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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緣起 

暖暖淨水場及西勢水庫，是台灣第一座具備水庫及淨水場的

完整給水系統；從上游的保安林、西勢水庫、西勢溪與暖暖溪、

到淨水場以及周邊衍生的暖暖小型城鎮歷史文化，是一兼具自然

與人文特色的文化景觀。 

中冶公司於民國九十八年完成前期「暖暖文化地景河川博物

館先期規劃」，曾針對西勢水庫、淨水場及暖暖老街進行了詳細

的調查與資料蒐集，為整區提出「暖暖水生態文化園區」的構想，

認為其價值足以發展為全國河川環境教育重鎮之一。 

本計畫是實踐「暖暖水生態文化園區」的第一期示範計畫，

範圍雖然不長僅 800 公尺，但因為緊鄰暖暖老街及暖暖淨水場，

透過良好的景觀設計為暖暖溪找回原有的風貌，利用淨水場設施

展現暖暖溪潔淨、珍貴的水資源，可望塑造一處迷你而真實、屬

於社區的河川博物廊道由當地居民共同守護，為維護暖暖文化景

觀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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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以「暖暖水生態文化園區」中「溯源廊道」為核心，

北自水源橋入口延伸至幫浦間、雙龍橋，全長約 800 公尺。 

 

 

 

 

 

 

 

 

 

 

 

 

 

 

 

 

 

 

 暖暖水生態

圖 1-2-1  計畫區位及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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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整體工作流程 

 

 

 

 

 

 

 

 

 

 

 

 

 

 

 

 

 

 

 

 

 

圖 1-3-1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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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溪壺穴

暖東峽谷

第二章、立地條件分析 

第一節、自然環境 

一、氣候  

基隆為亞熱帶氣候，暖暖區因境內多山，氣溫雖然高但並不

炎熱，年平均溫比基隆的 22.4℃略高，因山地地形與季風的關

係，氣候潮濕多雨，平均相對溼度為 80％，平均年雨量為 3755

公厘，平均降雨日為 206 日，除夏季的颱風雨，雨量多集中於冬

季。 

表 2-1-1  基隆地區氣候表(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氣象站 月平均溫度 平均年雨量 年降雨日 月平均相對濕度 

基隆 
22.4℃（暖暖

區溫度略高）
3755 公厘 206 天 80％ 

二、地形、地質  

暖暖位於基隆市南區，地勢南高

北低，西南端的姜仔寮山，海拔 729

公尺，為本區最高峰，此區地質屬

於暖暖砂岩段，岩盤穩固，為青灰

色細粒石灰質砂岩，因河川沖刷，

形成北部多河谷地形，基隆河上游

東勢溪和西勢溪在此匯流為暖暖

溪，暖暖溪切穿暖暖砂岩後形成

峽谷地形，暖東峽谷為區內著名

的峽谷地形，又因多急流、曲流

等原因，上游河川挾帶砂石於此

處岩盤上沖刷撞擊，形成特有的

壺穴地形，暖江橋下的壺穴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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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完整。早期暖暖建造抽水站與攔河堰時，此地堅硬的岩盤提

供良好的堰址。 

 

 

 

 

 

 

 

 

 

 

三、水文概況  

(一)河川  

此區河川屬基隆河流域，源自於五分山的東勢溪，順著東勢

溪溪谷北流，在中心崙與源自姜仔寮山的西勢溪匯流為暖暖溪，

形成一平坦的三角地帶後，再向北流入基隆河，因河川流速急，

也形成此區的特有的河谷地形，暖暖抽水站興建於兩溪匯流處下

方，以能抽取最多之水量。 

圖 2-1-1 基隆地形圖(資料來源：基隆市綜合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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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流域範圍 

暖暖溪流域自海拔高點姜子寮山、中窯尖山、

龍船朵山、望古山以及頂子寮山往北下流，姜子寮

水系圖中經流楠梓溪、阿文溪最後匯集自西勢水

庫，再由西勢坑出流；望古山水系向北匯集至東勢

坑，西勢坑與東勢坑交匯至暖暖溪最後流至基隆河。 

圖 2-1-3  暖暖昔日產業分布圖

姜
子
寮

望
古
山

圖 2-1-4  暖暖區景觀資源分佈圖圖 2-1-2  暖暖區水流域圖 

暖東峽谷現況 壺穴景觀現況 暖東苗圃現況 暖暖苗圃現況 林務局苗圃現況

港務局宿舍 閒置竹仔寮隧道 東慶煤礦坑道口 西勢水庫 暖暖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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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動植物生態概況  

