維護水源、水質及水量為第

一要務。工作任務包括建立流域管理及溝通協

調機制、辦理策劃、推動及追蹤管制高屏溪流

域整體治理計畫，執行稽查防制、取締水污染

及危害河防安全行為等。  

圖 8、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中華民國水利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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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結構有經濟部次長兼任之召集人一位，經濟部、環保署與

農委會相關局處署長兼任之副召集人三位，委員 25 人。另有經濟部

派員兼任之執行長一人、相關局處署派員兼任之副執行長三人、聯合

稽查大隊 104 人、行政室 12 人、管理組 10 人、綜合企劃組 10 人(圖 

8)。 

 

(三) 綱要計畫 

西元 2009 年經濟部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提出「高屏溪流域整

體治理綱要計畫(草案)」，定位為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之整合型上位計

畫，計畫編撰是以短程之「高屏溪流域整治綱要計畫」(91~94 年)

及中程之「高屏溪流域 95~97 年整治綱要計畫」執行之成果為基礎，

先訂定流域整體治理之願景目標，再全方位擬定達成願景目標之績效

指標值，及工作量指標值(圖 9)。 

 
圖 9、高屏溪流域概況圖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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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高屏溪流域 95~97 年整治綱要計畫」以及長程

「高屏溪流域整治綱要檢討計畫(100-103 年)規劃報告」的

計畫擬定流程，是透過基本資料收集及統計分析，提出整治

的工作計畫項目。最後分析與執行的成果，經彙整檢討之後，

形成綱要計畫草案(圖 10)。草案中所設定之願景目標為 (經

濟部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2009)： 

 永續河川－水土資源應在自足原則下永續有效合

理利用； 

 安全河川－河川、排水、集水區水土災害有效治理

防災； 

 潔淨河川－提升污染處理管制效率、潔淨水源水質

水量； 

 自然河川－維護河川自然環境景觀、改善生態系統

完整。  
圖 10、高屏溪流域整治綱要計畫檢討流程 

(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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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計畫 

西元 2002 年行政院核定之「高屏溪流域整治綱要計畫」包

括水資源開發利用、水污染防治、洪災防治、集水區經營及綜合

發展等五大項。西元 2009 年的綱要計畫草案，則增加環境生態

景觀的考量。工作項目區分為水資源開發利用、水質改善、水患

災害防治、集水區經營、環境生態景觀營造及綜合業務等六項 (表 

1、表 2、表 3、圖 11)。 

 

1. 水資源開發利用：水庫越域引水工程、集水管工程、管線汰

換、節約用水、農業用水合理化； 

2. 水質改善：生活汙水接管、興設汙水下水道系統、豬隻養殖

管制、非點源農業與工廠汙染管制改善、興建淨化水質改善

設施、汙染稽查管制與水質監測、「武洛溪資源循環型生態

農村示範區計畫」、自來水水質改善； 

 

高屏溪流域
治理 

綜合業務 

環境生態
景觀 

集水區 

經營 

水患災害
防治 

水質改善 

水資源 

開發利用 

圖 11、高屏溪流域整治工作項目 

(高屏溪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草案)，2009，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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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患災害防治：河川防災治理、排水改善、都市雨水下水道改善、橋梁改建； 

4. 集水區經營：水土保持、造林與崩坍地處理等沖刷土石產量管制，河川砂石採取總量管制； 

5. 環境生態景觀：高灘地綠化與多功能利用、綠美化防水建造物、連結社區公共設施改善計畫及自行車專用車道

系統、生態系統改善、生態棲地與自然淨化水質設施維護、河川生態調查、復育、防浪林與生態緩衝區復育、

出海口揚塵改善； 

6. 綜合業務：教育、宣導、提升聯合巡防效率、機關合法化、建置流域管理專責機關及水情中心。 

 

「高屏溪流域 95~97 年整治綱要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經濟部水利署第七河川局復於西元 2009 年，依據「高

屏溪流域整體治理綱要計畫(草案)」上位計畫，提出「高屏溪流域整治綱要檢討計畫(100-103 年)規劃報告」，檢討

前期各項需求指標的執行表現，辦理未來流域治理的執行計畫。針對流域內已執行計畫進行檢討分析，並評估及研

擬未來計畫，編撰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規劃檢討報告，再編寫高屏溪流域整治綱要檢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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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高屏溪流域整體治理各項工作執行分工表—上 

要項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主管機關 執行機關 配合機關 

規劃及

行政程

序作業 

綱要計畫規劃編撰 經濟部 高屏會、水利署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特別條例立法 經濟部 高屏會、水利署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編訂特別預算 行政院主計總處 水利署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成立推動及管考機制 經濟部 高屏會、水利署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 

綜合 

業務 

加強有害河川流域環境生態行為之防治取締 經濟部 高屏會 水利署 

舉辦說明會、研討會 經濟部 高屏會 水利署 

強化愛護河川宣導工作 經濟部 高屏會 水利署 

爭取立法使河川流域管理權責及機關法制化 經濟部 高屏會、水利署  

新建高屏溪流域管理及水情中心 經濟部 高屏會、水利署  

環境生

態景觀 

高灘地綠化及多功能利用 經濟部 水利署  

景觀改善 經濟部 水利署  

特定物種復育 經濟部 水利署 行政院農委會 

景觀環境維護管理 經濟部 水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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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屏溪流域整體治理各項工作執行分工表—中 

要項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主管機關 執行機關 配合機關 

水資源

開發利

用 

高屏大湖工程、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 經濟部 水利署  

高屏溪取水設備增設及改善計畫 經濟部 台水公司  

竹子寮取水站及翁公園淨水場集水管工程 經濟部 台水公司  

澄清湖水庫淤泥清除 經濟部 台水公司  

磚子窯至澄清湖第二條導水管工程計畫 經濟部 台水公司  

強化現有水源利用效率 經濟部 水利署、台水公司  

積極推動節約用水 經濟部 水利署、台水公司  

加速老舊管線汰換、提升抄見率 經濟部 台水公司  

農業用水合理化 行政院農委會 高雄水利會、屏東水利會 水利署 

水質 

改善 

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及接管率 內政部 營建署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畜牧養殖總量管制 行政院農委會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水利署 

非點源污染管制改善 行政院農委會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水體水質改善處理 行政院農委會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水利署 

污水自然淨化處理 行政院農委會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水利署 

自來水水質改善 經濟部 台水公司 水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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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屏溪流域整體治理各項工作執行分工表—下 

要項 計畫名稱/工作項目 主管機關 執行機關 配合機關 

水患災

害防治 

排水改善工程 經濟部 水利署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河川治理 經濟部 水利署  

高屏溪防災預警系統 經濟部 水利署  

省道橋樑改建 交通部 公路總局  

高雄縣橋樑改建 高雄縣政府 高雄縣政府  

屏東縣橋樑改建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  

集水區

經營 

集水區土石產生量管制 行政院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林務局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林地覆被改善 行政院農委會 林務局  

坡地崩塌治理及水土保持 行政院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 高雄縣政府、屏東縣政府 

林地崩塌治理 行政院農委會 林務局  

土石流溪流防治 行政院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  

土砂輸出攔阻 行政院農委會 水土保持局  

土砂生產總量管制 經濟部 水利署  

(經濟部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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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淡水河流域 
(一) 流域情況 

淡水河源於中央山脈北端標高 3,529 公尺的品田山，長度約 159 公里，流域面積約 2,725 平方公里，其水系由

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三峽河、景美溪和支流匯集而成。流域內可分為四個集水區，包括上游面積 760 平方公

里的石門水庫集水區、中游面積 1,163 平方公里的大漢溪流域、面積 910 平方公里的新店溪流域、下游面積 490

平方公里的基隆河流域。 

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為 2,966 公厘，現有石門水庫、翡翠水庫等兩座大型多功能水庫，兼具防洪、水資源、發

電、灌溉等用途；新店溪上游有自來水用途的青潭、直潭水壩，發電用途的桂山壩、粗坑壩；大漢溪上游有水資源

調配的鳶山堰、後村堰等攔河堰；基隆河河水因受工業廢水與上游開採煤礦嚴重污染，水資源利用少。 

淡水河流域是高度開發的都市化流域，流經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基隆市、新竹縣及宜蘭縣行政區，其中

臺北盆地所構成的臺北都會區，是全國政治、經濟核心所在的首都圈。淡水河流域人口約為 600 萬人，約佔全國人

口的 1/3 到 1/4 之間，平均人口密度每公里約 2,500 人，農業區僅佔 11%。 

 



 

 
20 

(二) 組織結構 

2011 年臺北市與新北市聯合設立的「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負責協調整合淡水河流域之治理與管理及河川

區域之水污染防治事宜。「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是任務編組的組織型態，作為中央政府成立淡水河流域專責管理

機構—「淡水河流域管理局」成立之前，推動流域治理的協調整合平台(圖 12)。根據「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設置

要點」，其任務是：從法制、預算、業務、組織與人力面評估及推動成立淡水河流域專責管理機關；於淡水河流域專

責管理機關成立前，在政策面與執行面協調流域治理與管理、河川區域水污染防治及其他相關事項(圖 13)。 

委員會設委員 25 至 29 人；置共同召集人 2 人，由臺北市與新北市副市長 1 人兼任；副召集人 2 人，由臺北市

及新北市秘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臺北市及新北市派員兼任： 

1. 臺北市代表：工務局局長、都市發展局局長、環境保護局局長、翡翠水庫管理局局長。 

2. 新北市代表：水利局局長、城鄉發展局局長、環境保護局局長、農業局局長。 

3. 其他機關代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桃園縣政府、新竹

縣政府、基隆市政府。 

4. 學者專家代表：由臺北市及新北市聯合聘任各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 6 至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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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淡水河流域治理的近程(左)與長程(右)組織架構 

(自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暨發展教育基金會，2009：專書彙整) 

7個夥伴政府：中央、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基隆市、宜蘭縣政府 

淡水河流域委員會 

委員共25-29人 

工作小組 
設置執行秘書2人、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7個夥伴政府：中央、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基隆市、宜蘭縣政府 

淡水河流域管理局 

辦公室 

設置行政幕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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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運作模式圖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暨發展教育基金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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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整體
治理議題 

管理組織
議題 

國土規劃
議題 

防救災 

議題 

水資源 

利用議題 

河川環境
利用議題 

(三) 綱要計畫 

目前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的綱要計畫尚無法定版本，依據經濟部

水利署的「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成果報告」，綱要計畫內容

包括：計畫緣起、淡水河流域概述、變遷與挑戰、議題剖析、綱要草

擬及預期成效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暨發展教育基金會，2009)。 

1. 淡水河流域概述：概述流域的基本資料及自然、人文環境； 

2. 變遷與挑戰：蒐集淡水河流域災害紀錄與相應治理計畫， 

並就現行政策、治理策略及方案進行檢討，歸納未來之挑戰

課題； 

3. 議題剖析：收錄待釐清課題，作為綱要計畫擬定之依據說明； 

4. 綱要草擬：擬定願景目標、執行策略、執行機制及績效指標。 

 

 

  
圖 14、淡水河流域治理議題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暨發展教育基金

會，2009，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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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治理所涉及的議題則有五項(圖 14)： 

1. 管理組織：由於政府治理水資源的事權分散，需要協調的有集水區內翡翠水庫、石門水庫兩大水庫的相關治理組

織，河川河段的各個管理單位，並且建立夥伴政府關係。 

2. 國土規劃：目前由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和國家公園計畫等體系並行的土地使用管制方式，需要國土計畫做為綜合

指導的架構，並從流域整體治理的觀點，研析國土計畫的擬定。 

3. 防救災：水災與旱災兩大重點，包括將「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的運作，與行政院內政部的災害防救辦公室

與災害防救會報的體系相結合，並且結合旱災減災作業計畫的工作項目。 

4. 水資源利用：配合西元 2009 年行政院核定之「臺灣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針對氣候變遷對缺水的威

脅、設施永續性、用水效率、彈性調度管理、多元水源開發、用水環境、水利產業等目標，修訂相關法規與整合

辦理淡水河流域的節約用水、集水區保育、集水區整治、設施改善、水源開發、供水工程等計畫。 

5. 河川環境利用：從都市化流域治理的角度，探討河川環境的需求層面，包括生存、安全、用水、土地開發、交通、

遊憩、環境教育、生態保育及汙染物排放承載等議題；河川環境的供給層面，水量、河岸高灘地空間、生物棲地

和自淨能力等；以及河川環境利用與營造時，水域、陸域、水陸交界處的活動與行為產生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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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計畫 

防洪計畫 

觀光遊憩
計畫 

環境營造
計畫 

水資源計
畫 

開發計畫 

水污染防
治計畫 

(四) 執行計畫 

淡水河流域治理需要整合的執行計畫包括下列數項(圖 15)： 

1. 防洪計畫：淡水河流域防洪指揮中心 (圖 16)； 

2. 集水區整治計畫：石門水庫集水區整治、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3. 水資源計畫：川流水、地下水、水庫作為保育、工業、生活與農業用水； 

4. 水汙染防治計畫：汙水下水道、汙水處理廠、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人工濕地與礫間接觸曝氣氧化)； 

5. 觀光遊憩計畫：河岸綠美化、自行車道系統、水域和碼頭設施； 

6. 航運計畫：藍色公路； 

7. 環境營造計畫：河川保育區、自然資源利用區、 

  人工經營區的環境整體規劃； 

8. 石門水庫土地利用計畫； 

9. 五股疏洪地區與社子島開發計畫； 

10. 基隆河系橋梁改善計畫。 

 

 圖 15、淡水河流域治理執行計畫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暨發展教育基金會，2009，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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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淡水河流域水利設施位置(左)與洪水預報配置圖(右)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暨發展教育基金會，2009；黃恔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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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民眾參與的管道，該

計畫設置了「淡水河流域整體

治理規劃—紀錄與探討關於淡

水河流域的大小事」之網路平

台，以部落格形式建置 (圖 17)。

平台網頁發布淡水河流域的相

關資訊，民眾則能留言或發表

文章提出意見與建議。網站中

的資訊有公共參與、專訪場次、

工作坊、相關法律、如何發表

文章、淡水河介紹等。 

                       圖 17、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規劃網站圖 (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規劃,截圖日期:201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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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民眾參與流於形式或呈現失焦的問題，該計畫強調採用的民眾參與方式，是利用「邏輯框架法」(Logical 

Framework Approach)的概念與流程進行。此法在引導公眾參與公共治理議題時，能夠有效聚焦於核心問題、目標、

策略層面，最後發展出解決議題的團體決策方法 (Norad, 1999)。其進行的順序為： 

1. 「問題樹狀分析」（Problem Tree Analysis）：採用負面形式描述問題，由利益相關團體進行小組討論，腦

力激盪目前遭遇的問題；再釐清問題核心、起因與衝擊；最後確定整個邏輯架構有哪些的限制，並註記於邏

輯框架矩陣表中。 

2. 「目標樹狀分析」（Objective Tree Analysis）：採用正面型式描述問題，以問題樹狀分析圖為底，使用相同

架構，但將問題的起因改為解決的手段，問題的影響改為解決問題的目標。 

3. 「策略應用選定」（Selection of preferre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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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石門水庫集水區 
(一) 流域情況 

石門水庫集水區位在淡水河上游，是大漢溪流域的一部

分，集水區內的水系源於雪山山脈，匯流至石門水庫的阿姆

坪後，以大漢溪為主流，河流總長約 353 公里。集水區面積

約為 76 平方公里，跨桃園縣、宜蘭縣、新竹縣(圖 18)。集

水區內除了西北端為低緩的丘陵之外，其餘均為海拔 135

公尺至 3500 公尺之間的山岳。石門水庫是桃園地區主要的

供水來源，為多目標水利工程，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

與觀光之用途。集水區內的年平均降雨量約為 2,350 公厘，

國有林班地面積占集水區總面積 72%，山坡地及原住民保

留地面積占 26%。 

  
圖 18、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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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內受地震、颱風影響，發生多次嚴重土石流災害，導致水庫淤積，嚴重影響水庫的容量及使用年限。為

了解決水庫淤積問題，西元 2006 年立法院通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以特別法的位階確保上游集

水區的環境保育和穩定供水之能力。並依據該條例第三條，研擬「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以上游集水區的

土地使用管理及防災監測等非工程手段為主，山坡地治理為輔，期透過水庫及集水區的上、中、下游分層治理達到

保全水庫供水功能、延長水庫壽命、穩定集水區環境的目的。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更於西元 2009 年擬「石

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推動石門水庫的治理管制。 

(二) 組織結構 

「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乃是依據區域計畫法之規定，研擬計畫、辦法及相關法定程序，策略

性運用區域計畫法作為計畫法源，期能為「北部區域計畫」所參考，納入區域計畫檢討的過程中。並且依據「石門

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例」及行政院核定通過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以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集水區保育治理工作分組」第 13 次會議決議，研擬計畫內容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009)。 

現階段石門水庫集水區的治理，並不存在整合型的專責管理機構，因此採用區域計畫的擬定程序。計畫主管單

位亦為區域計劃的擬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區內的土地使用管理權責單位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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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集水區計畫 

計畫的基本精神是利用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檢討現行的土地使用分區，

並提出土地使用規劃草案。以集水區環境條件為基礎，落實集水區的土地使用

管理。計畫內容與程序如下(經濟部水利署，2009)： 

1. 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現況調查，主要將土地使用分為生活及生產空

間兩大類別進行； 

2. 完成集水區之環境敏感地及土地適宜性分析，瞭解集水區內之環境脆弱

程度及可供生活或生產使用的適宜空間分布(圖 19、圖 20)； 

3. 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調整，分為都市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設定調整原則，

主要針對非都市使用分區，獲得檢討調整後之使用分區； 

4. 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調整，檢討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國土

保育範圍非都市土地容許使用項目檢討。 

 圖 19、檢討調整後之使用分區 

(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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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 坡度分布 地質分布 集水區水文 原住民保留地範圍 

     

農委會管制範圍 水利署管制範圍 環保署管制範圍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範圍 天然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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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野鳥濕地分布 國家重要濕地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現況 道路分布 

     
土石流潛勢溪流分布 崩塌地分布 超限利用分布 生活土地適宜性 生產土地適宜性 

 圖 20、土地適宜性分析圖層 

(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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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調整原則 

集水區內有四個都市計畫區：巴陵達觀山

風景特定區位於中海拔山區（海拔 500-1500 

公尺）；其餘三個都市計畫區多位於低海拔山區，

計畫擬定機關為桃園縣政府。 

經分析四個都市計畫區內的山崩潛勢(圖 

20)，建議檢討旅館區和商業區的經營狀況，變

更地質災害區為保護區，並劃定水庫保護帶或

特定水土保持區。 

 

 

 

 

  

  
復興都市計畫區山崩潛勢區分布 巴陵達觀山風景特定區山崩潛勢區分布 

  
小烏來風景特定區山崩潛勢區分布 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山崩潛勢區分布 

圖 21、四個都市計畫區山崩潛勢區分布圖 

(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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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調整原則 

集水區內非都市土地占 88%，面積最大，且以原

住民部落居多，因此計畫採用四種土地使用分區類別：

鄉村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圖 22)，

建議個別的土地使用分區調整原則。 

原住民保留地內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者，調整為

「鄉村區」，並配置適當公共設施。聚落外圍農業用地

之聚集面積達一定規模者，調整為「一般農業區」。地

質災害地區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森林資源須保護

者，變更為「森林區」，河川安全需管制者，變更為「河

川區」。 

 

 

 
圖 22、石門水庫集水區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規劃示意 

(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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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修訂建議 

非都市土地分為「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河川區」、「風景區」、「鄉村區」及「一般農業區」六種使用分

區，進行用地及其容許使用項目之檢討建議。 

 

(四) 執行計畫 

儘管該計畫定名為「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但由於依賴土地使用管制系統，在實踐整合型流域治理精神上仍有

不足。計畫草案的內容，仍是著重於單一治理層面：土地使用管制調整，尚未能從綜合治理議題上思考共同的解決

辦法，也欠缺將各個相關公私部門的權責與配合事項列明，以作為主管機關協調與督導時的依據。雖然集水區被細

分為四個次集水區：三光溪集水區、泰瑞溪集水區、玉峰溪集水區、白石溪集水區，卻無任何針對四個次集水區的

執行或發展計畫內容。 

針對未來的執行計畫，僅簡短建議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其目的事業辦法進行管制，研擬可行之配套措

施（如社區林業推行）。未來的執行方式，乃是利用「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作為集水區整體土地

使用管理的架構，協調集水區內部的相關公私部門，以符合原本目的事業辦法的方式，配合共同達成集水區治理的

整體目標。 

避免超限利用造成的土石流災害為計畫擬定的主要目的，因此所擬定的未來短、中、長程配套措施，亦僅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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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擬土地利用管理策略： 

1. 短期：限制土地利用的強度與密度，加強防災訓練與演習，勸導和取締違規使用與超限利用行為。 

2. 中期：檢討與修正相關法令、增加生態或環境衝擊評估，並對遷移提出補償措施與標準。 

3. 長期：配合「原住民部落遷建先期計畫」，輔導遷移與森林復育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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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例啟示 
我國的流域治理目前存在幾個問題面向，使流域治理相關工作的推動存在許多障礙，如何確保水資源合理開發、

維護生態環境、促使水資源永續發展等，仍有待多方面的努力。謹就研讀此案後獲得之幾點問題及建議提出如下： 

 

(一) 流域治理單位權責分散 

問題:我國目前在流域治理的實際工作權責，主要有水利署、農委會、營建署及地方政府，其餘如原民會、林務

局、水土保持局、各水庫管理單位等均有涉及，主要依從土地管轄權；從「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淡

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來看，流域管理委員會僅為任務編組單位，缺乏計畫執行力及管理職權，換言之，

基於現行法規架構，台灣的水資源流域治理並無實際專責之中央機構，且流域治理權責分散於各部門，規劃執行之

協調溝通及實際推動，常因此而降低執行效率。 

建議:中央宜成立流域治理專責機關，非臨時性的任務編組，負責協調各目的事業機關與地方政府，並策畫推動

集水區的經營治理計畫。初期建議可由經濟部水利署轄下各河川局依各管河川所經流域區分兼辦，並擔任協調及整

合規劃工作；後續再檢討專責機關之角色，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適度提升位階，將流域治理的相關工作變為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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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例行性化，每年持續規劃檢討及實施推動相關工作，應能有成。 

 

(二) 流域治理執行尚無專法 

問題:目前我國並無執行流域治理之專法，相關執行法條實分散於水利法及相關子法，如河川管理辦法、地下水

使用辦法等；至有關流域治理之相關法規多屬行政命令，如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莫拉克颱風災區河川洪氾區

土地使用管制辦法等。水利法及其相關子法雖屬法律位階具有執行效力，但缺乏整體流域治理之概念，亦未明定流

域治理相關計畫及實際工作之執行依據，故水利法無法體現流域治理之全貌；至於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莫拉

克颱風災區河川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等此類行政命令之法規，雖較具整體性，因僅為特定流域量身訂作，並不

適用其他流域，且較無強制約束力。故欠缺執行專法是我國流域治理目前面對的重要課題之一。 

建議:要落實有效率的流域治理規劃，宜另行研擬流域治理專法，以做為未來我國進行流域治理工作之法源依據；

至現階段或可藉由區域計畫為法源依據，將流域治理觀念及相關工作逕納入區域計畫，先行另立子法或相關施行細

則據以推動辦理，且區域計畫範圍與流域治理範圍較為相近，在實務工作推動上應較為順利。 

 

(三) 流域治理應導入「承載力」概念 

問題:「水」是大自然賜予萬物寶貴的生命泉源，沒有水，則萬物不活，是以水之於萬物生靈的重要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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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自然賜予萬物的水，雖是生生不息循環不已，但也有一個上限，就如土地有使用面積、地力的上限，水源的供

給，也有上限。而水資源的獲得，除了地面水之外，也還包括地下水，因此流域治理的面向，亦應把地下水源納入。

過去台灣由於地形山高水湍，因此想要把水源留住，多仰賴水庫的興建；但事實上增加地下水源的涵養，所能提供

優質的水源及水量，或許比興建水庫所需耗費的社會、經濟、環境成本更具效益。 

建議:在流域治理的相關計畫上，也應該導入水資源「承載力」的觀念，與土地承載力一起納入計畫考量，據此

指導流域範圍內的土地使用與產業發展等面向，應可更為明確的界定地域開發強度，避免出現超載負荷的使用失控。 

另外，以下分別將本專書中高屏溪流域、淡水河流域以及石門水庫集水區這三個案例與其他國家的流域治理參

考案例作綜合比較，從中了解台灣與其他國家處理方式上的差異，以找出適合台灣參考借鏡的地方。 

 

(一) 高屏溪流域： 

委員會的成員均為中央政府相關部會派員兼任，若與同樣設於中央層級的美國「德拉瓦流域委員會」相較，最

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德拉瓦流域委員會」的權責，賦予該組織一種區域政府的形態，使其能在委員會的合議制度下，

進行實質的政策制定、方案擬定、活動管理等任務。也就是擁有較為完整的權力，得以實踐其流域計畫，而這是「高

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所缺乏的。雖然為了彌補缺乏執行能力的組織限制，在「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綱要計畫(草案)」

中，特別將各項執行工作，作了明確的分工表，列明所有執行工作所屬的主管、執行與配合機關的名稱，由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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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相關機構執行。 

這樣的模式，似乎又與英國「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中，將計畫的執行與配合單位界定清楚的方式，具有相

似性。但是，最主要的差距仍在於「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是具有單一主管機關，也就是「環境署」的泰晤士區

域分署，有權採取行動改善或解決流域問題；在「高屏溪流域整體治理綱要計畫(草案)」中，各個執行工作卻仍然

分屬於不同的主管機關，並且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僅在宣導和推動流域治理的工作項目上，為與水利署同等的執

行機關，在其他實質的執行項目上，完全不具管理與執行的權限。英國本具有施行中央集權控管流域活動的傳統，

而我國水利署設置的河川局、水資源局和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也具有類似的意義。若後續有強化此類中央政府層級

之委員會權責的必要性時，或許可以仿效美國頒布「潔淨水法」的中央集權式規範精神，也就是將全國水體管轄權

收歸中央所有，區域或地方僅有託管之責任與義務，因此必要時，中央得設置各類專責管理機構，收回特定管轄權

限，提高流域治理的效能。 

(二) 淡水河流域： 

至於「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由於是地方政府層級的任務編組，形式與功能上與德國地方自治市政府聯合設

置的跨市協會組織相仿，是任務型的委員會，具有與工作小組合作，共同解決流域型水資源管理議題的組織型態。

但是目前該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評估與推動流域專責管理機構的成立，以及作為流域內兩個地方政府，在政策發展

與計畫執行上的協調角色，確實能夠作為引導流域發展的「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則尚處在準備階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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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還未形成草案，因此欠缺可供檢視的流域治理雛形。 

不過，從國外案例中高度重視的民眾參與議題來看，「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在計畫準備階段所舉辦之

工作坊及設置的「淡水河流域整體治理規劃—紀錄與探討關於淡水河流域的大小事」網路平台，在某種程度上呈現

了將民眾參與機制納入流域治理規劃過程的企圖。特別是該網站又強調這項計畫是利用「邏輯框架法」的概念與流

程，作為引導民眾參與，以達到團體決策的目的。能夠提出這樣的概念，在我國傳統上較為欠缺深度民眾參與的計

畫準備過程中，已屬特例，但是由於實際執行的程序與細節尚未公布，執行成效的評估仍有待進一步分析。從有限

的網站資訊上檢視，由於網頁未能清楚說明其設置目的、主管機關、計畫內容和計畫準備程序等資訊，因此在檢視

該計畫的準備與擬訂邏輯時，欠缺機關權責或制定目標等憑據來判斷計畫的可行性與合適性。這種缺乏透明度的作

法，與日、美、英案例在準備正式河川或流域管理計畫的程序上，呈明顯差異。 

(三) 石門水庫集水區: 

最後，落在淡水河流域中，集水區層級的「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其在流域治理架構中的位

階，與「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下 17 個集水區計畫、「蘇格蘭流域區管理計畫」下的 6 個集水區計畫相似。但是

該計畫的差別在於特別強調單一治理層面，也就是土地使用管制調整，著重在利用土地適宜性分析，檢討集水區內

現行的土地使用分區與管制方式。這種作法在我國現行的規劃系統中，有其重要性，尤其對於以超限利用造成災害

風險的集水區而言，根據美國 EPA 的流域計畫發展手冊內容來看，符合最基本的步驟，也就是必須事先能確認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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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與復育需求的地區，才能進一步發展各種集水區治理任務。因此「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確實依

據了地理資訊分析結果，給予該計畫在執行時，必須回歸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則的調整建議之基礎。但是，積極配

合現有制度條件的計畫型態，卻也因此暴露了我國規劃體系上，過度依賴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僵化作法，極易阻礙

從綜合性流域治理角度，思考解決流域型問題的各類辦法，因此形成流域治理精神發揮的一大障礙。 

若是「石門水庫集水區特定區域計畫（草案）」在土地適宜性分析的重點之外，又能大幅增加對於綜合型資源管

理及其他利益關係者和民眾意見整合機制等內容，便能具有類似「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所發展的雙流域計畫型態，

也就是將「環境影響聲明」整併在「整合型資源管理計畫」內容中，以確保流域發展經濟的同時，不會對環境造成

不可接受的負面影響。 

 

水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天然資源，使之能永續利用，也是人類應盡責任。我國水資源的保護及利用，除需加強流

