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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識 
 

河川為大地之母，人類文明大多發芽、茁壯於河川沿岸，即使在2014年的今天，我

們仍對河川多所依賴，但古人所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人類不能與河川和

平相處，則當大自然反撲時，將引致極為可觀之災難。河川兩項原始基本功能為提供地

面水資源及排泄洪流；時至今日，河川扮演之角色更為多元化，對吾人生活上之影響亦

更為重要（李鴻源，1999：10）。 

淡水河流域流經台灣北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境內。主流發

源於品田山（標高3529公尺），流域內主要支流有大漢溪、新店溪及基隆河等三大支

流，自大漢溪、新店溪於板橋區江子翠河流點以下始稱淡水河，流經關渡附近再匯入基

隆河，於淡水注入台灣海峽，主流長度約159公里（經濟部水利署，2011：1-2），為台

灣第三大河流，重要性不言可喻
1
。 

淡水河流域內現有石門水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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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大台北地區民眾民生與工商業用水任務。且流域地形特

殊，上游流域面積產生之大量洪水，均匯流於下游台北盆地河道內，大台北都會區為台

灣政經中心所在地，近年來又因氣候變遷、土地都市化程度擴大、地質條件退化等外在

因素，使得流域承受災害能力降低，流域水土災害風險性升高（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

局，2013：4）。 

臺灣總面積約3萬6,000平方公里，標高1,000公尺以上山區占總面積的31.5%，所有河

川悉由中央山脈或其鄰近山區發源，向東西注入太平洋或臺灣海峽。相較於世界各國河

川，臺灣河川流路短促且坡降大，上游坡降常超過1/100，下游多在1/500∼1/1,000左右。

而集水區地質之質地脆弱且多崩塌，故洪水時常狹帶大量泥沙，造成土砂災害，增加河

川治理的難度。加上位於北太平洋西側之颱風路徑上，每年侵襲颱風平均約3.5次，豪大

雨數十次，平均年損失約128億元以上。隨著臺灣地區之產業結構變化，水利政策之重

點亦隨之改變，日治時代進行重點河川治理，提供河道兩岸河防安全，提昇殖民經濟；

光復後先修復因天災及戰爭損毀之防洪設施，並逐步依日治時代之規劃完成建設；後配

合國家經建計畫，以開發農業灌溉用水為目標，之後，依據各地區需求及社經發展，進

行流域治理，於上游推動水土保持，下游興建防洪設施；另配合各階段經建計畫，推動

專案計畫，興建河、海堤。近年因受氣候變遷之影響，與土地開發型態改變、都市化效

                                                 
1 淡水河流域面積甚廣，於附錄 1 以圖示介紹其支流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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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河川之排洪能力多已達到極限，過去只靠工程方法將洪水快速排入河川及以築堤防

洪之治水思維，已難以持續維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建設重點朝向流域綜合治理及環

境營造來推動（經濟部水利署，2011：209）。 

 台灣因特殊的地形，地勢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向來均同時面臨者「水太多」及與

「水太少」所衍生的各類行災害，「水災害」的問題不僅直接造成居民的生命財產損

失，衝擊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可能影響國家政局穩定
2
（陳育偉，2012，2）。而台灣

每年夏秋兩季固定的颱風季節，興建工程堤防來預防是基礎的方式，故防洪排水建設為

河川整理治理規劃重要的一環，此舉可以防禦了河川下游平原區或都會區內水氾濫與外

水氾濫，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北部地區經歷了六三、琳恩水災、85年的賀伯颱風及90年的納莉颱風，均造成極為

重大的災情，防洪設施已經成為維護台灣社會經濟穩定發展所不可欠缺的重大建設，而

建設需要政府發包公共工程來興建，需要透過政府採購法、制度及公權力來進行。政策

是政府對於被認知問題所作的聲明及所採取的對策，也是對社會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

（余致力，2007：2），水利政策是政府對於河川及土地資源利用的價值分配，在台灣

光復後，在當時經濟蕭條的情況下，相繼興建水利建設，成為支持穩定社會經濟，減少

水患損失，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基礎，政府機關的水利政策如何承先啟後，則必須自客

觀實存的歷史脈絡中，重新審視並尋求解答。 

台北盆地在清朝康熙年間為一個內陸湖泊，不久即慢慢泥沙淤積。1885年10月，台

灣成為獨立之「省」，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台北市當時即設為省會。1895年台灣割讓給

日本後，仍蕭規曹隨，總督府仍置於台北。1945年台灣光復後，政府仍沿襲日本制度，

當時工商業發展迅速，台北市於民國38年政府遷台後遂成台灣政經中心。但台北盆地中

的淡水河係由大漢溪，新店溪及基隆河匯集於盆地之內，再由關渡隘口至淡水流出台灣

海峽。每當汛期來臨時，台北盆地內逐漸淤高均為自然演變程序；嚴格來說，洪水到達

範圍並不適合人類居住。 

      在淡水河流域裡，先民渡台以前，原住民沿盆地週邊高地居住，上山狩獵、下湖網

魚，與自然和諧的生活。前清時代，先民渡台之後，雖於盆地之內墾田生產，但住民均

選擇沿盆地邊緣之高地居住，後因人口漸增之後，逐漸向盆地中心移動，當時除局部簡

陋土堤外，並無全面防洪計畫。劉銘傳設省會於此，日人延續於此設總督府。日據時代

時，於1915年在淡水河右岸興建大稻埕防洪牆，位於今台北橋上游，為防洪之開端。日

                                                 
2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 643 人死亡，60 人失蹤，其中，遭土石掩埋的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 381 人死亡，

16 人失蹤，引發社會輿論及政壇風暴，行政內閣在災後一個月完成階段性工作後總辭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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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時代於1937年擬有全面性防洪整治計畫，後因日本發動東亞戰爭而未實施
3
，在日據時

期，雖然大多數河川防洪工程已有規劃實施，但仍過於簡陋，洪水一來即行潰決，1927

年以後，各河川陸續設置河川工事事務所，淡水河專司治理，才大有進展。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初期，百廢待舉，物價飆漲，當時採用