(一)鳥類  

暖暖溪周遭生態資源豐富，鳥類的種類繁多，常見的鳥類有:

樹鵲、山紅頭、五色鳥、竹雞、小彎嘴畫眉、大彎嘴畫眉、大冠

鷲、繡眼畫眉、綠繡眼、紅嘴黑鵯，冬候鳥有：白鶺鴒、灰鶺鴒、

紅尾伯勞。溪谷可見小白鷺、夜鷺。也可見特有的台灣藍鵲、灰

面鵟鷹、赤腹鷹。 

 

 

 

(二)魚類  

暖暖溪水質清澈，上游東、西勢溪可見苦花、石貼仔等魚類，

暖暖溪則有溪哥、大目孔。 

 

 

 

(三)植物  

暖暖屬亞熱帶氣候邊緣，冬日多雨、溼冷，植物生態複雜豐

富，多為自然演替的次生林，可見熱帶氣候的板根植物與亞熱帶

的山枇杷在此共存，成群分佈的筆筒樹與五分山的芒草景觀也為

特色之一。暖暖早期因經濟因素，人工種植了許多相思樹、柳杉，

也形成當地的林木景觀。 

 

紅嘴黑 白鶺 台灣藍

苦花 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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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古鳥瞰圖 1885 年 

第二節、人文環境 

一、暖暖發展簡史  

清康熙年間，設台灣府，暖暖當時為平埔族「那那社」所在，

暖暖的稱呼即從「那那」之音而來，道光年間，暖暖位於基隆河

谷，為航運的終點，形成當時貨運的集散地，後有泉州人入境開

墾，人口漸漸聚集，光緒年間，劉銘傳於台興建鐵路，設置八堵

車站鐵橋，因基隆河發現砂金，暖暖設置金砂分局，商旅活動頻

繁，路上交通活絡，小船也可航行至此，成為當時貨物轉運站及

人口聚集區，日治時代，設立暖暖區，因當時基隆港航運頻繁，

供水品質需求提高，於是在

暖暖境內暖暖溪旁建造淨

水場，以提供航運船隻及民

生所需，民國後，將五堵、

瑪陵、暖暖三區合併為七堵

庄，其間雖歷經產業變遷，

但仍為人口聚集區，民國 38

年，劃分為基隆市暖暖區。 

 

表2-2-1  暖暖區歷史演變一覽表 

時間 大事紀要 定位 

清康熙年間 
設台灣府，暖暖為平埔族「那那社」

所在。 
聚落 

清道光年間 為基隆河航運終點。 貨運集散地 

清乾隆～ 

嘉慶年間 

泉州的安溪人在此開墾，漢人聚落成

形，暖暖街上的安德宮為地方信仰中

心。 

人口墾殖區 

清光緒年間 
興建鐵路，設置八堵車站鐵橋，基隆

河發現砂金，暖暖設立金砂分局。 

貨物轉運中

心 

人口聚集區 

日治時代 
設暖暖區，於暖暖溪建造全台第二座

淨水場。 
人口聚集區 

民國 9 年 與五堵、瑪陵合併為七堵庄 人口聚集區 

民國 38 年 劃分為基隆市暖暖區 人口聚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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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現況  

暖暖區位於基隆市東南，面積約 22.83 平方公里，劃分 13

里，人口約有 3 萬 8 千人，男女約各半，戶量為 2.7 人/戶，為

現代社會小家庭的模式。暖暖區人口密度低，為基隆市各區排名

第二，人口結構以民國 92 年的資料顯示，青壯年(15~64 歲)約佔

70％，兒童(未滿 15 歲)佔 21％，老年人(65 歲以上)佔 9％，人

數最多的年齡層分布於 30～44 歲，約佔青壯年人口 40％，其社

會結構以青壯年人口為多數，居民職業多為公教職。 

 

表 2-2-2  暖暖區人口數量表(資料來源：基隆市暖暖區戶政事務所) 

年別 人口總計 男性 女性 戶數 

民國 93 年 1 月 38405 19736 18669 13792 

民國 94 年 1 月 38519 19761 18758 13905 

民國 95 年 1 月 38406 19709 18697 13935 

民國 96 年 1 月 38505 19743 18762 13937 

民國 97 年 1 月 38451 19660 18791 14031 

民國 98 年 8 月 38231 19510 18721 14271 

 

表 2-2-3  暖暖區 98 年人口結構表(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年別 兒童 