域治理與集水區規劃外，對相關計畫概念、科技發展與建立自然資源永續利用開發的共識，都是必須面對的重要議

題。水資源的永續利用觀念一旦使全民達成共識，則流域治理的壓力將會相對減輕許多，我們的自然資源、環境生

態，在未來亦將更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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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西元 1940 至 50 年代，日本的水資源管理政策首次聚焦在兩大目標上，也就是保護人員和農業免受水患威脅，

以及供給家戶、工業和農業安全且充足的飲用水。到西元 1960 年代，在快速工業化與人口成長的背景下，水質問

題開始受到重視，政策轉向擴大考量如何舒緩工業汙水排放對環境的衝擊與廢水集中處理等議題 (Wagner et al., 

2002)。 

 

西元 1977 年修訂河川法，訂定日本的河川治理架構，以治水、利水和環境作為三大目標，並且提供一個完整

的制度落實這三大目標 (ARRN, 2011)。西元2001年的修法和行政組織重組，更進一步在國土交通省下設置河川局，

負責河川治理，包括制定河川環境的保全政策、水相關之防災政策、建設與管理高規格堤防、水壩等河川工程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8)，並劃分清楚各級河川行政管理權限的歸屬 (陳秋楊，2002)。尤

其自西元 1965 年起的全國綜合開發計畫，目前已經發展到第五個的計畫階段，於西元 1998 年提出的第五次全國

綜合開發計畫，針對西元 2010 至 2015 年的國土發展目標，提出流域治理的概念，透過流域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參

與和協調，實現改善國土環境的目標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8)。河系環境綜合管理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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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開始浮現，政策發展開始將各種管理與規劃問題整合在一個架構中，包括河川改善計畫與都市規劃的結合、河

川管理的治理問題、民眾參與、自然復育等 (ARRN, 2011)。 

  

  
圖 1、日本河川法修訂過程與新舊河川整備計畫制度比較圖(ARR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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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制架構 
(一) 國土規劃體系 

日本國土規劃的中央單位為國土交通省(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MLIT)，其

下設有國土審議會(The National Land Council)做為研究制定國土利用、開發及保存相關政策之機構。國土規劃法

令以國土形成計畫法(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ct)以及國土利用計畫法(N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Act)為主，

並依據此兩款法律制定國土形成計畫(National Spatial Strategies)以及國土利用計畫(National Land Use Plan)，兩

者相輔相成。以國土形成計畫(National Spatial Strategies)來看，其考量國土資源的利用及保護、海域的利用及保

護、自然災害的防備與減輕、都市及鄉村的規模及配置、產業發展、基礎公共設施、文化觀光、創造國土良好環境

等議題，具有長程的願景目標，提供日本全國土地發展的指導原則。其中，創造一個具抗災能力的安全國土結構即

為此國土形成計畫的目標之一。(國土交通省,2008) 

另一方面，為了增加地區的自主性，國土規劃在國家層級底下分為 8 個跨都道府行政界限的區域，由國土交通

省、相關政府單位、區域內各地方政府等共同檢視其地理特性、設施需求、以及其在日本國內及國際上的地位後制

定區域計畫，此區域計畫即為各參與單位的共同願景。多元且各具特色的區域整合一體即為日本的國土結構，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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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軸線的國土利用發展。區域計畫中除了必需考量基盤設施供應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之外，仍需制定防災、救災、

穩定的水資源供應等對策。(國土交通省,2008) 

另一方面，與國土形成計畫平行的國土利用計畫(National Land Use Plan)著重在統整全國的土地使用，以創造

全民福祉及保存自然環境。國土利用計畫的三個層級為國家級、都道縣府、以及市級。全國國土利用計畫由國土交

通省聽取都道縣府政府以及國土審議會意見之後制定，內容說明全國的土地分區以及目標。都道縣府層級的土地利

用計劃由都道縣府政府制定，將土地分成都市地區、農業地區、森林地區、自然公園地區、自然保全地區等。而市

級土地利用計畫則以都道縣府土地利用計劃為基礎下發展。（圖二） (國土交通省,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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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日本國土利用計劃體系（資料來源：國土交通省,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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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川治理體系 

日本的河川治理制度主要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個層級：第一階段是在中央層級考量各種相關的專業議題下，確立

整體河川規劃管理政策的原則，第二階段則是在地方層級，確保相關的計畫方案得落實中央政策原則，達到河川法

設定的三大目標。行政機關的各種河川治理方針都需要諮詢「社會資本整備審議會」。該審議會的位階是屬於中央內

閣部會的層次，由中央政府「國土交通省」(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MLIT) 所統

管，由學者專家及相關利益關係人代表所組成，負責提出「河川整備基本方針」，提供中央政府治理河川的規劃管理

原則。至於具體的規劃管理計畫則是由地方的「流域委員會」審定，流域委員會通常是由跨領域的專家學者所組成，

對於地方行政機關提出的計畫草案加以審議並提出建議。同時，這些資訊也會詳細而完整地發布於網站上，或透過

公聽說明會等活動，徵求對於這些計畫草案的意見，增加民眾參與的程度。 

西元 2001 年行政組織重組後，河川組織架構又分為四級，中央的「國土交通省」下有「河川局」統籌全國水

利行政，再依據行政區劃分管理範圍，設立十大「開發/整備局」，其下再依據個別河川流域或水壩集水區範圍，設

置「河川事務所」等管理單位。雖未於政府層級第一級設置全國性流域專責管理機構，但是有位於第四級的「河川

事務所」負責實際的流域管理事務(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8)。以「京濱河川事務所」為

例，是區域層級的「關東地區整備局」之下，屬於神奈川縣的地方流域專責管理機構，其轄區範圍包括多摩川流域、

鶴見川流域、相摩川流域及沖鳥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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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審議會河川整備基本方針

流域委員會

內閣層次

區域層次 河川整備計畫國土交通省各地方整
備局河川部

都道府縣

國土交通省河川局

地方層次

層級 河川計畫 委員會行政機構

 
圖 3、日本流域管理行政機關架構圖(我國流域管理之研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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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國水系 
在日本 109 條具有重要水土保持與經濟

價值的河系，被定義為一級水系，主要由中

央政府的「國土交通省」(MLIT) 掌管，部分

為地方行政機關所管理。另外，對大眾福祉

佔有重要地位的二級水系有 2,713 條，為地

方行政機關所管理。 

 

 

 

 

圖 4、日本重要河系分布圖(環境報告書 200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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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劃設方面，為了因應都市化造成雨水逕流量增加，

洪泛風險提升的流域地區，日本中央政府於西元 1996 年

推動以河川流域為單位的計畫。「流域總合治水」的概念

是建立一套「總合治水計畫」，此計畫主要透過委員會(流

域總合治水對策協會)綜合處理河道管理、防洪措施與流

域綜合開發等事項。指定 17 條具有總合治水之必要性的

流域，劃設其流域範圍。「流域總合治水對策協會」則是

由國土交通省和地方自治政府共同設置，以促進河川流域

內的相關部門協調合作，提升治水的效率。 

 

 

圖 5、日本全國實施總合治水對策的 17條河川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02，專書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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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摩川 
(一) 流域情況 

多摩川源於山梨縣塩山市，標高 1953 公尺的笠取山，

有多條支流匯聚，於東京都西側向南流，在東京都和神奈川

縣的交界處，注入東京灣中。是全長 138 公里、流域面積達

1240 平方公里的一級河川。該流域流經山梨縣、東京都和

神奈川縣，下游平原佔流域面積的三分之一，是日本首都圈

中都市化速度十分快速的地區，流域人口主要集中於此，是

高度土地利用的環境。由於多摩川流域位在日本首都圈，是

社會、經濟、文化基盤的所在地，在都市環境中仍保有珍貴

的自然空間，因此該流域在治水、利水和環境上意義重大。

又作為東京都會區的主要供水來源之一，其流域規劃因此受

到高度重視。 圖 6、多摩川流域圖(京濱河川事務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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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 

多摩川流域是由「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下，屬於地方流域專責管理機構的「京濱河川事務所」所

管轄。事務所內分為十三課：總務課、經理課、用地課、工務課、計畫課、調查課、流域調整課、河川環境課、沿

川再開發課、海岸課、管理課、占用調整課、防災情報課。從涵蓋的業務範圍來看，具有整合性管理之規模。另設

有六個河川派出所，由河川事務所將轄區內的河段劃分成適當管理範圍後，交由河川派出所執行管理任務。 

 

(三) 多摩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該整備計畫有三大重點： 

1.劃設河岸維護管理的法定界線，對於自然的水流給予最大的尊重 

對於河川環境不進行大規模的改變，考慮地下水和安全的洪水防範方式，依據水道和堤防型態，訂定出五

種重要程度不同的河道斷面，設計相對應的防護措施。 

2.區分範圍內的空間與功能，訂定河川利用和保護的規則 

河邊的陸地範圍分成五類空間和八種機能，有人工整備區、設施利用區、整備自然區、自然利用區、自然

保全區；水面範圍和水岸則有船舶航行空間、多目的利用空間、手划船空間、緩衝空間、水際活動空間、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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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間、自然保全空間。 

3.制定河川整體計畫 

考量人工空間和自然空間的

不同需求，依據提供的機能訂定不

同的管理方針。並且設置蒐集災害

資料的觀測設施，以提供系統性的

防災基礎資料。 

 

 

 

 

 

 

圖 7、日本多摩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京濱河川事務所，2000) 

 

 

javascript:history.back();


 

 
14 

 
圖 8、日本河川整備計畫觀測設施位置示意圖(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a) 

 

 

  

1. 水位、流量觀測設施： 

觀測設施會自動發送資料給事務所，提供洪水預

報和水防警報功能。 

2. 雨量觀測所： 

雨量的計測，可以做為洪水水位預測和相關治水

及河川管理的基礎資料。 

3. 水質自動監視裝置： 

自動收集、測定水質資料。 

4. 國土交通省設置地震計： 

作為地震影響的觀測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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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計畫 

包括五個具體行動計畫： 

 

行動一、達成安全的多摩川 

以最大規模的治水為目標，從五大面向

確保多摩川的安全程度： 

1. 確保河道斷面，河底挖深，增加滲水度，

使水能滲入。 

2. 加高並補強堤防可能滲水的部分。 

3. 配合總合治水對策一同執行，研擬沿岸

都市區面臨緊急災害時的因應對策。 

4. 建立高規格堤防，以日本二次大戰後最 

大洪水規模作為防洪目標。 

5. 施行震災和緊急輸送等區域防災對策。 圖 9、日本多摩川五大治水策略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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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二、實現「多摩川流域博物館」 

以整個流域作為一個環境博物館的概

念，提供環境教育和學習的機會，促進多

摩川流域的居民認同感，形塑流域圈精神。

具體做法是設置「多摩川流域博物館」網

站」網頁，介紹多摩川流域的歷史、自然、

人文、遊憩、防災、安全等活動或教育資

訊，作為資訊整合與交換的平台，並且提

升相關活動的參與程度。 

 

 

 

 

 

圖 10、日本多摩川流域博物館網站首頁(多摩川流域博物館，截圖日期 201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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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三、建立協作型的維護管理方式 

建立一個將民眾、地方政府和市民團體各個

主體連結的決策系統，透過強化各個機關之間的

串聯和討論的機制，為多摩川流域帶來更有效率

的合作管理方式。 

以二領宿河原堰的「二領博物館」為例，就

是由市民團體和川崎市地方政府職員所構成的

組織，以合作夥伴的形式，支持市民的自發性活

動。自西元 1999 年開館以來，每年有兩萬多的

參觀人次，提供關於多摩川流域博物館的相關訊

息。 

 

 

 

圖 11、日本流域治理的合作夥伴關係(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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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四、進行多摩川水流狀況的調查與研究 

這項行動主要是回應流域居民對多摩川的期望，

包括游泳、水量調節、汙水處理等，因此為了確立

改善的目標，進行基礎的河川狀況之研究，調查項

目涉及水量的動態情況、湧泉位置和水量、流域中

水的利用現況、支流的淨化功能、水質和汙染源、

有害化學物質、下水道放流與處理狀況。 

水流水質監測行動的執行也是採用廣泛爭取民

眾與其他部門意見的協議方式，在進行調查分析後，

提供行政機關和市民參與、蒐集情報、交換意見的

機會，再根據這些資訊設定改善目標和計畫，擬定

行動計畫。 

 

圖 12、多摩川水流圖(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c) 

發電用水 
 

家庭用水 

工業用水 

農業用水 

進行汙水處理後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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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日本京濱河川事務所水流水質監測的合作協調行方式(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a) 

javascript:history.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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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五、進行高規格的堤防整備 

多摩川水流急又流經高度都市化、地震常發生的地區，有潰堤事件發生，需要建立比一般堤防幅度更廣、坡度

更緩的高規格堤防，才能夠防範大水和強震。同時在高規格的堤防斜坡上，仍然能夠作為城鎮開發和街道使用，能

減少一般堤防可能造成與河川的隔離感，增加親水與遊憩的機會，形成和周遭多摩丘陵和諧的景觀，也能夠和都市

計畫與發展整合。西元 2007 年 3 月完成了十處的整備計畫，後續尚有四處持續進行。 

 

圖 14、日本高規格堤防高度與範圍示意圖(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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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規格堤防又稱「超級堤防」，其堤防結構的

寬度是高度的三十倍，由於堤體的厚度增加而達

到強度增強的效果(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

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高規格堤防在面臨三種

多摩川常見的災害情況時，也比起一般的堤防，

更具有防災與減災的效果。 

其斜坡除了增加河邊公園綠地的可及性之外，

也可以配合都市更新，改善原本住宅與工業用地

密集的發展情況，創造出良好的水岸都市空間，

作為休憩和道路用地，以及緊急避災場所。為了

形成緩坡的邊坡效果，規格堤防的範圍大約是從 

一般堤防外一百公尺遠的距離開始覆土，以維持

十米上升三十公分的坡度。 

 

 

圖 4、多摩川高規格堤防與一般堤防的比較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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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日本多摩川高規格堤防的防溢、防潰、耐震優勢(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當面臨洪水溢堤時，在溢流的大水衝擊下，一

般堤防旁的建築會受到嚴重損害。 

當面臨洪水溢堤時，高規格堤防的緩坡則有利大

水下滲、緩慢排向低地。 

一般堤防面對洪水，有毀壞潰堤的危險，並且

會對堤岸附近的建築造成危害。 

高規格堤防結構體雖可能遭洪水破壞，大水僅會

滲入堤防的覆土範圍內，可有效減低對土堤上方

建物的危害程度。 

面對強震時，多摩川沿岸的土壤液化現象容易

造成堤防與建築的損壞。 

高規格堤防的斜坡除能強化堤防結構之外，還能

形成耐震的地基，使上方建築受影響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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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建構高規格堤防，京濱河川事務所提出了與河

川沿岸各個地方政府協調與合作的進行方式。首先在雙

方的討論下，形成一致的城鎮未來發展願景，再針對土

地使用權人遷移與補償等事宜作出協商，雙方同意之後，

共同進行高規格堤防與都市更新結合的規劃和設計，由

中央政府的國土交通省開始進行土地測繪與調查的工作，

而地方政府負責做出都市更新的都市計畫決定和事業審

議許可，形成一套協議的施行計畫與管理方針。 

執行時，先遷移土地使用權人，再由國土交通省負

責高規格堤防的覆土和地盤改良工程，道路與公園等基

礎設施的建設則由都市更新事業者負責，待建築重建、

土地所有權人遷入，高規格堤防特別區的劃設與登記完

成後，便完成這項高規格堤防與都市更新的共同事業。 

 

 

圖 5、高規格堤防與都市更新結合的程序(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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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高規格堤防與都市更新的共同事業，設

置了融資、獎勵與補助制度，給予建築物建設和

購買時的低利融資優惠，特別是水岸建築再開發

與高規格堤防區域內的中高層耐火建築物。稅金

獎勵則是提供重建建物在不動產取得稅上的減

免優惠。另外，城市發展與住宅環境改善方面也

有國家補助制度，可以補助總計畫制定和設施改

善的費用，且鬆綁對於事業施行面積的限制。 

 

 

 

 

 

圖 18、高規格堤防與都市更新共同事業的融資補助制度 

(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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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鶴見川 
(一) 流域情況 

鶴見川流域源於東京都町田市，

標高170公尺的丘陵往東流(圖19)。

由於此地多丘陵與台地，坡度平緩，

河流一路緩慢向東流入神奈川縣的

橫濱市區，與多條河川會流之後，

沿著神奈川縣的川崎市區，在京濱

工業區一帶注入東京灣。是全長 43

公里，流域面積達 235 平方公里的

一級河流。 

圖 19、日本鶴見川水系圖 

(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javascript:history.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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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見川流經東京都和神奈川

縣，以及町田市、稻城市、川崎市、

橫濱市。流域內都市化程度高，人

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 8000 人，

都市住宅用地約佔 85%，森林和

農地則佔 15%左右。由於位在東

京首都圈，因此有保護珍貴的自然

環境和河川景觀之重要性。年平均

降水量約在 1400 至 1600 公厘，

過去曾發生多次水災。 

 

 

 

 

圖 20、鶴見川流域內一級河川的各個主管單位(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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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見川由於流經高度都市化的

環境，因不透水鋪面的增加，造成

河水流量減少，又由於生活污水和

事業廢水排放而破壞水質狀況，流

域內的綠地逐漸減少，生態品質和

生物多樣性也大幅下降，故都市型

的水災常造成嚴重的損失。此外，

震災和火災也是流域內需要考量的

議題，此外尚有河床的違法占用、

傾倒廢棄物、沿岸農工產業的發展、

歷史文化遺產的保存等議題。 

 

 

圖 21、鶴見川流域的合作治理方式(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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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 

該流域同樣是由隸屬「國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下的「京濱河川事務所」所管轄。鶴見川流域範圍橫

跨數個縣市，因此各段河道分屬不同的行政單位管理，包括中央政府的國土交通省、東京都下的「南多摩東部建設

事務所」，以及神奈川縣和橫濱市的相關市政管理單位。 

鶴見川流域總體計畫的制定與實施是建立在夥伴關係上，以「鶴見川流域水協議會」為行政主體，負責推動流

域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學者專家組成的「鶴見川流域水委員會」的任務是給予水協議會專業建言，而民眾、企業和

其他行政部會進行意見交流的「鶴見川流域水懇談會」則向水協議會彙整提供意見報告。最後，實施計畫除了由「鶴

見川流域水協議會」負責制定和施行外，一般的市民與市民團體、企業、行政機關則在其原本的組織任務範疇內，

持續協助該計畫相關的制訂與執行。 

「流域水委員會」於西元 2001 年提出制定「鶴見川流域水總體規劃」的建言書，基此，「鶴見川流域水協議會」

於 2004 年完成規劃報告書，正式宣布推動該流域的總體規劃。鶴見川的相關實施計畫分為河川和流域兩種(表 1)：

以 2007 年制定的「河川整備計畫」與「流域水害對策計畫」而言，分別提供針對河道進行環境保護、利用水資源

與整治水患的任務，以及從整個流域環境思考可以防治水患的策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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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鶴見川河川整備計畫與流域水害對策計畫內容表 

「河川整備計畫」是依據 1997 修訂

的「河川法」，要求一般河川制定「河川整

備基本方針」作為河川治理政策，並且制

定「河川整備計畫」提供具體執行事項。 

「流域水害對策計畫」則是依循中央

制定的特別法，針對高度都市化的流域環

境，擬定防治水災的對策。不同於多摩川

流域，由於具有高度的洪泛風險，在防治

水災的考量之下，鶴見川流域於西元 2005

年，依法指定為「特定都市河川流域」，特

別制定「流域水害對策計畫」。 

面對氣候異常、災害頻傳的現象，中

央政府特別制定「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

對策法」，劃設指定災害風險極高的流域為

計畫名稱 河川整備計畫 流域水害對策計畫 

制定主體  河川管理者 

河川管理者負責制定 

 流域地方政府 

 下水道管理者 

 河川管理者 

鶴見川流域水協議會和河川

管理主體負責檢討 

目標年期 20-30 年 20-30 年 

計畫範圍 

 

計畫內容  水環境和水域自然環

境的利用及維護管理 

 防治洪水的河川工程

等具體規劃設計內容 

 劃定都市河川流域範圍 

 依據目標分割相關主管

機關的權力和責任 

 主要措施 

(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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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都市河川流域」，作為「流域水害對策計畫」的法源基礎，以強制要求相關組織單位配合，強化流域的洪水處

理、雨水儲流滲透等水害防治工作。因「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對策法」賦予流域治理的法源基礎，使位居政府組

織結構第四級的河川管理單位，有權限整合流域內複雜的公私部門力量，制定與執行流域整體的治水計畫。 

(三) 鶴見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整備計畫的內容分為四章：概要、現狀課題、目標、目標達成導向的行動內容。首先針對河系環境提出概要說

明，再依據河川的現狀課題和相關中央政策目標，擬定以目標達成為導向的具體行動方案內容(表 2)。 

表 2、鶴見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課題、目標與行動內容 

 現狀課題 目標 行動內容 

治水  鶴見川流域一帶谷地地形，極易發生水災 

 急遽都市化現象，使流域保水和滯水功能

下降，而雨水貯留滲透設施亦不完善 

 氣候異常造成局部豪雨頻發，都市化現象

更使得流域的受災風險增大 

 中央管理河段：容納 1958年狩野川颱風的洪

水流量 

 東京都、神奈川縣和河濱是管理河段：容納十

年一次的洪水流量 

 確保堤防護岸的耐震性和災害救助活動的場地 

 河道斷面確保對策 

 築堤、堤防浸透對策 

 深掘對策 

 河川調節池的維護 

 滯洪池的維護和改善 

 防災對策 

利水  以平時的流量而言，需要高度的汙水處理

才能確保水質，而支流平時流量則有下降

 保護動植物棲地環境、確保景觀品質和必要的

河川水質水量 

 平時支流的流量恢復對策 

 災害或乾旱時的河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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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e，專書彙整) 

的趨勢 

 高度經濟成長造成水質惡化，需要下水道

維護管理，以改善目前的水質狀況 

 可供兒童戲水，且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水質狀況 

 確保賑災和火災時，可以作為滅火和緊急用水

的河水利用場所 

 水質改善對策 

 現狀課題 目標 行動內容 

環境  急速的都市化現象，使得河川的動植物棲

地環境越顯珍貴，有保護和復育的必要性 

 為了鼓勵步行和自行車的使用，每年需要

推動各種活動 

 河床與堤防的違法利用行為，包括空間占

用，影響且破壞河床環境的公共秩序 

 需要活化環境保護活動、清潔活動、環境

學習的積極的市民和學校活動 

 創造水與綠網絡 

 創造自然河川環境，作為原有動植物的良好生

長和繁殖環境 

 塑造與沿岸市鎮結合的良好河川景觀 

 塑造可供市民親水的自然水岸場所 

 塑造可供運動和遊憩使用的河床及堤防 

 維護和創造良好河川及生

物多樣性 

 水與綠網絡的形成 

 河川調節池 

 增設和維護水岸廣場和親

水設施 

 活化舊河川、保護自然河床 

 生態河川、魚類回溯 

 景觀管理通道的維護 

 保護良好的河岸林帶 

(四) 鶴見川流域水害對策計畫 

流域計畫內容分為：概要及現狀課題、計畫目標、目標達成導向的行動、降低與防止水災擴大的措施、防止更

多災害發生的必要措施(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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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日本鶴見川流域水害對策計畫的課題、目標與行動內容 

 現狀課題 目標 行動內容 

河川  無法容納流域整

備計畫設定的降

雨和洪水量目標 

 國土交通省管理的河段：容納戰後最大降雨，也就是狩野川

颱風時的暴雨流量 

 東京都、神奈川縣、橫濱市管理的河段：十年一次頻率的暴

雨流量 

河川管理者主導執行河川工程 

 河道斷面確保對策 

 洪水調節設施整備 

 河川調節池整備 

下水道  無法排除每小時

50 公厘以上的

降雨量 

 自然排水區域：五年一次頻率的暴雨流量 

 人造排水系統：十年一次頻率的暴雨流量 

下水道管理者執行排水和貯留設施的維護 

 下水道設施整備 

 主流管等地整備 

流域  防災調整池、雨

水貯留滲透等設

施不足 

 流域對策：地方公共團體提供新雨水貯留滲透設施，下水道

管理者設置雨水貯留管 

 河川對策：河川調整池、洪水調節設施 

流域內的地方公共團體執行的策略 

 貯留設施的整備 

 滲透設施的整備 

 自然地的保全 

降低與防止水災擴大措施  防災情報預測：公布已知的災害發生和避難活動位置作為防災情報，包括都市洪水預測範圍圖、都市淹水範圍預測

圖、洪水災害預測圖、避難防災公共教育 

 災情收集傳達：主管機關建構防災系統，藉由居民提供的防災情報，可以迅速確實地分享災害訊息 

防止更多災害發生的必要措施  推動流域水害對策計畫：透過相關單位的協調和合作，提升整體流域的安全 

 每年公開執行監測計畫：執行進度、流域內開發狀況、雨水貯留滲透設施的整備狀況 

 計畫檢討：監測結果的驗證和進度調整 

 流域對策基金：設立基金解決流域全體的課題 

 促進居民對策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e，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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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執行計畫 

由河川管理者、下水道管理者、流域地方公共團體共同

合作執行的計畫，可以強化水災對策計畫的執行成效。除了

利用常見的大規模疏濬、築堤和設置抽水站的措施，保護現

有的綠地，提升都市的透水性，可以達到降低水災、涵養地

下水、增加河川水質和流量、創造生物棲地，提供緊急消防

用水的多重目標。 

圖 22、日本雨水貯留設施示意圖(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具體措施包括保留河道旁的綠地作為多目標滯洪池。其他各種流域對策還包括保育綠地、防止水田遭變更，以

及設置具有農用水池、休憩、停車場、運動場或兒童公園等多目標的調節池，例如霧丘調整池、市尾調整池、日本

健志台調整池、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停車場、淺水公園、泉田向公園；或在大樓間設置雨水貯留槽、地下貯留池、

滲透槽、滲透管和透水性鋪面，例如住宅區大樓之間的花壇、遊戲場、建築或高爾夫球練習場下方。其中特別強調

流域內的居民能夠為雨水的貯留和滲透盡一份力量，設置雨水貯留滲透設施(圖 22)，提供長期低利的融資制度，鼓

勵企業和居民設置雨水貯留設施、淹水防止設施或調節池(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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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元 2005 年起，流域內若要設置超過

一千平方公尺的不透水鋪面，導致雨水逕流增

加、抑制或阻礙雨水滲入土壤者，依法必須向

市長申請取得許可。進行中或已經完成的土地，

則不再此限制當中。需要取得許可的行為包括

(圖 23)： 

1. 用地變更：例如耕地轉為住宅用途； 

2. 設置鋪面：例如耕地鋪設成停車場； 

3. 設置具有排水設施的高爾夫球場或運動 

場：例如林地變更為運動場地； 

4. 土地夯實：荒野變更為材料堆放場。 

 

 

圖 23、日本法定須申請許可的阻礙雨水滲透之土地利用改變行為(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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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土地利用改變，造成雨水滲透與貯留效果降低，

使逕流增加，地表流出的雨水量增大。實施對策之後，

可以顯著降低流出的雨水量，且回復到土地利用未改變

時的低流出量。 

估算土地需要提供的雨水貯留滲透設施，係以所提

供之設施能夠使雨水流出係數，回復至未進行土地變更

之前的情況為標準(圖 23)。以第一類土地變更情況為例，

原本耕地的流出係數為 0.2，變更為住宅後的提高到 0.9，

因此每公頃需要提供 480 平方公尺的雨水貯留滲透設

施，才能使雨水流出係數降至變更前的 0.2。若變更後

土地的流出係數為 0.5，則每公頃需要提供 190 平方公

尺的雨水貯留滲透設施，才能降至未變更前的 0.2。 

 

圖 24、日本法定雨水貯留滲透設施的設置標準 

(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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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淀川 
(一) 流域情況 

淀川源於滋賀縣山區，支流在琵琶湖匯聚後，往大阪平原流入的途

中，又有桂川、宇治川、木津川、豬名川匯入，最後入大阪灣。全長

75 公里，流域面積達 8,240 平方公里，流域內人口約為 1,179 萬人，

年平均降雨量為 1,600 公厘 (圖 24)。 

流域流經京都市、大阪市和其他 82 個市町村，跨越六個府縣，有

三重縣、滋賀縣、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縣、奈良縣。流域內的土地利

用，山林佔 49%，水田等農地佔 24%，都市住宅用地佔 19%，其他佔

8%。由於淀川貫穿近畿圈的都會區，包括中游的京都市到下游的大阪

市，以及數個衛星城市，自古便是關西地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重心，

有豐富的人文歷史和自然環境，含琵琶湖國家公園和其他六座國定公園，

以及 10 座府縣立自然公園。 圖 6、日本淀川流域圖(淀川河川事務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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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川水系有五座水壩負責調節河川的水位，分屬「國土交通省」下的四個河川事務所管轄。天瀨水壩和丹生水

壩為「琵琶湖河川事務所」所管，大戶川水壩為「大戶川水壩工程事務所」主管，川上水壩為「木津川上流河川事

務所」主管、余野川則是為「猪名川河川事務所」所管。 

 

