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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為「105 年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委託專業服務」，

係透過寶山第二水庫（寶二水庫）監測儀器觀測分析評估及水庫與附屬設

施的例行檢查確保水庫安全及功能。成果報告分為「監測分析報告」及

「設施檢查報告」二冊。本報告主要詳載第二冊有關設施檢查的工作成

果，報告內容共分為四章，依序分為第一章概述、第二章水庫概況及計畫

執行情形、第三章設施檢查成果及第四章水源聯通管寶山地滑事件，各章

節內容重點分別概述如下： 

一、概述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北水局）為確保寶二水庫蓄水及營運期

間壩體之安全及穩定，以提供下游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保證，除持續辦理

水庫各設施之運轉維護外，並委託辦理「105 年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

設施檢查委託專業服務」(以下稱本計畫)，利用庫區及水庫周邊已設置之

監測儀器做長期觀測及分析研判，並透過各項設施之檢查，瞭解水庫營運

期間之壩體行為，確保水庫安全及水庫標的功能之發揮。經公開評選由財

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中興社）負責執行本計畫工作，工作期限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止。 

本計畫執行工作項目包括：(1)監測分析；(2)監測系統檢測與維護；(3)

設施檢查；(4)定期檢查等項。 

中興社依據上述工作內容於每月、每季、年度彙整相關成果報告，並

依據本計畫契約規定時間提送相關報告。 

二、水庫概況及計畫工作執行 

本計畫主要設施包括寶二水庫之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設施、上坪

堰(引水設施)、水源聯通管及隆恩堰之土木及水工機械設施。其中，隆恩

堰只辦理汛期前、後定期檢查及不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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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寶二水庫水位介於高程 144.46 至 149.87 公尺之間。壩區自由場

地震儀測得震度均未達四級；依據中央氣象局資料，本年度台灣本島共發

布 4 次 陸 上 颱 風 警 報 ，分 別 為尼 伯 特 （ NEPARTAK ）、 莫 蘭 蒂

（MERANTI）、馬勒卡（MALAKAS）及梅姬颱風（MEGI）。4 次颱風警

報期間庫區總累積降雨量分別為 0.0 毫米、0.0 毫米、66.5 毫米及 58.5 毫

米，最大連續 24 小時累積降雨量分別為 0.0 毫米、0.0 毫米、63.0 毫米及

49.0 毫米，均未達豪雨（連續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以上）之不定期

檢查標準，為求謹慎中興社仍對庫區周邊、聯通管沿線周邊及上坪堰水工

機械及水工設施等進行颱風後檢查，根據檢查結果，除梅姬颱風期間環湖

道路部分路樹因強風吹襲導致路樹折斷影響交通及上坪堰排砂道 1 號排砂

閘門吊門機組電磁開關故障，管理單位均已立即改善完成外，其餘均良

好。 

中興社依據本工作契約與本水庫「安全維護手冊」及「監測預警系統

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寶二水庫大壩及其附屬設施之例行巡檢、月檢查

及定期檢查等工作，檢查範圍包括：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設施、水源

聯通設施、水庫周邊、上坪堰及隆恩堰等。 

三、本年度各設施檢查結果 

(1) 根據本年度水庫主要設施包括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設施(含水

下部分)、水源聯通管設施、水庫周邊及上坪攔河堰（引水設施）

等土木及水工機械設施之檢查結果，並未發現因設施缺陷而影響水

庫蓄水及運轉安全的情形。先前溢洪道陡槽基礎排水盲溝土砂料流

出的問題，於 103 年底設置過濾導排網袋及陡槽基礎上揚水壓力計

追蹤監測後，至本年度未再觀查得土砂料攜出狀況，且基礎上揚水

壓穩定無異常變化，陡槽結構並無異常不穩定的狀況，顯示陡槽基

礎排水能力仍良好，過濾導排已達預期成效。未來應持續觀察後續

變化狀況。 

(2) 計畫範圍各設施之 4 月份(汛期前)及 11 月份(汛期後)2 次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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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寶二水庫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土木結構及水工機

械、水源聯通系統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水庫蓄水區周邊；寶二水

庫引水設施之上坪堰、排砂道、取水口、沉砂池、巴歇爾量水槽、

山區引水路及渡槽；隆恩堰及其分水工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等，各

設施狀況大致良好。並無因本年度汛期各次事件所導致之明顯損

壞。所發現之主要缺失亦多已於本年度改善完成。 

四、水源聯通管寶山地滑事件 

本年度 3 月份發生寶山地滑事件，地滑塊體覆蓋聯通管 4.5 至 4.6 k 上

方維護道路。考慮聯通管可能受地滑衝擊影響，北水局立即暫時停止輸

水。經辦理相關檢查及分析確認管路正常後即恢復供水。 

北水局為此擬定管路安全作業及應變措施，除持續監測地滑區活動及

改善管路內壓監測異常狀況的預警外，並預先備妥管線一旦發生緊急事件

的應變對策。地滑事件滑落的塊體經評估應已穩定，目前由寶山鄉公所辦

理改善整治以恢復聯通管上方維護道路的功能，並設置相關監測儀器追蹤

觀測其穩定狀況。 

另外，考慮聯通管沿線邊坡潛在地質風險，若一旦發生邊坡滑落損壞

聯通管路可能造成新竹地區陷入缺水危機。北水局為此辦理「水源聯通管

沿線邊坡地質狀況初部評估」，中興社根據評估結果及沿線區域詳細地形資

料研判，第一、二號水管橋上方邊坡可能具有不確定的風險潛勢，建議辦

理進一步鑽探調查，必要時辦理改善工程以降低聯通管路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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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is located at Baoshan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is a off stream reservoir which water delivered from the Shangping stream. 

The main dam with height of 61 meters is a zoned compacted earth dam with 

impervious core. The owner, WRANB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of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entrusted SINOTECH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to conduct the routine surveillance for 

dam and auxiliary facilities safety in 2016. This report is the results of the 

inspection review.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the structure of dam body is in good 

condition, no any abnormal of leakage, seepage variation, surface deformation etc. 

The structure of spillway is also well, but some sandy soil migration was 

found from the drainage of foundation of spillway chute since 2010. Ground water 

level around chute was rising gradually from 2013 to 2014. For safety 

consideration, drilling 4 observation wells at the chute slab to investigate the 

foundation cond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piezometer for measuring the uplift force 

and structure joint gauges were executed in October, 2014 and Jun, 2016. Filter 
material which is used to stop the sandy soil movement was placed at the drainage 

exit. Further improve measure is suggested to decrease the erosion of chute 

foundation. In the others, steady inspection around the spillway chute should be 

continued for of the safety of spillway. 

Baoshan landslide occured at unicom pipeline mileage at 4.5 - 4.6 k in March 

16th ,2016 . The affected pipeline range of about 100 meters. The reason to occure 
the landslide was due to the continuous rainy weather several day in the region. 