未滿 15 歲 

青壯年 

15～64 歲 

老年 

65 歲以上 

合計 

民國 92 年 6126 28336 3769 3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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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第一「暖暖淨水場」  

暖暖早期是台北通往宜蘭的交通要站。因雨量豐沛，一年四

季利於航運，舊日為基隆河航運的終點站及貨物集散地。多雨的

氣候使得河水流量大，致水流通過河床時易生急湍而產生壺穴，

是國內知名的特殊地理景觀。暖暖擁有臺灣第一座淨水場，建於

日治時期，上游西勢水庫及保安林環境至今仍維持相當自然。 

 

 

 

 

 

 

 

 

 

 

 

源區北側公墓群 周圍住宅形式 1

淨水場正門入口周圍住宅形式 3周圍住宅形式 2

園區內現況 1 園區內現況 2 園區內 RC 鋪面

水源橋暖暖車站

淨水場外水源路現況

暖暖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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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淨水場位於水源路 38 號，緊鄰暖暖溪西側，園區依山坡

地形而建，從暖暖火車站沿住商混合的暖暖街步行約 15 分鐘過雙

龍橋即可到達，周圍環境清幽，北側為公墓群，由水源路 36 巷進

入，皆為住宅區。園區因為水源重地禁止開放參觀，會行經於此大

多以居民為主。淨水場共有四個出入口，因年代悠久、雨量豐沛及

鮮少人進出，植栽生長茂密狀況良好，擁有像原始林般的綠地及大

型喬木坐落於園區邊緣，中央區域新舊設備交混，全區步道為 PC

鋪面。                                    

表 2-2-4  暖暖淨水場歷史年表 

時期  年代 事件 原因 

1896 年 日治初期，內務省衛生局

長後藤新平來台擔任衛生

顧問 

當時基隆地區因河川

水質未經處理而引發

霍亂、瘧疾和傷寒等傳

染病大流行，為提供當

時航運船隻及民生使

用。 

1897 年 英人工程師爸爾登辦理水

源之勘查 

選擇乾淨水源進行基

隆市的衛生調查與工

程設計工作 

1898 年

-1899

年 

在基隆河支流之東勢溪及

西勢溪兩溪合流點之下游

設一小堰壩攔水，隨後陸

續建造八角樓與幫浦間 

1899 年四月第一期完

工出水 

 

1898 年

-1902

年 

基隆水道工程動工至完竣 此時採高差鐵管重力

直接輸送供應市區 

1908 年 設過濾池 

1917 年 設過濾井 

1923 年 設淨水池以及淨水井，暖

暖水庫動工 

採自然沉澱(八小時)

過濾淨水處理(流速:

一平方公尺約五米/

天) 

日治時期 

1926 年 暖暖水庫完竣，第一座重

力壩水庫 

考量地形地物條件，合

乎力學及環保要求 

1961 年 增設辦公室前快濾過濾系

統 

1965-19

66 年 

改建七、八號慢濾池為哈

丁快濾過濾系統 

國民政府

時期 

1969-19

70 年 

再增設一座快濾過濾系統 

光復後人口增加，產業

發達，對水需求量增

大，水質受污染，自來

水處理增加加藥過程 

水緣關係 早期為改善當時基隆河水質而建設環境變遷，處理水的方式

與用量改變。 

 

圖 2-2-1 暖暖淨水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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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  

(一)公路系統 

暖暖區主要聯外道路為中山高速公路與台五線公路(北基公

路)，區內主要道路為南北向的水源路、東勢街與東西向的過港

路、興隆街，暖暖街為早期的主要街道，老住宅大都沿此街建立，

區內共有四線公車。 

表 2-2-5  暖暖區公車一覽表(資料來源：基隆市觀光旅遊服務資訊網) 

公車 主要路線 發車地點 
平日 

班次 

假日 

班次 

601 四腳亭 源遠路-八堵路-忠一路 
四腳亭分

站 
64 53 

602 暖暖 
暖暖街-東勢街-八堵路-

忠一路 
暖暖分站 80 72 

603 東勢坑
東勢街-過港路-城隍廟-

源遠路-東勢街 
東勢坑 12 11 

605 龍門谷
東勢街-水源路-忠一路-

水源路-東勢街 
龍門谷 17 14 

(二)鐵路 

暖暖區內設有八堵與暖暖站兩個車站，鐵路由七堵方向進入

八堵站後分為縱貫線與宜蘭線，縱貫線往北進入基隆，宜蘭線往

東南經暖暖站進入瑞芳。 

 

 

 

 