(二) 組織結構 

淀川流域是由「國土交通省」、「近畿地方整備局」下，屬於地方流域專責管理機構的「淀川河川事務所」所管

轄。事務所內部分為十五課：總務課、經理課、用地第一課、用地第二課、工務第一課、工務第二課、嚴川整備課、

計畫課、調查課、河川環境課、河川公園課、管理課、占用調整課、防災情報課、設施管理課。另設有八個河川派

出所，由河川事務所將轄區內的河段劃分成適當管理範圍後，交由河川派出所執行管理任務。各課依其職責，執行

關於用地取得、賠償、河川工程計畫與執行、高規格堤防計畫、水文調查、河川環境與設施的保護管理或建構防災

情報系統等任務。 

在事務所的組織結構之外，還設置了不同領域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委員會，負責提供各種流域治理相關議題的建

言，包括淀川流域委員會、淀川河川公園基本計畫改定委員會、淀川大堰閘門檢討委員會、淀川館內河川保全利用

委員會、淀川環境委員會、地區水災防治協議會 (水害に強い地域づくり協議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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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2009 年制定的「淀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是在河川法要求下，以西元 2001 年的整備基本方針和整備計

畫草案為基礎，彙整居民、鄉鎮村長、學者專家、地方

政府的意見之後，回應各種考量，修正後完成。 

在西元 2007 至西元 2008 年準備該計畫案的過程

中，密集地徵詢各方意見，共召開了 20 次的「流域委

員會」，有 25 位流域委員提出意見書，總共花費 90 小

時，以聽取學者專家意見。住民意見交換會則召開了 34

場，約有 1405 人出席，另外有新聞摺頁等方法，共收

到 5400 項意見。地方首長的意見則是透過三次的流域

市鎮村長懇談會，共有 75 位地方首長參與，並收到 160

項意見，另外還收到 92 封首長意見書，得到 300 項的

意見。也在大津市和伊鶴市，召開了十五場的地方居民

對話，約有 350 人參加。共召開了九次與六個相關府縣

之間的協調會議，並且隨時回應個別提出的問題。 

圖 26、日本淀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制定流程 (淀川河川事務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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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說明會與意見交換會中，向專家學者、當地居民、市鎮首長、地方政府、地方產業團體說明修正的需求，

每次活動皆在「淀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網頁上提供詳細的資料或報告。最後於西元 2008 年彙整意見，做成「河

川整備計畫」，再次調查府縣首長的意見及透過府縣蒐集市鎮村長意見後，於西元 2009 年完成「淀川水系河川整備

計畫」。 

 

(三) 淀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整備計畫施行期程為三十年，分為六大目標，並據以發展相關對策(表 4)。 

 

表 4、淀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目標與對策 

計畫目標 對策 

1. 人和河川和

諧共處 

採取適當行動，建立河流上下游，人民和合流的關係。  維繫對河的關懷而創造可親的河川環境 

 發送河川相關資訊 

 為了維繫對河川的關懷而進行的活動 

2. 河川環境 健全生態系統，使人可以永續生存與活動，在不影響生態系的

條件下，維護與復育珍稀特有種的棲息環境與生物的多樣性。 

 河床的保護和復育 

 恢復河川本來的活力 

3. 治水、防災 推動軟硬兩面的策略，使洪水氾濫的災害減至最低，並非藉由

犧牲一部份地區福祉來確保其他地區的安全，而是在考量提升

 河中的洪水安全流通 

 危機管理體制的建構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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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整體安全性的基礎上思考因應對策。  堤防強化 

4. 利水 考量近年來人口下降，河川環境如何協調才能促進有效率的水

利用模式，並且面對全球氣候變遷造成的缺水情況而做準備。 

 促進適當的水利用 

 缺水時期的準備 

5. 利用 實施河川與城鎮一體的改善工作，可以在流經都市的河川中，

享受眼前的自然環境。  

 航運的活化 

 結合都市與區域再造 

 可供休閒親水的河川 

6. 維持管理 有鑑於現有設施的老化，在考量縮減生命週期成本，實施更有

效率和效果的維護管理與更新計畫。 

 有效活用既有的設施、去除水壩淤沙增加效率 

 有計畫地砍伐可能阻礙河道的樹林 

 防範河川內的垃圾處理與非法棄置 

(淀川河川事務所，2009，專書彙整) 

(四) 民眾參與 

為了促進淀川流域的居民參與，淀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中規劃了三種不同程度的參與模式(圖 26)，在活動中產

生的各種意見都會彙整，提供河川事務所在進行未來河川整備和河川維護管理工作上的重要建議： 

初階-關心淀川：傳播各種訊息、加強資訊的提供、召開居民說明會； 

中階-觸摸淀川：充實體驗型的活動、現場見學會、參加淀川的活動； 

高階-考量淀川：聽取居民的意見、募集「河川巡守隊」、與市民團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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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河川巡守隊」(圖 28)舉辦的各種活動，可以和當地居民進行意見交換，並且河川管理者也能得到許多資

訊與河川整備的提案。活動包括治水、防災、用水、環境觀察和保護方面的宣導或體驗活動，尤其是具有環境教育

意義的活動，可以吸引文化活動團體、自然保護團體、NPO、居民、使用者、地緣組織和教育團體的參與。 

 

 
圖 27、推動淀川居民參與程度模式圖(淀川河川事務所，2009) 圖 28、河川巡守隊的關係圖(淀川河川事務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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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規格堤防執行計畫 

與多摩川相同，高規格堤防也是淀川治理的重要任

務，比一般的堤防更具安全和景觀的效果。面對營建高

規格堤防所需的成本、人員，鶴見川流域的高規格堤防

整備事業也同樣結合了都市更新，減低公私雙方在建設

高規格堤防和進行土地整合時的費用負擔。 

圖 7、高規格堤防示意圖(淀川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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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西元 2004 年

在高規格堤防整備區範

圍內 19 處整備工程，已

經完成的工程共有 12處，

進行中則有 7 處。西元

2005 年增加至 25 處，

18處完工，6處進行中。 

 

 

 

 

圖 30、淀川高規格堤防工程進度(淀川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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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例啟示 
    自 2005 年日本制定國土形成計畫法與修正國土利用計畫法，並經內閣議決「國土形成計畫」與「第四次

國土利用計畫」，前者是綜合性的指導方針，規範其他國家計畫中的國土利用相關事項。後者則進一步提出國土利用

基本構想，以都道府縣區域範圍內土地規劃出主要計畫(master plan)，對於都市、農業、森林、自然公園與自然保

全地域提出相對應的使用規範。對照台灣現況或可比擬成經建會所提的「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以及「全國區域

計畫與縣市區域計畫」，自空間發展構想到落實土地使用規範作一完整的表達。對於各流域治理計畫與機制，在空間

規劃上將落實於都道府縣國土利用計畫中。 

借鏡日本流域治理的經驗，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 

 

(一)治理組織 

日本在 2001 年行政組織重組後將河川流域治理分為四級，從中央的「國土交通省」下轄「河川局」依行政轄

區設立十大「開發／整備局」，再到個別河川流域或水壩集水區的「河川事務所」，這樣的組織設計可供尚未有專法

以及相對應的台灣來參考。現進行中的行政院組織再造雖已有整合水、土、林的概念並納入相對應的機關部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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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可參酌國情盡可能朝向「中央／地方政府」兩層級的扁平化組織調整，其中地方層級依流域特性、水源取用、防

災與保育等需求，在共同生活圈平臺上協調合作，也契合七大生活圈逐漸成型的台灣現況。 

 

(二)治理方式 

依據日本「河川法」，「水系河川整備計畫」涵蓋的範圍有「環境、利水和治水」三大議題，因此具有綜合型流

域治理的精神，能夠提高河川流域的管理，兼顧生態環境品質、水質維護、防治洪水的效果，降低在單一治水思維

下，可能破壞生態環境等無法兼顧多重效益的可能性。這種設置流域型專責機構，以河川為主體又兼顧多重議題的

河川治理概念，是我國在以治水為主的水利法架構下所欠缺的治理精神。 

 

(三)相關法令與計畫制定 

在面對嚴重水患問題而有跨界治理的必要性時，日本擁有「特定都市河川浸水被害對策法」的法源基礎，可以

指定具有高度洪氾風險的河川，例如鶴見川，強制要求設置「水協議會」，以有效地將地方政府、下水道與河川管理

者整合於單一平台中，共同協調與配合發展「流域總合治水對策」。這樣的作法，使得原本的河川治理，能夠從「河

川事務所」的河川管轄範圍，拓展至該河川所在的流域範圍，但是也因此在「流域水害對策計畫」中，必須依據計

畫目標，分割清楚相關主管機關權責，並且列明主要的治水措施，以確保計畫得以確實執行。這樣的治水作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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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補足「河川事務所」管理權限未及之處，藉由整合平台的設置，能夠與其他具有管理權限的單位進行協調。  

借鏡多摩川（關東）與定川（關西）經驗，因應都會區高度發展環境、防洪災害、爭取更多綠地空間等多重目

的，結合水利土木工程與都市更新事業而打造的超級堤防計畫，推動時間長達二、三十年，規模遠超過台灣現今河

堤與河濱公園建造計畫。在台灣，具備如此實施條件者並不多，如淡水河流域─社子島地區或可借鏡推動，除解決

當地洪氾威脅、打造優質生活環境外，結合都市空間再生計畫，創造台灣治水防災結合都市更新的範例。 

另外，在對於逕流標準之法令設定方面，針對不同類型土地開發或使用行為，其面積達一標準並導致地面逕流

增加，日本對此立法規定須申請許可並要求開發（或行為者）須回復至未進行土地變更之前狀況。這點除可納入台

灣現有環境影響評估相關細則中，但面臨淹水之高災害潛勢都市地區應借鏡納入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諸

如保育可下滲雨水的公園綠地、防止水田遭變更、政府補助事業法人以長期低利融資獎勵設置的滯洪池、雨水調節

池或貯留設施等相關設施、強制規定一定比例以上的透水性鋪面或建物地下樓層設立蓄洪空間等，強化都市更新地

區對抗暴雨洪氾、水源供應的能力，以落實現正推動的防災型都市更新。 

 

(四)民眾參與 

日本流域案例，多摩川、鶴見川、淀川皆流經發展稠密的都會區，流域治理任務包含河川生態環境營造、防災、

供水、親水、航運、城鎮再造、去除淤沙等。正由於這些議題與居民具有高度的關係，其流域治理計畫的發展，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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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民眾參與的重要性。在「河川整備計畫」的制定過程，積極召開各種意見交換會議，蒐集來自各方的意見，再

彙整並反映於計畫當中。這樣的作法，與美國田納西河管理局強調擬定「整合型資源計畫」時，所進行的一連串意

見彙整的作法是相仿的。該機制的精神，是將服務對象的意見納入整體規劃過程中，以使計畫提供的服務，能夠更

切合服務對象的需求與期望。這樣的作法，與我國一般計畫制定時，所提供的計畫展示與告知程度的民眾參與模式，

有所差距。欲使計畫有效反映需求和限制，這類有效率的意見彙整作法是不可或缺的。 

在河川維護管理層面的民眾參與，各個流域案例又發展出不同型態的民眾參與機制。以淀川流域為例，有由募

集居民而組成的「河川巡守隊」，透過舉辦各種教育宣導活動，扮演介於河川管理者、民眾與其他團體之間的中介溝

通角色。至於多摩川流域，則是設立「多摩川流域博物館」網站，藉由此種資訊整合與交換的平台，增加與民眾交

流與意見互換的機會。 

 

日本以綜合型流域治理，兼顧多重議題；以「水協議會」彈性補足有跨界治理的必要性流域之不足，整合協調

其他具有管理權限之單位；以民眾參與有效反映服務對象的需求和限制，以及其民眾參與之方式都是值得我們效法

借鏡的地方。 



 

 
49 

參考文獻 
ARRN, 2009.Reference Guideline for Restoration by Eco-Compatible Approach in River Basin ver.1. Tokyo, 

Asian River Restoration Network 

(ARRN).http://www.a-rr.net/publication/reference_guideline/docs/ARRN_Guideline1_eng.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ARRN, 2011. Reference Guideline for Restoration by Eco-Compatible Approach inRiver Basin ver.1.Tokyo, 

Asian River Restoration Network 

(ARRN).http://www.a-rr.net/jp/info/letter/docs/ARRNguideline1-separatevol.pdf (上網日期：

2013.10.16) 

Science Window，http://sciencewindow.jp/html/sw06/sp-004 (上網日期：203.10.16) 

Wagner, W., Gawel, J.,Furumai, H., De Souza, M. P., Teixeira, D., Leonardo, R., Ohgaki, S.,Zehnder, A. J. B. 

&Hemond, H. F., 2002.Sustainable watershe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multi-watershed case 

study 31, 1: 2-13. 



 

 
50 

多摩川流域博物館，2013，http://www.keihin.ktr.mlit.go.jp/tama/index.htm(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http://www.ktr.mlit.go.jp/keihin/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0，多摩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http://www.ktr.mlit.go.jp/ktr_content/content/000046525.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4，鶴見川水マスタープラン， 

http://www.ktr.mlit.go.jp/keihin/keihin00274.html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a，多摩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本文， 

http://www.ktr.mlit.go.jp/ktr_content/content/000046751.pdf(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b，多摩川沿川整備基本構想 

http://www.ktr.mlit.go.jp/ktr_content/content/000048377.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c，多摩川沿川整備計畫《Action4》 

http://www.ktr.mlit.go.jp/ktr_content/content/000046431.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d，相模川、中津川河川整備計畫， 

http://www.ktr.mlit.go.jp/ktr_content/content/000046802.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e，鶴見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51 

http://www.ktr.mlit.go.jp/ktr_content/content/000047161.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2007f，鶴見川流域水害対策計畫， 

http://www.ktr.mlit.go.jp/ktr_content/content/000047174.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京濱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国土交通省關東地方整備局， 

http://www.ktr.mlit.go.jp/keihin/ (上網日期：2013.10.16) 

淀川河川事務所，2009，淀川水系河川整備計畫， 

http://www.yodogawa.kkr.mlit.go.jp/seibi/pdf/kei_keikaku.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淀川河川事務所網站，2013，国土交通省， 

http://www.yodogawa.kkr.mlit.go.jp/index.html(上網日期：2013.10.16) 

琵琶湖・淀川流域圏の再生計畫，2005， 

http://www.kkr.mlit.go.jp/plan/biwayodosaisei/plan/pdf/all.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琵琶湖・淀川流域圏再生推進協議会， 

http://www.kkr.mlit.go.jp/plan/biwayodosaisei/cooperation/suishin/newsletter/index.html 

(上網日期：2013.10.16) 



 

 
52 

我國流域管理之研析，2002，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http://www.rdec.gov.tw/public/PlanAttach/200605081138086933005.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8，流域專責管理組織及其運作之規劃，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陳秋楊，2002，我國流域管理之研析，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5a，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1 日本河川整

備中心相關出版品摘要簡錄，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5b，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3 結合河川改

造城鄉風貌，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5c，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4 保護河岸的

工法指南，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5d，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5 河川環境整

備之經濟評價手冊，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a，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6 日本災害(水

災)及環境保全之對應，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b，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7 河川上游沿



 

 
53 

岸及水庫坡面災害等之新進保護工法，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c，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8 魚道事例集：

創造魚類容易上溯的河川環境，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6d，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9 如何善加利

用雨水—綜合治水對策事例，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2005e，日本河川整備中心知識管理合作計畫叢書：2 鶴見川流域

之再生，台北市：經濟部水利署。 

國土交通省,2006.What Are National Land Use Plans?  

http://www.mlit.go.jp/english/2006/b_n_and_r_planning_bureau/02_useplans/ 

國土交通省,2008.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National Plan. 

http://www.mlit.go.jp/common/000162460.pdf 

國土交通省,2013.國土計劃. 

http://www.mlit.go.jp/kokudoseisaku/kokudokeikaku_fr3_000003.html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02，日本都市總合治水對策考察報告，公務出國報告，

http://www.openreport.taipei.gov.tw/OpenFront/report/show_file.jsp?sysId=C09101059&fileNo=1。 



 

 
54 

(上網日期：2013.10.16) 

環境報告書 2004，2004， 

http://www.water.go.jp/honsya/honsya/torikumi/kankyo/houkoku/pdf/kankyo1.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55 

附錄一、日本河川法 
日本河川法章節內容分為總則、河川管理、河川相關費用、監督、河川審議會及都道府縣河川審議會、雜則、

罰則等一共七章。 

 

1.定義 

日本河川法所管範圍為“一級河川”及“二級河川”， 所謂的“河川區域”係指“河水流經的土地以及地形、

植被等其他狀況類似於河川流經地的土地；河川管理設施中包含的土地區域；以及堤外土地(第 4,5,6 條)。“河川保

護區域”指為河川管理者認為有必要為保護河岸或河川管理設施時，可以把鄰接於河川區域的一定區域指定為河川

保護區域。河川區域的邊界不得超過五十公尺，但斟酌地形、地質等狀況等可超過此限制（第 54 條）。 

 

2.水政主管機關 

一級河川是由建設大臣管理，並聽取所在地都道府縣知事之意見。二級河川則由所在地都道府縣知事管理（第

9,10 條）。跨行政區域之二級河川則由有關之都府縣知事進行協商規定另外的管理方法(第 11 條)。除了有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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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級河川的管理費原則上由國家承擔；二級河川由都道府縣承擔（第 59 條）。邊界二級河川則由有關都道府縣

知事協商各自承擔的部分（第 65 條）。 

 

3.國土規劃及管理計畫之擬定 

河川管理者必須針對所管轄之河川確定其設計洪水流量及實施河川工程時所需之基本資料。其管理計畫之擬定

必須考慮降雨量、地形、地質及其他條件，以及水資源的利用現況與開發情形，並且需與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協調（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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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西元十九世紀末期(西元 1879)，Powell, J. W.提出的區域計畫報告中，建議將整個區域劃分成數個河域，並且

成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做為行政管理的單元，取代以往以城鎮系統為主的劃設

方式 (Molle, 2009)。西元 1933 年，羅斯福總統在區域主義的潮流下成立 TVA，TVA 因此被視為全世界流域規劃

專責機構的原型(陳秋楊，2002)。西元 1934 年成立的 National Resources Board 也針對集水區進行研究，促成四

十五個「排水區委員會」(Drainage Basin Committees)成立，但是當時還未將水資源管理與土地發展整合在單一

計畫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域發展又開始受到重視，西元 1943 年「聯邦跨部會河川流域委員會」(Federal 

Interagency River Basins Committee, FIARBC)設立，作為在河域發展管理層級上，聯邦政府各部會的協調整合平

台，而不重視各個單一的「河流管理當局」(River Authorities)。儘管 FIARBC 設置六個河域，卻不願意分權於州政

府，鼓勵共同承擔各河域的行政管理責任，使得這些措施無法有效施展(Molle, 2009)。此外，這類區域發展當局也

面臨許多問題，例如州政府不願負擔相關成本，不願放棄部分行政權力，或是來自各方的反對聲浪，如私有水力公

司、其他聯邦部會、使用者和各州議會，皆因擔心失去部分原有權利而提出反對(Kenne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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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制架構 
(一) 美國國土規劃體系 

美國的土地規劃體系中，聯邦政府所掌握的是中央法規及政策方向的擬定。其中，1970 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

(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作為全國環境發展的指導原則。此法的主要精神包含鼓勵人類活動與環境之

間的和諧、降低對於環境及生態系的傷害、增進對於國家重要的生態及自然資源的認識等。而相關的法規架構包含

歷史古蹟保存法(The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of 1966)、洪泛區管理及溼地保育法(Floodplain 

Management and Wetland Protection)、海岸管理法(The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of 1972)、飲用水安

全法(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 of 1974)、洪泛保護法(Flood Disaster Protection Act of 1973)等等。(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2013) 

就實質的土地規劃權來說，聯邦政府持有相對較低的規範權力，而是由具有警察權的州政府負責環境品質檢測、

土地使用規範制定、土地使用決策制定等。即便憲法賦予州政府如此之權力，大部份的州政府仍將實際的土地使用

規範權力下放至自治市級政府，特別是土地使用分區劃設的部分。以伊利諾州為例，州政府將土地使用及土地分區

的執行交由像芝加哥這樣的自治市政府層級來控制，而下一階層的地方政府則督導社區制定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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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plans)，計劃內容包含了目前及未來的土地使用、目前及預測人口、住宅、基礎設施、教育設施、

休閒設施、交通設施等等項目，此規劃過程相當重視社區參與。非常少部分的州政府，例如奧勒岡州，從 1973 年

起就由州政府帶頭制定土地使用規劃目標及準則，並由郡及市政府執行地方的整體規劃(Comprehensive Plans)。

(Oregon Department of Lan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Extension, 2013; 

Shibata，2002) 

 

(二) 美國流域管理架構 

美國的水資源與流域管理，在一般政府體系中，是屬於分散管理的方式。聯邦政府負責訂定全國的水資源規劃

與管理的制度和法規等事項，州政府則負責水資源發展計畫的擬定、用水分配、水權許可等地方水資源的管理工作，

聯邦政府也會協助協調各州之間的水資源利用事務(逢甲大學，2007)。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中，與水資源或流域管

理相關的有「農業部」、「交通部」、「住宅與都市發展部」等。 

美國的州政府轄域廣大，可涵蓋完整的流域範圍，因此大部分的流域管理都是在州政府層級下進行。西元 1977

年「潔淨水法」(Clean Water Act, CWA)頒布修正之前，河川流域的治理權力屬於州政府，在此法頒布後，確認了

聯邦政府對於河川流域的唯一管轄權，而州政府僅有受託管理的權力，必要時聯邦政府可收回管轄權。因此，該法

案被視為美國推動流域治理的關鍵，形成聯邦政府成立各種跨河川流域治理機構或平台的法源基礎。聯邦政府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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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治理部分大型跨州的河川流域，設立「河川流域委員會」，作為協調聯邦、州與地方政府之間相關的水資源與土

地利用發展計畫的主管機關。委員會的工作也包括長期建立水資源的基本資料庫，並且據以提供相關單位進行水資

源管理事務上的建議 (吳榮祥，2003)。在土地利用上的管理，各州對於水庫集水區的保護計畫皆不同，但主要是採

取劃分使用強度等級的方式，依據不同土地對於集水區保護的重要性，給予不同強度的管制(逢甲大學，2007)。 

這類組織包括議會設置協助跨部會綜合性議題的獨立機關，有處理環境議題的「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處理田納西流域跨州協調議題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另有議會或總統直接命令成立，與跨

洲協調事務相關的流域委員會，例如處理德拉瓦流域跨洲協調的「德拉瓦流域委員會」(Delaware River Basin 

Commission, DRBC)，「波托馬克流域跨州委員會」(Interstate Commission on the Potomac River Basin)、「密西

西比河委員會」(Mississippi River Commission)、「薩斯奎哈娜流域管理委員會」(Susquehanna River Basin 

Commission)。這類組織成立的法源基礎，以「德拉爾瓦河流域委員會」為例，有協調相關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而

形成的「德拉瓦流域公約」(Delaware River Basin Compact, 1961)，以及「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成立的法源--「田

納西河管理局法」(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ct, 1933)。 

為了鼓勵擬定整合管理的「集水區/流域計畫」(Watershed Plans)，聯邦環境保護署 EPA 特別編定「集水區流

域計畫發展手冊」(Handbook for Developing Watershed Plans)，提供關於制定與執行流域管理計畫以達到復育

和維護水質的操作手冊。並且提供「集水區計畫的線上建置工具」(Watershed Plan Builder)，利用一系列的網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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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方式，逐步要求建置者提供特定流域資訊，最後自動產出客製化的集水區管理計畫大綱。此外有「集水區中央網

路百科」(Watershed Central Wiki)，提供使用者自行建置與分享集水區相關資訊，或是連結到專業知識的方式，

提供集水區管理資訊的分享交流平台。另外，「集水區學院」 (Watershed Academy)網站，也提供免費的網路討論

會和課程，加強集水區保育和規劃教育訓練，並有可以協助指出資金和資源補助資訊的網站，支持集水區的管理。

以下就「集水區流域計畫發展手冊」以及「集水區計畫的線上建置工具」內容進行概述： 

 
圖 1、美國聯邦環境保護署協助制訂集水區管理計畫的資源(EPA, 2011a, 專書彙整) 

EPA集水區流域計
畫發展手冊 

EPA’s Handbook 
for Developing 

Watershed Plans 

EPA集水區計畫的
線上建置工具 

EPA’s Watershed 
Plan Builder 

EPA集水區中央網
路百科 

EPA's Watershed 
Central Wiki 

EPA集水區學院 

EPA's Watershed 
Acadamy 

EPA集水區資金和
資源補助資訊網站 

EPA's Watershed 
Funding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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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水區流域計畫發展手冊 

於多達 400 頁的手冊中，將所有相關的資訊詳述其中，包括規劃程序、

建立夥伴關係、規劃範疇、二手資料蒐集和編目、如何界定資料闕漏而進

行一手資料蒐集、分析汙染源、汙染乘載量、訂定目標、可能的管理策略、

評估策略選項並擇定最後管理策略、執行計畫以及進度評估等步驟的目的

與方法等(EPA, 2008)。 

從集水區規劃程序上說明，主要包含六大步驟，依序為建立夥伴關係、

尋找集水區特性、完成目標設定與確認解決方法、執行集水區計畫以及評

估計畫進度與計畫調整，而手冊中各章節內容即依照此六項執行步驟進行

解說。 

於各步驟當中，手冊中詳細列出規劃過程。以步驟二「尋找集水區特

性」為例，該步驟重點可分為三項：1.蒐集現況資料以及確認資料是否有

缺漏；2.分析蒐集之資料；3.確認現況汙染情況以及測量汙染源的負載量。

於各項當中，名列出需注意之事項以及提供建議使用之分析工具以輔佐分

圖 2、集水區規劃步驟(EPA, 2008, 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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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例如：汙染負載量的計算方式、現況分析的模組提供等。 

(二) 集水區計畫的線上建置工具 

集水區計畫的線上建置工具，為 EPA 與 ESRI 公司合作所建置之線上操作系統，整體操作步驟如同圖 2 內容，

線上工具會依序提供對應之欄位供規劃者進行資料建置，操作介面則如圖 3。以「建立夥伴關係」步驟上，系統本

身會要求輸入合作者的公司資訊(名稱、電話、地址等)。如此之外，該系統同時提供基礎圖層，例如衛星圖、道路

圖、水資源分布圖以及其他已完成之集水區規劃的計畫內容，以供集水區規劃者參考。 

 
圖 3、EPA 集水區計畫線上建置工具介面(EPA,2011b，截圖日期 201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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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國水系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的水文調查結果，全美國水系，分兩個階層進行劃

分(圖 2)。第一個階層，劃分為 21 個「水資源區域」(Water Resources Regions)，各資源分區或是包含一條主要

河川或是結合數條河川的排水範圍。第二個階層再細分為 221 個次級區，次級分區則都是屬於單一封閉的流域。

 
圖 4、美國水資源區域圖 (USGS, 2009) 

01 區：New England 

02 區：Mid-Atlantic 

03 區：South Atlantic-Gulf 

04 區：Great Lakes 

05 區：Ohio 

06 區：Tennessee 

07 區：Upper Mississippi 

08 區：Lower Mississippi 

09 區：Souris-Red-Rainy 

12 區：Texas-Gulf 

13 區：Rio Grande 

14 區：Upper Colorado 

15 區：Lower Colorado 

16 區：Great Basin 

17 區：Pacific Northwest 

18 區：California 

19 區：Ala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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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田納西河流域整合資源圖 (TVA, 2011a) 

四、 田納西流域 
(一)流域情況 

田納西河流域是一個最常被提及的

重要案例 (吳榮祥，2003；陳秋楊，2002；

Molle, 2009)。田納西河流域管理源自

於對幅員廣大、淵遠流長的河谷與河流，

及沿岸豐富的自然資源之管理需求 

(Millerand Reidinger, 1998)。該流域是

全美第五大河系，長 1,050 公里，流域

面積約 105,000 平方公里，橫越美國東

南側的七大州：田納西、肯塔基、維吉

尼亞、北卡羅萊納、喬治亞、阿拉巴馬

和密西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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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 

流域管理局是由聯邦政府水資源部直接管理的機關，目前最大的任務是發電與供電，此外也負責土地管理、水

資源保育、利用、供應、調配、水利事業、水汙染防治、航運管理等(TVA, 2011)。管理局屬公司型態，也就是公營

事業組織，因此可不受官僚結構束縛，但其決議事項仍須接受參議院民意代表監督，也受公營事業相關法規的約束 

(TVA, 2011；鄭懿婷，2004)。故其最大特色在於擁有政府權力而能提供公共服務，而公營事業的型態，則有助於

行政彈性及效率，並能追求利潤，發揮經濟效益 (TVA, 2011；鄭懿婷，2004)。 

TVA 作為一個供電的營利事業公司，其生產的電量是全美排名第五，銷售量是全美第一，全年總收入是全美第

三。如此高的收入，使該公司成為區域內最大的稅收貢獻來源。管理局由三人組成董事會，由總統任命董事長，董

事會須對總統及國會負責，董事會下有總經理辦公室和七大業務辦公室：農業、化學、電力、工程、自然資源、社

會發展、管理及衛生安全，由專業人員負責各項專業工作(TVA, 2011)。從組織治理的任務而言，是一種以整合資源

管理為目標的流域治理方式，以資源競爭與協調衝突為主要任務。根據田納西河流域目前的資源利用情況來看，該

管理局需要處理的重要事項是航運、氾濫、遊憩和發電，隨著面臨挑戰的演變，該管理局也需要針對新挑戰擬出新

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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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任務(TVA, 2011c,專書彙整) 

 

能源供應 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 

河流管理 休閒活動 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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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型資源計畫」 