After the landslide event happened ,the WRANB immediately stared to check the 

safety of the unicom pipeline. According to the Inspect and analysis of the unicom 

pipeline in this area, the structure of unicom pipeline is stable. So the WRA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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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ed to supply water to Baoshan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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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年度於寶二水庫執行設施檢查結果，水庫各主要設施狀況大致

良好，並無影響水庫運轉及安全的情形。茲將本期間設施檢查之主要結論

及建議事項彙整如後。 

結論 

1. 大壩自民國 95 年初完工啟用以來，歷年監測與檢查成果顯示整體功能

狀況均正常良好。本年度大壩現場檢查結果顯示，壩體上下游壩面、壩

頂、左右壩座、壩體滲流量水堰、下游雜項填方區等，現場檢查並無

發現影響壩體安全之異常沖蝕、沉陷變形或濕潤滲水等現象。 

2. 根據本期間溢洪道現地檢查結果，包括：溢流堰、引水翼牆、溢洪道

橋、陡槽上段、水平段、下段及靜水池與下游河道等結構狀況大致良

好，未發現異常變位或沉陷等狀況。而陡槽盲溝出口土砂料攜出問

題，於 103 年 12 月份在盲溝出口設置過濾導排網袋防止土砂料繼續流

出之後，持續至本計畫期間現場檢視狀況大致良好，未再發現盲溝出

口有明顯土砂料流出情形。 

3. 取出水工之土木結構自完工啟用以來至今狀況良好。本年度於 5 月底

辦理水中檢查，檢查結果顯示各取水口狀況良好，庫水位以下設施並

無明顯淤積及可能影響設施功能之情況。其餘水面以上部份，包括取

水塔、管理橋、閘閥室、出口消能工等，本年度現場檢查結果狀況均

良好，並未發現異常及影響設施功能與安全之情形。 

4. 取出水工之水工機械包含取水塔各閘門及閘門吊門機組、鋼纜、控制

盤等水工機電設施及閘閥室 1500空注閥、1500環滑閘門、600噴流

閘門、600環滑閘門、2000蝶閥及緊急用柴油發電機等，本計畫期間

目視檢查及例行維護時之試運轉檢查結果均正常，並未發現影響設施

運轉的情形。 

5. 水源聯通管路其他土木設施，包括加壓站、沿線管路與維護道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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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橋及 3 座管路穿越隧道等，本計畫期間各設施狀況大致良好，並未

發現影響輸水功能及運轉的情形。而沿線管路之一號隧道進口前右側

邊坡於 7 月份發現有局部小區域地表掏空情形，管理中心已於 8 月中

旬修補改善完成。 

6. 水源聯通設施之水工機械設備，包括加壓站內各抽水機組及沿線管路

之緊急遮斷閥組、洩壓閥組、電動蝶閥、手動蝶閥、排氣閥及曝露段

鋼管等，除加壓站 4 號沉水式抽水機先前發生故障，經管理中心評估

現階段供水需求備源能力與減省維護費用的原則下，未來視實際需要

時再辦理維修外，本計畫期間目視檢查及例行維護時之試運轉檢查結

果均正常。 

7. 引水設施(上坪堰)之溢流堰堰面有局部磨損及鋼筋外露情形。其餘引水

設施之土木設施包括進水口及其護岸擋土牆、沉砂池退水路、沉砂

池、竹東圳分水閘門、巴歇爾量水槽及跌水工及平地段渡槽等，本計

畫期間現場檢查結果狀況良好，並未發現立即影響其設施之功能及運

轉的情形。 

8. 引水設施(上坪堰)之水工機械設備，包括進水口各閘門(含備用閘門)、

進水口排砂閘門及沉沙池退水路控制閘門、沉砂池排砂閘門、竹東圳

分水閘門、平地段寶二水庫擋水閘門、平地段竹東圳放水閘門，本計

畫期間目視及例行維護時之試運轉檢查結果均正常。 

9. 隆恩堰於民國 95 年修復後至今使用狀況大致良好，由於其上方恰有高

鐵橋、臺鐵橋等大型交通設施通過，曾引起橋墩存在是否影響堰體功

能及安全的疑慮，根據過去幾年的檢查，交通設施橋墩與隆恩堰並

存，並未發現相互干擾的負面作用。本年度辦理汛期前及汛期後定期

檢查結果顯示，攔河堰主堰、固定堰、管柵式後方取水堰、取水口、

第二固床工、左右岸深槽護岸、蛇籠護床工、魚道、右岸高灘地固床

工等，二次定期檢查狀況大致良好，並無明顯異常變位、毀損及沖蝕

等足以影響設施安全及取水運轉的情形。而先前其下游區河道沖蝕情

形，於 104 年修復下游固床工後，本年度觀查已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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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年度 3 月份發生寶山地滑事件，地滑塊體覆蓋聯通管 4.5 至 4.6 k 上

方維護道路。經辦理相關檢查及分析確認管路正常並未受損。北水局

為此擬定管路安全作業及應變措施，持續監測地滑區活動及改善管路

內壓監測異常狀況的預警，並預先備妥管線一旦發生緊急事件的應變

對策。地滑事件滑落的塊體經評估應已穩定，目前由寶山鄉公所辦理

改善整治以恢復聯通管上方維護道路的功能。另外，考慮聯通管沿線

邊坡潛在地質風險，若一旦發生邊坡滑落損壞聯通管路可能造成新竹

地區陷入缺水危機。根據北水局所辦理之「水源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

狀況初部評估」及沿線區域詳細地形資料研判，第一、二號水管橋上

方邊坡可能具有不確定的風險潛勢，須辦理進一步鑽探調查，必要時

辦理改善工程以降低聯通管路營運風險。 

 

 

建議 

1. 根據聯通管沿線潛在邊坡的評估結果，位於第一、二號水管橋上方邊坡

可能對聯通管具有不確定的風險較高。建議進一步於該區辦理地質鑽探

調查並設置監測儀器觀測其安定性。 

2. 103 年底於陡槽上段趾部增設上揚水壓力計可直接觀測陡槽基礎上揚水

壓後，即於盲溝出口處施作暫時性過濾導排網袋，經設置後歷經 2 年觀

察過濾導排成效良好，已無發現土砂隨水流被攜出之狀況，且整體溢洪

道陡槽基礎水壓亦無明顯增加，建議可考慮改設置為永久過濾導排槽，

供設置過濾材料，以便利長期維護及觀查。 

3. 陡槽右引水翼牆頂部平台與壩頂道路間有結構間高低差，建議於翼牆設

置傾度盤並購置手持式傾度儀以人工定期（每月）及不定期（豪雨、地

震後）觀測，以掌握其確切行為。 

4. 第一、二號排砂閘門操作室外側地表發生局部沉陷研判應為回填土壓密

所致，建議填補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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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壩頂道路上游側防浪牆表面二次混凝土局部剝落，雖不影響功能，仍建

議適時修補以維觀瞻，修補時應設置適當伸縮縫避免再受擠壓剝落。 

6. 上、下層阻水閘門及隧道進口擋水閘門鋼纜潤滑度略顯不足，建議於保

養時清潔、上齒索油以保鋼纜運轉時順暢。 

7. 水源聯通一號隧道進口處面版接縫處局部裂縫，建議用防水材料填補表

面，避免雨水滲入。 

8. 船艇碼頭道路路基下方既有之局部淘空建議以混凝土填補路基以避免坍

陷損壞道路。 

9. 引水設施(上坪堰)進水口排砂道尾檻底版局部磨損淘蝕，建議利用枯水

期歲修時以混凝土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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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緣起 