圖 2-2-2 暖暖區交通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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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基地現況分析 

第一節、暖暖站周圍現況分析 

現況視覺分析  

(一)暖暖車站 

暖暖火車站外觀簡陋，無統一風格與美感，

動線系統亦雜亂無章，讓初來此地的民眾不知方

向。火車南北向月台的連結為一巨大的水泥橋量

體，既不美觀又不方便。 

(二)步道系統 

火車站南側的步道狹小且掛有禁止通行警示

牌，卻為當地民眾最常前往火車站的路徑。基地

北側的道路雖較為寬敞，但駁坎生硬，老街景觀

不明顯而略顯髒亂，更無人行步道，再轉彎處死

角亦造成安全顧慮。 

(三)河岸 

基隆河左岸現況景觀良好，有明顯湖穴景

觀、植生生長狀況亦良好，但目前並無步道及良

好眺景點。 

(四)暖暖溪溪口 

現況直接接往暖暖溪右岸的道路為鐵路南側

步道。通過狹小的階梯及荒廢的球場後即可到河

岸邊。整段路程既窄小又無明顯指示，景觀更是

不佳。暖暖溪左岸寺廟旁涵洞可直接接往鐵路北

端的暖暖街，是此區現況唯一可直接連接鐵路兩

端的通道。 
圖 3-1-1  暖暖車站周邊現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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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水岸現況分析 

一、視覺分析  

  水源路自水源橋至雙龍橋之間路段，臨暖暖溪水泥護岸離

水面高達 6 米，僅兩處提供樓梯可接近溪流，實質上隔絕人與水岸

親近的可能性。臨水源橋入口處宮廟、鐵皮屋、臨停等元素，加上

雜草蔓生、路緣未經規劃、白鐵護欄等問題，堆疊出視覺上的雜亂

感。 

 

雙龍橋可望向東、西勢溪匯流至暖暖溪，且鄰接淨水場預定之展示空間─ 幫浦間，於景觀上富有潛力 暖暖溪水泥護岸雜草蔓生 鐵皮屋堆疊出視覺上的雜亂感

溪畔步道雜草蔓生、未經規劃 荒廢的防空洞6 米高的水泥護岸 

幫浦間為水源路上極具入口意象之建物，但與周邊環境之銜接關係

圖 3-2-1  水岸現況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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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源路與護岸現況分析  

暖暖溪此段西岸的護岸全部都是水泥護岸，高出溪面從 4M 到

6M 不等，外觀生硬且不符合當地原有景觀。區段內有多處具有親

水潛力的河段，卻因為此類護岸工法導致有意願親近暖暖溪的遊客

只得從外觀破舊且狹窄的木階梯前往。溪邊道路介於 3M 到 6M 間，

但皆未設有人行步道，亦造成人車爭道之危險。 

 

 

 

 

           

 

 

 

 

 

 

生硬的水泥護岸 

水源路護岸剖面上缺乏親水空間 

剖面 B
剖面 A

圖 3-2-2  水岸現況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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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吊橋現況分析  

暖暖溪上新建之吊橋可連結東西岸的居民，然而現況在

連結上有些許問題。在吊橋溪岸處鄰近私有土地缺乏緩衝，

且在規劃上因為空間限制導致其與原河邊動線衝突。東岸與

親水公園連接，坡道設計過於迂迴，與高灘地上方的市區道

路應可做整合。 

 

四、水源橋現況分析  

水源橋位於暖暖地區的重要交通節點上，可說是暖暖的

門戶。然而其缺乏明顯特色，橋上的行人步道亦狹小危險，

對橋上鳥瞰暖暖溪的壺穴地景及美麗景色是一大浪費。 

 

 

 

 

 

人行道狹小不變通行 橋上可鳥瞰暖暖溪景觀 無吸引人之門戶特色

吊橋低矮造成原動線的阻斷 新設吊橋與私有土地缺乏緩衝 吊橋施工粗糙

圖 3-2-3  新建吊橋景觀現況分析 (上)；   圖 3-2-4  新建吊橋景觀現況分析水源橋現況分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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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浦間室內平面圖

第三節、幫浦間現況分析 
一、空間分析  

幫浦間於水源路上相當具有指標性，銜接淨水場區、暖暖

市區、市政府苗圃與森林會館等不同主題區域。此外，就視覺

上而言與雙龍橋相當醒目，極具潛力成為重要的入口意象，由

此通往溪畔各主題區域。唯受限於腹地不廣，入口處狹小，與

雙龍橋的關係仍不夠密切。 

內部空間無完善規劃，目前放置有具歷史意義的幫浦機、

設施、訴說歷史的圖版以及暖暖區的模型。建物本身因年久失

修有漏水、門窗脫離溝槽等情況。

圖 3-3-1  幫浦間室內展開圖(西北立面/西南立面/東北立面/ 東南立面)