(Integrated Resource Plan, IRP) 

由於TVA的主要任務是供電，因此在流域規劃方面，

主要關切的是流域資源的平衡利用。採用的計畫型態是

「整合型資源計畫」，屬於綜合型資源管理計畫，考量供

給面和需求面的因素，綜合分析適當發展策略，使該局的

主要任務目標、其他政策目標和相關指標能均衡達成。目

的是支援局內的綜合資源管理任務，並且落實管理局的環

境政策和願景。 

由於 TVA 今日的主要任務是提供低成本、可靠的供

電，刺激區域內的經濟發展，屬於事業性機構的性質，並

且在這項主要任務之下，要引導流域中的活動朝向永續發

展的方向前進。 

 

圖 7、「整合型資源計畫」目標圖(TVA,2011b,專書彙整) 

穩定潔淨能源 

永續經濟發展 

積極環境管理 

自然資源 

管理 

氣候變遷 

調適 

空氣品質 

改善 

水資源改善 

廢棄物減量 

永續土地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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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主要發展方向，則為同時進

行環境保護及流域系統管理的相關工作

和技術創新。因此，計畫是基於企業管

理的策略性原則而制定，期望降低管理

與生產的成本和風險，同時改善環境方

面的表現，原則如下： 

 在合理成本花費下降低可能的風

險； 

 平衡資源生產以降低供給和價格上

的風險； 

 平衡生產和負擔； 

 將投資組合的環境衝擊降至最低； 

 
 

圖 8、田納西流域永續發展策略(TVA, 2010b: 20,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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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獎勵措施刺激顧客最佳化負擔因子； 

 提供因應市場條件變遷及未來不確定性的彈性度； 

 透過綜合、平衡和透明的方法改善可信度和形象； 

 在規劃過程中整合來自於內部與外部利益關係者的觀點。 

在「整合資源計畫」中，也將另外一項重要的規劃工具--「環境影響聲明」(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EIS) 整併在同一計畫內容中。其任務區別可以從空間層級上來區分，也就是說「整合資源計畫」是屬於區域性層級

的整體性流域計畫文件，而「環境影響聲明」則是在案件或基地層級的規劃文件，可以從較小的尺度上管控並落實

環境保護的目標。 

 

(四) 整體規劃程序 

「整合資源計畫」的規劃程序是一個廣泛採納意見的過程，在計畫擬定之前，便已經花費超過兩年的時間，針

對發展這項鉅大的計畫所應考量的需求、期望、優勢、挑戰、限制、取捨和妥協等事項進行討論。在過程中，廣泛

地聽取相關利益團體的意見，從地方民意代表、TVA 電力分配公司、產業團體、學術和研究專家到 TVA 管理領導階

層。整體的規劃程序可以分為七大階段，在每個階段中都涵蓋了民眾參與的機制，其階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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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範圍的發展：廣泛聽取公眾意見，收集與該流域資源管理相關的議題。 

2. 計畫輸入資訊和整體架構的發展：採用「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的方式，盡可能將所有可得的資訊

納入決策架構中，包括各種行動以及其影響，再根據在不同情境下可能造成的影響，研擬出短期及未來的決

策方向。由於不同的情境代表了不同的挑戰，因此個別的情境規劃成果可以反映出在面對不同挑戰時，應採

取的相應資源管理策略，如此能夠將未來的不確定性降至最低，使整體計畫達到風險管理和彈性反應未來發

展的功能。 

3. 分析和評估：所有的情境和策略擬訂完成後，便會針對各情境的規劃策略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利用評分矩陣，

對各個策略在特定情境下的成本、風險和環境足跡表現情況評分，再加以排序，選出數個在多種情境下皆表

現良好的策略。這項方法使該計畫能夠充分考量財務、經濟和環境衝擊。 

4. 初步成果的發表：綜合前述步驟所得的 IRP 草稿及附屬 EIS 成果開放一個半月，發布通知並將成果呈現給

TVA 內部管理階層和大眾評論。在這個草案中，TVA 僅呈現被選定為替選方案的策略，而非被納入評分析

和評估步驟的所有策略，因此呈現在草案中的策略都將會是可行的策略選項。如同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

TVA 舉辦了五次公聽會，鼓勵並收集大眾對草案的評論意見，這些意見有助於 TVA 瞭解大眾對這項計畫執

行的疑慮和建議。 

5. 意見回饋的整合：初步成果發表階段結束後，TVA 將收到的近五百項意見整理成計畫需要回應的重點呈現，

以意見管理資料庫的方式歸檔，查詢時可以回溯到相關目的，也能彙整給相關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在附屬

的 EIS 報告中也會將回應意見的清單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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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規劃方向的建議：檢視大眾的意見，並且據以進行額外的必要分析後，TVA 會根據相關準則定出一個建議

的規劃方向，作為 TVA 規劃目標執行的指導方針。 

7. 規劃方向的核准：最後，由 TVA 執行委員會審議上一階段所做出的規劃方向，並且對於委員會的決議，做

出書面敘述及說明。 

(五)  IRP 的規劃方法： 

此小節對整體規劃程序的第二、三項中提到的情境規劃法，做進一步的說明。TVA 採用一般公營事業機構常用

的「情境規劃法」 (Scenario Planning Approach)，發展資源開發的策略，這種方法較能夠將未來經營面臨的不確

定性，轉化成各種較能控管的情境，藉以針對不同的情境發展出可以避免後悔的適當策略。 

在計畫發展初期，首先是根據民眾回饋意見，決定規劃策略需要包含九大元素（每個策略中的 EEDR(energy 

efficiency and demand response)等級、可再生的資源量、可減少的能源使用量、儲存能源的能力、對於核能的需

求性、煤炭發電廠在技術和時間上的限制、提供與擴建煤氣製造單位的能力、對於市場的依賴程度、基本運輸設施

的類型與建設），再將九大元素結合，創造出五個不同的基本規劃策略。策略一、在目前現有的資源下所能變動的最

大幅度，策略二、基礎計劃的資源組合，策略三、多樣性資源組合，策略四、核能資源組合，策略五、EEDR 與可

再生能源組合。 

下一個步驟是設計為各個規劃策略的投資組合項目所做的評比矩陣，評比內容包括財務、環境和經濟三方面的

衝擊，各項得分又會根據不同的重要性而給予權重。最佳的策略定為 100 分，其餘策略的總分則會和最佳策略總分

做百分比計算，得到相對的得分值。 



 

 
19 

建立了八個情境(scenario)（經濟明顯復甦、國家優先考量環境政策、長期的經濟萎靡、改變政策規則的技術、

能源獨立、煤炭能源規定造成經濟低迷、經濟成長低於歷史平均水平、經濟大衰退影響恢復），將九項不確定因子

(uncertainty)（溫室氣體的需求、環境展望、能源效率、總負荷、資本擴張的可行性與成本、融資、商品價格、共

同購買電力成本、建築成本上升）在不同情境中可能的表現清楚定義。根據可能面臨的情境，發展出在 TVA 管轄能

力範圍內可以進行的相應規劃策略，再利用矩陣，風險、成本和得自民眾回應的各種考量。 

 

 
圖 9、「田納西流域整合型資源管理計畫」(IRP) 提出規劃方向建議的程序 (TVA,2011a:,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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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民眾參與機制： 

TVA 是全美最大的公共電力公司，因此必須瞭解其服務對象的需求，以及如何在成本效率和穩定供應的考量下

符合這些需求。由於各種需求可能具有潛在的衝突性，因此「整合資源計畫」需要考量如何協調折衝這些相互競爭

的需求。民眾參與的目的是： 

 

 將不同看法和觀點的利益團體納入整個規劃過程； 

 將公眾的意見和看法整合在計畫發展中，包括為利益團體提供檢視和評論各種規劃輸入資訊、分析和策略選項

的活動和機會； 

 為了促進對於整個過程的瞭解，鼓勵各個參與者彼此進行開放且誠懇的溝通； 

 提供多重溝通管道，使大眾能夠多方認識和學習 IRP 的規劃過程，並能因此做出回饋意見。 

 
圖 10、田納西流域的民眾參與階段和參與事項(TVA,2011b,專書彙整) 

1. 計畫發展階段 

計畫範疇界定 

2. 分析評估階段 

整合資源規劃方式 

3. 初步成果發表階段 

初步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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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機制主要是在規劃過程中進行，而非在計畫完成後：計畫發展階段、分析評估階段、初步成果發表階

段。在這幾個重要的規劃階段，都盡可能地將規劃的內容和程序，完整且廣泛地發佈在各種民眾可取得的管道中，

所收集到的民眾回應與評論，也完整地記錄並分類，提供未來計畫修正的依據。 

在計畫發展階段進行的 60 天中，舉辦七場公聽會，約有兩百人參與，與會人士包括一般大眾、中央與地方政

府機構代表、TVA 董事會代表、非政府組織、其他相關利益團體等。會議由 TVA 的相關實務專家負責帶領討論，並

且回應各種相關問題。同時 TVA 也接受書面意見評論，包括電子信件、傳真、信件、TVA 網站留言和問卷，公聽會

則有書記人員記錄口頭評論，另外與會人員可以登入 TVA 網頁，送出相關書面評論，該階段所收到的書面評論共達

一千筆。TVA 也發佈由十一個部分所組成的問卷，在公聽會和網站上提供大眾填寫，但是由於回收的問卷數量與結

果不具統計顯著性和地區代表性，因此下一階段又進行了近一千通的電話訪談。 

在分析評估階段時，組織一個「利益團體審查小組」(Advisory Stakeholder Review Group, SRG)，以進行更

深入的意見收集工作。每個月舉行會議，在 IRP 和 EIS 草案公布之前，在流域區各地共辦了十次會議。有五次額外

的會議，是在草案公布和建議規劃方向核准間所舉辦。還舉辦了四次的公開說明會，民眾可以到現場，也能透過自

家電腦，以「網路專題討論會」(Web-based seminar, Webinar)的形式參與該會議。議程以簡報開場，之後再進行

問答程序。討論的事項包括整合資源規劃的程序、資源選項、情境和策略發展、評估矩陣等。平均每場說明會有十

五至二十位現場參與人士，以及三十至四十位透過網路專題討論會的參加者。說明會錄影和簡報資料檔會刊登在 IRP

的網站上。TVA 也在地方組織、俱樂部和協會場地，對外公開說明 IRP 程序。TVA 也在兩個月內，進行近千位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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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團體
審查小組

(SRG) 

公開說明會 

書面意見 

網路討論會 
(Webinar) 

民電話訪談，以確認居民對發電的考量、獎勵措施計畫的市場潛力、再生能源計畫的市場潛力、估算再生能源計畫

的潛在市場價格、評估田納西流域居民對於 TVA 的態度和滿意度。 

初步成果發表階段的 52 天期間，則是針對 IRP 草稿內容，舉辦了五場公聽會，同時也進行網路討論會(Webinar)

並接受書面意見評論。在會議舉辦前，在主要報紙和發行刊物上，刊載會議舉辦的宣傳資訊。並且召開記者會，邀

請地方記者報導 TVA 的 IRP 制定程序，以增加大眾對該資訊的認識。在網路宣傳上，則會在 TVA 的 Facebook 頁

面宣布相關消息，TVA 網站上也會定期更新關於 IRP 程序和每場公聽會的最新消息。同樣地，每場會議也是由簡報

和問答所組成，與會人士可以將書面或口頭評論轉達給會議記錄人員，會議內容以逐字稿和錄影方式記錄。這段時

間 TVA 也持續接收書面評論，共接收近五百封回應，共有 748 項評論，其中 372 項因為具有特殊性，而在 EIS 中

針對這些項目做分析和說明。 

最後取得的大眾建議內容，廣泛涵蓋多種課題，這些回饋意

見有助於 TVA 檢視其資源規劃方式，了解大眾對於 TVA 計畫的

觀感和投資意願，而 TVA 也會整合民眾意見，在選擇建議的規

劃方向時，據以修正計畫與投資方向。整體而言，這種依循民意

與成本效率的治理觀念，卻可能使 TVA 的 IRP 呈現出互相衝突

或缺乏協調願景的規劃結果，例如拓展核能發電的同時也開發新

的再生能源。 

 

圖 11、田納西流域的意見彙整單位和民眾參與方式(TVA,2011b,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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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德拉瓦河流域 
(一) 流域情況 

德拉瓦河源自於紐約州的 Hancock，流入德拉瓦灣

(Delaware Bay)。全長 531 公里，流域面積達 35,066 平方

公里，涵蓋德拉瓦州、紐澤西州、紐約州和賓州，有約一千

五百萬人仰賴德拉瓦河的飲用水和工業供水。 

 

 

 

 

 

 

圖 12、德拉瓦河流域圖(DRBC,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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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架構 

西元 1961 年成立的聯邦層級法定機關—「德拉瓦河流域委員會」，是一

種區域政府的型態，由四州的州長和聯邦政府指派人員所組成，負責規範、

管理、規劃和協調流域內的相關權利義務，該委員會執行的任務包括水質保

護、供水分配、法規審查和核准、水資源保育活動、集水區規劃、乾旱管理、

氾濫管制和遊憩等。 

政策制訂和水資源管理方案等任務，都是在監察之下，透過合議制的業

務會議和公聽會，以及召開「德拉瓦河流域委員會諮詢委員」(DRBC Advisory 

Committees)會議而完成的，會議相關內容皆對外公開。由於該流域範圍廣

大，涉及城、鄉與各種利益團體，因此經常需要協調與處理衝突的議題。 

 

 

 

圖 13、集水區分布圖 (DRBC,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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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域計畫(Water Resource Plan for Delaware River Basin Plan) 

西元 2004 年制定的「德拉瓦河流域水資源計畫」提供流域內各州，未來三十年

在政策與管理上的方向。該計畫也是政府單位、私人團體組織和個人，在制定政策與

執行活動時的重要指導計畫。更是一個整合與協調新舊方案的架構，以導向有效的政

策執行成果，也有引導研究支持實現理想政策執行成效的目的。 

該計畫整合了舊的計畫，包括「德拉瓦河口綜合保育管理計畫」(Comprehensive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Delaware Estuary, CCMP)以及德拉瓦河

管理計畫，也設定了「指導原則」，作為修訂政策和採取行動進行水資源管理時的基

礎，檢視這些決策是否與「指導原則」相符。 

計畫內容分為五大「關鍵成果領域」(Key Result Area)，為了達到流域水資源管

理的「理想成果」(Desired Results)，各領域分別設定一套總目標(Goals)和次目標

(Objectives)(圖 14~圖 15、表 1~表 5)。 

 

圖 14、德拉瓦河流域水資源計畫的內容發展架構 

(DRBC,2004, 專書彙整) 

關鍵成果領域(Key 
Result Area) 

理想成果(Desired 
Results) 

總目標(Goals) 

次目標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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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德拉瓦河流域水資源計畫的五大關鍵成效領域 (DRBC, 2004, 專書彙整) 

關鍵成效領域 1：永續利用與供應 

 

關鍵成效領域 2： 

水廊道管理 

關鍵成效領域 5： 

管理精神的教育和參與 

關鍵成效領域 3： 

串聯土地與水資源管理 

關鍵成效領域 4： 

制度性的協調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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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德拉瓦流域計畫關鍵成效領域 1：永續利用與供應 

 總目標 次目標 

1.1 在多重使用需求下，均衡利用有限的水

資源，同時保存與提升流域的條件，以

維護或達到生態完整性 

• 評估目前的水資源利用 

• 評估溪流與淡水的流動條件 

• 發展分配水資源的策略 

• 發展評估生態完整性的工具 

1.2 確保適當水質的供應，以恢復、保護和

提升水生態系和野生動物資源 

• 指認水生生態系和野生動物對淡水的需求 

• 水資源的可得性是隨著地理位置和降雨及溫度的季節變動而不同 

1.3 確保適當和穩定的水質供應，以滿足大

眾需求和自給的家庭、商業、工業、農

業與發電上的用水需求 

• 預測所有單位對水的需求，必須估算消費性的利用、水資源分配

系統的損耗，以及各種水資源保存方案的潛在效應 

• 確保未來族群有適當的水資源 

1.4 確保適當且合宜的水流，以支持依賴水

的休閒活動 

• 評估、維持、改善水質 

• 保護水源 

• 確保水質適合魚類生長 

(DRBC,2004,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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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德拉瓦流域計畫關鍵成效領域 2：水廊道管理 

 總目標 次目標 

2.1 避免或降低氾濫導致的生命和

財產損失，並且保護洪氾平原的

生態 

• 評估洪災 

• 發展開發前與開發後的減災策略 

• 暴雨控制和洪氾管理，並將其串聯 

• 採取行動最小化洪水的生態衝擊 

• 提升洪水預測、增加認知 

2.2 提升河流和支流的水上休閒活

動 

• 創造德拉瓦流域的遊憩利用計畫 

• 發展水庫的操作計畫 

2.3 保護、保存和恢復健康且具有生

物多樣性的水岸和水生生態系 

• 界定水流領域和水質標準，以支持健康的水生生態系和河岸族群 

• 將生態系統的條件整合在水質和水流的準則中 

• 建立淤積管理的區域性策略 

• 運用復育技術改善受損的水質 

• 保護河岸和水生的生態系 

• 管理侵略性物種 

(DRBC,2004,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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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降低洪災風險，該委員會特別成立「洪水諮詢委員」，負責檢討相關法規，給予專業的防洪、減災建議。包

括從水廊道管理著手，宣導洪泛平原上應避免填土與開發行為，才能避免遭受洪水淹沒，減少逕流，提供充足的洪

水貯藏空間。同時在減少對河岸植被的破壞，除了有淨化水質和生態功能外，亦可以緩衝洪水的衝擊。 

 

 
圖 16、洪泛平原 (DRBC Flood Advisory Committee, 2009, 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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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德拉瓦流域計畫關鍵成效領域 3：串聯土地與水資源管理 

(DRBC,2004,專書彙整) 

 總目標 次目標 

3.1 保育和恢復流域集水區內的自然水

文循環 

• 估算自然季節流動範圍 

• 保育土壤健康 

• 最大化自然植被 

• 複製洪水量和發生時機 
3.2 維護和恢復高價值水資源景觀的完

整性和功能性 

• 建構流域景觀元素的清點名冊 

• 將高價值水資源地區或景觀，整合入地方和縣市計畫的自然資源清冊中 

• 將表現基準包含在地方土地使用分區和發展規範中 

3.3 在土地利用規劃和成長管理中，完整

整合各種水資源的考量因素 

• 在總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和開發規範中考量地方供水和廢水處理的能力 

• 尊重水文系統的容受力 

• 考量對自然系統的直接和間接衝擊，認識自己所在的流域集水區 

3.4 對於可以透過成長改善當地社區經濟活力的地區，在保護和提升流域水資源的同時，鼓勵其開發與再開發；對於會造

成水資源和相關自然資源破壞者，則抑制其開發和再開發 

3.5 從實質和視覺上，強調與強化社區與

流域水道之間的社會、歷史、文化、

休閒和經濟關係 

• 從何連結? 

• 經驗就是教育，教育和知識是管理的基礎 

• 提供體驗水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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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補注地區 

洪泛平原 

濕地 

水源與排水區 

供水的地表與地下水源 

與水源或供水相關的林地 

水體和相關的河岸棲地 

著重於保護與建立高價值的水

資源地景。從人類與生態利用的角

度，思考水道與集水區的地景變遷

對水資源可能造成的影響。從個人、

企業、組織到社會整體的行為，都

能認知水資源管理的重要性，避免

因部分不當的土地與水資源管理決

策，對整體水資源造成長期的衝擊

影響。  

 

   圖 17、串聯土地與水資源管理示意圖 (DRBC,2004,專書彙整) 

表 4、德拉瓦流域計畫關鍵成效領域 4：制度性的協調和合作 

 總目標 次目標 

4.1 改善流域內水資源管理的協調與合作 • 界定必須加以協調的關鍵參與者 

• 指認必須遵循或考量的相關政策、法規、條例和規劃或審議程序 

• 創造可以聚集關鍵參與者的合作機制 

 

 

水資源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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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BC,2004,專書彙整) 

表 5、德拉瓦流域計畫關鍵成效領域 5：管理精神的教育和參與 

 總目標 次目標 

5.1 建立流域整體的地方精神 • 拓展網路和多媒體資源的利用 

• 增加參與機會 

• 設置提醒進入流域範圍的看板或指標 

4.2 增加流域各機關組織之間資料、資訊和構

想的分享，並且降低重複性 

• 建立可取得的資訊形式 

• 分析轉化所蒐集的原始資料，增加資料的決策參考價值 

• 指認資料收集的缺漏和重複之處 

• 提供一個討論和分析可用資訊的論壇 

4.3 確保各個方案有適當資源可以鼓勵合作式

的水資源規劃和管理 

• 指認既有的資源 

• 指認和增加運用聯邦和州政府資金的機會 

4.4 運用水資源夥伴關係，支持和執行水資源管理，以符合計畫設定之原則目標 

促使流域整體的利益關係者執行流域計畫 

4.5 利用區域政府主權下的規劃和規範力量—

德拉瓦河流域委員會(DRBC)，協助跨機構

組織的協調與合作 

• 協調流域內的聯邦和州政府機構 

• 根據綜合計畫管理水資源 

• 利用委員會的多面向主權，從整合性的做法來協助和管理水資源。 

• 由案例、指導原則和規範來領導相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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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增加學生和年輕人對水資源議題的

認識、瞭解和參與 

• 提供學生學習流域相關知識的戶外參與經驗 

• 支持教育者提供資訊 

5.3 增加私部門對水資源議題的認識、瞭

解和積極參與 

• 鼓勵私人企業採納水資源管理精神作為其企業任務之一 

• 向商業團體傳播相關的水資源議題資訊，展示水資源與商品結合的示範性案

例，說服私人企業投資在創意的水資源管理活動 

5.4 增加地方公務人員對水資源議題、需

求和管理策略的認識、瞭解和積極參

與 

• 目標設在官員和地方領袖的教育和協助上 

• 提供流域內的社區，在技術上的協助 

• 培育社區和集水區之間的夥伴關係和溝通管道 

• 公務人員應該強調個別計畫在流域中扮演的上、下游社區的角色 

• 建立基金和其他資源，以協助集水區社區以執行水資源導向的計畫和規範 

(DRBC,2004,專書彙整) 

 

(四) 執行計畫的指導原則 

由於德拉瓦流域委員會的角色是協調流域內的各級政府，使其政策與行動能夠促進流域整體的多重永續發展目

標，因此強調訂定一套指導原則，提供地方政府做為執行時的依據。當地方政府執行相關水資源管理活動時，應評

估採取的行動，是否符合以下指導原則： 

1. 水是珍貴且有限的自然資源，對所有的生命和良好的生態、經濟與社會而言都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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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衡分配與使用分散在各個集水區的水資源是一大挑戰。 

3. 謹慎的水資源管理需要建立在生態完整性、生物多樣性上，才能確保兼備健康的環境、繁榮的經濟、世代的

社會公平。 

4. 去除汙染最有效的方法是避免汙染的產生。 

5. 整合型管理是良好水資源管理的關鍵，決策時應注意： 

將水質和水量連結至其他資源的管理；確認水文、生態、社會和制度等系統；確認流域和含水層界線的重要

性；避免汙染流動、轉移，避免在其他地方造成新問題；在經濟條件的限制之下，盡可能發展相關技術。 

6. 改善土地管理是改善水資源品質的關鍵，決策時應注意： 

決策應該建立在良好科學性原則，以及對於土地和水資源關係的瞭解之上；有效的整合形管理，需要協調各

個政府層級的規劃和行動：包括聯邦、區域、州和地方。 

7. 透過明智地利用與管理，個人也負有水資源管理的責任： 

知會大眾；提升合作與公私夥伴關係；建立彈性的決策架構，鼓勵並採納創意和新知。 

8. 現有的法規提供了一個管理決策的架構。 

9. 水資源管理決策應在既有法定義務和權利範圍中，適當考量潛在受決策影響的個人需求和團體政策。 

10. 進行整合型管理決策的主管權力，應從既有可用的法規中衍生、加以修訂或頒布新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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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該利用法規結構，協助進行流域、集水區和含水層整體的水資源管理，而非受限於政治轄區的界線，但也

需尊重各州及其下個政府層級的主權。 

12. 水資源管理所偏好的行動是容納與符合： 

生態完整性的保存和提升；永續性、可行性、自然多樣性的可恢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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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例啟示 

美國是聯邦體制，且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憲法上各有特定角色，所謂的美國全國計畫體系是一個不容易掌握的

概念。美國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體系基本上是由州政府主導或由地方政府主導，以因應其自身發展條件與現況。對

於跨州、跨地方的流域治理，多數以流域治理的委員會來統整協調治理事項，再搭配各州、各地方的成長管理計畫

或實質成長管理法案以真正落實土地使用管理。在台灣的淡水河、高屏溪流域已嘗試以流域委員會組織，配合北北

基宜、高屏等合作平臺來統整流域治理，惟受限於既無專法依據、委員會組織層級不高又無專門財源支應等限制，

現有的流域委員會只能說是建立整體治理共識，未盡發揮實際執行行動計畫等功能，應可借鏡美國經驗從設立專法、

擴大區域生活圈合作範疇、提報專案管理計畫爭取財源等面向逐步改正。而參考借鏡之處分為以下幾個面向: 

 

(一) 法源依據 

    美國在「潔淨水法」的法源基礎上，賦予聯邦政府權利，對於河川可提出具有流域治理精神的利用、保護與復

育策略，督促跨州的大型流域，進行整合管理的工作。因此，為了推動各州發展集水區/流域計畫，美國的「環境保

護署」也特別發展了一套完整策略。其中包括制定「集水區/流域計畫發展手冊」，以長達 400 頁的資訊，鉅細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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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將流域型管理計畫的制定、執行與評估，各層面之方法、邏輯、步驟與可得資源，完整地說明並彙整成冊，提供

各政府單位制定流域計畫時的參考依據。更特別的是，「環境保護署」又架設了一個協助建置流域/集水區計畫的網

站工具，只要隨著網頁的提問步驟，填選流域/集水區的資訊，便能自動產出一套計畫大綱，提供地方治理的參考。 

    這兩類工具擁有高度的實用性，可以做為我國發展流域治理計畫時的參考。但需注意的是，該手冊是以復育和

保護水資源為目的，所採用的流域計畫發展方式，是以完整的流域地理資訊調查作為基礎，再將分析成果轉化成計

畫目標和策略。這種計畫準備的方式，較適合流域上游集水區的保育治理：在缺乏基礎資訊且流域議題尚不明確的

地區，可從頭建置與分析流域的基礎資料，以獲得明確的管理方向。若是高度都市化的流域，或是下游出海口地帶，

其流域議題相對明確，並已擁有各種基礎資訊，則較宜採用荷蘭或日本的經驗。尤其荷、日經驗又特別強調水患問

題，這也是高度都市化流域共同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因此可以直接進入界定流域議題的步驟，透過明確界定的議

題，思考解決問題的各種辦法，以策略性地達到流域治理的目標。例如「德拉瓦流域計畫」的準備方式，就是先確

立五項流域管理的預期目標，再據以發展相應的策略，此與荷、日案例經驗相仿，這或許和德拉瓦流域是美國相對

人口密度與都市化程度較高的情況有關。 

 

(二) 田納西管理局運作模式─經濟發展之餘，兼顧其他資源改善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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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美國最特殊的流域治理專責機構，便是「田納西流域管理局」，該組織同時具有公營電力事業和流域

治理機構的特性。由於售電所得十分高，因此管理局的經費來源大部分可以仰賴這項服務，也因此流域治理是採用

稱為「整合型資源計畫」的計畫型態，配合「環境影響聲明」，將各種流域議題納入以供電服務為主的發展計劃當中，

藉此強調該流域治理是採取在經濟發展之餘，兼顧其他資源改善與維護的永續經營發展模式。 

    不過，雖然台灣現今也有利用河川水力發電(如：大甲溪)，但考量台灣河川流域特性、電力事業市場尚未開放

等因素，現下並無複製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以穩定水力發電作為流域治理穩定財源的條件。比較可行的作

法是參考現行隨自來水費徵收垃圾處理費的案例基礎上附加廢污水處理費，依工業用水、家庭用水等不同用水標的

設定不同收費標準與級距，真正將用水成本內部化並能回饋到擴大公共與家庭給水範圍，讓民眾真正享用潔淨給水

的好處，進一步支持河川流域治理與水質改善。而在設置流域治理平台時，「德拉瓦流域委員會」的經驗或許有其參

考價值，也就是由中央和區域政府共同指派人員組成，進行水資源利用與流域維護管理相關的衝突協調任務。 

(三) 民眾參與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因為其具有企業化的管理方式，而呈現出能夠折衷成本效率的做法。更重要的是，該局

的計畫準備和發展過程，十分重視民眾參與機制的設計，這與英國、日本案例中強調的計畫制定程序精神相當類似。

從商業角度而言可視為一種市場調查方式，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提出的計畫能夠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若從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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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管理角度而言，可以事先將各種正反意見納入計畫當中，避免最終計畫版本遭遇反彈而面臨執行困難。另外，

該計畫發展資源開發策略時採用的「情境規劃法」，是根據民眾意見歸納而得的決策不確定因子，與不同的情境列成

矩陣，發展出相應的策略，再分析不同策略在不同情境時具有的風險和成本。這樣的分析結果，能夠評比出最佳的

策略，作為支持策略採納的證據基礎。最後，策略採納的決策也會透過民眾參與機制，檢驗其合理性與民眾接受度。

也就是說，透過多樣而深入的民眾參與機制，田納西流域的計畫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其流域議題的界定工作有民眾