寶山第二水庫（以下簡稱寶二水庫）為奉行政院正式核定實施之大型

水利工程計畫，係因應新竹地區用水之快速發展需要，於民國 76 年開始規

劃。壩址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屬中港溪水系峨眉溪支流石井溪上

游，即現有寶山水庫南方 3 公里處（詳圖 1.1-1）。 

水庫之大壩為中央心層分區型滾壓土壩（詳見圖 1.1-2），壩頂標高

154 公尺，設計壩高（自心層基礎起算）61 公尺，壩頂長度 345 公尺、壩

頂寬度 10 公尺、上游坡採 1：3 之拋石護坡、下游坡採 1：2.5 之植草護坡

每 8 公尺高程設置 3 公尺寬平台、總填方量為 221.2 萬立方公尺。 

負責管理之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為確保水

庫蓄水及營運期間壩體之安全及穩定，以提供下游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保

證，除持續辦理水庫各項設施之保養及維護外，並根據民國 92 年 12 月 3

日經濟部頒定之「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訂

定「寶山第二水庫安全維護手冊」，並委託辦理「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

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委託專業服務，利用庫區及水庫周邊已設置之監測

儀器做長期觀測及分析研判，並透過寶二水庫各項設施之檢查，瞭解水庫

營運期間之壩體行為，確保水庫安全及水庫標的功能之發揮。財團法人中

興工程顧問社（以下簡稱中興社）參與投標經評選獲得承辦本項委託服務

工作，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開始現場工作之執行，預定服務工作期限至

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止。 

綜合本（105）年度期間之現場設施檢查工作服務成果，依工作服務

契約書之規定，提送本「設施檢查年度報告」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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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壩 

 
圖 1.1-1 寶二水庫地理位置圖 

 

大壩 

 
圖 1.1-2 寶二水庫主要設施位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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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內容 

根據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規定，工作項目包括： 

（一） 監測分析： 

1. 監測儀器測讀及現場量測: 

(1) 依北水局所提供的測讀儀器，按所規定的頻率測讀現有的水庫

監測儀器設備，如表 1.2-1。 

(2) 如讀值有異常必須立即再分析研判加以確認原因，並將確認結

果通知北水局。 

(3) 每日檢查壩體滲漏量水堰之水量及水質狀況。 

(4) 定期辦理水（土）壓計及壩頂相對位移觀測點之手動量測（每

個月 1 次），並進行自動量測結果與手動量測資料比對，以確

定自動監測系統之穩定性，必要時提出改良或維修建議。 

(5) 在執行本監測計畫期間，如有其他因素需變更觀測頻率，應視

情況即時（預先）提出報告。 

2. 資料整理分析與評估： 

(1) 將儀器測讀的數據，轉入北水局提供的監測電腦系統的資料庫

內，或廠商所提供之監測分析軟體內，惟須機關認可。 

(2) 將監測讀值依儀器項目建檔、相關儀器項目分析繪圖。 

(3) 監測儀器損壞經修復或因需要增補裝後，即須加入後續監測建

檔等資料整理的工作。 

(4) 根據監測資料配合現場檢查評估大壩及附屬結構物的安全性，

並視需要提出補救辦法及改善方案建議。 

(5) 評估儀器現況情形，是否影響整體觀測功能，並請研提可能損

壞原因及修復或增補設備之建議。 

(6) 將資料庫內相關的監測數據繪成時間歷線，資料間做交义比

對，撰寫月、季年度監測分析報告。 

(7) 觀測結果若經確認超越預警值或發現其他異常情形，需立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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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判原因，並於 10 日內提出研判評估結果，必要時檢討修

正預警值。 

(8) 中興社須於每年度第四季及其他必要狀況發生時，辦理監測預

警值之檢討，必要時須予以修訂。 

(9) 監測資料每月彙整，於次月 15 日前提送 2 份至北水局，每季

提送期中分析評估報告 5 本（初稿 10 本）；當年度工作完

成，提送年度分析評估報告 10 本（初稿 10 本）。 

(10) 嗣後（含服務期間）對本水庫之評估案件，若有涉及契約期限

內規定之監測事務，中興社仍負有提供諮詢及協助之義務。 

（二） 監測系統檢測與維護： 

1. 儀器系統檢測 

(1) 服務期間內，中興社需每月定期辦理監測儀器狀況檢測，並做

成檢測記錄，若發現儀器狀況異常，需立即提出改善建議。 

(2) 地震儀每月檢查測試 1 次，以下載資料並確認儀器狀況正常。 

(3) 每月定期辦理自動化測讀之儀器的人工量測，並進行自動量測

結果與手動量測資料比對，以確定自動監測系統之穩定性，必

要時提出改良或維修建議。 

2. 儀器保養及維護 

工作期限內，中興社負責保管及保養機關提供之測讀儀器，其

中經緯儀、水準儀、傾斜儀等需於工作期間視工作狀況將儀器每年

送校正 1 次。倘提供之儀器因中興社使用不當或人為疏失而受損或

故障，中興社應負責賠償或修復。 

（三） 設施檢查： 

1. 設施例行檢查（含不定期檢查） 

(1) 每月檢查項目及檢查頻率原則依表 1.2-2～表 1.2-5 辦理，機關

視實際需要得要求增加檢查項目及檢查頻率，中興社應配合辦

理。 

(2) 辦理不定期設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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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寶二水庫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地震震度超過四級、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130 毫米之降雨現象。 

B. 寶二水庫其他設施：地震震度超過四級、豪雨（24 小時累積

雨量達 200 毫米或 3 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 毫米之降雨現

象）。 

C. 引水設施（上坪堰）：地震震度超過五級、大豪雨（24 小時

累積雨量達 350 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D. 隆恩堰：地震震度超過五級、大豪雨（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350 毫米以上之降雨現象）。 

(3) 颱風事件若未達豪雨標準，辦理巡檢並協助填報颱風事件巡檢

表（由機關提供）。 

(4) 北水局現有維護檢查工作如有斷水、歲修或其他重要檢查，機

關得要求廠商會同配合辦理，不另給價，其檢查結果原則列入

最近一期檢查報告。 

(5) 例行檢查範圍包括：寶二水庫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引水

路、水源聯通管及上坪堰堰體、排砂道、進水口、分水工(含沉

砂池)等主要結構物及取出水工、閘閥室、上坪堰進水口、分水

工、沉砂池及水源聯通管設施等水工機械、系電、設備功能及

蓄水範圍周邊環境。 

(6) 不定期檢查範圍包括： 

a. 寶二水庫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引水路、水源聯通管等

設施主要結構物及取出水工、閘閥室、水源聯通管等設施水

工機械、系電、設備功能及蓄水範圍周邊環境。 

b. 上坪堰堰體、排砂道、進水口、分水工(含沉沙池)等設施主

要結構物上坪堰進水口、分水工、沉沙池及水源聯通管設施

等水工機械、系電、設備功能。 

c. 隆恩堰堰體、取水口、固床工、護岸、導水路、分水工(含沉

沙池)等設施主要結構物及取水口、分水工(含沉沙池)等設施

水工機械、系電、設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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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查資料之整理與評估 