社會主義經濟，壟斷生產、市場與貿易，終於引爆了二二八事件，當時環境仍處於戰禍

中，戰後復興的年代政府並無心思花於水利工程上，直到1949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後，

將日據時代完成的工程及未興建的計畫，按照輕重緩急，逐步實施，1956年，關山工程

處（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前身）由台東關山移駐板橋，專責未來的台北防洪計畫。

總之，在威權體制時代，重點在於水資源與農業灌溉的經濟開發，並藉由美援全力投資

石門水庫的興建，僅在首都台北市進行局部的防洪治理工程。 

1972年經建5期計畫結束，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已達成，加上威權體制逐漸轉型，政府

開始思慮天災對於人民生命財產威脅的重要性，政府當時提出了「台北地區防洪計畫建

議方案」，採用200年洪水頻率為保護標準
4
，但因工程龐大，財源不易籌措，於是延至

1982年起分三期實施，到1996年截止，開闢了二重疏洪道與興建大漢溪左岸的堤防，不

僅達到200年一次的防洪標準，也產生了大量新生地，並提高土地利用價值，促進了都

市發展與繁榮。另臺北市政府也將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列為重心，並積極開發新店溪上

游的水資源，建設翡翠水庫，改善了民生水荒問題。 

經歷了80年代後期對台灣重大破壞的颱風，例如1996年賀伯、1998年年瑞伯、芭比絲

颱風、2000年象神颱風及2001年的納莉颱風，都造成台北盆地相當嚴重的淹水災情，過

去曾被比喻為北台灣的「盲腸」，基隆河汐止一帶更是逢雨必淹，為了解決淹水問題，

自2002年興建員山子分洪隧道，完工後改善了基隆河中下游的淹水狀況，也讓沿岸新北

市汐止區的房價止跌回升，員山子分洪道的影響頗具關鍵性。 

進入 90 年代民主鞏固的階段，在淡水河水系的管理上，卻出現了中央機關與地方政

府
5
間權責不清的問題，乃係自台灣省政府水利局時代，淡水河即定性為「跨省市河

川」，依據當時「臺灣省河川管理規則」，臺灣省政府水利局僅負責治理
6
工作，不負責管

                                                 
3 淡水河整體治理規劃網站，http://dansuieriver.wordpress.com，瀏覽日期：2014 年 2 月 16 日。 
4台灣河川防洪頻率設計分為 200 年、100 年、50 年、25 年及 10 年 5 種類型。全台 24 條中央管

理河川為 100 年防洪頻率，縣（市）管理河川設計為 25 年，區域排水系統為 10 年。淡水河系因

為鄰近台北都會區，人口密集、政經地位重要，因此設計 200 年防洪頻率。 
5 2014 年 12 月 25 日後，桃園縣將升格為直轄市，淡水河流域將流經 3 個直轄市、一個省轄市，可謂臺灣

最具指標性的河川。 
6 治理一詞，水利法規並無明確定義，惟依據現行河川局分層負責明細，治理係指河川區域之劃定、規

劃、施工及防汛或搶險工作；管理一詞係指巡防取締、堤防、水門、抽水站管理等行政事務，兩者有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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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而縣市政府僅專責管理工作，另台北市政府因屬直轄市，依據當時「台北市河

川管理規則」來進行治理與管理工作，故當時問題尚未浮現，惟 1998 年精省，其後於

2002 年整併相關水利機關改隸經濟部水利署後，法源上廢除「臺灣省河川管理規則」，

以新增訂之「河川管理辦法」，將全省 24 條重要河川列入中央管河川
7
中，中央主掌治理

與管理合一，僅淡水河水系仍遲遲不願公告為中央管河川，現行淡水河水系管理方式係

依據「淡水河及磺溪二水系河川管理執行要點」委託地方縣市政府管理，據此，造成組

織上的疊床架屋現象
8
，並造成雙方對河川管理的項目及主管法規的適用解釋有不同的看

法
9
，據此，颱風天災後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受損，司法機關難以清楚認定何機關需負國家

賠償責任
10
，另外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對於水利政策的看法也南轅北轍

11
，中央往往趨於弱

勢。 

另在其他中南部縣市嚴重的盜採砂石問題，唯獨淡水河水系獨樹一格，迥異於其他

中央管河川，乃因早期 1980 年起管理單位台北縣政府即宣告新店溪全面禁採砂石，其

後於 1982 至 1989 年間亦分段公告大漢溪、淡水河禁採，1989 年起遂全面嚴禁採砂石，

以免因河砂過度開採影響河防及跨河構造物之安全，故歷年來淡水河水系並未發生橋墩

裸露、河床急遽下降的公共安全問題。 

綜觀前述，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在特定時空背景與政經結構下，表現出不同的

時序，然而，究竟是何種結構性因素來支持國家機關分別進行階段性之水利政策？何種

因素促成政策的轉型與調整？為何淡水河水系的管理上，中央仍未將淡水河水系宣告為

中央管河川？為何中央與地方間長久以來管理權責不清？國家機關在政策變遷與推動過

程中，是否隱含著某種特定的偏差（bias）
12
不斷的在被動員？ 

水利政策隱含著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價值與資源分配，鑲嵌在政治、經濟、社會

                                                 
7 中央管河川為依據《河川管理辦法》由中央政府管轄之河川（水系），由經濟部水利署所屬之各河川局

管理。另依民國 98 年（2009 年）4 月 8 日的公告，計有中央管河川 24 水系及跨省市河川 2 水系，跨省

市河川係指淡水河水系及磺溪水系。 
8 中央機關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負責執行淡水河水系水文規劃、工程治理及河川管理工作，組織章

程設有規劃課、工務課、管理課；縣市政府水利單位亦有管理科（課），委託後縣市政府握有實質管理

權，相形之下，中央機關僅有監督及例行業務檢查之形式管理權。 
9 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辦法等水利法規，尚有其他行政程序法、訴願法、國家賠償法及地方制度法等法規。 
10 2012 年 8 月蘇拉颱風造成新北市三峽區清水街旁三峽河潰堤，一名民眾跌入坍塌路面坑洞，當場死