意見作為基礎，而且其執行策略的決議也有民意背書。 

 

    借鏡美國流域治理，最重要的是尋求建立「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共識」，包括政府機關、當地居民、受

影響居民或團體、取用水源之產業工廠、學術與環保團體等，從問題的釐清、影響範圍與利害關係的界定、治理目

標的設定、治理計畫的草擬提出與進一步 付諸實行，每一步驟都須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化解民眾疑慮並爭取民眾

支持。這點不僅在現今的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空間計畫擬定過程中已付諸實行，在推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穩定

供水計畫過程中也廣泛安排此種資訊公開與雙向交流場合，讓民眾對如何取水用水治水能有共識，從如何確保集水

區內民眾權益?如何安排枯水期之工業用水與農業用水之優先與分配順序?養殖用水的取締與如何處理?等等，都需要

爭取利害關係者的最大共識，才能在資訊必須公開、民眾關注自身權益的現代社會中順利推動流域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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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法規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ct (May 1933) 
1.定義 

  所謂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是為了管理田納西河與密西西比河流域所成立的機構，董事會在參議院的建議及同意

下由總統指派，為有給職。（Sec1，Sec2） 

2.水政主管機關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權責包含得以因建造水壩、水庫、運輸線路、發電廠、以及航運相關計畫而取得不動產；

並利用運輸線路整合流域內不同的發電設備。（Sec4） 

3.國土規劃及管理計畫之擬定 

  為減少此法對田納西河流域及周圍地區的影響，並增進未來自然資源保育及發展，增加居民的福祉，美國總

統應調查田納西河流域及其周圍地區，並研擬一般計劃來指導並控制未來發展的限度、進程及本質。（Section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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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十八世紀時，德國的 Ruhr 和 Nordrhein-Westfalen 一帶已有自發性的合作組織在協調當地有限水資源的分

配與汙染控管問題(Patel and Stel, 2004)。十九世紀末更因為該區域的工業化現象，成立了 RBO 以保護區域環境資

源，這些經費自籌的機構，也負責統管當地的排水與發電，並且由地方政府單位和社團法人組成，可以被視為在流

域層級首次出現的多目標管理機構(Molle, 2009)。 

西臨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南臨瑞士、奧地利，以東為捷克、波蘭，北臨丹麥，德國是一個聯邦共和

國，包括 16 個邦。面積約 357,022 平方公里，可以分為幾個地理單元：北部平原、中部高地、南部阿爾卑斯山等。

德國為溫帶氣候，整年都有降雨，總人口約 8,254 萬人，人口密度為 231 人/平方公里，高於歐盟的平均人口密度。

人口聚集中心包括柏林和魯爾區，人口分布相當不均勻，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居住在大城市中。主要的產業為工業，

其中以汽車業為大宗，其他則為工程機械、化學工業、採礦、金屬加工等，這些化工產業視為是河流汙染的禍首。

德國是一個水源豐富的國家，包括地表水及地下水的供應，對地表水的水質監測屬於國家一級的監測機制，從生物、

化學等角度檢視水質，進行流域內水質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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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制架構 
(一) 德國國土規劃體系 

德國的土地規劃遵循歐盟空間政策(European spatial policy)及歐盟地域決議(Territorial Agenda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規範，強調歐盟區域內土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整合協調，並將平衡歐盟內都市系統之發展與

創造新的城鄉關係、確保均等的基礎建設與知識分享、以及永續發展、自然及人文資產的保護列為優先要項。(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3) 

德國境內的土地規劃長久以來即以發展並保護德國國土為主要任務，各區域則因人口密度、聚落使用形態、城

市及都會的尺度及數量、經濟結構、地理及環境狀況而有不同的規劃課題及挑戰，而大體上可分為鄉村地區(rural 

areas)及大都會圈(conurbations)。德國的區域規劃政策(Regional planning policy)希望不同的區域在經濟或是基

礎設施的供應皆達到均值的狀態，但同時尊重不同地區及城市的個別性。另外，也將永續的觀念納入空間發展的核

心價值之一。除了上述歐盟的空間政策之外，德國境內的土地規劃也受全球化、東西德合併等大環境改變的影響。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2013) 

在 2006 年時，德國聯邦政府與邦政府共同提出了德國空間發展理念及策略(Concepts and Strategi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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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evelopment in Germany)，針對聯邦政府的空間發展政策制定了三個主要的理念：成長與創新、確保基

礎服務設施的提供、以及保護自然資源及形塑文化地景。(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Affairs, 2006) 

德國國土規劃可分為四個層級，主要規劃單位分別為聯邦政府、16 個邦政府、114 個區域、及將近 14000 個

縣市/鄉鎮，並分為空間規劃與景觀規劃兩大部門。在聯邦政府的層級，聯邦政府主要負責法令、政策及架構的制定，

例如聯邦規劃法令(Federal Spatial Planning Act)及建築法令(Federal Building Code)，作為全國的法源及政策基

礎，以確保全國土地規劃的一致性，並提供下級政府實施土地規劃相關之指導。落實到空間土地規劃時，邦政府擬

定邦規劃法並製定邦發展計畫(Landesplanungsgesetz, LPG)，為一跨部門與地區的綜合計畫。邦政府也負責制定

邦景觀法或自然保護法，並研擬景觀架構方案，作為邦內自然資源及景觀維護的方針。 

邦 發 展 計 畫 的 下 一 個 層 級 土 地 規 劃 則 為 區 域 計 畫 (Regionalplan, RP) 或 地 區 發 展 計 畫

(Gebietsentwicklungsplan, GEP)，由地區規劃署或區域官域負責。另外，在景觀架構方案指導下，區域層級則發

展景觀架構計畫。最基層的空間規劃則為鄉鎮市層級，包括規範政府的土地使用措施及決策的土地利用計畫

(Flaechennutzungsplaene, FNP)及具有區域細部計畫性質的營建計畫(Bebauungsplaene, BP)，後者以前者為基礎

發展。另與土地使用計畫平行的則為景觀計畫(Landschaftsplan, LSP)，維護區域內之自然景觀及生態平衡。 (韓乾，

1999: Federal Ministry for Transport, Construction and Housing, 2000; 李俊霖，黃書禮，詹士樑，2007;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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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uehler, 200;李長宴，曾士瑋，2012) 

除了上述一般土地規劃架構之外，特殊的部門計畫，例如交通、水、能源部門計畫(ministries for transport, water, 

energy)則單獨提出，再由土地規劃單位進行計畫之執行。聯邦政府會針對跨層級土地規劃的整體表現進行評估，並

指認主要的課題及目標。(Schmidt and Buehler, 2007) 

(二) 德國水資源管理體系 

德國的水資源流域管理權限，依政府架構，有三個主管層級：聯邦 (Bund)、邦 (Länder)和自治市

(municipalities)(表 1)。此三個層級透過契約或交易方式進行區域性或區域間的合作，集中實施治理以克服行政邊界

的限制。聯邦政府負責頒布架構性的法規和策略性的決策；邦政府則在聯邦法規的限制下，由相關委員會或政府單

位負責水資源管理規劃，擬訂實際的水資源管理結構和方法；市鎮或水資源管理辦公室，則具有監測、技術建議和

執行上的功能(Irmer and Kirschbaum, 2010；Kampa et al., 2003；Wackerbauer, 2009；Philip et al., 2008)。 

在聯邦政府層級的流域管理主體是「環境、自然保護和原子能安全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負責的管理事務涉及水資源管理的基本問題和跨境合作 (Irmer and 

Kirschbaum, 2010；包晓斌，2008a)；同時也會與其他相關的研究機構或部門，包括「食品、農業和林業部」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衛生部 (Ministry of Health)、「交通、建築和都市事務部」 

(Ministry of Transport, Building and Urban Affairs)等合作。此外，「聯邦環境署」(Umweltbundesam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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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Environment Agency, UBA)則是德國管理環境事務的聯邦主管機關，負責提供聯邦政府環境相關政策的科

學證據支持，執行環境相關法條，並且向大眾宣導環境保護資訊。 

表 1、德國水管理機構分配 

機構組織 水資源管理角色 

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國際層級委員會、歐盟之溝通、聯邦水道等 

邦共同委員會(Co-operation of Bund and Länder) 海洋保護、監測程序 

邦條約(LänderTreaties) 跨界之供水、汙水處理及水資源管理 

邦共同合作(LänderCo-operation (LAWA)) 各邦立法與實施之調合 

邦機構(LänderInstitutions) 水資源管理、流域管理 

邦議會和政府 

(LänderParliamentsandGovernments) 

歐盟法律和邦之水資源立法 

水資源主管機關和機構 

(Water authorities and agencies) 

聯邦和邦立法的實施，收取排汙費，監測、執法、

信息等 

水資源協會(Water associations) 水供給、地下水道、水資源管理、洪水控制 

城市間的協會(Inter-municipal associations) 水供給和地下水道 

(包晓斌，2008a，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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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聯邦制度，並沒有特定的流域

管理系統，邦和市級政府僅能依據職能進

行轄區內的相關管理，相較於其他國家，

德國的流域管理部門尺度較小且散置在不

同單位部門中(圖 1)。因此，流域管理規劃

面臨行政轄區邊界的限制，為了突破此限

制，遂透過合作方式，在既定政府結構之

外，利用非正式的合作和協商機制，達到

公共管理的目標，最常見的方法是設置流

域委員會市際協會、水用戶協會和科技任

務小組等，並且採用法規和稅政工具達成

政策目標 (包晓斌，2008a)。 

圖 1、德國聯邦政府水資源管理法規架構 

(包晓斌，2008a，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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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流域治理法規 

與流域治理最為相關的法案是西元 1957 年首次通過的「聯邦水資源法案」(Federal Water Act, WHG)，提供各

邦立法及排汙費法(the Effluent Charges Act)之框架，是過去流域管理規劃的基礎，主要規劃工具有四個：水資源

管理綱要計畫(water management framework plan)、水資源管理計畫(water management plan)、汙水處置計畫

(wastewater disposal plan)、水質管制(water quality regulation)。西元 2002 年聯邦水法(WHG)作第七次修正，

促成水資源規劃工具的整併 (Kampa et al., 2003)，使得原有的四項規劃工具整合在單一的流域管理計畫架構中。 

原本由邦政府負責的水資源管理綱要計畫，是為流域和都市地區所準備的計畫，但是實際上該計畫卻常常局限

在邦界之內，唯一的例外是柏林都會區的綱要計畫，此計畫聯合兩個邦的政府共同擬定。 

 

(四) 跨界治理機構 

德國的水資源管理本來就有考量多重利益關係者的傳統，會由私人事業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聯合，形成一

種私部門參與的模式。政府則是負責協助地方私部門的發展，並且作為一個資訊交換平台，分享公營事業、私有水

資源公司、民意代表和受影響族群之間的意見。在私有化的水資源治理概念下，相關主管當局轉型成督導單位，或

轉化成私有化或半私有化的機構型態。這種私有化型態有三類(Irmer and Kirschbaum, 2010)： 

 正式私有化或組織私有化：供水由原本的主管行政單位負責，但是執行單位則轉變成商業公司型態，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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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部門或半自治市府轉成市府企業。 

 實質私有化或機能私有化：主管行政單位將任務分派給私人團體。透過監督小組或是派駐在公司的監督人

員，進行對該私有化公司的管控。 

 混合式私有化：由私人公司參與的自治市企業組織。作法是成立一種部分私有化的公司，如「柏林水資源

工程」 (Berlin Water Works, BWB)，公部門持過半股票，餘由私人財團持分，共同管控柏林的水利工程。

這種型態使得該機構維持一種公法人形態，並且使相互競爭的企業得共同協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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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德國水資源架構(Philip et al., 2008, 專書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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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調水資源管理的法規工具運用，各邦的最高機構會參與「聯邦與邦的聯合水資源委員會」；而市府層級的單

位則負責水資源供應、汙水處理和水資源清潔的任務，並且建立如市屬企業公司或市際協會等組織，提供彈性適應

不同議題的政府管理形式(Irmer and Kirschbaum, 2010；包晓斌，2008a)。 

在「聯邦水資源法案」的指導下，德國也成立了許多「水用戶協會」，是一種公法人團體，經費由協會成員自行

負擔，內部設有委員會負責決議重要管理事項。協會的成立需要所有組成團體的同意和主管機關的批准，任務包括

水資源管理、水供給和汙染排放等事務，同時也需要積極與相關政府水資源管理部門合作(包晓斌，2008a)。 

此外還有許多科技協會和任務小組，例如汙水處理技術協會、水資源和土地改良協會，目的是制定技術綱要及

技術標準，以規範相關的水資源規劃、管理和使用行為，並且作為產官學界的合作平台，參與團體包含聯邦政府、

邦政府、市政府、協會、大學和企業 (包晓斌，2008a)。 

(五) 工具與措施 

德國的流域管理規劃散佈在相關的水資源、汙染、防洪、保護區、交通、土地利用規劃等計畫中，但是各個計

畫通常能夠明確指出必須採行的措施，因此具有高度可操作性，政策落實的工具及措施包含四項：執行活動、法規

工具、經濟工具、溝通工具(包晓斌，2008b)。 

 執行活動：利用公共建設或環境維護的實質活動來達成流域管理的目標，例如水利建設工程、防洪設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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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集中處理及飲用水分配等事業活動。 

 法規工具：透過限制與規範水資源相關的活動，包括水資源使用許可證的發放、地表水保護法、水資源保護區、

洪水易發區、水質標準等法規進行控制與處罰。 

 經濟工具：有聯邦政府課收的汙染排放稅、邦政府課收的地下水抽取稅，以及飲用水和汙水收集處理價格訂定

與收費。 

 溝通工具：透過其他管道執行政策目標，包括針對投資或開發案件的環境影響評估、對科技機構提出的建議、

以及其他規劃和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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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國流域 
有六個流域系統及海岸地區，包括萊茵河(Rhine)、

埃姆斯(Ems)、威西(Weser)、易北(Elbe)流入北海，

奧得河(Oder)流入波羅的海，多瑙河(Danube)流入

黑海。其中萊茵河、易北河、奧得河、多瑙河四條河

流跨越國境，總流域範圍約有 1,213 平方公里，有

26 個超過 10 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圖 3)。在歐盟的

水資源架構法(WFD)下則界定十個流域分區(river 

basin district)作為管理單元，其範圍與行政界線並

不相同。流域區規劃分為國際 (A-Level)和邦政府

(B-Level)兩個層級。 

 

圖 3、德國WFD 流域區圖(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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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萊茵河流域管理計畫 
(一) 流域情況 

萊茵河流域約 185,000 平方公里，流經九個國家，流域人口

達到 5,800 萬人，河流約 1,320 公里長，源於阿爾卑斯山，流經

法國、德國和荷蘭(圖 4)。萊茵河具有航運、工業、供水、旅遊

等功能，高度的用水需求導致不永續發展及水質受到嚴重汙染的

問題。 

萊茵河流域在德國境內約有 865 公里，105,000 平方公里的

集水區面積，居住了 3,400 萬人，沿岸有多樣的土地利用方式。

德國飲用水供應源於地下水，經自然過濾的水質較一般水質優良，

但在受汙染區如魯爾工業區，當地的地層受到煤炭開採的嚴重汙

染，影響地下水源品質。 

圖 4、萊茵河流域圖(ICP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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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茵河流域重要的水資源議題除了水質外，另一則為洪災。由於萊茵河上游源於阿爾卑斯山的融雪，春天融雪

及降雨時，易引起洪水。此外還有都市集約化的建設、土地利用開發、交通運輸策略等缺乏自然保育觀念，使萊茵

河下游村莊發生過幾次的洪災，近年受到氣候變遷的威脅更增加洪災發生的頻率和強度。 

 

(二) 組織結構 

因應水質的惡化，西元 1963 年發展的「萊茵河保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hine 2003)」，

由德國、荷蘭、瑞士、法國、盧森堡成立「萊茵河保護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hine, ICPR)，協議減少汙染物的排放、改善河川氧濃度，使流域生態環境得到相當大的改善，促使大量鮭

魚洄游。 

ICPR 是萊茵河流域內最重要的跨國組織，負責協調萊茵河流域內，各國投入的水質改善、降低洪災、鼓勵永續

發展等計畫。透過流域國家的政府部會，特別是環境部會的協議，達到治理的效果。不同於一般的政府代表組成的

委員會機構，ICPR 能夠直接採取政治法定決策，執行 ICPR 制定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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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萊茵河 2020 永續發展執行計畫」 

為綜合治理萊茵河流域的各種議題，ICPR 發展許多行動計畫，最新的行動計畫是西元 2001 年公布的 「萊茵河

2020 永續發展執行計畫」 (Rhine 2020—Programme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hine)，取代了

西元 1978 年制定施行至西元 2000 年的「萊茵河行動計畫」 (Rhine Action Program/ Plan)。 

「萊茵河 2020」執行計畫聚焦在四大議題(圖 5)：洪水預防與保護、水質改善、地下水保護、生態系改善。整

合了以往以污染防治、洪水與災害管理為主的行動計畫，例如西元 1986 年，由於瑞士 Basel 地區一個倉庫起火，

倉庫中的殺蟲劑、除草劑、殺菌劑等有毒化學品被排放至萊茵河中，而衍生出「萊茵河行動計畫(Rhine Action 

Program)」；西元 1998 年，則有「洪災行動計畫」(Action Plan for Floods)，以改善洪災發生預警及防災意識；

西元 2001 年開始發展「萊茵地圖集」(Rhine Atlas)，提供災害潛勢地圖，協助流域內各國在發展時，避開具有洪

災潛勢的地區。 

 



 

  
18 

 
圖 5、萊茵河 2020 永續發展計畫(Conference of Rhine Ministers, 2001,專書彙整) 

 

洪水預防與保護 

•降低25%的低地洪水致災率 

•下游洪峰降至75公分 

水質改善 
•利用簡單、近自然處理程序，淨化飲用水質 

•水中不得有危害生態的成分 

•漁業活動必須限制在僅供人類消費用途 

•萊茵河沿岸需要適合游泳的水質環境 

•必須在不影響環境的方式下處理淤泥 

地下水保護 

•復育良好的地下水質 

•平衡地下水的抽取與補注 

生態系改善 

•復育萊茵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建
立棲地連續性 



 
 

 
19 

(四) 「萊茵河國際型流域管理計畫」(Part A) 

西元 2009 年公布的「萊茵河流域國際整合管理計畫」 (Internationally Coordinated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 District of the Rhine, IRBD Rhine)，是萊茵河流域管理計畫的 A 部分(Part A)，處理

流域整體的跨國協調議題，提供框架和原則。該計畫是 ICPR 依據歐盟 WFD 的要求，對流域內屬於 A 層級、大於

2,500 平方公里的集水區單元，彙整各國提供的地表和地下水文、水質、生態狀況調查結果，並且提出原則性的改

善建議，作為流域各國政府採取相應措施和行動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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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萊茵河流域國際整合管理計畫架構圖(ICPR, 2009) 

 

 

計畫的關鍵在於使用一個通用的標準，利用這套標準檢視流域內的各個水體的表現，並能設定未來預期達到的

目標值。IRBD Rhine 將流域分為 9 個工作分區，也明確列出負責的各國主管機關及其下的行政單位，因此可以運用

這份計畫，協調流域各國依其個別的法制工具，擬定因應措施，協助達成流域整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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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工作分區 地表水位置 地下水位置 湖泊類型 受人為干擾程度 抽水利用 

      

動植物、棲地區 鳥類保護區 地表水生物與化學狀況監測站 地下水水量與化學狀況監測網絡 

      
圖 7、「萊茵河國際型流域管理計畫」(Part A)流域水文、水質、生態狀況調查圖集 (ICP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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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生態狀況 地表水植物生態狀況 地表水動物生態狀況 地表水化學狀況 

      

地下水水量與化學成分分布 魚類物種棲地分布 

      
圖 8、(續)「萊茵河國際型流域管理計畫」(Part A) 流域水文、水質、生態狀況調查圖集 (ICP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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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國地方政府執行計畫(Part B) 

在「萊茵河流域國際整合管理計畫」(Part A)之下，各國的區域或邦政府再根據當地條件，制定被稱為 Part 

B 的個別管理計畫  (表 2)。其中，德國境內有六個區域政府，負責 Part B 的計畫準備與施行。以

Northrhine-Westphalia 為例，由邦政府的「環境保護部」統籌管理邦內的 12 個子流域，以保護水質、協調衍

生的土地使用衝突。 

各個子流域又有相對應的地區辦公室，負責與區內的相關公私單位，進行「萊茵河流域管理計畫」的溝通協

調。以魯爾子流域為例，負責的地區辦公室，目前主要任務是訂定舉辦說明會、研討會的時程表，並且定時將

會議召開進度公開在「實施歐洲水框架指令（WFD） -活水計畫」 (Umsetzung der Europäischen 

Wasserrahmenrichtlinie (WRRL) – Programm Lebendige Gewässer)的入口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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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萊茵河國際型流域管理計畫」(Part B) 的各國主管機關之入口網站 

 (ICPR,2009,專書彙整) 

國家 區域政府 萊茵河流域管理計畫 Part B 

德國 (Germany) 

Baden-Württemberg: www.wrrl.baden-wuerttemberg.de 

Bavaria: www.wrrl.bayern.de 

Hesse: www.flussgebiete.hessen.de 

Northrhine-Westphalia: www.flussgebiete.nrw.de, wiki.flussgebiete.nrw.de 

Lower Saxony: www.nlwkn.de 

Rhineland-Palatinate: www.wrrl.rlp.de 

Saarland: www.saarland.de 

Thuringia: http://www.flussgebiete.thueringen.de 

比利時 (Belgium) http://environnement.wallonie.be 

法國 (France) www.eau2015-rhin-meuse.fr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www.llv.li/amtsstellen/llv-aus-wasserwirtschaft.htm 

盧森堡 (Luxemburg) www.waasser.lu 

荷蘭 (Netherlands) www.kaderrichtlijnwater.nl 

奧地利 (Austria) wisa.lebensministerium.at, www.vorarlberg.at 

瑞士 (Switzerland) www.bafu.admin.ch/wasser 

http://www.wrrl.baden-wuerttemberg.de/
http://www.wrrl.bayern.de/
http://www.flussgebiete.hessen.de/
http://www.flussgebiete.nrw.de/
http://www.nlwkn.de/
http://www.wrrl.rlp.de/
http://www.saarland.de/
http://www.flussgebiete.thueringen.de/
http://environnement.wallonie.be/
http://www.eau2015-rhin-meuse.fr/
http://www.llv.li/amtsstellen/llv-aus-wasserwirtschaft.htm
http://www.waasser.lu/
http://www.kaderrichtlijnwater.nl/
http://www.vorarlberg.at/
http://www.bafu.admin.ch/wa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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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在整合型的水資源管理上，有兩個選擇：第一，為了特定目的，與其他自治市聯合成立一個跨市協會

組織 (zweckverband)；第二，與多種工作小組合作，提供技術、財務和環境的支援。雖然地方政府不一定要尋求

外部支援來改善地方的水資源管理工作，但由以下兩個案例顯示，地方政府已主動拓展其管理角色，超越地方行政

區域劃分範圍，向外尋求合作，以提升改善特定流域型問題之對策的效率 (Philip et al., 2008)。 

 

案例一：整合型水資源管理與土地利用規劃--Nachbarschaftsverband Heidelberg-Mannheim 

德國西南部的 Mannheim-Heidelberg 都市地區，人口與產業發展密集，是 Rhine 和 Neckar 河匯聚的地

方，因此水資源在土地利用規劃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了改善河岸管理與土地利用的整合程度，區域內

的兩大市和 16 個地方政府聯合成立「海德堡-曼海姆鄰里協會」(Heidelberg-Mannheim 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做為整合型的水資源管理機構。該協會處理一連串的水資源管理議題，包括環境保護、土

地利用規劃、經濟發展和運輸交通。各個地方政府派出相關部門代表，參與協會的決策討論，因此協會最

後的協議也都能為各政府所接受和執行。協會擬定的執行計畫包含大型 NGO 團體的倡議活動 (例如

Lebendiger Neckar/Living Neckar 和 Artery –Flusslandschaften der Zukunft/ River Landscapes of 

the Future)，以達到強化河川與社區鏈結為目標，項目包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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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岸的兒童遊戲空間 

 設置森林以改善生態 

 復育河岸生態系並增加河川可及性 

 營建碼頭以提供河川入口站 

 創造淺水區以鼓勵野生動物棲息 

 

案例二：地方政府協調內外以提升洪氾管理效率--Hochwasserschutzzentrale in Cologne 

  德國的科隆市有洪氾之都的名號。科隆市位在 NorthRhine-Westphalia 下游，有近百萬的居民常受

洪水侵襲。由於洪災發生頻率極高，地方的「洪水保護中心」(Hochwasserschutzzentrale/Centre for Flood 

Protection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並且樹立了良好的洪災風險管理模範。中心負責發展一套預防措施和

保護計畫，除了重視河岸開發情況，也負責提供當地居民的警報系統和教育計畫。作為一個跨地方行政管

轄範圍的整合性組織，該中心是一個特例，能夠在地方基層的位置上，緊密地與其轄區之外的其他萊茵河

流域的地方政府、上層的區域和中央政府共同合作。由於該中心參與了地方發展計畫的準備工作，因此能

夠將土地利用規劃連結至洪災管理與防治上，影響河岸附近的土地開發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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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魯爾河流協會 
(一) 流域情況 

魯爾河是萊茵河六大支流之一，源自德國的 Hochsauerland District，流域面積 4,485 平方公里，魯爾河全長

219 公里。流域內南半部和西北部是農業和林業用地，北部為都市化和工業化地區，人口約 2 百萬人，汙水處理接

管率達 98%，供水人口達 460 萬人(圖 9)。 

(二) 組織結構 

「魯爾河流協會」(Ruhrverband/Ruhr River Association)的前身是於西元 1899 年成立的「魯爾水壩協會」

(Ruhr Dam Association)，由私人水利和發電事業公司自發組成，係為因應十九世紀末在魯爾河(Ruhr)及埃姆舍河

(Emscher)一帶，重工業與人口成長造成的乾涸、下游水資源短缺，以致影響河口水力發電廠運作而成立。西元 1913

年轉型為法人型態的「魯爾河流協會」，由區內所有自治市政府與相關水利事業公司企業所組成的，並且擁有自治權，

功能也類似自治市政府，負責管控所在河流集水區的水質與水量。 

 



 

  
28 

 

圖 9、德國魯爾河集水區圖(Ruhrverband,2013, 專書繪製) 

水庫集水區 

魯爾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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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織以流域管理的概念而設置，因此管轄範圍不同於既有的行政區界，而是與集水區範圍相互重疊。在權限

上，協會運作、政策與法規制定受邦政府嚴格管轄，並且受「自然環境與消費者保護署」(Agency for Nature, 

Environmen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所監督。其成員包括流域內的自治市政府、地區政府、排放廢水的工商

企業，以及其他供水、抽水與供電的公私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則類似有限公司，由大會、監事會、理事會所組成，

相關責任與義務由內部制定的法規所管理。 

協會資本與營運成本百分之百由會員負擔，由成員依照比例負擔相關的法定任務成本。 

 

 
  圖 10、德國魯爾河流協會成員組成圖(Ruhrverband,2013,專書彙製) 

66% 
11% 

10% 

8% 5% 



 

  
30 

 

支出分攤與收費標準乃依汙染者與受益者付費原則，建造與營運水質水量管理系統的全部成本由負責與受益的

會員負擔(蕭代基等，2003)。這種自治式流域管理組織的優點有三項： 

 以利益關係者為協會成員，可以確保成員能夠達成協會任務，由成員負責任務成本的方式，也符合『汙染

者付費原則』的現代環境精神。 

 負責魯爾集水區整體的管理，其任務可以根據整體自然環境的條件，不必受限於既有的行政管轄範圍。 

 跨區域的工作方式，在設施的規劃、興建和運作上，可以提升成本效益。 

 公法人組織的型態，可以自訂會費金額，又享有極高的信用額度，能夠取得市府貸款和其他邦政府提供的

低利方案。 

(三) 任務 

「魯爾河流協會」是德國最大的水資源管理協會，目的在建立之初便是要提供區域內理想的生活品質。基於生

活品質所涵蓋的多重目標性質，協會成為提供所有水資源管理設施的單一單位，全權負責流域內超過八百座水資源

管理設施之計畫、興建、籌資和運轉，包括水庫、汙水處理廠、蓄水湖、暴雨貯存槽、抽水站、水力發電廠、固態

廢棄物處理設施。不同於一般水利事業單位，該協會不僅處理行政和運作任務，也有負責規劃和興建工程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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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單一設施獲取的經驗教訓，便能順暢地轉用至整體流域的其他設施經營上。除了規劃任務是協會的中央單位

所負責之外，為了確保就近處理，水資源管理設施的興建與運轉乃是由四個分散的區域辦公室所負責。此外，協會

的任務範疇也會隨著與會員的合作程度增加而拓展，例如在地方政府的委任下，負責管理市營的下水道網絡。 

此外，該協會也建立了供水和廢水處理的基礎設施，透過多目標的規劃方式處理流域水資源與環境管理的議題。

目前協會任務聚焦在四大議題：運動和休閒、汙水處理、河流與湖泊、知識資訊 (圖 11)。 

 

        
圖 11、德國魯爾河流協會的核心任務(Ruhrverband,2013 專書彙整) 

  

運動和休閒 汙水處理 河流與湖泊 知識資訊 



 