(1) 將每次的檢查表整理，並對安全性及功能性作狀況的敘述及初

步研判建議評估。 

(2) 每月將例行檢查報表（含檢查照片）彙整後於檢查月次月 15
日內提送檢查表冊 2 份，不定期檢查報告原則上須於檢查後 10
日內提送。 

(3) 每季提送期中分析評估報告 5 本（初稿 10 本）；當年度工作

完成，提送年度分析評估報告 10 本（初稿 10 本）。 

（四）水庫定期安全檢查： 

1. 定期檢查(寶二水庫及隆恩堰) 
寶二水庫（含上坪堰）及隆恩堰相關設施定期檢查於 4 月

辦理 1 次及 11 月辦理 1 次，原則定期檢查項目詳表 1.2-2～表

1.2-5，惟當機關認定有不足部份或視實際需要得要求增加檢查

項目，中興社應配合辦理，不另給價。 
2. 檢查成果提送 

寶二水庫（含上坪堰）及隆恩堰定期檢查報告，每次於次

月 15 日前提送報告各 3 本(彩色印刷)，水庫定期安全檢查結果

應編入年度報告中。 

（五） 其他 

1. 履約期間必需派有經驗之助理研究員 2 人駐寶山第二水庫管理

中心，執行本計畫相關業務。 

2. 月報、季報、定期報告及年度報告定稿本（彩色印刷）均須含

電子檔光碟（文件及圖檔需轉成 PDF 檔），另本計畫工作結束

後需將各階段之資料文件（工作執行計畫、月報、各季簡報資

料…等）製作成電子檔光碟 1 式 2 份送交機關。 

3. 機關未完成新年度招標案時，中興社應派員協助機關人員辦理

監測資料收集及設施現地檢查等作業（以 2 個月期限為限）。 

4. 取出水工設施之水下檢查，其結果納入相關報告內。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1 - 7 

表 1.2-1 寶山第二水庫現場檢查項目及頻率－土木部分 
項

次 
構造

物 項目 檢查重點 例行巡察 不定期 
檢查 

一 

大
壩 

壩體 

壩頂 表面龜裂、變彎曲、線狀移動、沉陷 

每週 1 次 

地震後或

24 小時累

積雨量達

130 毫米

之降雨後 

壩體 
上游面 

沖蝕、滑動、沉陷、不利之草木生長、不良之滲水或

漏水、動物洞穴、漂流物 
壩體 

下游面 
同上（不含漂流木）。特別加強坡面植生、沖刷情形及

排水系統檢查 

壩基 接觸狀況、沉陷、滲漏狀況、不利之草木生長 

左右壩座 

不利之裂縫、滑動、沉陷、不良之滲水或漏水、管

湧、不利之草木生長、岩質老化或劣化、沖蝕、動物

洞穴、排水狀況、坡面混凝土保護工狀況、落石、維

修有無 

二 

溢
洪
道 

堰頂 混凝土龜裂、混凝土劣化、混凝土表面缺失、位移、

接縫狀況、水理狀況、水舌衝擊岸壁、堵塞 

每週 1 次 

地震後或

24 小時累

積雨量達

130 毫米

之降雨後 

陡槽 同上。特別加強齒墩檢查、側牆外部漿砌卵石之表面

情形、洩洪情形 
下游河道至 
石井 2 橋 

洩洪情形、河道沖淤情形、水理狀況、堵塞等 

培厚區 
坡面植生及沖刷情形、排水系統是否正常等、定期量

測排水量 

三 

取
出
水
工 

取水塔 混凝土龜裂、混凝土劣化、混凝土表面缺失、位移、

水理狀況、過去之維修有無、鐵件缺失 

每週 1 次 

地震後或

24 小時累

積雨量達

130 毫米

之降雨後 

橋樑 路面龜裂、橋面版及鋼箱樑油漆情形、接縫狀況、橋

墩及橋座之混凝土表面情形 

閘閥室 
混凝土龜裂、混凝土劣化、混凝土表面缺失、位移、

水理狀況、有無過去之維修 

四 
引 
水 
路 

渡槽 混凝土龜裂、混凝土劣化、混凝土表面缺失、位移、

接縫狀況、過去之維修有無、結構布置、堵塞 
每週 1 次 地震後或

豪雨後 
隧道 配合定期檢查辦理 

五 水庫

周邊 
水庫周邊及 

蓄水區域邊坡 

巡視水庫周邊水土保持狀況。檢查蓄水區域邊坡坡面

是否有位移、裂縫、塌陷、隆起、滲水、沖蝕及異常

植物生長等不利情形 
每週 1 次 地震後或

豪雨後 

六 
水源

聯通

設施 

加壓站 
混凝土有無剝落、龜裂、劣化、磨耗、鋼筋有無裸露

及鏽蝕、伸縮縫有無擴張及錯動、過去之維修有無、

結構佈置 
每週 1 次 

地震後或

豪雨後 
沿線

管路 

水管橋 橋座之混凝土表面情形、過去之維修有無、鐵件缺失 

每月 2 次 
隧道 

混凝土有無剝落、龜裂、劣化、磨耗、鋼筋有無裸露

及鏽蝕、伸縮縫有無擴張及錯動、過去之維修有無、

結構佈置、有無不良之滲水或漏水 
*註：不定期檢查時機為地震震度超過 4 級、豪雨(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或 3 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
毫米之降雨)、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130 毫米之降雨。                      資料來源:摘錄自本計畫契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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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寶山第二水庫現場檢查項目及頻率－水工機械 

項次 構造

物 項目 檢查重點 定期檢查 不定期檢查 

一 

取
出
水
工
取
水
塔 

上層阻水閘門 

門體、門框、存放樑、吊門機配件、電

壓、控制箱配件 每週 1 次 地震後 
或豪雨後 

下層阻水閘門 

隧道進口 
擋水閘門 

二 

取
出
水
工
閘
閥
室 

1500空注閥 

閘門箱暴露於空氣部份、位置指示器吊門

機等之蓋子、螺桿、閘門門扉、閘門框

體、螺桿接合處、閘門兩側滑動面、閘門

兩側滑動面固定螺桿、閘門槽、閘門軸承

面、通氣管、旁通閥 

每月 1 次 地震後 

1500環滑閘門 

600噴流閘門 

600環滑閘門 

2000蝶閥 

三 

水
源
聯
通
設
施 

加壓站 
閥門組及排氣閥 

沉水式抽水機組、閥體、驅動器組有無明

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表面單處有無

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開度指示器有無偏

差或異常、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

無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象 

每週 1 次 

地震後 
或豪雨後 

沿線管路 
閥門組及排氣閥 

閥體、驅動器組有無明顯變形、損傷或裂

縫、構件表面單處有無過大或過多明顯銹

蝕、開度指示器有無偏差或異常、電源箱

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無嚴重破損、受潮

及老化之異常現象 

每月 2 次 

*註：不定期檢查時機為地震震度超過 4 級、豪雨(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或 3 小時累積雨量達 100
毫米之降雨)。                                                    資料來源:摘錄自本計畫契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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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上坪攔河堰現場檢查項目及頻率－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 