亡，以致新北市三峽區公所及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間之國家賠償權責不清，現進入司法程序釐清

中。 
11 地方基於便民，近年來廣建自行車景觀橋帶動單車休閒風潮，但中央基於橋墩會影響河川行水區排洪功

能，常與地方意見相左，加上直轄市政府民選首長均為未來總統熱門候選人，故中央水利署均予以尊重

不願得罪，無法堅持水利專業。 
12 所謂「偏差」並非指一種主觀價值判斷，而是個描述性的名詞，表示一種涉及相關行為者間有關資源利

用與分配的特定模式；此模式引含相關行為者間有關資源利用與分配過程中的不同利害關係。特定的偏

差隱含著特定的利害關係（蕭全政，20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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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結構體系中。國家透過政策與公權力來進行防洪治水，對於河川的發展與環境資

源做權威性的價值分配。這種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對於政治及經濟結構體系內之相關行為

者，直接或間接產生不同之利害關係，這些利害關係人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必會以

自己的稟負與立場，選擇最佳自利行為的途徑與策略，透過主觀性的努力與客觀上的結

構性關係，促成政策的形成、發展與變遷（蕭全政，2006：120-121）。 

據此，欲探討水利政策議題，應先重新整理各階段目標在整個政經社會變遷下的歷

史脈絡，依其所經歷之威權體制、威權轉型及民主鞏固等三階段的變化，釐清特定時空

的結構關係與互動過程，使得掌握當前淡水河水利政策的困境與契機。 

本研究初步規劃以下幾項研究重點： 

一、從政治經濟體制來探討哪些結構性因素來支持不同階段的政策目標？ 

二、探討各階段特定行為者（actor）
13
施政策略之偏差動員及因果關係？ 

三、找出淡水河水系至今仍未公告為中央管河川的結構性因素，並闡述實務面運作的窘

境，及提出未來的調整方向。 

 

 

 

 

 

 

 

 

 

 

 

 

 

 

 

                                                 
13 所謂行為者，包括一切自然人及一切具有表達意志之能力的組織或團體，行為者特性不僅表現在其是個

理性而自私的個體，尚且表現於個別行為者必須與其他行為者不斷互動，且為求存續與發展而進行資源

的汲取與利用（蕭全政，19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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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有關研究淡水河水利政策的範疇相當廣泛，自然科學可分類為二類，第一以「工程

技術」為研究主體，計有土木工程學、 河海工程學、水利工程學、營建工程、等研究

所進行深入研究，治水策略著重於防洪排水工程的探討，文獻大抵為抽水站的防洪效應

評估、排水防洪改善、防洪疏散門最佳起閉時間之研究及防洪抽水站整體檢討及未來改

善方式；第二以「環境生態」為研究主體，計有環境工程、地理、農業工程、水土保持

等研究所，著重於河川上游的地貌與氣候、永續防洪理念、集水區保育治理對策。社會

科學以「事實或現狀」為研究主軸，計有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公共行政學、經濟學、

歷史學、建築與城鄉等研究所進行研究，著重於流域治理合作模式、水利組織再造與治

理策略、治水政策對都市發展影響、防洪整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防洪對保護財產的經

濟評估等。 

淡水河水系在水利政策方面的研究相當多元，但卻未見有完整的「水利政策」研

究，特別是針對攸關大台北都會區700萬人
14
的生命財產安全，所執行的「大台北地區防

洪1-3期計畫」、「基隆河截彎取直防洪計畫」、「基隆河員山子分洪道工程」、至今淡

水河水系未公告為中央管河川的關鍵原因及中央與地方間對於淡水河水系的管理權責爭

議整理，至今仍未有從歷史脈絡觀點研析的完整著作，據此，欲探討淡水河水利政策的

發展與變遷，應從更宏觀的高度與視野，找從結構性因素，重新組建台灣淡水河治水政

策發展與變遷的全貌，方能全盤掌握淡水河水系所實存的問題。 

一、依研究焦點分類 

經蒐整淡水河治水政策相關議題之文獻資料，與本研究主題相關者，經扣除自然科

學「工程技術」類別，社會科學的研究焦點可區分為「流域治理」、「流域組織再

造」、「防洪（災）整治」等類，整理摘敘如下： 

（一）以「流域治理」為研究焦點者 

                                     陳健豐（2009）從流域整體治理、綜合治水特性之需要性、工程與非工程方

法及其他綜合措施、策略等進行研析，並以基隆河整治為例探討其治理對策及防

災成效。透過整治前後之計畫洪水量及以納莉颱洪事件推估之河川水位，分析各

項防洪措施之減災程度、減洪量效果、洪氾改善及保護區域面積、人口等改善效

                                                 
14至 2013 年 10 月為止，臺北都會區的人口達 7,009,928 人，總面積為 2,324.917 平方公里。是世界第

44 大都會區，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9%83%BD%E6%9C%83%E5%8D%80，瀏覽日

期：103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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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輔以相關經濟效益評估文獻研究引證分析比較，從中疏理出直接、間接之

經濟效益與社會、生態的價值。經濟部水利署（2012）利用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概念，透過公眾參與方式找出淡水河流域所面臨的議題。行政院

研考會（2002）以國外河川流域管理實況加以比較分析，探討我國河川流域管理

所面臨的問題。諶錫輝（2005）透過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工程個案研究，瞭解水

利工程單位如何透過實際作為，一方面努力達成不淹水目標，另一方面又能以顧

客導向績效以符合政府全面提升服務品質作為以達到行政革新目的，更藉由民眾

角度來印證與瞭解工程實際績效成果及對產品功能使用實質感受程度。 

（二）以「流域組織再造」為研究焦點者 

                        黃聖銘（1999）主要透過水利行政管理文獻、對政府機關水利人員與專家學

者的深度訪談、全國各水利事權單位的問卷調查，以及蒐集主、客觀資料，探討

我國地方政府對於河川及排水管理、水土保持業務、水污染防治及集水區、山坡

地、林地保育等事權分屬不同機關的現狀。林瑞卿（2001）透過文獻分析，將焦

點置於水利機關行政組織的權責重疊和無法事權統一的管理的討論。劉駿明

（2002）採用「文獻探討法」，探討如何有效全流域治理攸關台灣首善大台北地

區六百五十萬人口安全之淡水河工作，及為統一事權減少政府縱向層級加速橫向

連繫協調，以提高行政效能及達成工作效率，進行組織再造等兩個主體進行研

究。陳美璟（2003）透過文獻分析、訪談專家學者與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蒐集資