  
32 

1. 運動與休閒：提倡魯爾河系、水庫和蓄水池相關的運動與休閒活動。 

2. 汙水處理：汙水處理廠、暴雨處理、加壓抽水站和管線、下水道網絡、固態廢棄物處理、廢水發電。 

協會負責的 71 座汙水處理廠使排放至魯爾河的水質能獲得保障，進而提升河川環境的生態品質。為了避免

暴雨流入下水道系統，增加汙水處理廠的負荷，該協會也在部分下水道系統中，設置暴雨貯留槽短暫貯存過量雨

水。為了降低汙水處理廠的碳足跡，汙水產生的沼氣和熱能也被轉化為再生能源。 

3. 河流與湖泊：處理水庫、蓄水池、河流、生態與水力發電等事務。 

除了一般的水庫、蓄水池和水力發電事務外，協會特別強調在生態與地景保存上所負的責任，採取措施包括

復育、造林、護漁。流域內八座水壩和水庫周遭共有 2,900 公頃森林植被，由於森林對於水資源保護、生物多樣

性、景觀皆有其重要性，協會也負責經營與保護森林。另外，水庫與水壩面積達 2,700 公頃，配合「邦漁業法」

(State Fisheries Act/Landesfischereigesetz)的規定，必須依據水體的大小和特性，確保魚類數量與多樣性，因

此該協會透過與實驗室合作，分析監測魚類族群，執行保護措施、設置魚梯、溪流復育和創造棲地。 

生態復育工作，為協會積極進行的任務之一。基於自然保育法的規定，為了補償進行水資源管理而興建的必

要廢水處理廠、暴雨溢流槽等設施，遂利用生態復育策略，擇定流域內特定地區作為進行生態補償措施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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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達到歐盟 WFD 的目標，也利用低成本的河道復育方法，改善人工化水道的生態條件，或是以低成本

的生態方式，維護設施周遭的綠地，達到經濟與生態的雙重目標。 

 

4. 知識資訊：提供資訊分享的平台功能。 

在成立之初，魯爾河流協會已具有「流域管理」的任務精神。為了配合歐盟的 WFD，水質監控計畫將新的

生物品質指標和其他關於成本效率的分析，均納入考量。並且透過與研究機構的合作、獎助年輕學者研究和環境

教育方式，達到匯聚知識(pooling transfer)與知識傳遞(Knowledge transfer)的目的。發展研究的重心有生物汙

水處理、避免中水流入下水道所造成的負荷、「整合式排水計畫」(Integrated drainage planning, IEP)、氣候變

遷、洪水管控、微汙染殘留等。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整合式排水計畫，綜合分析下水道系統、雨水、汙水處理和水體之間的關係，收集下

水道遭外來水滲入的情況、雨水處理設施的資料、汙水處理廠的功能分析、廢水排放點的生態評估，建立雨水逕

流模式。透過該模式，了解雨水逕流情況，以改善自然排水系統的效果，減少下水道系統遭外來水滲入，提升汙

水處理廠的處理效率。另一個研究重心在面對氣候變遷，日益加劇的洪災問題。以魯爾流域的情況而言，由於對

旱季和雨季的不確定，造成集水區在蓄水功能與洪災控管之間的衝突，對於水庫是否應該保持更多的空間容納洪

水，或是貯存更多的水量因應乾旱時期，需要更明確的資料作為決策的依據。目前水庫水位的調節，是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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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nsberg 地方政府負責的高水位警報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因此該協會的研究聚焦在不同氣候條件下，洪水控管

對魯爾流域各個水庫的效應，以尋找最佳的控管方式 (圖 12)。 

 

 
圖 92、整合式排水與汙水處理計畫(Ruhrverband, 2008, 專書參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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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例啟示 

    德國流域治理最相關的法案為「聯邦水資源法案」，透過 2002 年聯邦水法第七次修正案，促成水資源規劃工具

的整併，使原有四項規劃工具整合在單一的流域管理計畫架構。本書主要探討德國運用法規與跨界治理機構進行流

域治理與水資源管理，其中可作為台灣水庫集水區及流域發展借鏡之處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 管理機制 

    德國在「聯邦水法」的法源基礎上，由流域管理的角度進行多重目的之水資源規劃管理，指導具有公法人型態

的「水用戶協會」或「水委員會」之成立，這樣的組織與荷蘭的民間自治水利機關相仿，可以作為集水區內各個地

方政府與相關私人企業的協商平台。另外，為了提供委員會在技術層面的支援，成立科技協會和任務小組，以發展

各種水資源管理上的技術與標準。在德國，這類不屬於政府行政體系的委員會，仍具有其法源基礎，更重要的是，

以「魯爾河流協會」為例，這類組織又可能依據各個流域或集水區的條件和需求，再轉型成為公營企業或具有自治

權力的政府型態。因此這種制度也使得以剛性法為架構的德國，能在流域治理上呈現高度的彈性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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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域治理專責機構 

    德國的聯邦制度中並沒有正式的流域管理單位，而是散佈在各個政府層級中的相關部門內。但是在嚴重的供水

議題和衝突下，為了突破行政轄區範圍的限制，長久以來就發展出在政府結構之外，自發地運用非正式的合作和協

商機制，設置水資源相關委員會的傳統，再藉由法規和稅政工具達成流域的政策目標。由此可見，發展流域治理平

台或專責機構，需要以流域型的議題作支持，才得以匯聚各個利益關係者參與治理的自發性動機。 

    我國由於缺乏此類為因應水資源利用與分配，而由地方政府、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結合形成的公私部門合作

傳統，因此更需要針對特定流域型的議題，例如災害問題，先引起地方政府和其他相關企業組織的關注與投入，再

透過中央政府的引導與協調，較能達到整合流域內各個相關利益關係者於同一平台中的目標。 

 

(三) 民眾參與 

    從德國經驗來看，地方政府常基於地方特殊的整合型水資源管理議題，主動與其他相關的自治市，透過契約關

係結合形成跨市的組織，這是一種提供行政制度彈性，提高執行效率的作法。反觀我國的地方行政制度，雖然中央

政府逐漸發展出相關的推動機制，但似乎仍欠缺積極的民眾監督與參與，以督促這類地方政府的自發行動之形成。

在這方面，日本的案例具有德國流域治理模式的精神，卻又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體系下，並且能以各種刺激民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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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的機制，促進流域治理動機的強化。也就是說，利用流域懇談會或河川巡守隊等民眾參與型態之設計，獲取以民

意為基礎的流域治理議題，並且配合專家學者組成的專業技術支援或建言提供之委員會，使流域議題得以明確界定，

成為聚集流域內各個利益關係團體的動機，激發共同解決議題的力量。 

 

(四) 汙染者與受益者付費原則 

    德國這類資本與營運成本完全由會員負擔的流域自治組織，在我國現階段的行政體制，或許欠缺發展的空間，

但是仍為流域治理平台，提供了一種思考經費來源的模式。也就是依據成員在流域中具有的法定任務，基於汙染者

與受益者付費的原則，利用協議擬定合理的會費繳交或成本負擔比例，使參與流域治理的公私部門組織能夠公平負

擔整體流域治理的成本。 

 

    德國彈性的管理機制，以流域型議題為導向發展的流域治理平台或專責機構，以及聚集流域內各個利益關係團

體的民眾參與方式，還有提供流域自治組織之資本與營運成本的汙染者與受益者付費原則，可做為台灣參考借鏡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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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德國聯邦水資源法 
除了受歐盟 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的指導之外，德國水汙染控制的兩個重要法源依據為聯邦水資源

法與汙水費法。管理單位在中央為環境、自然保育與核子安全部，地方層級管理單位則為聯邦政府。2002 年環境、

自然保育與核子安全部公布了德國水資源管理政策，內容包括德國與國際間對於水資源管理的課題，尤其是水汙染

的部分。 

 

1.規範內容 

德國的水資源管理決策基本上是超越行政界線，而以流域（Hydrological Drainage Area）作為地理範圍考量，

共劃設十個河川流域區。地表水管理強調維持好的生態及化學含量的狀態；地下水則強調水量及化學含量的狀態。

另外，地表水體的品質與動植物群相有相當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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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體管理目標 

（1）水資源綜合計畫與管理：整合河流級別的品質與數量以建立新的行政運作機制，過程強調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及

資訊分享。 

（2）水源供應評估。 

（3）保護水資源、水質及水生態系統：降低汙水排放以提高水質。 

（4）飲用水供應和衛生設施。 

（5）食品生產與鄉村永續發展：規範農業肥料硝酸鹽與殺蟲劑的使用。在政策與土地規劃中納入洪水考量，尤其是

自然排洪計畫與土地使用的共存。 

（6）氣候變化：考量季節性雨水量的差別。 

（7）海洋管理與永續發展：持續關注海岸使用對於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例如石油及天然氣管道、氮及其他汙染物

排放、旅遊行為、以及海上風力發電設備等。 

（8）海洋環境的保護。 

（9）海洋生態資源的永續利用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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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關環境規範 

要求與洪水保護計畫、依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設置的專案計畫、空間計畫與地區計畫、近海風力發電

場的區位選定、市區土地利用計畫、景觀計畫等均必須進行策略性環境評估。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2007，評估國際水資源管理政策與行動及其於環境影響評估和策略性環境評估方面的 

最新實踐。http://www.epd.gov.hk/epd/SEA/big5/file/water_index/germany.pdf (上網日期：2013.10.16) 

郭玲惠，林鎮洋，1999，德、荷水利會之研究，經社法制論叢（24）pp34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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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荷蘭是個位在河口三角沖積平原上地勢低平的國家，屬溫帶海洋性

氣候，年降雨量約為 700 毫米，地表水體有 26%低於海平面，近半的土

地經常受洪氾威脅，人口發展又十分稠密，為歐洲密度最高的國家，因

此荷蘭強烈依賴工程技術，例如利用建構運河和堤防系統，達到河運交

通與防範河海水患。荷蘭境內的溪流湖泊大多高度受人為干預或改變，

常見低窪開拓地，剩餘的水資源透過小運河收集、排放至周圍的水體。 

夏季的水位較高，可提供作物使用，冬季則維持低水位，以提供足

夠的空間蓄積暴雨。此外，西元十世紀時，荷蘭便已成立 Polder Boards，

提供當地土地所有權人組織參與水資源管理 (Patel and Stel, 2004)。這

類組織延續至今，逐漸演變成今日管理水資源設施的「水資源委員會」

(Water Boards, Waterschappen)。 
圖 1、荷蘭人口密度分布圖 CB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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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制架構 
(一) 荷蘭國土規劃體系 

荷蘭大部份的土地位於低地或是填埋新生地，82.7%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區，而 Randstad 大都會區(包含首都

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等重要城市)約佔全國土地的 26%，人口卻佔了 46%，有限的土地以及稠密的人口成為其國土

規劃的挑戰。荷蘭的國土規劃體系可分為三個層級：中央、省及市鎮，基本法源為空間規劃法(Spatial Planning Act)。

傳統上，中央政府為重要規劃決策的制定者，省級政府則處理大區域的區域計畫，而市鎮層級在原則上遵照上級政

府的政策方向，並策劃土地使用分區計劃。而 2006 年的國家指導原則(2006 National Spatial Strategy-Creating 

Space for Development)以及 2011 年的國家基礎設施及空間規劃政策 (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中，將荷蘭國土規劃的長程目標定在具競爭力、宜居、便利、安全，確保環境

的永續力及其自然、文化及歷史價值。除了與國際環境條約相關、與國家整體利益相關、或觸及 13 項重要議題，

例如交通重要據點及港口、水資源保護等，中央政府仍需介入土地規劃之外，省級及市鎮級政府的自主權被提升到

可以自行制定政策。省級政府則負責平衡都會綠地空間的發展，而市鎮級政府則在省級土地規劃架構之下執行都市

計畫。(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2011; MLI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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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荷蘭低地面臨了全球暖化下海平面上升的威脅，防洪空間、永續飲用水供應、以及反應氣候變遷的都市發

展成為中央政府與水資源管理單位關注的議題。中央政府與水資源相關管理單位(Minister of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 Minister of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Nature and Food Quality)負責水資源系統的管理，包含共同研擬全國水資源計畫(National water 

plan)，整和水資源政策及國土規劃政策。所謂的水資源系統包含荷蘭周圍海域、主要河川、西南側三角洲地區以及

主要運河。為了避免洪災帶來的重大損失，都市地區及工業區土地利用規劃必須遵照短長程的水資源管理政策。（詳

細空間規劃內容參考第四章）(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2010;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2011) 

 

(二) 荷蘭水資源管理體系 

荷蘭位處許多跨國河川之出海口，因此境內並沒有完整的流域，加上水文環境受到高度人為改變，因此並不存

在一般常見的流域型或水系型的管理委員會。然而，轄區內的水資源管理還是具高度相關性，由專責機關提供服務

與維護水資源設施，所以與一般具有完整河川、流域、水系範圍的水資源管理委員單位的基本概念仍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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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荷蘭四大流域的水體數量和各層級政府管理單位數量 

流域區 Ems Meuse Rhine Scheldt 總計 

地表水體數量 22 155 491 56 724 

地下水體數量 2 5 11 5 23 

水資源委員會 2 7 18 3 不適用 

省政府 2 4 10 3 不適用 

自治市議會 24 121 305 20 不適用 

中央政府 1 1 1 1 不適用 

註：溪流的流域小於 10 平方公里，以及地表水體小於 50 公頃者，不列入計算。(資料來源：Rijkswaterstaat, 2011,專書整理) 

 

各政府層級的目標和措施都會整合到「水資源計畫」(National Water Plan)中，再依水體的類型不同，各

自有不同的目標與措施的研擬單位與計畫，由各個水體的主管單位負責研擬高度人工化水體，「國家水資源管理

與發展計畫」則研擬主要水系，「水計畫」或「空間計畫」則是區域水資源的部分。相關計畫整合至水資源計畫

中的流程大致為： 

1. 介紹流域情況和經濟分析—西元 2015 年經濟發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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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紹水資源服務和估算成本回收率； 

3. 評估地表和地下水狀況(KRW measuring network)； 

4. 擬訂各個地下水體或地表水體的管理目標和相關措施； 

5. 水資源主管機關評估與決定管理目標和措施，各級政府與利益關係者負責監督制定過程。工作方式則由國家

層級負責協調，確保流域內的各區域之間或是各流域之間的工作程度差異不會太大； 

6. 區域管理計畫的制定過程中，主要是分析地方和區域層級上的污染和非自然水文問題，以及建設解決問題的

相關設施，在國家部會層級則是檢視國際和國家再有毒物質管理方面的政策是否有互相互應； 

7. 「流域管理計畫」草案(draft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國家水資源計畫」(National Water Plan)、

「國家水資源管理和發展計畫」(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Plan for National Waters)、「省水資源

計畫或省空間計畫」(Provincial water plan/Provincial spatial plans)、水資源委員會的水資源管理計畫(the 

water management plans of the water boards)同時發布六個月，供民眾評論。 

水資源管理方面，荷蘭的國際協調工作相當重要，可分為兩種型態。第一種是針對大型、跨國界的單一國際河

流，與流域內所有國家及相關的國際河流委員會密切合作；第二種則是針對流入荷蘭境內的河流、溪流，與相鄰的

國家協調邊境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資源管理議題 (SSTPWWM, 2009)。 

境內組織的整合也是一大關鍵。由於荷蘭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是一種高度分權化的結構，各個相關組織擁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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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管理和財政系統，因此為了整合這些分散的單位，必須新建立一種合作結構，由中央政府統一劃定國家管理

架構，並且掌理國際協調的工作 (SSTPWWM, 2009)，於是成立「國家水資源服務平台」 (National Water Overleg, 

NWO)，作為中央政府的政策顧問機構，也提供各省、自治市層級政府、各個水資源管理單位共同參與的平台。在

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也要為轄區中各流域規劃管理事項舉辦行政協調會議，形成流域整體規劃管理時，政府當局

內部的垂直與橫向的溝通協調機制。 

「交通、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國務秘書」(The Stat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Public Works and Water 

Management)是負責擬定四個流域管理計畫的中央機構，各個水資源管理的主管單位則負責確保配套區域措施能

被水資源計畫所涵蓋，並且鼓勵各個主管單位或相關組織在流域層級建立合作機制。 

除了中央、省、自治市議會外，在「水委員會法」(Waterschapswet，1991)的規定架構下又成立「水資源委

員會」，屬於整合水資源管理的地方專責機構，全國共有 27 個水資源委員會(圖 2)，各自負責轄區內整體的供水水

質、堤防防洪、水道排水、汙水處理等水資源管理事務。「水資源委員會」可算是荷蘭最古老的地方民主機關，早在

西元十三世紀時便已出現(Rijkswaterstaat, 2011)。水資源委員會由一個總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組成，各省區政府是

水資源委員會的監管單位，在水資源委員會條例規定指導下，由各省區建立委員會。水資源委員會的一些政策規定

需經得省區主管部門同意。目前整個生態系統、自然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已納入水資源管理中。這類整合多方力量、

共同提供並維護區域治洪設施的機構，其管轄範圍劃分方式反應了荷蘭國家的地理水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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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荷蘭 27 個水資源委員會的管轄範圍

(Rijkswaterstaa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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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國流域 
荷蘭位於四條主要河流的河口三角洲地帶，境內包含了四座流域區 (Ems、Meuse、Rhine、Scheldt)，且四座

流域區的水道皆與其他國家相鄰。因此，在整體規劃的概念之下，荷蘭的流域整體規劃需要與相同流域區的其他國

家合作，無法獨立達到滿足歐盟 WFD 政策目標的要求。 

(一) 埃姆斯河流域(Ems) 

源自於德國，長達 371 公里，注入 Ems Dollard。流域面積為 18,000 平方公里，其中 2,600 平方公里位於荷蘭

境內。荷蘭部分，包含 Lower Ems 地區和 Ems Dollard 地區和海岸區，並涵蓋了 Groningen 和 Drenthe 兩省。Ems

河全流域總人口有 300 萬，荷蘭部分則有 48 萬人口。 

(二) 默茲河流域(Meuse/Mass) 

源自於法國，長達 905 公里，流域面積為 36,000 平方公里，流經法國、比利時、德國和荷蘭四國。荷蘭境內

流域有 7,700 平方公里，跨越 Limburg、Noord-Bradant、Zuid-Holland和 Gelderland 等省。流域內的地形多變，

從南邊的丘陵地形、中部的砂質壤土到西部河口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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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萊茵河流域(Rhine delta) 

源於瑞士，流經九國，全長 1,320 公里，是僅次於多瑙河的歐洲第二大河，總流

域面積有 186,000 平方公里，人口達 5,000 萬。位於荷蘭境內的部分又稱為「Rhine

河口三角洲工作區」(delta working area)，是基於萊茵河流域九國協議將流域劃分的

九大工作地區之一。荷蘭部分跨越Noord-Holland、Utrecht、Flevoland、Gelderland、

Overijssel、Friesland、Zuid-Holland、Drenthe 和 Groningen 九個省份。 

(四) 斯海爾德河流域(Scheldt) 

源自法國，流經三國，全長 350 公里，流域總面積為 22,000 平方

公里，其中 3,200 平方公里位於荷蘭境內，跨越 Zeeland 和

Noord-Brabant 和 Zuid-Holland三省。 

 

 

 

圖 3、荷蘭四大流域區 (WF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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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家水資源計畫 
為荷蘭中央政府首次以水資源為主體而制定的政策，每六年

檢討一次。西元 1998 年「第四版國家水資源管理政策文件」

(Fourth National Policy Document on Water Management) ，

開始整合並取代所有與水資源管理相關的國家級政策文件。由環

境保護出發，涵蓋各流域管理計畫及「策略性環境評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並依循「自然保護法案」(Nature 

Protection Act)之規定，面對氣候變遷挑戰，在國土空間上進行

水資源管理任務，圖 4 與圖 5、圖 6 即為荷蘭國家水資源計畫的

空間規劃以及洪災防範概念圖。 

為進行整體國土之土水資源管理空間規劃，規劃當局將目前

水資源現況以及管理情況進行調查。圖 3 為描述目前水資源供給

狀況、地區水資源潛力與威脅以及防災設施之空間分布位置。就
Ch 7. 財務分析 

Ch 6. 國際合作 

Ch 4. 水資源政
策的主題分類 

Ch 1. 政策
背景、策略
與架構 

Ch 2. 政策
發展與挑
戰之分析  

Ch 5. 地
區分類 

Ch 3. 合
作式政策
執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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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荷蘭整體水資源管理上主要包含幾項課題：地層下陷、水資源供給、水資源鹽化以及洪災設施。以水資源供給

舉例，綠色以及紅色區塊上則有淡水供應上之問題存在，而黃色區塊則於夏季時期有水資源供給問題。圖 4 則為描

述荷蘭國土之土地利用、水資源管理策略以及再生能源分布。以水資源管理策略為例，於圖中標示出河川欲洪峰流

量之走向，橘色部分則為現存之防洪設施(堤壩、水閘等)。 

對於荷蘭防災概念上，規劃機關對於各地區發生洪災事件機率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公開並通知當地居民。

圖 6 即為地區發生洪災風險之示意圖，就發生高強度洪災事件發生機率上，相對發生一般洪災事件而言機率較低。

然而，淹水地區若為高強度使用之發展地區，則會造成較大損失。對於未來一定會發生洪災之趨勢下，對於既有發

展地區但存在有高洪災風險之地區而言，將建議民眾遷移或轉為低度使用，以減低因洪災來襲而造成的損失程度。 

 

 

 

 

 

 

 



 

 
13 

 

 

 

 

 

 

 

 

 

 

 

圖 4、荷蘭國家水資源計畫的關

鍵任務(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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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荷蘭國家水資源計畫的目標狀

態(SSTPWWM, 2009) 



 

 
15 

(一) 計畫內容 

依據五項主題和九種區域環

境進行分析，並且提供政策與執行

選項，供區域和地方政府選擇。此

外，政策也特別強調空間政策方面

需要配合的任務、機關和時程內容。

五項主題的介紹概述如下： 

 

 

 

 

 

  

圖 6、荷蘭水災防範的風險管理概念圖(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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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患與安全 

不再單純以水患防範設施的成功或失敗

為標準，而是採用所謂的「多層安全程度」

(Multi-layer safety)的水患風險管理方式，也

就是依據洪水大小和受影響地區性質，建立

水患可能造成的風險情境，設想如何從各種

層面加以因應處理： 

第一層：防範式政策基礎 

將洪災風險分為人身安全、社會安全、

經濟安全，再依據「堤防圈」(dyke ring)的

條件，訂定防洪結構的標準。防洪結構的功

能則要整合自然價值、遊憩機會、生活與工

作等多重機能。 

圖 7、荷蘭防洪堤防圈(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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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永續空間規劃 

儘管政策強調防範洪災，但卻不完全排除洪水發生的可能性。換言之在某些洪災潛勢地區，仍然提供既有或新

設的大型開發、建築與基礎設施利用，因此在永續空間發展策略的考量下，需要求公私開發部門、未來居民與使用

者共同負擔降低洪災的規劃措施之成本。 

例如「三角洲堤防」(Delta Dykes)這種措施(圖 8)，其功能與意義和日本案例的高規格堤防或超級堤防相似，

要求強度更高且結合多重功能的堤防結構，並允許其他基礎設施在堤防結構的內部或上方。除此之外，堤防的設計

特別強調因地制宜，配合地方特殊條件設計堤防的形式、高度與規模。荷蘭面對的水患有兩種，一種是從海面上沖

刷進來的，一種是從上游沖刷下來的。為了因應不同情況下所必須達到地快速排水或阻擋進水，閘門可配合水位的

高低開啟或關閉，以達到阻水或排水的功能。同時，因為每個堤防落處的地理環境皆不盡相同，有些地點除了排水

與阻水之外還要考慮到船隻地進出，因此整體工程在計畫階段耗時甚久，持續將近 40 年的工程建造了長達約 16,500

公里的堤防壩體，其中 15%為主壩體，85%為附屬壩體。壩體本身除了可以阻擋海潮、排放河水或讓船隻通過之外，

同時也是連接出海口三角洲各島之間的橋樑。 



 

 
18 

 
圖 8、荷蘭高規格堤防示意圖 (SSTPWWM, 2009) 

 

堤防之外的空間，由於不在法定的洪水防範範圍內，居民與使用者必須自行負責減災措施與風險承擔責任。因

此，其規劃設計是講求「減災」(reluctance)、「調適」(adaptation)，以各「堤防圈」為基礎，探討減緩洪水風險

的可能措施，例如「都市洪水管理」(Urban Flood Management, UFM) 計畫將洪泛風險納入設計考量中。除了提

供居民穩定的洪水潛勢資訊之外，對於偶爾發生深度不高的洪水地區，設計地勢較高的避災路線和建築，容許水的

通過；至於洪水發生頻率較高且較深的地區，則設計浮動式的結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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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荷蘭堤防外四種調適與減災的防洪建築模式(Gersonius, Berry,2011) 

 

  

浮動建築 兩棲建築 防水建築 抬升建築 

極低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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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潛勢 

高潛勢 
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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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系統化災害和風險管理 

由於洪水災害有成為國家型災害的潛在危機，因此中央政府需要採取行動，進行更直接的災害風險管理，因此

在防預措施和空間規劃措施這兩個災害管理上，有互相合作與共同規劃的必須。 

在洪水管理工作小組(the Flood Management Taskforce)西元 2009 年六月的最終報告中顯示，在進行洪水管

理的同時，以下的四項事務須列為優先完成的項目： 

 提升大眾對於風險管理的認知 

 指導與協調 

 推動操作性計畫 

 設置「水專欄」(Water Column) 

前三項重點在於增進一般地區的災害應變與控制能力，最後一項則主要著重於水資源管理中的災害管理組織，而

這同時也是國家水資源計劃中優先制定的部分。 

2. 缺水與供水 

強調維持穩定的供水系統至西元 2015 年，但是為了對抗逐漸鹽化的水資源，必須整合區域政府規劃供水的基

礎設施與分配模式，並配合水資源貯存與再利用、耕種方式調整等措施。擬定的國家缺水時期的供水優先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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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國家缺水時供水的優先順序圖(SSTPWWM, 2009,專書整理) 

1. 防洪與災害預防 

1. 穩定防洪結構 

2. 夯實與沉澱
(灰炭高沼地) 

3. 自然環境(土
壤條件) 

2. 公用事業 

1. 飲用水 

供給系統 

2. 電力供給系統 

3. 小型高價值利用 

- 成本密集作物
的噴灌 

- 加工用水 

4. 其他利益 (與野生
動物相關的經濟考量) 

- 航運 

-農業 

-野生動物(不會
造成不可逆破壞) 

-工業 

-水相關的遊憩 

-淡水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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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泛與淹水 

面對逐漸上升的海平面，採納三大策略，增加遲滯降雨與減少逕流的效果(圖 11)。 

圖 11、荷蘭洪水管理三步驟策略示意圖(SSTPWWM, 2009) 

 

•策略一：盡可能遲滯上
游地表過多的水 保留 

•策略二：必要時在水道
沿線的遲滯空間設置雨
水貯留設施 

貯留 

•策略三：極端情況下才
將多餘的水侷限在特定
地區當中 

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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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質 

配合 WFD 擬定的「流域管理計畫」，

整合在政策內容中。強調政策方向是建立

在全國地表水與地下水質、生態的監測計

畫之上(圖 12)，以了解優良與待改善地區

的分布範圍，作為執行管制的空間依據。 

以創新的醫療用水淨化案為例，在醫

院運用「醫療過濾」(Pharmafilter)的概念，

分離處理固態和液態廢棄物，除了獲得沼

氣作為機器運轉的動力之外，廢水過濾淨

化後又可作為陶瓷加工廠的用水。 

 

 

圖 12、荷蘭地表水與地下水的監測結果(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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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資源利用 

在水資源的治理上，同時考量各個相關產業與

利用方式的發展，包括遊憩觀光、能源、漁業、礦

業、自然保育、景觀文化、工業、農業、航運、飲

用水等需求(圖 13)。 

以下以具體案例說明。在 Bemmelsewaard 的

一個村落，其特色為同時結合自然保育、水資源管

理、採石和製磚工廠等需求進行地方發展。在砂石

公司取得長期採石的執照後，要負責清運河道淤積，

萃取出的黏土則提供製磚工廠使用。砂石公司對該

地區的開發，更附帶提供 280 公頃的自然環境、有

機農地和遊憩用的池塘。這是在各種利益相互折衝

協調，整合之後產生具有成本效益的再開發案。 

 

 

水資源 

工業 

農業 

航運 

飲水 

遊憩
觀光 

能源 

漁業 

礦業 

自然 

景觀文
化 

圖 3、荷蘭水資源利用類型 (SSTPWWM, 2009,專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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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來源 

「國家水資源計畫」五大主題每年約獲得五萬億歐元的資金挹注，四分之一來自於政府，其餘主要仰賴地方「水

資源委員會」(water boards)或自治市政府的課稅，其中防洪主題的投資因為新計畫或方案的提出，而有逐年增加

的傾向。另外，由於「三角洲委員會」(Delta Committee)的成立，西元 2009 年通過的「三角洲法案」(Delta Act)

和「三角洲計畫」(Delta Programme)，西元 2020 年起將啟動「三角洲基金」，屆時至少可以額外提供每年一萬億

歐元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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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家流域管理計畫 
荷蘭位於四大跨國流域出海口三角洲，因此由中央政府統籌制定全國流域管理計畫，將四大流域在荷蘭境內回