項次 
構
造
物 

項目 檢查重點 例行巡檢 不定期 
檢查 

一 

進
水
口 

進水口 
閘門土木結構 

混凝土有無剝落、龜裂、劣化、磨耗、鋼筋

有無裸露及鏽蝕、伸縮縫有無擴張及錯動、

過去之維修有無、結構佈置、水理狀況、水

舌衝擊岸壁、堵塞等 

每週 1 次 地震後 
或超大豪雨後 

進水口 
護岸擋土牆 

進水口排砂閘門 
土木結構 

溢流堰 

引
水
渠
道 

退水路控制閘門 
土木結構 

混凝土有無剝落、龜裂、劣化、磨耗、鋼筋

有無裸露及鏽蝕、伸縮縫有無擴張及錯動、

過去之維修有無、結構佈置、水理狀況等 

沉砂池土木結構 

沉砂池排砂閘門 
土木結構 

竹東圳分水閘門 
土木結構 

巴歇爾量水槽及 
跌水工 

寶二水庫擋水閘

門土木結構 
竹東圳放水閘門 

土木結構 

二 

進
水
口 

進水口閘門 

閘門結構有無變形、損傷或裂縫、銲道有無

明顯裂縫或缺陷、構件表面單處有無過大或

過多明顯銹蝕、主輪組有無明顯損傷或鬆

脫、吊門機組有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

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潤滑不足現象等 

每週 1 次 地震後 
或超大豪雨後 

進水口排砂閘門 

閘門結構有無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銲道

有無明顯裂縫或缺陷、構件表面單處有無過

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鋼索有無扭結、變形、

斷線(斷股超過 10%)、鬆緊不一及明顯欠缺

油脂塗敷情形等 

引
水
渠
道 

退水路控制閘門 
閘門結構有無變形、損傷或裂縫、銲道有無

明顯裂縫或缺陷、構件表面單處有無過大或

過多明顯銹蝕、主輪組有無明顯損傷或鬆

脫、吊門機組有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

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潤滑不足現象等 

竹東圳分水閘門 
沉砂池排砂 
寶二水庫 
擋水閘門 

竹東圳放水閘門 
*註：不定期檢查時機:超大豪雨(350mm/24hr)及新竹縣竹東鎮站(5 級)後啟動不定期檢查。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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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隆恩堰定期檢查項目－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 

項次 項目 構造物 檢查重點 不定期檢查 

一 

進
水
口 

混凝土塊固定   
半透水堰 

混凝土有無剝落、龜裂、劣化、磨耗、鋼筋有無裸露及鏽
蝕、伸縮縫有無擴張及錯動、過去之維修有無、結構佈
置、水理狀況、水舌衝擊岸壁、堵塞等 

地震後 
或大豪雨後 

溢流取水堰 

第二道固床工 

護岸 

分
水
工 

導水路 
混凝土有無剝落、龜裂、劣化、磨耗、鋼筋有無裸露及鏽
蝕、伸縮縫有無擴張及錯動、過去之維修有無、結構佈
置、水理狀況、水舌衝擊岸壁、堵塞等 

分水工結構 

公共給水設施結構 

農業用水設施結構 

二 

進
水
口 

進水口閘門 閘門結構有無變形、損傷或裂縫、銲道有無明顯裂縫或缺
陷、構件表面單處有無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主輪組有無
明顯損傷或鬆脫、吊門機組有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
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潤滑不足現象等 

地震後 
或大豪雨後 

魚道進口閘門 

分
水
工 

分水工農業     
用水取水閘門 

閘門結構有無變形、損傷或裂縫、銲道有無明顯裂縫或缺
陷、構件表面單處有無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主輪組有無
明顯損傷或鬆脫、吊門機組有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
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潤滑不足現象等 

分水工公共     
用水取水閘門 

分水工         
放流閘門 

排水路         
控制閘門 

補充農業用水閘門 

機房柴油       
引擎發電機 

操作控制箱（盤）、排煙管、油槽、蓄電池、充電機及相
關設備等之檢查及運轉測試 

註：隆恩堰僅辦理 4 月及 11 月份之定期檢查及颱風暨大豪雨（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350mm 以上）及地震

震度超過 5 級後啟動不定期檢查。                                     資料來源:摘錄自本計畫契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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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工程設施簡介 

寶二水庫主要工程設施（如圖 1.3-1）包括：大壩、溢洪道、取出

水工設施、水源聯通管設施、上坪堰各項水工機械及其系電設施及其

他附屬工程等，分別概述如下： 

 

溢洪道 

大壩 
取水塔 

右山脊 

閘閥室 

水庫周邊 

 
圖 1.3-1 寶二水庫設施空拍圖 

1.3.1 大壩 

寶二大壩為中央心層分區型滾壓土壩（詳見圖 1.3-2），壩頂標高

154 公尺，設計壩高（自心層基礎起算）61 公尺，壩頂長度 345 公

尺、壩頂寬度 10 公尺、上游坡採 1：3 之拋石護坡、下游坡採 1：2.5

之植草護坡（每 8 公尺高程設置 3 公尺寬平台）、總填方量為 221.2 萬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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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溢洪道 

溢洪道位於大壩左岸，形式為自由溢流堰接齒墩陡槽，主要構造

包括：半圓周型溢流堰、洩槽、靜水池、下游河道及堰頂橋樑左岸連

接道路等（圖 1.3-3）。設計洪峰流量 205.69 秒立方公尺，計畫洪水位

標高 151.73 公尺，溢流堰長度為 56 公尺，堰頂標高 150 公尺。 

1.3.3 取出水工設施 

寶二水庫取出水工設施布置於大壩左岸，其主要功能包括：(1)公

共給水穩定取水；(2)緊急洩放庫水；及(3)排放下游河川基流量及保留

水權量。主要土木設施（見圖 1.3-4）包括：(1)引水明渠；(2)引水暗渠

進口段；(3)引水暗渠；(4)直立式取水塔；(5)輸水暗渠；(6)輸水隧道；

(7)出口閘閥室；(8)出口消能工；及(9)管理橋。水工機械設施，主要位

於取水塔及出口閘閥室，詳見圖 1.3-5 及表 1.3-1。 

直立式取水塔座落於大壩左岸山谷，總高度為 58 公尺，取水口高

程分別為 140 公尺、125 公尺及 110 公尺，依水質、水位或排泥需要分

層取水。取水塔之公共給水設計取水量為 6 秒立方公尺，最大取水量

（非常態）為 7.5 秒立方公尺，水庫滿水位 150 公尺時之緊急洩放設計

最大流量為 35 秒立方公尺，相當於無入流狀況下由滿水位洩降至 50%

水深需時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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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壩上游 

大壩下游 

壩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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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橫剖面 

 

圖 1.3-2 寶二水庫大壩一般布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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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槽上段

溢
洪
道
橋

陡槽水平段

陡槽下段

靜水池

左培厚區

閘閥室 

集水井 

集水井 

道

路

溢流堰

 