雙龍橋與幫浦間可構成通往各區的結點(中)

幫浦間在水源路上醒目(左)，雙龍橋與幫浦間關係緊密(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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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漏水分析  

幫浦間內部長期都有積水問題，經現場調查後發現建物內部的牆壁及屋頂都未有明

顯水痕，幫浦機具及地面低漥處則有明顯積水及水痕。又屋頂上方有一原供水管出入

的洞口，藉由屋外勘查發現屋頂四角之排水孔都以堵塞，此洞上方又未有完整防水設

施，故研判屋內因由此洞口漏水，並從幫浦機具周圍擴散於低漥積水區域。 

 

 

 

 

 

 

 

 

 

 

 

 

 

 

 

 

 

漏水從幫浦機具順著地勢流向低窪地並在此積水

幫浦機具上充滿水字和生鏽的痕跡

屋頂排水孔堵塞，致原洞口於大雨積水時從此處滲水

屋頂從幫浦機具上方滲水，造成機具生鏽並在低窪處積水 圖 3-3-2  幫浦間損壞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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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岸周圍  

水源路至幫浦間路段除水源橋下有較大片的私有地外，主要為公

有地，然而地籍上為公有地的區域也因棄置位作使用，導致民眾當作

私人苗圃使用，造成河岸景觀切割雜亂。  

 

 

 

 

 

 

 

 

 

 

 

 

 

 

 

 

 

 

 

A.暖暖溪邊應為公有地，現況有民眾占用 C.雙生土地公廟為水公司土地

水岸空間被私人苗圃切割 公有地遭私人佔用 

私有建物造成河岸景觀雜亂 

B.水源橋下除橋體投影面積外皆為私有地

圖 3-4-2  暖暖溪水岸土地權屬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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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暖暖溪攔河堰位置

第五節、淨水場相關設施現況 

一、淨水設施  

暖暖淨水場外的設施大部份都因為年代久遠而在外觀上有老舊的情況，尚

在使用的管線亦因缺乏維護滿覆鏽斑，沒在使用的設施也缺乏管理，部分看似

路邊的廢棄物或蠻荒之地。 

 

 

 

 

 

二、攔河堰  

為了控制水位高低以利於在乾溼季皆可抽取暖暖溪的水、不致乾涸，暖暖

溪下游段從幫浦間開始設有多處攔河堰。最古老的攔河堰建造完成時間在西元

1899 年，設施與當地穩固岩盤有效結合，故即使已使用百年餘、經歷過多次

溪水暴漲仍屹立不搖。因為攔河堰的設置，各段溪水的深度較為固定且水象平

穩，適合民眾戲水。然而單調的水域環境對生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幫浦間旁

的百年攔河堰約有 3 公尺高，使下段的溪水平時低淺，壺穴地形淺而易見，是

良好的觀賞解說地點。 

 

 

暖暖淨水場處理流程圖

攔河堰造成的瀑布水景獨特壺穴地形 

使用中的水管外觀佈滿鏽斑 庭用的抽水孔佈滿雜草

淨水場圍牆造成自然景觀的切割 退役的設施未妥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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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土地權屬分析 

一、火車站周圍區域  

火車站周邊土地地權屬於台灣鐵路公司，道路則是屬於中華

民國。若要進行火車站腹地的改善及整建，必須經過台灣鐵路管

理局的同意。週邊道路的整建則較沒有地權上的問題。 

 

 

 

 

 

 

 

 

 

 

 

 

 

 

 

 

圖 3-4-1  暖暖站周邊土地權屬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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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相關計畫及法規 

第一節、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文化地景設置可行性研究-以暖暖水庫與暖暖淨水場為案例（民國