料與分析，探討成立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之相關事宜，並期望透過成立流域管

理委員會，以落實由民眾參與來統一河川管理事宜。陳隆政（2003）利用文獻回

顧法、問卷調查法進行我國水利組織再造之探討研究，分析水利組織相關之重要

問題之看法與未來水利相關組織性質之定位。賴合明（2003）主要探討我國目前

事權分散的水利機關組織體系、是否應順應潮流來整合水、土、林三大體系。 

（三）以「防洪（災）整治」為焦點 

蔡依純（2002）以因象神、納莉風災在相隔不到十個月的時間竟發生兩次嚴

重水患的基隆河上游洪患敏感地區作為主要研究地區，針對目前基隆河上游土地

使用在洪災時所遭受到的威脅與困境。劉少華（2002）探討汐止地區的都市發

展，以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為基礎，並用iThink電腦軟體進行模擬，

建構汐止地區的都市系統與洪災模型，針對都市成長管理與防洪工程進行政策測

試，檢視是否達到經濟效益，在政府相關單位進行決策前，提供可能方案的影響

評估，藉以提高決策品質，減少風險。蔡振昌（2005）以基隆河沿岸經常發生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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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之地區進行研究探討，解析既設抽水站實際運轉與發生洪患的關聯性，期能掌

握抽水站的管理重點與可能發生疏漏之處。 

二、依立論觀點分類 

由不同的角度觀點來分析，對於河川就有不同的價值分配。依其立論觀點，大致可

歸納為「經濟」、「文化」、「歷史」、「法律」及「政治經濟」等五類觀點，茲分述

如下： 

（一）以「經濟」觀點者 

柯慶長（2003）探討淡水河發展藍色公路之潛力，並提供政府及業界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河川本身的因素佔最大權重為55%，第二為自然因素佔26%，第

三為人文因素佔19%，政府若能對河水污染等權重較大的因素，加以改善，相信

淡水河內河藍色公路將更有潛力，可提供大台北地區一個良的休閒去處。黃宏莆

（2000）就防洪措施成本與效益估算方法及其可行性評價指標進行探討期能建立

一套適用於國內之防洪措施經濟可行性評價所需之成本與效益估算方法及標準之

評價程序，作為各水利相關單位進行防洪措施經濟可行性評價時之參考，並利於

日後防洪、排水投資預算之爭取，亦選定基隆河員山子分洪計畫為例，就不同之

分洪出口甲、乙兩案於基隆河治理工程初期計畫實施完成後之分洪前與分洪後之

經濟可行性進行試算。王志偉（2007） 認為政府的防災措施所能避免民眾財產損

失之效益，以採用條件評估法來衡量此財產效益，並透過人員實地面訪以及採用

支付卡法的方式，評估基隆河沿岸受保護地區之鄉鎮能產生多少的效益。另就民

眾對政府防災措施之支持程度而言，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建議政府應優先實行分洪

工程、抽水站及引水幹線工程、提防工程，並且經由本研究對各項措施之總效益

計算後，結果顯示此三項所能產生的總財產效益為最大。 

（二）以「文化」觀點者 

于欣可（2011）認為邊緣性的抗爭除了是原住民運動者及原住民學者口中的

邊緣-原鄉（汪明輝，1999；台邦‧撒沙勒，2004），更應該是台灣都市中的原住

民族聚落，這些長久以來被污名為違建聚落及都市窳陋的社區，正是長期處於政

治經濟不對等發展下，社群建立自身社區認同並同時對強勢文化與主流社會之價

值進行抵抗周旋之基地，尤其，在面對國家不友善的政策及社會長期歧視的情境

下，都市裡的違建及河岸部落已養成了快速反應與動員的習慣，他們絕非政治不

動員的一群，相反地，在迫遷危機與日常生活之間，他們對於『動員』的彈性極

大，也從自身經驗中了解到了社會長期的歧視與污名，有時候甚至還利用了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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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外在形象，透過媒體博取更多人的同情以換取抗爭資本。將試著理出兩條脈