(a) 平面 

 

  
(b) 縱剖面 

 
圖 1.3-3 溢洪道一般布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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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塔 

閘閥室 

引水暗渠 

引水暗渠進口段 

鋼襯輸水隧道段 

大壩 

溢洪道 

管理橋 

出口消能工 

 

(a) 平面 

 

  
(b) 縱剖面 

 
圖 1.3-4 取出水工設施一般布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1 - 16 

 
圖 1.3-5 取出水工設施水工機械布置圖 

 

表 1.3-1 取出水工設施水工機械設施一覽表 

項       目 數量 
吊門機 
型 式 

門 扉 
型 式 備  註 

1. 引水暗渠進口段     
進水口攔污柵 1    
水口阻泥板槽 1    
進水口插版槽 1    

2. 取水塔     
2.0m×2.4m上層阻水閘門 1 鼓輪式 固定輪式 上、中層取水用 
2.0m×2.4m下層阻水閘門 1 鼓輪式 固定輪式 中、下層取水用 
2.0m×3.548m隧道進口擋水閘門 1 鼓輪式 固定輪式 隧道維修用 

3. 輸水隧道     
鐘形進口鋼櫬 1    
2000mm 隧道鋼襯 1    

4. 出口閘閥室     
1500mm 環滑閘門 1 電動式 滑動式 緊急放水用 
1500mm 空注閥 1 電動式  緊急放水用 
600mm 噴流閘門 1 電動式 滑動式 河道放水用 
600mm 環滑閘門 1 電動式 滑動式 河道放水用 

2000mm 蝶閥 1 電動式  公共給水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1 - 17 

1.3.4 上坪堰（引水設施） 

引水設施係利用上坪堰進水口，引水進入水庫調蓄運用。主要設

施包括：進水口、取水隧道、沉砂池、平地段暗渠、巴歇爾量水槽兼

跌水工、平地段渡槽、傾斜式跌水工、1 號引水隧道、山區段暗渠、2

號引水隧道、山區段 1 號渡槽、3 號引水隧道、山區段 2 號渡槽、4 號

引水隧道及渠末工等。引水路自進水口至渠末工總長約 7000 公尺，平

面布置圖如圖 1.3-6~1.3-8 所示，主要水工機械設施詳見圖 1.3-9 及表

1.3-2 所示。 

 

 

大壩

 
圖 1.3-6 上坪堰平面布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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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7 上坪堰主堰平面圖 

 

 
圖 1.3-8 上坪堰沉砂池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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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9 上坪堰水工機械布置圖 

 

 

表 1.3-2 上坪堰水工機械設施一覽表 
項    目 尺    寸 數  量 型式及控制設備 

進水口攔污柵 3.5m(W)10.2m(H) 4 組 － 
進水口耙污機 － 1 組 走行式 
進水口控制閘門 
（含備用閘門） 3.5m(W)2.6m(H) 8 門 滑動式雙螺桿式吊門機 8 組 

進水口排砂閘門 5.0m(W)3.5m(H) 2 門 鋼索捲揚式吊門機 2 組 
沉砂池排砂閘門 3.0m(W)1.4m(H) 4 門 滑動式雙螺桿式吊門機 4 組 
竹東圳分水閘門 3.0m(W)1.8m(H) 1 門 滑動式雙軸桿式吊門機 1 組 
退水路控制閘門 1.0m(W)1.2m(H) 3 門 滑動式單螺桿式吊門機 3 組 
竹東圳放水閘門 1.5m(W)1.0m(H) 1 門 滑動式單螺桿式吊門機 1 組 
寶二水庫擋水閘門 3.0m(W)1.8m(H) 1 門 滑動式雙螺桿式吊門機 1 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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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水源聯通設施 

水源聯通設施係為充分寶山水庫與寶二水庫的水源運用，於寶二

水庫間設置之水源管路，並可將寶山第二水庫之原水直接輸送至寶山

淨水場，以達最佳化水源運用的目的。 

水源聯通管路總長約 6,500 公尺，其中包含穿越隧道 3 處（分別長

274 公尺、115 公尺、795 公尺）、水管橋 2 座、加壓站 1 座及寶山水

庫取水口至寶山淨水場段（長約 1,020 公尺）。輸水鋼管流量 6 秒立方

公尺，最大流量 7.5 秒立方公尺，管材採鋼管，內徑 2 公尺，管厚 22

公釐，設計管內壓 10 公斤/平方公尺。加壓站設置 900HP（Horse 

Power，功率單位）抽水機共六台，每台加壓流量 1.4 秒立方公尺，設

計水頭高為 40.5 公尺。水源聯通設施布置圖如圖 1.3-10，加壓站布置

圖如圖 1.3-11，沿路管線縱剖面如圖 1.3-12，加壓站 900HP 沉水式電

動抽水機組剖面圖如圖 1.3-13，主要水工機械如表 1.3-3。 

 
圖 1.3-10 水源聯通設施布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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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1 水源聯通設施加壓站布置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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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2 水源聯通設施沿路管線縱剖面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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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3 加壓站 900HP 沉水式電動抽水機組剖面圖 

 

表 1.3-3 水源聯通設施水工機械設施一覽表 
項     目 數量 備    註 

1. 水源聯通管加壓站 
900HP 沉水式電動抽水機組 6 組 加壓輸水用 
2000 電動蝶閥 1 組 控制輸水用 

900 洩壓閥組 2 組 緊急排水用 
100 排氣閥 13 組 排氣用 

2. 水源聯通管沿線管路 

2000 電動蝶閥 7 組 控制輸水用 
2000 手動蝶閥 2 組 控制輸水用 
2000 緊急遮斷閥組 1 組 緊急阻水用 
900 手動蝶閥 1 組 緊急排水(氣)用 
900 洩壓閥組 1 組 緊急排水用 
150 排氣閥 26 組 排氣用 

2000 輸水鋼管 1 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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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隆恩堰 

隆恩攔河堰位於竹東鎮與竹北市間之頭前溪中游河道內，係供農

業及公共給水。曾因洪水侵襲及鄰近跨河構造物影響多次整建，最新

之補強工程係由北水局於民國 99 年所辦理。主要設施包括：攔河堰主

體工程、導水路及分水工設施工程、機房及相關系電工程等。取水口

設計豐水期取水量 6 秒立方公尺；導水路暗渠寬 2.6 公尺，高 2.1 公

尺，長 1.1 公里；分水工設有制水門、放水門及量水設施。隆恩堰平面

布置如圖 1.3-14，主堰本體及分水工平面佈置分別如圖 1.3-15 及圖 1.3-

16，主要水工機電設備如表 1.3-4。 

 

 
圖 1.3-14 隆恩堰相關設施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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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5 隆恩堰本體平面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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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6 隆恩堰分水工平面布置圖 

 

表 1.3-4 隆恩堰主要水工系電設備 

項    目 尺   寸 數  量 

引水暗渠制水水門 2.05m(W)3.0m(H) 1 門 

魚道制水水門 2.6m(W)1.1m(H) 1 門 

分水工公共用水制水水門 2.5m(W)1.85m(H) 1 門 

分水工農業用水制水水門 1.7m(W)1.85m(H) 2 門 

分水工放流水門 2.5m(W)1.5m(H) 2 門 

機房柴油發電機組 — 1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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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報告內容 