應歐盟 WFD 要求的事項彙整在單一管理計畫中。由於荷蘭的流域管理計畫與國家水資源管理計畫都在國家層級制

定，計畫範圍高度重疊，因此內容也有高度相關性，主要的差異在各流域管理計畫對回應 WFD 要求的水質、生態

標準以及對氣候變遷的因應措施上。 

 

(一) WFD 目標 

訂定西元 2015 年四大流域須達到的生態指標和水質方面的措施，並促使各個水資源管理單位配合進行各項措

施。生態指標是以該流域內達成指標值的水體比，作為比較的基礎，指標項目有浮游植物指標、其他水生植物指標、

動物指標、魚類指標、族群總數指標、數量指標、透明度指標。水質方面則是： 

 

 持續進行水資源法案的牌照發放，針對點源汙染進行控制和測試，將 WFD 水質標準整合在水資源管理計畫中 

 進一步改善汙水處理廠、廢水排放和下水道系統溢流和滲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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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正從區域和國家層級水體的水底污染土壤 

 進一步降低工廠排放和處理飲用水供應問題 

 

 
圖 14、荷蘭地表水與地下水的執行目標訂定方法(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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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荷蘭四大流域水質與生態狀況改善的 2015 年預期達成目標(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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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計畫 

大流域管理計畫的執行措施，是由基本措施和各個區域的配套措施所組成，基本措施是依循歐盟規約和國家一

般性政策要求的所有措施。 

1. 基本措施：主要由既有的一般性政策下的措施組成，構成綜合性的水文恢復措施，包括依據歐盟法規制定的既

有政策，以及基於荷蘭國內政策而採行的一般性措施，例如在「國家水資源計畫」下採行的改善水質措施，以

及「21 世紀水資源管理」下的改善洪氾和浸水措施。其他還包括根據國家政策而制定的規範，限制抽水、飲用

水價格、用水徵稅，以及促進永續、水資源利用的效率、改善水資源事業成本回復率等措施。 

2. 配套措施：部分水體還需要額外的措施才能達到改善水質的目標，主要是透過區域和基地措施，例如水文復育、

生態廊道建設、允許魚類通過的抽水站、水閘、堰壩的設計等。汙染排放部分，則例如改善汙水處理廠、處理

廢水排放和下水道溢流等問題。 

3. 降低汙染物的環境衝擊：地表水的環境衝擊常肇因於營養鹽和汙染物，例如殺蟲劑和重金屬，這些衝擊主要是

透過國家措施和提供牌照的方式降低衝擊，但是配套的區域措施也有所貢獻，包括： 

 改善 115 處下水道的溢流問題 

 移除六百萬立方公尺的水中汙染沉積物 

 改善 50 座廢水處理場的淨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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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溝渠和溪流，建立 791 公里超過最低法定標準的無肥區域 

4. 改善生態水品質：劇烈的水文改變是阻礙地表水達到適當生態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區域性的配套措施大多為

調節水文、管理和維護水系統。在第一期的計畫中，將包含以下幾項措施： 

 沿著死水體建設 1,734 公里長的自然友善河岸 

 沿著活水體建設 806 公里長的自然友善河岸 

 拓寬 1100 公尺的水道，建設成為濕地 

 改善 628 座設施物的魚類遷徙功能 

 

(三) 財務來源 

在西元 2009 至西元 2015 年期，投入執行四大流域管理計畫的配套措施，總投資成本超過兩千億歐元，其中半

數會用於改善水資源規範和主要型及區域型水資源系統之設計的措施上，超過 40%的成本(約為九億歐元)則投資在

處理點源和非點源汙染上。西元 2015 年後，在四大流域的總投資成本估計是兩千億歐元。這些投資中，以改善水

質為目標的公私部門投資包括下水道和汙水處理廠的興建、管理和維護，大部分的成本是依據國家法規要求，但有

些屬於地方或區域層級的措施會超出成本，例如降低汙染排放、興建自然友善的河岸或魚道，不過由於這類措施對

於達成 WFD 目標而言相當重要的，也會納入特別考慮的投資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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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取得的成本決定一項措施的成本效益，尤其河岸生態或是河流遲滯改善，土地取得都是最主要的成本支出

項目，若能透過自願提供，則可以大幅減低計畫成本，但缺點是耗時且難以預測取得時間，因此該計畫大部分以自

願提供的土地取得方式為基礎，並將部分用地較難取得的措施移至第二期執行。另外一種降低成本的方式是和其他

的空間發展策略結合，或是與已經規劃好的工程設施、汙水處理廠和排水系統的改善計畫相結合，這種方法能使改

善水質措施的成本盡可能降至最低。 

 

(四) 執行效益 

預期成果將大幅改善水質、提升生物多樣性，帶來更高的自然價值，例如增加草類、水生植物、動物和魚類之

物種。水質措施也會帶來空間品質上的效益，透過結合河岸的自然化工程、濕地工程，提升生活居住的環境品質，

並吸引產業進駐。水質改善和水道設計措施則增加遊憩功能，其中水質改善措施能簡化飲用水的淨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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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氣候變遷敏感度 

為了呼應 WFD 要求流域管理計畫必須回應氣候變遷衝擊的要求，荷蘭的四大流域管理計畫提出西元 1990 至西

元 2050 年預期的四種氣候變遷情

境，並且提出各情境可能造成的效

應。四種情境均預設冬季將變得更

暖更溼，海平面上升至少 35 公分，

西元 2100 年則會上升達 85 公分。

四種情境為： 

 氣流不變的中度情境：全

球平均氣溫上升 1 度 C，

西歐的氣流模式不變 

 氣流不變的溫暖情境：全

球平均氣溫上升 2 度 C，

西歐的氣流模式不變 

氣流不變的中

度情境 
氣流不變的溫

暖化情境 

氣流改變的溫

暖化情境 

氣流改變的中

度情境 

圖 4、荷蘭預測西元 1990年至 2050 年的氣候變遷情境模式 (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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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流改變的中度情境：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1 度 C，西歐的氣流模式改變，導致旱季與暴雨均加劇 

 氣流改變的溫暖情境：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2 度 C，西歐的氣流模式改變，導致旱季與暴雨均加劇 

 

生態水質的衝擊則有三類： 

 直接/實質衝擊，例如水位、水溫、流注量 

 物理/化學衝擊：例如鹽化、營養鹽濃度提高、藻類大量出現 

 生物衝擊：物種減少或消失，物種分布範圍變遷 

 

整體而言，各水資源類型受到氣候變遷衝擊影響程度，水質受到的負面衝擊是相當明顯的(圖 17、圖 18)。在氣

候變遷的影響下，未來達成水質目標的任務變得更困難，所有的措施將會受衝擊而減低其效率。為了使氣候變遷效

應能充分反映在下一階段的流域管理計畫中，荷蘭未來將著重在氣候變遷的監測計畫、更新氣候變遷情境等填補知

識縫隙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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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荷蘭水資源受氣候變遷

衝擊影響的預測示意圖(暖化

與旱化現象) (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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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荷蘭水資源受氣候變遷

衝擊影響的預測示意圖(鹽化

現象) (SSTPWW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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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河區水資源委員會 

 (Water Board Rivierenland) 
 

(一) 轄區情況 

「河區水資源委員會」是荷蘭 27 個水資源委員會之一，委員會有七百多名員工，管轄範圍在被稱為「河區」(River 

Area, Rivierenland)的區域，委員會負責堤防、水壩、水道、水閘、汙水處理等設施的維護管理。「河區」範圍 201

平方公里，跨四個省份，涵蓋 38 座自治市，共 950 萬多居民；區域內有 Rhine 和 Meuse 兩大河川流經，水道總

長為 140 公里。委員會所管轄的各種水利設施包括 194 座抽水站、39 座汙水處理廠、538 公里的高壓管線、3,992

公里的溝渠和運河、575 公里的道路和自行車道。 

 

(二) 組織 

「河區水資源委員會」是一首長民選的水資源政府機構，首長地位如同市長，也具有緊急情況時的獨立裁決權。

委員會設有由三十名成員組成的理事會(Governing Board)，具有類似市議會功能，每年召開六次會議，負責擬訂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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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資源政策，進行各項政策決議，包括水資源相關的服務、預算、決策與計畫等。委員會的官員則負責支援、準

備、執行並採用議決的水資源政策。委員會的秘書執行長則是獨立於委員會的首席諮詢顧問。 

這個由專家、企業和地方政府代表所組成的自治機構，透過合作關係共同進行水資源的管控，除了共同擬訂水

資源計畫之外，也負責水資源處理、汙染防治、水質改善、清除淤泥方面的協議。在理事會內有三大類部門：一般

管理部門、日常管理部門、委員會，分別負責政策擬訂、任務執行、人事財務三方面的工作。財務方面，基於使用

者和汙染者付費的精神，經費主要來自於水資源使用的稅收和汙染處理收取的費用。 

 

(三) 執行計畫 

在 38 座自治市內，分別有不同的執行計畫，並各單元內有不同的水資源課題存在。以 Rijnland 河區為例說明該

區之執行計畫：於 Rijnland 河區內主要包含四項重點任務：1)防洪：確保沙丘、海堤與河堤保持良好狀態以及能提

供足夠的防洪保護功能；2)水資源品質：確保開放水域的品質，藉此可供為娛樂以及作為動植物之棲息地；3)水資

源管理：確保水位在區域中是足夠的，而這些(淡)水既不能太多也不能過少。同時，清潔受汙染的河川、渠道與湖

床，確保水生態系統之平衡，以做為自然發展與城鄉發展上的機會。 

於防洪課題上，安全性為該河區之防洪上之重要考量，自西元 2008 年起已著手針對區內 1280 公里的堤壩與防

洪堤高度與穩定性進行檢查，其中具有立即性危險的 150 公里提壩將於未來計畫中被列為最優先改善之項目；於水

質源品質上，Rijnland 河區的廢水來自家庭以及企業。透過區內 28 個淨水廠將汙水予以淨化並排回至開放水體中，

以增加水體中的氧氣以及有益菌。另一方面，為防止開放水域遭受汙染，Rijnland 河區採用授予許可證之方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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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廢水排放進行嚴格之檢查，同時調查非法廢水排放之情況。同時成立專用實驗室，針對企業廢水排放中成分進行

分析，瞭解廢水中之成分與成分含量是否會影響動植物生活。 

於水資源管理上，建設抽水站以維持所需之水位。除此之外，排水系統、湖泊、池塘與運河組成一系列互連的

水資源系統，同時經常性保持一定水位高度，60 公厘為固定之標準值。再者，疏浚本區水資源管理上另一重點，由

於多數物質會附著於河床上，因此對於受汙染之河川而言，清理河床相當重要。藉由疏浚，可使河川水位保持於正

確的寬度與深度內，使船舶能安全通行，同時提供足夠的空間，以做為需增加或減少水位時之儲水水道。 

最後於水資源管理規劃與執行過程中，不僅是當地企業、國家、省級政府與地方會議共同參與外，自來水公司、

農業與園藝組織、水上運動俱樂部、釣魚俱樂部、自然環境組織、商會等組織皆越來越重視水資源之管理，一起加

入。在水資源管理是必要的情況下，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計畫當中約 90 萬歐元乃由當地居民所共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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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河區水資源委員會」基本執行工作任務與轄區自治市單元 (Rivierenl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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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認知水資源循環、協調流域土地使用管理 (Rivierenland, 2005) 

 
圖 21、堤防防洪 (Rivierenl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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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環境巡視與水質監測隊員(Rivierenland, 2005) 

 
圖 23、有害鼠類的控制、航運與划船活動 (Rivierenl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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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水位控制設施和魚類保護設施的結合、雨水與汙水管道分流 (Rivierenland, 2005) 

 
圖 25、自然化水道與野生動物棲地、汙水處理 (Rivierenlan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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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案例啟示 

    荷蘭屬地勢低平的國家，國土約有 1/2 面積低於海拔 1 公尺以下，甚至許多地區多低於海平面，地理水文的特

殊性，造就荷蘭的政府機構、在地人民對於水資源管理的共識。荷蘭由於境內流域皆為跨國型態，因此在水資源和

河川治理上不以流域為治理單位，而是發展出民間與政府兩類組織，分別劃設特定區域和行政區界作為治理範圍。

以下分為幾個面向進一步探討: 

 

（一）流域治理的管理架構 

    荷蘭河川流域管理並非僅以流域為治理尺度，還配合國家各區域的水資源管理機構，進行分區管理。在以整體

流域為尺度下，利用分區治理的概念，配合區域間之特性、特質、問題與機會，進行分區性的水資源與河川流域治

理。 

 

（二）水資源管理的多面向整合 

    荷蘭的水資源管理，主要分為三個層級，第一，透過淹水災害的洪泛週期模擬及地區發展的機能，確立國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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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各區域發展風險程度（進而影響防洪標準）；第二，對於洪泛可能帶來的衝擊及都市計畫的影響，透過土地使用的

調適及建築設計手法，達到永續空間的發展；第三，建立系統化的災害風險管理，特別是針對缺水時期，訂定供水

優先順序的對象，或者洪水管理的三大步驟等。 

 

（三）國家流域管理計畫的執行 

    除了透過水資源管理計畫，整合淹水災害及空間規劃，同時另有國家流域管理計畫，特別針對流域的水質、生

態標準進行管理，並訂立相關標準、計畫年期的目標值，作為相關政策執行的檢討及監督。 

 

（四）民間高度的參與及理念推動 

    荷蘭地理水文的特殊性，早在西元 10 世紀及提供當地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水資源管理，目前不僅政府、議會、

在地企業共同參與外，自然環境、農業園藝、水上運動等組織皆越來越重視水資源管理。此外，政府並透過相關資

訊的公開，以提升大眾對於風險管理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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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家層級的水資源管理納入了風險管理的思維，達到彈性管理和風險管理之目標；而在治理上具有流域分

區治理的概念，整合洪災的管理制度與多目標的流域環境管理，利用現況值與目標值，做為政策執行與監督之手段。

此外，民間自治組織之經費由流域內的所有居民、土地及建物所有人和使用人共同負擔的機制，都是值得台灣參考

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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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荷蘭水資源委員會法( Water Act) 
1.規範內容 

水資源法內有規定防洪設施標準，其餘與公共水路相關的標準設定則是在水資源政令（Water Decree）與法

規（Water Regulation）中，區域性的水路則由省級的法規及計畫來指導。在此架構之下，水資源法主要的功能

在於防範情節重大的洪災。另外，水資源法也提及水位標準，以及相關聯的土地使用。區域性的水資源庫存及疏

洪標準也在規範內容中，以確保區域性的水資源系統有足夠的能力儲存或即時紓解過多的水量。 

2.水政主管機關及職責 

水利會（Water Board）屬於次國家級的公部門，依據水利法行使權力，負責特定區域的水資源管理，包含

水量、水質、內陸河道、水路等工作。各地水利會的工作重點會有些許出入，但一般而言，實質的工作項目包含： 

(１) 水患控制：負責管理維護長達 3,000 公里的堤防以防止海水河川入侵。 

(２) Delta 計畫：依據三角洲法進行防止海水入侵的圍堵工程。 

(３) 鞏固河堤：保護堤防後的內陸新生地，進行河堤強化工作，並兼顧空間規劃、造景、生態維護、河邊建築。 

(４) 安全防護：政府定期整沙以確保海灘維持在適當範圍內，水利會協助維護水壩及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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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水資源管理：將水源過剩地區的水量分送到水源不足的區域，以人工抽水站維持安全水位。設置汙水下水道，

淨化工廠及家庭汙水，並定期檢測追蹤地表水水質。 

(６) 水量管理：在地勢較高的地區主要任務為正常排水以避免水災，在乾旱期間則保存水量預防旱災。 

(７) 水道維護：較大的水道，例如內陸河道與運河等，水利會負責維持水的自然流動不受影響，因此必須控制水

道旁植栽的生長，並定期修復河岸及疏濬。 

(８) 水質管理及廢水處理：檢視水汙染來源，並進行控制。處裡家庭、商業、工業用廢水，並規範農業肥料之使

用。 

(９) 水源地保護 

(10) 道路與河道管理：若是道路設置於溝渠或堤防之上，水利會負責水道維持及航運開關之外，也顧及道路的維

持工作。 

3.經費來源 

水利會的經費來源為兩種稅收：水利會費及水汙染費。前者由水利會管轄區域內的居民、土地建物所有人及

使用者負擔；後者則是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包含家庭每年需支付一定比例，公司企業亦然。 

（資料來源：郭玲惠，林鎮洋，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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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英國位於歐洲西部，由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北愛爾蘭組成，本島地形以低矮的山陵為主，境內的自然災

害包含水患及冬季的強風。早在西元 1879 年，英國地理學家 Toplis, F.即提出構想，希望為英格蘭和威爾斯設置十

二個區域管轄機構，其範圍與河流流域範圍相重疊。但是在當時由地方政府分權管理水資源的政治氛圍下，這種中

央集權式的行政管理方式並未受到重視 (Molle, 2009)。直到西元 1930 年代，嚴重水汙染與排水問題，促使英國通

過「土地排水法案」 (Land Drainage Act) ，並且將全國劃分為數個「排水區」 (Drainage districts)，由「排水

委員會」(Drainage Boards) 負責，主要任務在於水道的截彎取直和疏濬工作，以改善整體的排水狀況。  

    西元 1948 年三十四個河流委員會取而代之，同時將漁業和汙染相關當局的職權合併，納入委員會中。西元 1951

年，「河流法案」 (Rivers Act) 通過，更強化整合管控河域活動，以河域為單位的想法。直到西元 1963 年「水資源

法案 」(Water Resource Act) 通過，設置了二十九個地方河流管理局 (River Authorities) ，合併河域相關組織的

管轄權，並且在西元 1974 年中央集權的思維下，將這些河流管理局重組成中央水資源局 （Water Resource Board）

以及十個「區域水資源局」(Regional Water Authorities)。其多目標管轄權限延伸到供水、廢水處理等議題，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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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相互影響的水議題，都能有效受到單一管理當局的管轄。西元 1989 年，十個區域水資源局私有化，新的中央機

構中央河川局（NationalRiver Authority）成立。西元 1991 年水資源法案修正成為 Water Resources Act 1991，

取代西元 1963 年的版本成為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水資源規劃法源依據。西元 1996 年環境署（Environmental Agency, 

EA）取代中央河川局成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的中央級河川管理機構(Ellis et.al., 2002；Brassington, 2004；Molle, 2009; 

CIWEM,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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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制架構 

(一) 英國國土規劃體系 

在英國的土地規劃系統中，中央政府的規劃政策架構(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 以永續發展為中

心思想，並以此設計出十二項規劃準則，是為地方規劃主管機關(Local Planning Authority, LPA)及社區製定地方計

畫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也是地方規劃主管機關及決策者審議計畫時的原則。其中針對了氣候變遷、洪災、海岸變遷

的議題上，此架構強調了應以長程的眼光來考量包含供水、生態、地景等等因素，並避免在高風險的區位進行開發。

必須注意的是國家級重大設施以及廢棄物計畫並不在此架構中，而是由部長根據 2008 規劃法案(Planning Act 2008)

來做決定。（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2012） 

在 2010 年新政黨執政前，英國的土地規劃尚有區域層級，並由區域空間策略(Regional Spatial Strategy, RSS)

作為區域規劃的指導方針，任何規劃皆不能抵觸此策略中的政策。此區域空間策略由區域規劃組織負責檢視執行成

效，並每年提擬執行報告給部長。英格蘭一共分為九個區域，包含倫敦自成一個區域。（The National Archives, 2004）

此部分的規劃架構在 2010 因新政黨執政而停止。 

在地方層級的部分，英格蘭與威爾斯的地方規劃主管機關必須擬定地方計畫(Local Plans) 以及準備地方發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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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文件(Local Development Documents)，地方計畫內容包含土地規劃目標、土地使用、特定使用的土地區位、土

地管理政策等，而地方發展架構(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則用以說明地方的發展政策。因此在審議一般的

建築相關開發案時，地方規劃主管機關除了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 之外，仍需參考上述的地方規劃

架構。(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2013;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Regulations 

2012)社區規劃(Neighbourhood plans)是在地方計畫層級之下，由社區共同制定願景及永續發展目標，原則上不

能與地方計畫衝突，而地方計畫則要支持協助社區計畫的實踐。 

除了上述土地使用規劃與審議直接相關的體系架構之外，另有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專責處理環境相關議題之規劃，

其中，環境署(Environment Agency)負責執行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的河川流域治理，而蘇格蘭地區則由蘇格蘭環境

保護署（Scottis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SEPA）負責，並在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The European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指導下，確保水環境達到歐盟的永續目標。針對河川流域治理的法制架構，將於第三

章中進行詳細說明。 

(二) 英國流域管理架構 

在英國，英格蘭環境糧食與鄉村事務部（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的政策中，改善水資源品質使其符合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的標準為其中一項重點。所謂的水資源包含開放的水體：

河川、溪流、湖泊、河口、海岸及地下水等，而其實際行動包含保護水資源敏感地區、管理集水區、減少農業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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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區汙染排放等。環境署是負責執行英格蘭以及威爾斯地區的中央河川主管單位，研擬計畫後由英格蘭環境糧食

與鄉村事務部部長（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核准或與威爾斯議會

（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共同核准後公告實施。 

環境署負責整合地方、區域層級的各種流域治理相關計畫，協調各個相關公私單位 (表 1)。環境署除設有總部

之外，在轄區各地又設置了八個區域辦公室，各區域辦公室下再設置二十六個地區辦公室，以提高與地方政策夥伴

的合作關係。 

表 1、環境署的流域治理合作單位 

領域 相關合作單位 

都市土地使用計畫與建築法規 地方政府/ 環境糧食與鄉村事務部（DEFRA） 

保育 English Nature/Countryside Agency/RSPB/SNH/Local Nature Trusts 

遊憩 Countryside Agency/British Waterways/Sports Council/環境糧食與鄉村事務部(DEFRA)/地

方政府/internal drainage boards 

導航 British Waterways/地方政府 

水資源 英格蘭威爾斯以及蘇格蘭水公司 

 (Environment Agency,2006;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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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地區則由蘇格蘭環境保護署（Scottis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SEPA）負責推動、協調「蘇格蘭流域管理計

畫」，控管目標達成進度。蘇格蘭環境保護署每年會透過監測計畫，

取得並彙整流域規劃所需的水環境評估資料，督促「水環境規範」

的執行，計畫在蘇格蘭部長（Scottish Ministers）核准後公告實施。

針對於跨區域的流域，則由所在的負責單位共同合作擬定執行河川

流域治理計畫。(SEPA, 2013)蘇格蘭將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的精神，

以立法的方式轉化成蘇格蘭的法規制度。透過西元 2003 年制訂的

「水環境和水服務法」(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Services 

(Scotland) Act, 2003 WEWS)，作為流域規劃的法源依據。另外，

支援流域規劃的法規還有西元 2005 年的「水環境規範」 (Water 

Environment (Controlled Activities) (Scotland) Regulations 

2005)，界定須被控管的活動行為，避免對蘇格蘭的水環境造成負

面衝擊。在該架構中，也指認出各個流域的主管機構，並明訂其計

畫執行的角色(圖 1)。 

圖 1、蘇格蘭水環境管理公私相關部門組織 

(資料來源：SEPA，2013，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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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國河川流域治理計畫 

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於西元 2000 年 12 月正式生效，

提供歐洲水環境治理的指導架構，而英國則是在西元 2003 

年 12 月採用成為正式法律。在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指導下，

主要透過河川流域治理計畫（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s, RBMPs）的研擬及執行來達成目標。 

 

英國的河川流域治理計畫有清楚的系統性操作流程(圖 3)。從流域範圍的確認開始，再依據水體的自然特徵（脆

弱度、易致災程度等）與保護區的使用類別（飲用水源、珍貴物種棲息地等），確認水資源類型與保護區域。評估水

資源可能面臨的壓力與可能阻礙達成目標的風險因素，並檢討流域目前以及未來可能遭遇之課題。 

水資源監控的部分則參考整體流域治理目標，設立監控之項目，例如物種、水文，物理化學狀態(污染)等等指標。

參考風險評估與指標檢驗，在環境目標與水資源分級系統標準中，所謂的目標不一定都是使水資源恢復到「自然狀

態」。為了讓計畫能夠符合最新的流域發展及保育的需求，每六年重新檢討河川流域治理計畫的執行狀況、環境承受

的壓力、可能採取的行動計畫、以及行動可達成的效果等等。 

防止對生態
系統的破壞

促使水資源
永續利用

保護水

環境

減少水患與
乾旱造成的

影響

圖 1、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的目標 

(Environment Agenc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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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對於規劃過程中的民眾參與相當重視。以英格蘭為例，一

些環境署的流域和集水區政策文件，皆有成文規定諮詢民眾的程序，

而在相關管理計畫、策略的制定上，皆會安排民眾與關鍵組織的諮

詢過程 ( 

表 2)。從政策文件的草案擬定之初，便開始知會民眾，期間又

會至少向大眾公開二至三個版本的政策文件草案，並彙整與公布相

關的大眾回饋意見。在這樣的流程下，政策準備至少都要耗費二年

以上的時間。以「集水區洪水管理計畫」(Catchment Flood 

Management Plans, CFNPs) 為例，是中央政府「環境糧食與鄉

村事務部 」制訂的長程策略性規劃文件，為整個集水區制定期程

長達五十年的洪水管理政策和措施。集水區洪水管理計畫是由環境

署和顧問單位共同執行，透過建立一套模擬和決策支援架構 

(Modelling and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 MDSF)，整合具有技術、環境和經濟永續的洪水風險管理

(Ramsbottom and  

Packman, 2004)： 

流域範圍確認 (River Basin Districts)

水資源類型與保護區域確認 (water bodies, 
protected areas)

壓力與風險檢討 (pressures and risk)

水資源監控 (Monitoring)

每6年環境目標、(水資源)分級系統與環
境標準

每6年河川流域治理計畫 (RBMP)

圖 3、英國河川流域管理計畫流程 

(資料來源：DEFRA, 2006; Environment 

Agency, 2013c，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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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洪水對集水區內的民眾性命安全、財產、已開發聚落、具歷史與自然價值環境的風險； 

 建立未來五十年可能造成洪水風險的情境，包括氣候變遷、土地利用變遷和新興開發等； 

 確認偏好的「集水區政策」，管理未來五十年的洪水風險； 

 評估執行該集水區政策的後果； 

 引導未來集水區整體的土地利用 (包括農業、林業、土地管理等) 與發展規劃。 

 

表 2、流域治理相關政策的民眾諮詢程序之規定 
民眾諮詢 

程序規定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 

RBMP 

Catchment Abstrac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CAMS 

Catchment Flood Management 

Strategy, CFMS 

Local Environment Agency 

Plan, LEAP 

計畫內容概述 

計畫中說明河川流域之行政區劃分

以及水資源環境所面臨的問題。同

時，闡述水資源環境於行政區內之

狀態，並針對該狀態下所需採取的

行動與改善方案。 

計畫中主要包含兩大項目: (1)評估集

水區內可靠且可利用之水資源量；(2)

藉由評估水資源可運用量，進行水資

源之控制與管理，同時作為政府部門

規劃之參考。 

概觀每個集水區的洪災風險，同時對

於現在與未來 50-100 年間之災害風

險提出管理上之建議。 

本計畫內容為擬定保護及改善環

境之管制規範以及策略。於計畫

擬定與執行中，公開並廣泛諮詢

意見。 

第一版文件 
向關鍵組織和公眾發布諮詢方法、

時程表、工作計畫 

向關鍵組織和公眾發布的宣傳摺頁：

關鍵工作和諮詢日期 

書面指認並通知相關諮詢團體諮詢程

序和日期 

非正式聯繫和書面諮詢關鍵組

織、地方政府和議會 

時機 至少在計畫時程開始前三年 策略開始後的三至六個月中 程序開始後的兩星期內 在計畫開始一至二個月內 

諮詢為期 六個月 發布起六星期 四到六星期 二至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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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文件 
期中整理重要的水資源管理議題 CAMS 諮詢文件 初步報告 LEAP 諮詢報告，歸納非正式諮

詢的回應結果 

時機 
至少在計畫開始的前兩年，或是諮

詢開始的四年 

諮詢開始的一年半至二年 計畫開始的二至四個月 諮詢開始的十二個月內 

諮詢為期 六個月 二至三個月收集書面評論 三星期收集書面評論等 二至三個月收集書面評論 

其他文件  歸納回應和提出的關鍵議題   

時機  諮詢程序及術後的三星期內   

第三版文件 RBMP 草案  諮詢偏好的方案  

時機 
計畫開始前至少一年或諮詢程序開

始的五年內 

 程序開始的十二至十八個月  

諮詢為期 六星期  至少三個月  

總準備時間 約六年 約二至三年 約二年 約二年 

 (Sultana et al., 2008: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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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也是蘇格蘭流域治理相當重視的一環，在「水環境規範」第

一部分第十七條，明文要求蘇格蘭的中央與地方政府成立「流域區諮詢團

體」(river basin district advisory groups)，使民眾參與可以積極納入流

域規劃的程序。「蘇格蘭環境保護署」認為高度的社區參與才能成功落實

流域治理的政策目標。因此，蘇格蘭透過整體集水區的規劃與管理以及高

度的社區參與，解決集水區的水質問題，藉由一貫的整合型集水區規劃過

程，使所有的利益團體皆能參與（圖 4）。而整合計畫本身更是一個統和管

理方案，能夠確保未來整體的水系品質（Edwards-Jones, 1997）。 

 

 

 

  