絡：一、北台都會區河岸部落的遷徙過程以及反拆遷經驗為何？其中，溪洲部落

的反迫遷運動，是如何開展？空間專業者介入運動，共同面對國家推土機器時的

角色為何？又在溪洲部落的抗爭談判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王志文（2009）本文

以歷史學、地理學、文化人類學三門學科切入，探討同安人祖公會；即是以「時

間性」、「空間性」、和「社會性」三種角度去分析了解現今仍存在運作的同安人

祖公會各角頭的分布空間所蘊藏之社會意義。台北盆地淡水河流域兩岸地區，同

安人祖公會角頭分布的空間意義，可由各角頭所形成之「點」，再加上「過爐」

或「過角頭」的繞境活動路徑，所呈現出「線」的型態，會整各方結論可以了解

組成一個同祖籍聚居區域的「面」。這樣動態的祭祀活動透過「點」、「線」、

「面」的解讀後，可以具體展現在現實生活空間中，而其中社會組織和文化活

動，都是由傳統到現代長時間的生活交織蘊育的文化產物。 

（三）以「歷史」觀點者 

黃朝宏（2007）藉由日治時期都市規劃的歷程，解析臺灣各時期都市治水

政策的演進，依據歷年都市計畫中採取的水災防治措施之演變背景、歷程進行探

討，以此釐清日治時期臺灣都市治水政策對都市發展的影響。鄧佩菁（2011）分

析重點在於美援的運用對於石門水庫的利弊得失，並分析美援如何運用於石門水

庫興建之階段，瞭解美援對興建過程的走向影響。 

（四）以「法律」觀點者 

許富善（2011）認為水利工程為公共工程一環，政府每年皆編列大筆預算辦

理水利工程以解決水患及水資源問題。為使國內水利工程行政機關認識到曾發生

在自己工作領域內的履約爭議案件全貌，蒐集從91年至100年包括訴訟、仲裁及

調解等工程採購履約爭議案件總共101件，做為本論文研究範圍，經統計分類篩

選整理出最常發生及最具代表性之爭議案件做為研究對象。經濟部水利署

（2003）以德國、美國、日本水利權限劃分制度、法規之蒐集與分析，來解決水

利法中央地方權限的爭議。 

（五）以「政治經濟」觀點 

殷莞之（2000）以基隆河為研究對象，來探究國家作為河川整治政策的生

產、決策及執行者，其基本價值與論述究竟為何？而執行的過程間不同作用者在

經歷不同時空的政治經濟變遷下，又是以何種姿態介入並影響了河川政策本身，

以及其最後所呈顯出來的，在社會及空間層次上之結果。胡朝進（2004）從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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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治經濟學觀點，透過國家干預的行政權力與市場需求的經濟消費兩大架構，

進一步了解汐止發展中的政府職能、地方政治生態、產業政策與財團開發汐止等

層面的互動關係，如何形塑或打造出今日的汐止都市發展，並分析基隆河整治，

從水災原因到集體抗爭的原因所在。 

 

三、文獻綜合評析 

綜觀國內研究淡水河水系治水政策相關研究文獻，以研究焦點而言，以「流域整體

治理、協力治理與合作」及「流域機關的組織再造」為數較多， 至於立論觀點上，從

經濟面來分析著較多，至於從政治經濟面的研究僅有2篇。 

就流域治理方面，陳健豐（2009）以基隆河為焦點，整理出整治計畫的時代變遷經

過與防災成效，並以親身監工經驗，提出未來潛在問題與弱面分析，但僅聚焦於基隆

河、並未以淡水河水系全貌進行討論。林苡錚（2011）以淡水河流域防治污染為例，說

明地方政府間合作模式。但此研究偏重河川污染防制，對於水利政策議題似未著墨。水

利署（2011）與研考會（2012）之委託研究以「國家立場」的觀點出發，以追求國家整

體利益為重，但卻忽略民間社會間之利益衝突，故較容易產生與現實狀況之落差。諶錫

輝（2005）以「民眾」為核心，重視民眾對於政府治水政策的滿意度與績效層面，但卻

忽略了工程專業與民意間的落差，如何取得平衡？此似乎未見著墨。 

就流域組織再造方面，黃聖銘（1999）偏重地方政府內部分工分屬不同單位的現

狀，對於與中央間的互動並未著墨。林瑞卿（2001）偏重於水資源機關的組織變遷，僅

聚焦於水資源範疇，對於治水防洪的變遷及現存的河川管理衝突問題並未宏觀地從政經

面分析找出。劉駿明（2002）與陳美璟（2003）均整理淡水河流域的治理策略，並評析

未來成立淡水河流域專責管理機關，但對於現況問題仍未明確詳細點出。陳隆政

（2003）及賴合明（2003）聚焦在水利組織體系的整合，但對於整合後可能預見的衝

突，並未討論。 

防洪整治部分，三位作者均以基隆河研究進行防洪研究，蔡依純（2002）偏重洪水

災害對土地使用的衝擊，劉少華（2002）聚焦在汐止市與基隆河之間的發展歷程，蔡振

昌（2005）偏重抽水站的運轉與管理，欠缺從宏觀的政經背景去探究水利政策與天然災

害的關鍵。 

以經濟、法律為觀點者，治水政策其實隱藏者權力與利益的分配，防洪措施的評估

及水利工程履約爭議整理的研究成果，固能讓吾人瞭解工程的效益與爭議，但忽略政治

與經濟邏輯的運作實況，對於現況問題背後所隱含的歷史因素與結構衝突，似未加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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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以文化為觀點者，聚焦於國家社會與原住民族群之關係，至於原住民如何影響治水

政策發展，居住於河川地會對於河川環境造成什麼衝擊，則似未見著墨探討。 

以歷史為觀點者，雖然黃朝宏（2007）釐清臺灣河川整治事業的形成與對於都市發

展之影響，但偏重於大都會市區地下水道及濁水溪治水治水計畫的探討，似未分析自日

據時代起淡水河水系治水政策的發展過程與歷史脈絡。鄧佩菁（2011）著重史料的蒐

集，以此完整的分析將美援與石門水庫興建的背景、經費運用及技術協助等爭議，但對

於威權體制下的政經背景與興建過程僅單純平鋪闡述，並未深入交叉分析結構性因素。 

綜上所述，水利政策的相關研究甚多，但仍未見從宏觀整體性之觀點來切入，特別

是針對流經大台北都會區的淡水河水系，均從個別切入隱藏著個學術領域的差異，缺乏

從客觀的角度與長期的觀點，進行淡水河治水政策發展與變遷的歷史結構性因果分析，

據此，本研究擬以整合性的觀點，跳脫傳統單一本位主義的框架，就國內外政經環境，

從歷史脈絡切入，對於台灣光復後的淡水河水利政策，進行結構性的研究分析，掌握相

關行為者的互動與因果關係，整理出淡水河水系水利政策在不同階段所隱含的特質與偏

差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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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分析觀點與架構 
     時代的意識形態型塑與施政具有相牽連關係，所以國家機關就有不同的操控。政

策的變遷係配合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特定政經結構，所進行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的關