本計畫原契約所規定的主要工作項目包括：監測分析評估、設施

檢查及定期檢查等三部分。本報告主要詳載第二部分有關設施檢查之

工作成果。報告內容共分四章，第一章概述計畫之緣起、目的、工作

內容及主要工程相關簡介狀況彙整；第二章為本年度水庫運轉概況與

計畫工作執行情形；第三章為針對本年度設施檢查成果及評估；第四

章為水源聯通管寶山地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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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庫概況及計畫工作執行情形 

2.1 本年度水庫概況 

2.1.1 水庫水位 

寶二水庫自民國 95 年 2 月 6 日封堵導水路開始運轉，經歷三階段升水

於民國 101 年 2 月 12 日完成初期蓄水操作程序，目前已進入穩定運轉期。

本年度水庫水位介於高程 144.46 至 149.87 公尺之間。蓄水以來水庫水位變

化如圖 2.1-1，近兩年來庫水位變化及降雨分布如圖 2.1-2 所示。 

 

 

本
年
度

 

第一
階段

第二
階段 第三階段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圖 2.1-1 寶二水庫完工啟用以來水庫水位及雨量歷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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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本

年

度 

105/09/26 
梅姬颱風 

104/09/28 
杜鵑颱風 

104/08/08 
蘇迪勒颱風 

105/03/16 
寶山地滑事件 105/09/16 

馬勒卡颱風 

105/09/13 
莫蘭蒂颱風 
105/07/06 
尼伯特颱風 

圖 2.1-2 寶二水庫 104 年至 105 年水庫水位及雨量歷時變化 

 

2.1.2 降雨量及颱風事件 

寶二水庫蓄水以來，根據寶二水庫氣象站觀測得之雨量變化情形如圖

2.1-1 所示。本年度最大月累積雨量發生於 1 月份，約為 354.5 毫米。本年

度總累積雨量為 1970.0 毫米。 

依據中央氣象局資料，本年度台灣本島共發布 4 次陸上颱風警報，分

別為 尼 伯 特（ NEPARTAK ） 、 莫 蘭蒂 （ MERANTI ） 、馬 勒 卡（

MALAKAS）及梅姬颱風（MEGI）。4 次颱風警報期間庫區總累積降雨量

分別為 0.0 毫米、0.0 毫米、66.5 毫米及 58.5 毫米，最大連續 24 小時累積

降雨量分別為 0.0 毫米、0.0 毫米、63.0 毫米及 49.0 毫米，均未達豪雨（連

續 24 小時累積雨量達 200 毫米以上）之不定期檢查標準。為求謹慎中興社

仍對庫區周邊、聯通管沿線周邊及上坪堰水工機械與水工設施等進行颱風

後檢查，根據檢查結果，除梅姬颱風期間環湖道路部分路樹因強風吹襲導

致路樹折斷影響交通及上坪堰排砂道 1 號排砂閘門吊門機組電磁開關故障

，管理單位均已立即改善完成外，其餘整體狀況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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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本年度新竹地區氣象局發佈颱風警報基本資料 

年份 編號 颱風名稱 英文名稱 颱風強度 
氣象局發佈 
警報期間 

警報期間庫區 
總累積雨量 

2016 201601 尼伯特 NEPARTAK 強烈 07/06~07/09 0.0 毫米 
2016 201614 莫蘭蒂 MERANTI 強烈 09/12~09/15 0.0 毫米 
2016 201616 馬勒卡 MALAKAS 中度 09/15~09/18 66.5 毫米 
2016 201617 梅姬 MEGI 中度 09/25~09/28 58.5 毫米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1.3 地震 

根據中央氣象局網站公布資料，本年度新竹地區 2 級以上有感地震紀

錄共計 21 筆，如表 2.1-2 所示。該等地震事件中庫區自由場地震儀均未測

得震度 4 級（25～80 gal）之不定期檢查標準。 

表 2.1-2 本年度新竹地區有感地震基本資料 

項次 編號 
發生時間 

(台灣時間) 震源位置及深度 芮氏規模 
ML 鄰近地區震度 

1 小區域 
105/01/01 

06:33 
新竹縣政府東南方 8.7 公里(新竹縣竹東鎮) 
北緯 24.76 度，東經 121.07 度，深度 5.5 公里 3.1 新竹縣竹東 3 級 

新竹市 2 級 

2 105005 105/02/02 
22:19 

基隆市政府東方 185.4 公里(台灣東北部海域) 
北緯 25.21 度，東經 123.58 度，深度 212.7 公里 6.8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新竹市 1 級 

3 105006 105/02/06 
03:57 

屏東縣政府北偏東方 27.4 公里(高雄市美濃區) 
北緯 22.93 度，東經 120.54 度，深度 16.7 公里 6.4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新竹市 1 級 

4 105023 105/04/11 
13:45 

宜蘭縣政府東偏南方 46.0 公里(台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57 度，東經 122.18 度，深度 57.2 公里 5.5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市 1 級新竹縣

竹北市 1 級 

5 105031 105/04/27 
23:17 

花蓮縣政府東北方 34.9 公里(花連縣近海) 
北緯 24.25 度，東經 121.81 度，深度 10.0 公里 5.6 新竹縣竹北市 2 級

新竹市 2 級 

6 小區域 105/04/27 
23.27 

花蓮縣政府北偏東方 32.5 公里(花連縣近海) 
北緯 24.26 度，東經 121.74 度，深度 15.1 公里 4.7 新竹縣竹東 2 級 

7 105057 105/05/08 
10:46 

南投縣政府東偏北方 38.1 公里(南投縣仁愛鄉) 
北緯 23.98 度，東經 121.05 度，深度 9.2 公里 4.8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新竹市 1 級 

8 105060 105/05/12 
11:17 

宜蘭縣政府東偏南方 19.7 公里(台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69 度，東經 121.95 度，深度 17.5 公里 5.8 

新竹縣竹東 4 級 
新竹縣竹北市 3 級 

新竹市 3 級 

9 105062 105/05/12 
11:21 

宜蘭縣政府東偏南方 18.5 公里(台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69 度，東經 121.94 度，深度 10.1 公里 4.4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新竹市 1 級 

10 105063 105/05/12 
12:29 

宜蘭縣政府東偏南方 25.0 公里(台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68 度，東經 122 度，深度 16.4 公里 5.5 

新竹縣竹東 3 級 
新竹縣竹北市 3 級 

新竹市 3 級 

11 105064 105/05/13 
16:24 

宜蘭縣政府東方 21.8 公里(台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69 度，東經 121.98 度，深度 15.9 公里 5.1 

新竹縣竹東 3 級 
新竹縣竹北市 2 級 

新竹市 2 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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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本年度新竹地區有感地震基本資料（續） 