85 年，文化建設委員會） 

以暖暖淨水場、西勢水庫為對象，具體操作設置「文化地景」

應涵蓋的調查、測繪、可行性分析、保存價值分析。並提出「河

川博物館」之規劃構想藉以保存文化地景，並推廣河川生態環境

教育。 

本可行性研究計畫建議遠期目標，應將暖暖舊市區、舊煤礦

區、東西勢溪、暖暖水庫之集水區列為保存對象，整合古蹟、產

業、生態與市民生活的「文化地景」。 

短期目標，建議保留水庫及淨水場的完整性，劃設的文化地

景保存區應以教育民眾為主，初期保存區涵蓋範圍：水庫集水區

以北、淨水場以南，西勢溪西側及其支流集水區；依立地條件劃

分為史蹟保存區、生態保護區及文化教育區。 

暖暖淨水場南端區域，基於土地現況、水土保持、環境保護、

溪流條件等因素之支持，最適合設置「河川博物館」提供全區入

口管理及解說中心之用。「河川博物館」定位為基隆地區河川生

態教育的資源中心，是台灣北部地區的自然文化中心，同時可管

制進出文化地景保存區之遊客。 

暖暖苗圃、早覺會公園所在之區域周邊，本可行性研究計畫

則建議保留部分日治時期苗圃，其餘空間規劃為原生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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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建設計畫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基福公路興建計畫 

基福公路即省道台 2 丙線，東南通往福隆、宜蘭，西北行經

基隆市暖暖，係為核四廠緊急事故疏散民眾之用及紓解台 2 線、

台 2 丁線之交通量，預定於 100 全線通車。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總監控中心暨辦公大樓籌建

計畫-可行性評估規劃（民國 97，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

理處） 

有鑑於水公司位於基隆市之處辦公室已不敷使用，故藉監控

中心規劃之同時考量併入辦公室遷建的可行性。本評估規劃之基

地位於暖暖淨水場南端，土地屬於自來水公司所有。 

依規劃分析，主要建築空間需求涵蓋：區辦公室（3,510 平

方公尺，150 人需求）；總監控中心（420 平方公尺）；勤務宿

舍（750 平方公尺）等。建物以五層樓規劃。 

（三）基隆市暖暖區荖寮坑山林文史保存規劃設計（民國 96 年，

基隆市文化局） 

針對位於暖暖區東南側的荖寮坑，歷經的樟腦、大菁、茶葉、

煤礦等產業脈絡進行調查，並提出荖寮坑產業歷史古蹟步道、十

分古道、荖寮坑-十分古道聯絡道之規劃設計構想，及沿線識別

系統之設計。 

（四）基隆市暖暖區荖寮坑產業文化再造規劃（民國 92 年，基隆市

文化局） 

針對荖寮坑產業文化遺址之再發展進行評估，建議以結合大

眾旅遊與生態旅遊的形式，兼顧林地保育及遺址再利用為原則，

提出行動計畫包括：荖寮坑之自然生態及人文產業殘址、古道調

查研究計畫，荖寮坑文史山林教育園區計畫（總計五期）、山林

生態解說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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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計畫範圍進行中之吊橋建設 

吊橋名稱 座落點 權屬單位 期程 

1.暖暖吊橋 跨東碇路，暖東苗圃與

暖暖運動公園之間 

教育處市立體育

場 

98 年 7 月 19 

正式啟用 

2.碇內吊橋 跨基隆河，串連碇內與

興隆間防汛道路 

工務處河川水利

科 

98 年 11 月啟用

3.親水公園 

人行吊橋 

跨暖暖溪，由暖暖親水

公園第三座花架至對

岸 

工務處河川水利

科 

預計 99 年 10 月

底進行驗收開工

 

三、水資源相關計畫1 

（一）經濟部水利署多元化經營管理方案 

包含多元化水量及特性分析、多元化水源開發利用需求分

析、各區域多元化水源開發利用分析、研定多元化資源開發策略

及多元化經營管理策略等。基隆地區目前現有及開發中水源有雙

溪貢寮堰、新山淨水場、暖暖淨水場及地區性水源總供水能力約

38.2 萬噸/日；規劃中水源開發計畫有基隆河中古堰、基隆河烘

內堰、基隆河平溪水庫、基隆河西勢水庫加高等計畫，總供

水能力為 41.6 萬噸/日。 

（二）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資源調配利用調查規劃 

包含「北勢溪與基隆河水資源聯合運用規劃」、「南勢溪、

石門水庫與三峽河水資源聯合運用規劃」、「板新地區供水改善

計畫二期工程推動」等項目，計畫目的是為提高淡水河水資源利

用率及調整各水源點供水範圍、穩定各供水系統水源量，確保用

                         

1
 來源：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總監控中心暨辦公大樓籌建計畫-可行性評估，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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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區之用水需求、以及強化區域自來水供需網路，建立鄰近系統