接洽所有的利益關
係者

評估關係者對於建
立指導小組的態度

整合所有與集水區
相關的可得資料

敘述流域環境與使
用現況

評估當地活動對於
環境、經濟和社會
意義造成的影響

指認可能降低資源衝
擊、減少土地利用衝
突、提升資源利用的

行動

指認未來管理目標 執行與監測

圖 4、蘇格蘭集水區規劃過程 

(Edwards-Jone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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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三、 全國流域 
英國境內分成 18 個河域區，11 個在英格蘭和威爾斯， 

3 個在蘇格蘭，4 個則在北愛爾蘭，如圖 5。 

 

 

 

 

 

 

  

圖 5、英國全國流域分布圖

(South Eastern River Basin District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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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 
(一) 流域發展情形 

  泰晤士河流域屬於人口密集的地區，範圍包括鄉村和都市環境，面積約有 16,133 平方公里，區域東部和北部

為都市化地區。在英國，泰晤士河是一條具代表性的河川，水資源環境提供景觀和動物棲息地，同時與此區居民工

作與生活等關係密切，倫敦約有三分之二的的飲用水源自泰晤士河。雖然泰晤士河地區為人口密集及都市化地區，

但農業仍然是重要的產業，在西元 2004 年仍有 35%的耕地、19%的草原及 11%的林地。面對都市化及環境汙染情

形，泰晤士河流域需處理的議題，包括：水資源流量調節、非本地物種侵略、有機汙染、農藥、磷酸鹽汙染、城市

及交通汙染、化學品等汙染皆會影響水域內的水質及生物生育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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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介紹 

「 泰 晤 士 流 域 區 」 

(Thames River Basin 

District)活動頻繁，為高度政

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重要

性的流域區(圖 6)，許多策略

方法都已經在泰晤士流域集

水區範圍中發展，包括「集

水 區 洪 水 管 理 計 畫 」

CFMP(Ramsbottom and 

Packman, 2004)。 

  

圖 6、泰晤士河流域圖 (環境署,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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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下發展的「泰晤士流域管理計畫」，第一個規劃週期為六年，至西元 2015 年，目標在將

22%地表水(河流、湖泊、河口及沿海水域等)的兩大類指標的狀況提高到良好狀態：水域生物、化學成分及物理性

質；植物及動物多樣性。由於流域管理計畫是透過當地的居民和組織共同合作進行，因此對於當地生活環境而言，

是一個重生的機會。 

  泰晤士河流域管理計畫重視保護、改善及永續利用水資源，由環境署負責持續規劃及實行流域管理計畫。「泰晤

士河流域區聯絡小組」(The Thames River Basin District Liaison Panel)則由商業、工業團體代表、規劃機關、環境

組織、水消費者組成，與區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執行，環境署則是負責確認這些相關行動計畫，是否會對水資源

環境造成壓力。透過了解當前水資源環境的狀態，採取行動解決流域整體的水資源問題，而針對不同的水資源環境，

如集水區、河口、海岸及地下水等，亦會發展出不同的方案。 

就泰晤士河管理計畫當中，採取以行政區作為劃分方式，對於各區內河川支流、地下水等水資源標號後進行評

分，評分項目包含生態狀態、地表水化學物質狀態、地下水狀態、地下水趨勢評估、生態潛力與專家判斷。並根據

各條河川支流的評分結果，針對每一編號之水資源情況進行改善行動方案之擬定，並明確規範該方案所需參與之地

方權責機關或組織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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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與配合單位 

環境署位於泰晤士區域的分署，負責研擬泰晤士河流域計畫。透過和各個相關組織合作，建立執行環境改善的

共同承諾。環境署和其合作夥伴負責調查，以了解河川品質受衝擊的程度和來源，並且擬定未來可行且具成本效益

的執行計畫，做為持續管理的行動依據。執行計畫需要協調與配合的有十一個單位和部門(圖 7)。 

 
 

圖 7、泰晤士河流域管理相關單位的合作夥伴關係 

(Ramsbottom and Packman, 2004，專書彙整) 



 

 
19 

1. 農業和鄉村土地管理： 

英格蘭的農業與鄉村土地管理相關部門，目的在照顧並改善鄉村環境的品質。儘管泰晤士河流域區位於英國人

口和都市化最為密集的地區，農業仍是當地一項重要的產業。西元 2004 年環境署轄下的泰晤士區(Thames Region)

內，耕地、草地及林地，仍占據高達 65%的土地面積，務農方式又包含密集蔬果種植、機械化耕作、和牧牛養殖業。

因此，永續農業是該地區維持良好環境品質和繁榮鄉村經濟上，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 

為了協助農民和其他的土地管理者保護環境，該地區已有一套行之有年的獎勵、建議和調節措施，例如「農業

實務規範」(Code of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以及「農業環境計畫」(agri-environmental Schemes)，提供

土地、肥料、水和能源等資源的低成本高產收管理方法之建議(Entry Level Stewardship and Higher Level 

Stewardship)。然而，這類土地利用仍然會對自然資源造成負面的衝擊，因此該計畫強調未來的政府行動，應該聚

焦在處理其他關鍵的環境污染和衝擊來源，包括限制活動及化學物質的使用。在環境糧食與鄉村事務部經費補助下，

環境署和自然英格蘭（Natural England）兩個機構與自願參與的農民共同執行「英格蘭集水區敏感農業執行運動」

(England Catchment Sensitive Farming Delivery Initiative)的污染防治活動。利用控制農用化學物的使用及排放，

確保水資源不受汙染。另外也開放相關課程讓農民參與，提高農民對於環境保護的知識。 (Natural England, 2013)

「水資源保護區」 (Water Protection Zone, WPZs)的設立則是另一個保護機制，由環境署進行保護區之指定，以

確認分散的點狀水汙染狀況能控制在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的標準內。（Environment Agency, 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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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垂釣、漁業和保育： 

為了保護魚類的永續生存，環境署根據英國境內的垂釣規範（National rod fishing byelaws）向釣客徵收年費

並發給合法的垂釣執照，並限制垂釣的季節。有了垂釣執照，釣客才能從事垂釣活動，不論該水域是屬於特定私人

團體所有或是地方政府的管轄範圍。以西元 2008 年為例，環境署便售出了 232,000 張的執照，藉以保障境內魚類

的數量。(Environment Agency, 2013b) 

許多環境組織也會透過土地的所有權或管理權，影響泰晤士河地區的環境品質。特別是河岸的土地使用者，負

有水道管理的責任，因此計畫的執行也考量如何獲得這些單位的支持、參與和投資。 

3.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承諾將持續推動歐盟法規的規定，使保護和改善水環境的方法能夠具有技術可行性和成本合理性。環

境糧食與鄉村事務部對未來的政策目標是協助在計畫初始階段達到政策目標，做法包括管控汙染、連結相關的法規

與作業規範，以及增加永續排水系統的使用，以降低洪水和水體汙染的風險。中央政府內部主要的執行機關為環境

署、林業委員會(Forestry Commission)、自然英格蘭 (Natural England) 和海洋漁業署(Marine and Fisherie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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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署： 

為中央政府層級，執行水資源架構法的主管機關，承諾對於國家水體環境持續進行監測、提供建議和管理改善

的工作。必要時也會對違規和破壞行為採取強制改善手段，以維護區域內的水資源供給。 

5. 製造業和其他商業活動： 

在泰晤士河流域中的製造業雖屬小規模，卻在區域和國家層級上，具有策略性的重要地位。這是由於該區製造

業的發展，著重在高科技產業，且年產值已超過英國其他區域。但是來自產業和商業的環境衝擊，包括汙染排放和

有限資源利用也是泰晤士流域區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如何在確保產業競爭優勢的同時，無需妥協自然環境品質。 

目前執行計畫是以既有的規範系統為主，新的執行計畫則是協助降低流域內的磷汙染。要求產業參與汙染防治

運動及調查活動，協助確認汙染來源，以研擬未來的改善行動措施。 

6. 地方與區域政府： 

地方和區域政府扮演了執行計畫的主要角色，對於產業、地方社區和旅遊觀光組織都有深遠的影響，全區內的

十五縣、九十八個市鎮區議會和十三個管理當局都有規劃管理的權責，包括對於廢棄物和礦產、更新、交通、鄉村

規劃等活動。因此，泰晤士河流域區管理計畫中的許多執行活動，也是這些單位的例行工作之一。因此，需要協調

這些地方主管機關，以確保相關執行計畫能被優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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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礦業和採石業： 

目前在流域內仍有執業的礦石產業，可能會造成河道改變，排放廢水而破壞水質，和影響地下水質和水量，因

此也被納入流域治理的合作對象之一。 

8. 航運業： 

港口和碼頭是區域內經濟繁榮的主要因子，航運和港口機關多投入大量資源以改善生態和水質。計畫目標是確

保航運活動，同時保護和改善水質。針對港口新建或擴充計畫，需將永續水資源管理目標納入考量，針對航行的實

質環境改變，也需在符合特定環境要求下進行。遊艇活動也是該流域熱門的活動之一，因此除了鼓勵遊憩外，也採

取行動降低其環境衝擊。「港口航運機關」(Port and Navigation Authorities)是在河口、河流和運河水環境管理與

保護方面的主要夥伴機構，透過其工作任務和職務權力保育自然環境。 

9. 都市和交通： 

發展與更新是改善水環境的重要機會，不良的都市與交通基礎設施規劃和設計，會對水質和水資源帶來負面影

響。因此，與這類相關部門組織的合作，可以使都市水環境具有生物多樣性，並能因此嘉惠地方社區。良好的水環

境能夠達到經濟再生的效果，也能提升社會和經濟發展設施的價值，並且改善城鄉的生活品質。執行目標是透過空

間規劃和設計，改善都市環境和基礎設施。降低地表逕流、保護和復育棲地、改善水質、降低有毒汙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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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公司： 

在英格蘭，水公司的任務在提供用水以及廢水處理。環境署與其合作針對取用水及排放進行管制，制定水管理

計畫指導原則，以及針對水源設施進行汰舊更新等以達到環境標準。水公司主要負責幾項計畫：第一是水資源管理

計畫（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Plans），針對長期的水資源需求進行評估，並制定計畫以提供服務以及確保

對環境的保護。第二是與環境署合作，針對旱季的水供應進行計畫（Drought plan）。第三則與環境署以及英格蘭

自然保育署合作，針對水公司取水及排放水之區域提升魚類洄游路徑的環境品質（Nat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在蘇格蘭地區，蘇格蘭水公司（Scottish Water）則是提供經費資助地主或是承租戶改善農業用汙

水排放設備，藉此來保障飲用水源的不受汙染。另外，蘇格蘭水公司也嘗試與建商及房地產組織合作，調查使用者

的用水習慣以及水費的關係，希望藉由這樣的背景研究調查提出未來的永續用水方法（Scottish Water’s water 

efficiency campaign）。 

在泰晤士河流域，水公司與環境署持續密切合作，透過實際調查以及更新改善計畫的研擬與執行，進行汙水排

放系統更新以及水資源的有效利用管理，例如減少供水管線的漏水情形等。另外，執行飲用水取用地區的環境保育，

以確保飲用水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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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個人和社區： 

計畫也認知到個人和社區對保護和改善水資源的貢獻，列舉許多個人在家中、辦公室、庭院中可以採取的行動，

以及防治污染和保護與相關野生生物的做法。 

 

(四) 執行計畫 

在泰晤士流域中，分為十七個集水區(catchment)(圖 8、圖 9)，依據集水區環境個別設定目標與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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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泰晤士河流域分區 

(Ramsbottom and Pack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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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erwell 
catchment

2. Colne 
catchment

3. Cotswolds 
catchment

4. Darent and 
Cray catchments

5. Kennet and 
Pang catchments

6. Loddon 
catchment

7. London 
catchment

8. Medway 
catchment

9. Mole 
catchment

10. North Kent 
catchment

11. Roding, 
Beam and 

Ingrebourne 
catchments

12. South West 
Essex catchment

13. Thame 
catchment

14. Thames 
(Maidenhead to 

Sunbury) 
catchment

15. Upper Lee 
catchment

16. Vale of 
White Horse 
catchment

17. Wey 
catchment

圖 9、泰晤士流域十七個集水區 

(Ramsbottom and Packman, 2004，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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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配合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而執行的計畫，主要與生態和水質條件的改善有關，例如設立魚道、清除淤泥、

創造棲地、復育棲地、農務建議等(圖 10)。 

 
圖 10、泰晤士河流域配合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執行的計畫 

(Ramsbottom and Packman, 2004，專書彙整) 

 

Medway 和 Darent
魚道計畫：選定五大
水利結構，優先改善
結構物對魚類通行的
影響程度

設立魚道

River Lee淤泥清除：
環境署補助計畫，清
除都市水道的汙染淤
泥以改善水質，並再
利用淤泥於覆土或河
岸自然化的工程

清除淤泥

奧運園區的水岸自然
化：將高度人工化的
River Lee河岸環境，
改造成具有良好生態
潛力的棲地環境

創造棲地

Upper Thames復育
計畫：改善棲地品質
較差的水域環境，以
協助改善整體的生物
條件

復育棲地

Loddon務農建議計
畫 ： Hampshire 與
Isle of Wight野生動
物基金會與環境署合
作免費提供減少土壤
沖刷和肥料汙染的務
農建議

農務建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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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蘇格蘭流域管理計畫 
一、流域情況 

「蘇格蘭流域區」(The Scotland river basin district)面積約有 113,920 平方公里，範圍包含寬廣的內陸、海洋

及地下水 (圖 11)。流域區內約有 4.8 萬人，全年多雨潮濕，境內有六千多條河流、總長超過 100,000 公里。此區

有重要的自然資產，以及特殊的物種，如鮭魚等。相對於英國其他地區，蘇格蘭流域區的環境問題較少，具有良好

的水質及優質的生態環境，因而創造許多觀光及經濟利益。但也由於觀光與經濟利益，使得河川水文常受人為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又以河川調節和土地利用變遷為兩大主要衝擊因素 (Gilvear et al., 2002)。 

在蘇格蘭地區，地表水及地下水等水體，透過保護區劃設方式予以保護，並基於水域中的物種來分類保護區域。

蘇格蘭流域大部份的水體，被歸類為具有良好狀態或良好生態潛力(圖 12)。至於未達到良好狀態(或生態環境)的水

資源，重要的管理議題包含：1.水量抽取的比例及調節(用於電力、飲水提供、農業等)；2.鄉村及都市地區的擴散汙

染；3.點源汙染(來自汙水廠、採礦及水產養殖等)；4.水利工程及農業活動改變實質的棲地形態；5.非本土物種的侵

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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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蘇格蘭流域區圖(左) 與八個「流域區諮詢團體」範圍圖(右)(SEP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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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蘇格蘭流域環境照片(SEP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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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介紹 

「蘇格蘭流域管理計畫」(Th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lan for 

theScotland river basin district 2009–2015, Scotland RBMP)遵循歐盟

水資源管理方針的規範而研擬(圖 13)，流域管理計畫描述蘇格蘭地區的地

下水、河流、湖泊、河口及沿海水域等水資源條件，並探討透過何種手段

以保護蘇格蘭地區的水資源，設定三個目標年期西元 2015 年、西元 2021

年、西元 2027 年應達到的標準，以及為達成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方案(圖

14)。 

河川流域管理計畫為一技術性文件，透過一系列的地區管理計畫提供

區域資訊及地方行動。最終方案可提供管理、維護、改善水環境及自然遺

產，支持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及改善蘇格蘭人民的生活品質。計畫目標為：

1.保護並改善蘇格蘭流域區的水資源；2.達到永續經濟發展目標；3.保護

水環境以維持居民好的生活品質之利益。 

 

 

Ch1、水環境狀態

Ch2、環境目標

Ch4、高
度改變和
人工化水

體

Ch5、保
護區

Ch3、
達成環
境目標

附錄、權
限機關、
諮詢參與、

本益比

圖 33、「蘇格蘭流域管理計畫」內容大綱 

(Nature Scotland, 2009，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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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水體狀態改善目標 地下水體狀態改善目標 表面水體水質改善預測 地下水體水質改善預測 

    

表面水體水流改善預測 地下水體水流改善預測 水岸結構條件改善預測 河流連續性改善預測 

    
  

圖 14、蘇格蘭流域計畫環境目標改善預測圖(SEP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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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執行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需要劃設「河域區」(river-basin district) 作為規劃管理的基礎行政單位，劃設的

空間尺度便成為關鍵。劃設完整的集水區範圍可以促成規劃與管理活動上的整合，但是對於利益團體的參與卻會造

成問題，必須額外形成「次級河域區」(sub-basins) 才能使當地民眾有效參與，並能做出有意義的貢獻，對於綜合

議題的管理，也需要政策與法規的配合，包括規劃系統、防洪法規、自然資源與古蹟保護等法規 (Walker, 2002)。 

為了達到上述的目標，「蘇格蘭環境保護署」對於制定流域區計畫，採取了謹慎的準備與規劃過程。西元 2008

年 12 月 22 日發布的「蘇格蘭流域管理計畫」歷經六個月的諮詢，於西元 2009 年產出策略回應文件。由涉及利益

相關者組成計畫諮詢小組，諮詢會議上任何人皆有發言權，共有 94 個組織參與，包括工商業團體、休閒機構、地

方當局、保護機構、社會團體、個人等。根據參與團體的意見，提出要求流域計畫草案改善的項目，包括建立工作

夥伴關係、信息傳遞管道、及環境影響的評估。未來該計畫將進一步結合氣候變遷議題，使經濟、社會及水環境能

夠適應氣候的變化，以提供一個全面性的架構，整合管理蘇格蘭地區的內陸、沿海水資源。持續要進行的項目如下： 

A. 持續進行水環境評估及更新資料 

B. 制定達成目標的具體施行措施 

C. 發展部門計畫及夥伴關係 

D. 因應諮詢回應研擬策略性環境影響評估及修訂相應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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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策略、政
策、計畫的夥
伴工作關係

法制架構

經濟獎勵

教育推廣

(二) 執行計畫 

綜合流域管理計畫可整合流域範圍內的土地、海

洋及地下水之管理，措施則包括管制、經濟誘因、自

主行動等以改善環境和避免惡化。為了控管與降低對

水環境的壓力，蘇格蘭政府採取的流域管理方式是建

立跨政府的規劃網絡，使所有相關領域的政府政策目

標，能被整合入有關水環境的決策與行動中(圖 15)。

由規劃階段，一直到計畫執行階段，這個網絡持續擔

任溝通平台的角色。在這個整合式機制中，採取的方

法是和不同的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合作，透過共享

策略、細部配套計畫和工作分配，獲得一套協調的控

管與降低環境壓力源的行動計畫。 

                                   

圖 45、蘇格蘭流域管理的合作協調方法 

(Nature Scotland, 2009，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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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規劃需要許多組織參與，共同發

展一套執行計畫，以反映各種實質行動。

因此，夥伴關係及組織行動對於執行計畫

相當重要。此外，流域計畫也與現行的計

畫及策略架構作了整合，包括土地使用規

劃、農業計畫、氣候變遷計畫、海洋計畫、

洪水風險管理計畫、森林計畫、漁業計畫、

自然資產計畫等(圖 16)。將策略行動連結

至流域規劃，透過土地使用計畫，要求各

個經濟開發活動，應將環境品質的考量整

合於開發計畫中。 

 

 

 

            

流域

管理

土地使
用規劃 供水與

處理規
劃

生物多
樣性保
存規劃

外來物
種策略

海洋規
劃蘇格蘭

土壤架
構

農業規
劃

洪水管
理規劃

森林規
劃

氣候變
遷規劃

圖 56、蘇格蘭流域管理的執行計畫 

(Nature Scotland, 2009，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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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蘇格蘭集水區管理計畫-「羅夢湖集水區管理計畫」(Loch Lomond Catchment Management Plan, ACTION 

PLAN) 

羅夢湖集水區是特別為蘇格

蘭流域管理計畫而訂定的集水區

地理水文範圍，占地約 790 平方公

里(圖 17)。區內主要與「羅夢湖和

特羅莎國家公園」的範圍重疊，並

涵蓋三個地方行政區界。人口約

35,000 人，集中在西南和南端河谷，

但隨著季節性的遊客量而有顯著

的差異。區內的供水與廢水處理則

由蘇格蘭水公司「Scottish Water」

負責。  

圖 67、羅夢湖集水區圖(SEPA,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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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境內六個西元 2005 年公布的「集水區計畫」(Catchment Plans)，以及個別計畫的檢討報告，也是「蘇

格蘭流域管理計畫」需要整合的執行計畫之一。以「羅夢湖集水區管理計畫」為例，是由「蘇格蘭環境保護署」與

相關機管團體共同組成的「羅夢湖集水區管理計畫促進小組」(Loch Lomond Catchment Management Plan 

Steering Group)負責準備。這項執行計畫有六大管理重點： 

 水資源：抽水、工業供水、攔沙壩、水庫與水力發電的運作，不會對水資源和生態系造成不可接受的衝擊 

 水質：降低營養鹽及有毒汙染物輸入對水質造成的衝擊 

 水生棲地和生物多樣性：保存、保育當地生物多樣性，確保森林管理、遊憩活動、漁業活動不會造成不可

接受的衝擊 

 河岸區管理：降低侵蝕、改善棲地環境、保存與復育濕地棲地、保護河岸區的棲地品質 

 發展和土地利用變遷：對開發與土地利用變遷，採取策略性方法，處理對水質、水資源和水生生態系造成

的衝擊 

 跨領域議題：了解氣候變遷對集水區的影響，改善與了解集水區的狀態和自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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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蘇格蘭集水區管理計畫-「尼斯河集水區管理計畫」(The River 

Nith Catchment Management Plan) 

尼斯集水區(Nith Catchment)占地約 1,230 平方公里，尼斯河

是蘇格蘭地區鮭魚和鱒魚產量最高的河川，也是許多物種的棲地(圖

19)。儘管是蘇格蘭西南區，高度工業化與人口聚集的集水區之一，

仍提供林地、濕地、草原、闊葉林等不同種類的棲地環境，其中許

多棲地具有國際、國家和地方重要性，為重要或稀有動植物出現的

地區。 

「尼斯河集水區管理計畫」需要和流域管理計畫一起合作進行，

並且將集水區層級的資訊，提供給大尺度流域管理計畫，也需要配

合執行歐盟水資源管理方針的目標。工作參考文件為提供集水區在

土地和水資源管理時，考量棲地與野生動物保育的依據。此外，這

份計畫的目的並非在解決所有集水區的問題，而是確認重要的集水

區議題後，鼓勵社區、相關單位合作，貢獻其力量。 

 
圖 18、尼斯河集水區圖(SEPA, 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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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河集水區管理計畫」指認的議題有六大類，管理目標如下： 

 水管理：維持和提升水質、確保供水同時保護自然環境需求；確保工程施工能夠尊重集水區的實質、生態

和美學的完整性；鼓勵集水區為基礎的方法處理洪水管理，協助保護人類、產業安全，同時尊重集水區的

實質、生態和美學價值 

 漁業管理：提升棲地和移除人為障礙物，確保原生種的遷移能力，降低來自非原生種的威脅，以保育和提

升尼斯河的永續漁業 

 野生動物與棲地管理：保存與提升尼斯集水區的野生棲地和物種，促進與支持管控入侵種的策略性方法 

 農業：促進良好農業管理，以保護和提升尼斯集水區實質與生態完整性 

 林業和林地管理：促進良好的林業和林地管理方式，以保護和提升尼斯集水區的實質與生態完整性 

 社區和經濟發展：鼓勵與支持城鎮和產業的發展，建構在集水區的自然資源和遺產之上，以改善經濟、社

會和環境永續性；在尼斯集水區內，促進旅遊和休閒活動的永續發展，容納各種利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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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理 漁業管理 野生動物與棲地管理

農業 林業和林地管理 社區和經濟發展

圖 19、「尼斯河集水區管理計畫」的重點議題 

(資料來源：SEPA，2003b，專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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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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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例啟示 

    英國流域治理係以「水利法」及「水服務法」為基礎，以英格蘭、蘇格蘭環境保護署為主管機關，而跨域部分

則是共同推動流域治理；其次泰唔士河流域並為民營化水資源管理公司；另除「民眾參與」機制亦納入其政策擬定

及計畫規劃程序中之外，中央主管機關主動與私部門、民間團體密切合作以形成水資源管理平台，最終推動每六年

進行一次更新檢討，以因應動態變化的流域治理挑戰等任務。各項分述如下: 

 

(一) 中央主管機關主動與私部門與民間團體密切合作，形成水資源管理平台 

    在合作夥伴關係層面，環境署（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以及蘇格蘭環境保護署（蘇格蘭地區）為中央主管機關，

主動與私部門與民間團體密切合作形成水資源管理平台。參與的單位性質跨及流域治理的相關議題，包含自然文化

遺產、水公司、農漁林業、水路部、工商業界、權益團體及個人、地方主管機關等等。各個機構根據自身業務權限

來負責執行計畫中的某一部分，協助達成整體的預定目標。讓參與部門清楚瞭解自身於計畫中的角色並設定預定目

標，英國的河川流域治理不再只是環境署的責任與成就，治理成果是各單位共享且對提升自身營運有幫助。 

(二) 每六年進行一次檢討更新，以符合最新的流域治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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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管理計畫本身，英國將河川流域管理視為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每六年進行一次檢討更新以符合最新的流

域治理挑戰。六年的計畫裡先指認流域內的重點環境議題以及預定達成之目標，並瞭解達成目標的阻力及風險。為

清楚掌握計畫的執行成果，計畫中設立檢驗的指標，例如物種、水文，物理化學狀態(污染)等等，且務實地設立預

計達成的指標值，再由各合作夥伴藉由行動方案達成目標。此規劃認知讓英國河川流域計畫具有時間上的掌握與彈

性，且能透過指標檢測來清楚知道哪些工作項目需要強化，並在每六年的循環中再次檢視並提升規劃的準確性及可

行性。對於流域內不斷改變的社會經濟以及自然環境，此規劃認知及方法是為恰當且值得參考。 

 

(三) 民眾參與之方式 

    就民眾參與層面而言，英國的流域計畫準備過程便十分重視民眾及相關權益團體的諮詢 (Sultana et al., 2008)。

在「流域管理計畫」、「集水區抽用管理策略」、「集水區洪水管理策略」、「地方環境署計畫」等政策準備的過程中，

皆可以看到政策文件從最初到最後計畫完成的各個階段，都會以不同版本的文件型態向大眾公開、尋求意見後，再

修正成次一版本。以「流域管理計畫」為例，其準備時間長達六年之久，更隨時對外公布諮詢方法和時程表，在可

供外界檢核的公開程序下循序進行。此外，後續的執行計畫的過程中，以泰晤士河流域區為例，還設有與地方和中

央政府合作施行計畫的聯絡小組，由來自各界的代表組成，農工商界、環境組織、一般用水消費者等。提供統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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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利益關係者聯繫溝通的管道，盡可能地將務農、垂釣、航運、礦產、交通等潛在影響流域環境的活動，涵蓋在

政策準備與執行的過程中，以發揮流域治理的核心精神。此民眾參與的做法，藉由資訊的公開及公眾意見的回饋，

一方面除了尊重在地民眾的權利之外，也透過機會教育，提高了河川流域管理計畫的執行度。 

 

   英國流域治理各單位權責分工明確，設立專責機關邀集專業領域學者專家，建立流域治理更新檢討平台機制及其

他相關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地為不同類型、屬性河川把脈，以達災害前預防、災害中應變、災害後補救等目標。此

外其對策如：滾動式檢討機制，針對集水區環境演變檢討流域治理需求及因應；辦理多元尺度環境監測以及生態檢

核機制建立，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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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英國 Water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2003 

英國水環境法規適用於英格蘭與威爾斯，其內文分為：法規名稱、生效日、以及適用範圍；名詞解釋；權責；

河川流域地區；河川流域地區之特色；河川流域地區水資源利用之經濟分析；飲用水水源；保護地區登錄；監督；

環境目標與方法；河川流域管理計畫；公眾參與；申請管理計畫許可；配套計畫；資訊公開；以及附錄。 

 

1.定義 

所謂河川流域區域指英格蘭威爾斯河川流域區域地圖中所界定的範圍，相關資訊及地圖公開在英格蘭環境食品

及鄉村事務部辦公室、威爾斯的議會圖書館、以及環境部辦公室及所屬辦公室（第 4 條）。 

2.水政主管機關及職責 

在英格蘭為部長，在威爾斯為議會，以及環境署三者皆須行使份內職權(第 3 條第 1 項)。環境署必須進行每一

個河川流域地區的環境特色分析，以及人類活動對於地表水及地下水之影響，並且定期進行資訊更新（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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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環境署也需指認提供飲用水之水源（第 7 條）、進行登錄保護區，包含飲用水之水源、任何已經被指定的地

表水地下水區域例如具有高經濟價值的水生植物區、休憩用水域、稀有動植物生態棲地等（第 8 條）。 

 

3.河川流域管理計畫之擬定 

環境署在計畫執行日前三年必須備好公眾諮詢的步驟與方式，計畫執行前兩年擬好管理計畫中重要的相關課題，

計畫執行前一年公布計畫草稿。一旦管理計畫完成，由環境署送有關單位審核，在英格蘭為部長，在威爾斯為議會，

如有跨行政界線者則兩處皆報備。有關單位可斟酌給予全面核准或是程度上的核准或是否決（第 11 至第 14 條）。

河川流域管理計畫每六年需重新檢討一次（第 15 條）。 

 

除了河川流域管理計畫外，環境署須擬定配套計畫，內容包含特定水域的描述；特定集水區或地理區域；特定

水環境課題；特定水資源使用者的描述等（第 1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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