係調整。「水利政策」隱含著「政治」、「經濟」、「文化」與「法律」的權力與利益

衝突，且鑲嵌在政治、經濟、社會體制，並受國際環境及國內政治、經濟情事變化的影

響，據此，水利政策變遷的全貌，必須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結構系絡中，找出

以人與資源為核心而展現的經濟理性邏輯與政治權力邏輯（蕭全政，2006：34），始能

瞭解變遷經過與其中的因果關係。 

歷史的發展，有其本身連貫的邏輯；其過去、現在與未來間，必有因果關係網絡相

聯（蕭全政，1995：代序Ⅲ），任何公共政策的出現，發展與變遷，都決定於相關行為

者或團體間的結構關係與互動模式，且都隱含特定的利害得失關係（蕭全政，2006：

7）。此等關係與模式的動態變遷，源於結構中不同立場與秉賦
15
的行為者自立性的政治

行為或經濟行為。特定行為者為了生存與發展，依其秉賦，運用各種權力方式與其他行

為者互動，以獲取目的利益或工具利益。行為者的秉賦、權力運用方式與利益都受到整

體結構的制約，但行為者的權力運用與利益汲取又將改變他的秉賦與結構關係。結構關

係是行為者互動的基礎，而互動又改變結構關係（蕭全政，2006：67）。 

所謂歷史結構觀點，即指行為者在客觀實存的歷史脈絡中，以其各自的結構地位，

即特有的秉賦極大化各自的利益，從而形成一複雜的互動網絡與因果關係，而這歷史過

程中開展的因果關係，又將隨著行為者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新互動內涵而呈現動態的發

展（蕭全政，2006：31-36）。據此，關鍵在於隨著時間發展的因果關係，始得串起整體

的歷史發展脈絡，過去、現在到未來發展的因果關係才能完整建構。 

從結構性觀點，以國家機關為中心而掌握整體政治體制的特質，再行分析政治現象

與政治過程的因果關係，如此的分析性概念架構的優點為：可分析更具深度、廣度的政

                                                 
15 秉賦（endowment）隱含行為者從事經濟行為或政治行為所具有的機會（opportunities）與所面對的限制

（constraints）(蕭全政，19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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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現象；並可從全般性的社會、歷史性結構與變遷的格局中，分析政治現象的多面性因

果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能統合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而將社會現象的政治面與經濟面

同時關照；同時，也可將各種政治行為者及其他國家機關的關係與互動，化約為可以觀

察、比較、分析的同類概念與架構；並且可以瞭解國家機關在相關政治現象或政治過程

中的地位與限制（蕭全政，2006）。 

「組織與制度做為人類社會生存、發展過程中分配與利用資源的方式，必然隱含特

定的政治與經濟特性」，每一個理性行為者，為確保自身的政經秉賦與資源，都會因應

不同的政經變遷，利用各種可能型塑特定政策、法規或組織、制度等行為，以體現對其

有利的特定利害得失關係模式，均稱為「偏差動員」
16
（mobilization of bias）。在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行為者的目標價值或資源汲取與利用分配，所以隱含政經特性的根本原

因，從一般角度看，是因為它們都隱含特定的「偏差」，而偏差則體現於組織結構中，

不論過程是合作或衝突，在行為者以經濟極佳化的考慮下，所呈現於不同行為間得力或

受害的程度實況（蕭全政，1997：5-7）。而體現與制度形成過程，正是此種偏差，或特

定政治性與經濟性，被動員、形塑的過程；而它們的運作與變遷，亦正表現此偏差發揮

作用，或進一步被進行政治與經濟特性的調整，能與其內外政經權力體系和政經合理化

方向相互配合，否則即須進行整體組織或制度的調整，以避免引起「正當性」的爭議

（蕭全政，1997：11-13）。 

隨著我國的歷史脈絡，淡水河水系的水利亦隨著歷史時間脈動進行變遷，威權時代

前期以開發水資源及增加農地灌溉為重心，中央政府播遷來台後，國家所面臨的是內憂

外患及民生物資蕭條的窘境，故優先追求基本的糧食及水資源開發需求。美援雖提供了

大量的資金與技術協助我方興建石門水庫，但當時因台灣經建計畫與美援計畫不能完全

配合，許多方面仍產生許多困擾，以致於延宕8年始完成。進入威權時代後期，自1964

年石門水庫落成後，現實面因1963年的葛樂禮強烈颱風造成台北地區嚴重淹水，鑑於保

                                                 
16每一個理性行為者，為追求本身最大利益，都會因應不同的政經變遷，利用各種可能形塑特定政策、法

規或組織、制度等行為，以體現對其有利的特定利害得失關係模式，均稱為「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也就是透過行為或動員以形塑某種特定偏差。 



 

 18

障民眾生命及財產意識提高，法制面加上省府1965年制訂「臺灣省河川管理規則」後

17
，遂從「開發水資源，發展經濟」政策逐漸轉型為「防洪」的政策，惟省府僅優先在

台北市局部地區執行，此分配上造成了淡水河兩岸防洪資源明顯的差距與衝突，即與當

時的政經重心及人口密度高低有深切的關連性。本階段因淡水河流域均為臺灣省政府管

轄區域，故均由省府來統籌水利政策的執行，中央政府幾乎形同虛設。爾後，台北市於

1967年改制為直轄市，脫離臺灣省政府管轄範圍，從此省市正式分家，加上1971年立法

制訂「台北市河川管理規則」後，臺灣省與台北市之間遂有不同的組織、水利政策目

標，來各自進行淡水河水系的資源利用與分配。 

1972年經建計畫5年農業現代化政策結束，臺灣省政府仍是治理淡水河流域的主要

推手，為了解決台北縣大漢溪及新店溪沿岸城市的淹水災情，因政府經費籌措不易，遂

分三期依據執行推動大台北防洪計畫（1980-1997），此時因大漢溪上游的石門水庫已興

建完成，汲取水資源不再是問題，故臺灣省政府全力推動「防洪」來治理水患，並興建

當時全台的二重疏洪道，以「分洪排水」的方式成功改善台北縣長久以來的淹水情況，

但在取得疏洪道私有地的過程中，因徵收及補償的問題而與居民發生了對立，明顯呈現

了「公益得利」與「私益受害」的衝突。另台北市因淡水河大稻埕沿岸堤防已興建完

成，水患的風險降低，遂將重心放置於基隆河的截彎取直工程，來解決內湖、南港及大

直地區的淹水狀況。在本階段，北部地區工商業日趨繁榮，用水需求逐年提高，石門水

庫早已不敷使用，故台北市擬計畫在新店溪上游興建翡翠水庫來改善沿岸水資源匱乏的

問題，惟興建水庫勢必徵收原在上游集水區的居民土地，與上述徵收二重疏洪道呈現狀

況相同。據此，本階段台北市係「防洪」與「水資源取得」政策並重，與一水之隔的對

岸臺灣省政府全力推動「防洪」政策，雙方的政策重心即有所特定的偏差，隱含了政

府、居民、工商業主之間不同的的聯合與衝突。 

跨入民主鞏固的階段，1998年精省後，以往由省府主導之水利政策遂回歸中央規劃

                                                 
17該規則第 2 條規定：「本省河川之規劃、治理、歲修、養護、防汛搶險及行政管理，除法令別有規定

外，悉依本規則行之。」，首度將當時河川工作的負責範圍及明細予以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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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階段政策目標重心放在基隆河的防洪治理上，在員山子分洪道興建後確實改善