間之雙向供水調度機制。 

（三）經濟部水利署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範圍為基隆河自與淡水河交會處以上

至侯硐介壽橋之河段，其前期計畫於民國 91 年 5 月奉行政院核

定同意辦理，計畫內容包括；河道堤防工程、集水區治理、滯洪

區建置計畫、洪氾區管制、支流排水配合改善工程、橋樑配合改

善工程、員山子疏洪方案等。 

（四）經濟部水利署員山子分洪計畫 

為徹底改善基隆河下游汐止、內湖等地之水患問題，水利署

已採特別算算方式，於民國 94 年 7 月完成員山子分洪計畫。 

（五）經濟部水利署平溪水庫計畫 

平溪水庫位於基隆河上游芊蓁林溪白鶯橋上游約 100M 處，

主要水源來自東勢坑溪，標的為給水，供水能力為 16.1 萬 CMD、

與員山子堰聯合運用為 34.4CMD。 

（六）台灣自來水公司基隆河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檢討變更 

公告面積為 246.66 平方公里，涵蓋範圍包括臺北縣平溪鄉

全境，瑞芳鎮部分、雙溪鄉部分、汐止市部分、基隆市七堵區全

部、暖暖區全部、安樂區部分、信義區部分。經濟部水利署於民

國 96 年 7 月 13 日，通過保護區縮編，181.78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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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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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保存法規  

民國 96 年「基隆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暨文化景觀審議

委員會」經討論評估後，分別將淨水場區內幫浦間、八角樓列入

歷史建築，同年亦將淨水場園區（面積約 6 公頃）登錄為文化景

觀，成為全國第八處、基隆市第二處公告的文化景觀。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條：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

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 

三、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

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 

第五十六條：為維護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境，主管機關得會

同有關機關擬具文化景觀保存計畫，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

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保存用地或保

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二）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第四條：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文化景觀，包括神話傳說之

場所、歷史文化路徑、宗教景觀、歷史名園、歷史事件場所、農

林漁牧景觀、工業地景、交通地景、水利設施、軍事設施及其他

人類與自然互動而形成之景觀。 

第十六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二

項擬定之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建檔。 

二、日常維護管理。 

三、相關圖面繪製。 

四、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保存維護計畫至少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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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六十條擬定之保存維護計畫，

其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建檔。 

二、保存紀錄製作。 

三、傳習人才養成。 

四、教育推廣活動。 

五、定期追蹤紀錄。 

六、其他相關事項。 

二、環境保護  

（一）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第三十一條：水庫或道路管理機關，應編列經費，實施水土

保持處理與維護；其屬私有水庫或道路者，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督導實施維護工作。 

第三十二條：集水區內之山坡地保育、利用，應配合各該所

在地集水區經營計畫辦理，並於興建水庫時，優先納入興建計畫

內實施。  

第三十二條之一：於水庫集水區內修建道路、伐木、探礦、

採礦、採取或堆積土石、開發建築用地、開發或經營遊憩與墳墓

用地、處理廢棄物及為其他開發或利用行為者，應先徵得其治理

機關 (構) 之同意，並報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二）水土保持法 

第八條：下列地區之治理或經營、使用行為，應經調查規劃，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一、集水區之治理。 

四、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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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或設置公園、遊憩

用地、運動場地…。 

第十一條：國、公有林區內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由森林

經營管理機關策劃實施…。 

第十九條：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類地區，其長期水

土保持計畫之擬定重點如下：  

一、水庫集水區：以涵養水源、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

石流、淨化水質，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為重點。 

二、主要河川集水區：以保護水土資源，防治沖蝕、崩塌，

防止洪水災害，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為重點。 

（三）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 

第二十三條：文教建設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

環境影評估： 

- 位於山坡地，申請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者；其在自來水水

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者。 

- 申請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或擴建面積累積五公頃以上者。 

（四）自來水法 

暖暖全區位於「基隆河水質水量保護區」，本計畫將不會有

自來水法第十一條，及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禁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所禁止的開發行為。 

（五）其他 

其他與本案相關之計畫尚有： 

- 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碇內、七堵段自行車設置計畫（已

完成） 

- 碇內跨基隆河之吊橋（已完成） 

- 暖暖親水公園人行吊橋（進行中） 

- 連結暖東苗圃與運動公園之暖暖吊橋（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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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課題與對策分析 

第一節、水岸步道環境課題 

課題一、水源橋入口景觀元素雜亂，入口意象不明  

由水源橋進入本計畫範圍

之入口因腹地狹小，且視覺上

因為地勢低下無明顯的入口意

象，加上私有的鐵皮屋，導致

入口並不顯眼。 

對策： 

加強指標系統及運用水源橋體營造出河川博物館入口意象。 

 