了汐止及七堵地區長年的淹水災情，但興建過程中因隧道貫穿工法，造成當地居民房屋

毀損及環保團體主張的海域生態破壞，而與政府產生了對立衝突。自1998年臺灣省河川

管理規則修正後，淡水河水系並未如臺灣其他主要河川轉型公告為「臺灣省省管河川

18
」，仍為「跨省市管河川」，此轉捩點即為一種明顯的偏差動員。在實務面，中央堅

持的水利工程專業與地方重視的政績往往相衝突
19
，造成水利施政上，產生了「民意」

凌駕於「專業」之上的現象，另雙方間政府行政組織的不對等、及對於水利政策的施政

重心，更加深了淡水河水系河川管理上的紛亂。 

綜上分析，本文認為水利政策的重心與利害得失的與當時的法規無法切割，臺灣光

復後百廢待舉，加上並無任何法源支援政府進行淡水河防洪及管理河川政策，故優先發

展水資源及農地灌溉工作，俟1964年石門水庫完工後，接續於1965年臺灣省政府制訂

「臺灣省河川管理規則」、1971年台北市政府制訂「台北市河川管理規則」、2002年經

濟部整併為「河川管理辦法」及2011年函頒「淡水河及磺溪二水系河川管理執行要

點」，均影響了三個階段不同行為者間之組織、制度、政策主張及推動程序，水利法規

歷年來的運作、修正與變遷，即為一種特定的「偏差動員」，伴隨不同階段的政經背

景，產生了相關行為者間的衝突及爭議。 

本分析架構擬就政策制訂當時的政經背景特色依序分為威權體制、威權轉型、民主

鞏固等三階段，三階段轉捩點依據為1972年經建計畫5期農業現代化政策結束及1998年臺

灣省河川管理規則修正，臺灣省政府正式接下淡水河水系管理權，開始與地方縣市政府

權責不清後。淡水河水系之水利政策涉及範圍龐大，欲探究其中奧妙，須從宏觀面及微

觀面議題進行政經分析，始能一窺廟堂之美。宏觀面部分，就三階段之政經情勢進行探

                                                 
18 1965 年制訂臺灣省河川管理規則，臺灣河川分類區分為「主要河川」、「次要河川」及「普通河川」，臺

灣省政府負責工程治理，之後交由地方負責維護及管理。1998 年修正後，改區分為「臺灣省管河川」、

「跨省市管河川」及與「縣市管河川」。2000 年因精省而廢止臺灣省河川管理規則，新增訂為河川管理辦

法後，又修改區分為「中央管河川」及「縣市管河川」，惟並未提到「跨省市管河川」，造成淡水河管轄

權紛亂，2009 年，經濟部復公告臺灣地區河川區分為「中央管河川」、「跨省市河川」及「縣市管河川」。 
19 例如二重疏洪道內，新北市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微風運河及大台北都會公園，廣植樹木、綠美化及運動設

施，此舉雖給民眾多了一個歇息及親水空間，但在水利專業觀點，每年汛期（每年 5 月至 11 月）時會嚴

重阻礙疏洪道內洪水排洪效果，亦失去當初興建疏洪道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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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特定行為者的互動，即中央政府、臺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及其他縣市政府間，組織

變革演進及權責分工的差異，找出哪些結構性因素來支持當時特定行為者的水利重點政

策。微觀面議題部分，就第二、三及四章節中穿插討論，首先，在威權體制及威權轉型

兩階段，為何臺灣省政府從光復後一直扮演臺灣水利政策的總舵手？為何台北市自1967

年升格為直轄市後，與臺灣省政府的水利政策分工上，權責涇渭分明，獨自逕自進行轄

區的管理與治理，原因何在？當年美援與石門水庫的興建有何因果脈絡？水資源的汲取

為何在當年備受重視？其次，進入威權轉型階段，為何在防洪計畫的執行進度上，台北

市遠遠優先於對岸的台北縣（現新北市）？為何當時台北市政府重視翡翠水庫及執行基

隆河截彎取直工程？臺灣省政府執行大台北防洪計畫，工期順序與地點的選定是否隱含

者特定的偏差？進入民主鞏固時期，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整併為經濟部水利署後，從以往

僅居於上位的規劃與核示，工作執掌範圍轉型為政策規劃、治理執行及管理的水利一條

鞭方式，原因何在？全臺灣各主要支流均已經公告為「中央管河川」，為何唯獨淡水河

水系及磺溪
20
二水系仍未公告「中央管河川」？是否特定行為者間有特定的偏差或利害

關係？經濟部水利署主導興建員山子分洪道，使得基隆河中下游區不再發生水災，治水

政策與汐止區的政經發展有何因果脈絡？自2011年起，兩大直轄市首長（新北市及台北

市）欲共同推動淡水河流域專責管理機關？是否存有政治性的聯合與衝突？或經濟性的

極佳化考量？現實運作部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河川管理的現況如何運作，有何問題與

衝突？本文將以實務面切入分析。另在第三章末節介紹1996年賀伯颱風造成板橋嚴重水

災，臺灣省府水利處第十工程處（現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人員遭檢方以刑法廢弛

職務罪提起公訴的案例，擬引述臺灣高等法院之確定判決書法律見解來輔助分析中央與

地方間對於河川管理當時已埋下的矛盾、衝突及利害關係。 

水利政策因國家的內外政經結構變遷，而有不同階段的發展，政策亦循序漸變，倘

                                                 
20 磺溪發源於七星山，北磺溪流經台北市北投區及士林區，南磺溪流經新北市金山區，廣義見解仍屬淡水

河水系一環，惟經濟部水利署採狹義見解，將其獨立為磺溪水系。現依據「淡水河及磺溪二水系河川管

理執行要點」，就流經台北市轄區者，由台北市政府治理及管理，流經新北市轄區者，由經濟部委託新北

市政府代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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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發覺其中的變化差異勢必要從宏觀的歷史脈絡切入，始得知結構性因素為何。另微

觀之議題必定隱含了特定的政經面因素與利害衝突，亦隱含了不同行為者在資源利用與

分配過程中的不同利害關係。此偏差會體現於組織與制度本身，也可能限制或體現特定

行為者的極大化與極佳化的工具，並在動態過程中被相干行為者進行合理化的調整（蕭

全政，1998：6）。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以整體及全面的歷史結構的脈絡，透過政治經濟分析與偏差

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分析，來探討國家機關如何以其特定立場與秉賦主導各階

段淡水河水系之水利政策，另從實務面來分析現行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對於淡水河水系河

川管理及維護的衝突與窘境，從組織面
21
的轉型及法規面的變遷發展切入，從中發現執

行制度的問題。 
  

 
 
 
 
 
 
 
 
 
 
 
 
 

                                                 
21 鑑於中央、省府及縣市政府水利組織自光復後裁撤整併次數甚多且雜亂，於附錄 2 引用水利組織變遷過

程圖表來幫助分析本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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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章節安排 

 

本研究擬規劃分為五章，概要介紹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說明問題意識、文獻回顧及探討、分析架構等。  

第二章  中央僅作規劃及核示，前期中央與臺灣省政府共同成立建設委員會，在大漢溪

上游推動石門水庫建設，以發展經濟為主；後期臺灣省政府在台北市優先執行

防洪計畫的階段（1945-1972）： 

                  本章將從威權體制下的政經社會背景，闡述當年政府推動經建計畫1期至5期

的各階段目標，分析相關行為者在組織變革及權責分工的偏差動員，找出前期

著重大漢溪上游石門水庫的水資源開發，及後期著重在台北市優先推動防洪程

的因果脈絡。 

第三章 中央仍僅作規劃及核示，臺灣省政府以大漢溪、新店溪及二重疏洪道為重心，

執行防洪計畫；北市府執行基隆河截彎取直防洪工程及開發水資源的階段

（1972-1998）： 

                     自1972年經建五期農業現代化目標結束後，淡水河水系水利政策轉以防洪為

重心，本章重點探討臺灣省政府與北市府不同的政策目標，並以當時具代表性的

翡翠水庫、二重疏洪道及及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分析相關行為者間的政經網

絡、互動及利害得失關係，最後以賀伯颱風水門訴訟案為例進行分析，凸顯當時

已經發生省府與縣市政府間對於防洪設施移交及管理權限不清的問題。 

第四章 中央整併臺灣省政府成立經濟部水利署後，整合規劃、執行及管理工作，以基隆

河為重心，執行防洪計畫，惟管理上與地方政府進入紛亂的階段（1998 -

2014）： 

                  自1998年「臺灣省河川管理規則」修正後，臺灣省政府開始接下淡水河水系

管理工作，本章重點在於找出淡水河水系為何仍未公告為「中央管河川」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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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性因素，並從政經面、實務運作面宏觀找出中央與地方政府對該政策之偏差

動員、因果脈絡及法規面歷年修正造成的偏差。並以基隆河整治計畫中最具代

表性的員山子分洪道工程為例，來分析其完工後對於基隆河中下游居民的影響

及對當地居民及海洋生態的衝擊。另分析現行中央與地方政府管理上的問題與

衝突，最後將從國家機關複雜之政經網絡與互動關係，來研析升格五都後，新

北市及台北市共同主導推動成立淡水河流域專責管理機關，有何衝突及妥協。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對現行淡水河水利政策的發展與運作，提出個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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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劃各章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分析架構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中央僅作規劃及核示，前期中央與臺灣省政府共同成立建設委員會，在大漢溪

上游推動石門水庫建設，以發展經濟為主；後期臺灣省政府在台北市優先執行防

洪計畫的階段（1945-1972） 

第一節  威權時代的政經情勢  

第二節 中央與省府水利組織的變革 

第三節 省府與北市府間水利政策權責之分工 

第四節 桃園石門水庫與美援之分析（1956-1964） 

第五節 省府在台北市優先推動部分防洪工程之分析（1964-1972） 

 

第三章  中央仍僅作規劃及核示，臺灣省政府執行防洪計畫，以大漢溪、新店溪及二重

疏洪道為重心；台北市政府執行基隆河截彎取直防洪工程及開發水資源的階段

（1972-1998） 

        第一節  威權轉型的政經情勢 

第二節 中央與省府水利組織的變革 

第三節 北市府興建翡翠水庫之分析（1979-1987） 

第四節 省府執行大台北防洪計畫之分析（1980-1997） 

第五節 北市府辦理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之分析（1991-1994） 

第六節 中央地方管理權責不清的濫觴－1996年賀伯颱風水門訴訟案 

 

第四章  中央整併臺灣省政府成立經濟部水利署後，整合水利規劃、執行及管理工作，

以基隆河為重心，執行防洪計畫，惟管理上與地方政府進入紛亂的階段（1998-

2014） 

         第一節  民主多元的政經情勢  

第二節 中央、省府與縣市政府水利組織的變革 

第三節 興建基隆河員山子分洪道工程對北臺灣之分析（2002-2005） 

第四節 精省後淡水河水系仍未公告中央管河川之分析 

第五節 中央與地方政府河川管理制度現況 

第六節 推動淡水河流域專責管理機關之變遷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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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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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淡水河流域概述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201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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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中央與臺灣省政府水利行政組織沿革圖 
 
 
 
資料來源：林瑞卿（2002），頁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