課題二、山壁防空洞欠缺維護  

防空洞因無管理與經營計

畫，導致堆積垃圾、積水。 

 

 

對策： 

加強管理並在有特殊使用前禁止民眾的進入，以杜絕治安死

角及衛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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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水岸護坡構造生硬，阻絕親水可能性  

暖暖溪西側為水泥緩傾斜

護岸距水面達 6 米，路緣為白

鐵護欄，景觀上雜草蔓生，降

低親水的可能性。 

 

對策： 

透過美綠化緩傾斜護岸，

自溯源廊道延伸至雙龍橋，做

出完整的戶外展示系統，強化

在地特色與故事性。 

 

課題四、水岸人行道、樓梯、步道失修，新建景觀吊橋緩

衝空間整合  

早期設置的樓梯、平台等設

施，生硬與環境不和諧，也有安

全上的問題，新設的景觀吊橋周

邊緊鄰私有鐵皮屋、菜圃，皆須

再做整合。 

對策： 

經過地籍及水利等因素評

估後，配合規劃從新規畫此區的

動線及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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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私有土地切割空間、果樹與菜圃孳生蚊蠅  

私有鐵皮屋、菜圃，佔據河

岸邊綠地空間，讓河岸景觀無連

貫性，未經整理的果樹及菜圃亦

容易孳生蚊蟲。 

 

 

對策： 

將景觀重新整理塑造出完

整、乾淨的河岸空間，提供所有

來此民眾一安全的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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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幫浦間展示空間課題 

課題一、戶外展示看板破舊  

戶外展示看板年久失修，且

圖說內容不易閱讀，加上無系統

性的規畫，導致遊客於閱讀時難

以感受到分區的主題與故事性。 

對策： 

重新安排一系列之展示計畫，將展示系統放大至水生態文化

園之視野，並以獨有的 LOGO 作指標。 

課題二、幫浦間與環境銜接性低  

雖說幫浦間於水源路上相

當具有指標性，但入口與周遭環

境的銜接性極低，現況雜草蔓

生、入口不明顯、與鄰接道路無

緩衝空間。 

 

對策： 

運用雙龍橋路緣，將之規

劃成為戶外展示空間，做為幫

浦間主要展場的緩衝空間，強

化兩者間的關係。周圍環境景

觀適度改善，強化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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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室內展式課題  

室內展示龐雜無系統，展覽

形式亦屬臨時性的材料居多，規

劃上亦無明顯的故事性。此外，

硬體設施失修，如漏水、門窗破損等問題。 

對策： 

重整故事軸，規劃系統性

的展示空間與展覽形式。戶外

以日據時代至今的水利設施做

適當的解說。透過社區認養，

以維持硬體設施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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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市區廊道串連課題 

課題一、火車站周圍景觀品質低劣  

火車站周邊無法呈現出古

時暖暖的氛圍，亦看不到暖暖

地區的自然景觀，環境不美觀

又無自我特色。 

對策: 

進行火車站周邊景觀美

化，並塑造出暖暖地區特色已

將此處變為暖暖地區的形象門

戶。 

課題二、火車站至暖暖溪河岸無一舒適安全道路  

無論是鐵道南側或北側的

步道對行人皆不友善，不是路

幅太窄就是只能行走於車道。

往老街或是暖暖溪都需要經過

平交道亦是潛在危險。 

 

 

對策: 

商討小道拓寬及人行道鋪

建規劃，並研議可否在鐵道橋

下方暖暖街與河岸道路間掛設

橋體，以找出一條不必經過平

交道即能輕易到達水岸的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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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規劃構想 
新從舊來～變動的文化地景 

 

構想一、建構暖暖地區的 Nature Field Museum 

運用當地人文地景特色，發展以水環境為主題的暖暖 ECO MUSEUM，展現人文歷

史、水文、地質地貌，自然環境與生活空間結合的文化園區。 
「溯源廊道」溯暖暖溪而上，穿梭在不同時空的文化足跡伴隨著豐富的生態資

源，由暖暖溪下遊漫步到西勢水庫，過程中由水源橋俯瞰暖暖溪谷的地勢與豐富的壺

穴地景；進入水源路上體驗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下的防空洞現地遺跡以及過往祖

先們的水濱生活；來到雙龍橋與幫浦間遠眺東、西勢溪。 

 

。

 

 

 

 

 

 

 

 

 

 

 

 

 

 

 

 

圖 6-2-1  暖暖水生態文化園區整體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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