項次 編號 發生時間 
(台灣時間) 震源位置及深度 芮氏規模 

ML 
鄰近地區震度 

12 105077 105/05/31 
13:23 

基隆市政府東偏北方 73.1 公里(台灣東北部海域) 
北緯 25.38 度，東經 122.42 度，深度 271.3 公里 7.2 新竹縣竹北市 3 級 

新竹市 3 級 

13 105082 105/06/24 
05:05 

花蓮縣政府東偏南方 180.8 公里(台灣東部海域) 
北緯 23.45 度，東經 123.29 度，深度 11.0 公里 6.0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14 105087 105/07/20 
20:55 

臺中市政府東方 31.6 公里(臺中市和平區) 
北緯 24.17 度，東經 120.99 度，深度 32.9 公里 4.3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市 1 級 

15 105091 105/09/01 
00:28 

宜蘭縣政府南偏東方 34.7 公里(臺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46 度，東經 121.93 度，深度 16.7 公里 4.8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2 級 

新竹市 1 級 

16 小區域 105/09/12 
23:02 

新竹市政府東南方 14.7 公里(新竹縣北埔鄉) 
北緯 24.69 度，東經 121.05 度，深度 15.6 公里 3.4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市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17 小區域 105/09/12 
23:13 

新竹縣政府南方 13.4 公里(新竹縣峨眉鄉) 
北緯 24.71 度，東經 121.00 度，深度 10.6 公里 3.2 新竹縣竹東 2 級 

18 105094 105/09/28 
17:38 

宜蘭縣政府東偏南方 116.1 公里(臺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40 度，東經 122.85 度，深度 64.9 公里 5.3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市 2 級 

19 小區域 105/10/29 
14:44 

宜蘭縣政府西方 20.0 公里(新北市烏來區) 
北緯 24.73 度，東經 121.56 度，深度 29.6 公里 3.6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市 1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20 小區域 105/11/13 
17:14 

新竹縣政府南偏東方 12.7 公里(新竹縣竹東鎮) 
北緯 24.72 度，東經 121.07 度，深度 8.5 公里 3.2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市 1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21 105108 105/12/09 
12:09 

宜蘭縣政府東方 31.0 公里(臺灣東部海域) 
北緯 24.77 度，東經 122.07 度，深度 66.5 公里 5.2 

新竹縣竹東 2 級 
新竹市 2 級 

新竹縣竹北市 1 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1.4 寶山地滑事件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巡管人員於 105 年 3 月 16 日上午發現將寶二水庫原

水送往寶山淨水廠的聯通管路里程 4.5 至 4.6 k 處發生邊坡滑落情形。滑落

的邊坡土方堆積於聯通管頂部維護道路的上方，影響管路範圍長約 100 公

尺。經向當地居民查訪，邊坡滑落約發生於當日上午 9 時許，事件並無造

成人員傷亡的情形。管理單位及中興社隨即緊急應變，並辦理相關調查評

估，相關成果詳見本報告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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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水庫設施維修及維護紀錄 

本年度寶二水庫各設施維修及維護記錄整理如表 2.1-3 所示，各設施

維修後均已改善完成。 

表 2.1-3 本年度水庫設施維修紀錄 
項

次 維修日期 設施名稱 維修及維護紀錄 維修結果 

1 105/2/17 溢洪道 溢洪道兩側抽水機洗井。 改善完成 

2 
105/2/18 

～105/4/28 溢洪道 溢洪道兩側抽水機更換。 改善完成 

3 105/05/18 引水路 
引水路山區段 2 號渡槽(第三號隧道出口處)受損格梁邊

坡改善。 
改善完成 

4 105/06/01 水源聯通 水源聯通 1 號鋼管橋上游端基座旁地表沖蝕溝改善。 改善完成 

5 105/06/16 上坪堰 
上坪堰 1、2 號排砂道側牆磨損處鋪設鋼鈑保護及進水

口結構物防水改善。 
改善中 

6 105/07/22 
~105/07/24 水庫周邊 環湖道路 3K+950 處路旁排水溝周邊局部淘蝕改善。 改善完成 

7 105/08/01 
~105/08/03 水源聯通 

水源聯通 1 號隧道進口段右側邊坡地表局部沖蝕溝改

善。 
改善完成 

8 105/08/09 
~105/09/02 水源聯通 水源聯通 1 號、2 號鋼管橋除繡補漆。 改善完成 

9 105/10/30 
~105/11/01 水庫周邊 环湖道路 3K+700 及 5K+100 道路裂缝修补 改善完成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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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年度工作紀要 

為維護寶二水庫營運安全，本年度中興社依據本工作契約規定辦理寶

二水庫之監測及設施檢查作業。契約規定各工作項目及其辦理情形詳如表

2.2-1 所示。本年度主要工作紀要分述如下： 

2.2.1 設施檢查 

中興社依據本工作契約規定，辦理寶二水庫及其附屬設施之例行巡檢

與月檢查工作。檢查範圍包括：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設施、水源聯通

設施、水庫周邊及上坪堰及隆恩堰等。彙整本年度主要檢查記錄如表 2.2-2
所示。本年度各月份之月檢查表詳載於附錄 A；本年度現場設施檢查照片

於附錄 B；本年度各月份檢查維護紀要表於附錄 C。 

其中水工機械除依表 1.2-2 及 1.2-3 的檢查頻率辦理巡檢外，另配合代

操作及維護廠商現場作業時機辦理試運轉檢查。根據本水庫安全維護手冊

擬定水工機械檢查流程如圖 2.3-1 所示。 
 

 
水工機械檢查 

 

是否有 

缺失及異常狀況 

通知管理單位

改善維修 

 
填寫相關檢查表格 

 

是 

否 

 

目視檢查 

 閘門結構外觀損傷 

 機械設備外觀、油表等 

 電氣盤、電路、燈號、電壓等

 查看運轉維護紀錄 

 

運轉功能檢查（無水及有水） 

 閘門結構及其運轉狀況 

 機械：雜音、溫度、速率、穩定性等

 電氣：電壓、電流、燈號等 

 
圖 2.2-1 水工機械檢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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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監測作業 

本計畫執行期間，中興社依據本服務契約書規定辦理監測儀器測讀及

資料處理、自動化與人工觀測結果比對、儀器設備檢查測試、儀器保養維

護及監測資料分析等工作。相關工作成果詳見本計畫另冊「監測分析年度

報告」。 

2.2.3 定期檢查 

本計畫工作依契約規定於 4 月及 11 月份分別辦理汛期前及汛期後定期

檢查，檢查範圍包括：寶二水庫、上坪攔河堰及隆恩堰，並另提送檢查報

告。本年度定期檢查結果摘要詳第 3.7 節，本年度定期檢查表摘錄於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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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本年度契約規定工作辦理情形 
契 約 規 定 工 作 項 目 辦理情形 

（一） 監測分析部分 

1.監測儀器測讀及現場量測  
(1) 依北水局所提供的測讀儀器，按所規定的頻率測讀現有的水庫監測儀器設備。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 如讀值有異常必須立即再分析研判加以確認原因，並將確認結果通知北水局。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3) 每日檢查壩體滲漏量水堰之水量及水質狀況。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4) 定期辦理水（土）壓計及壩頂相對位移觀測點之手動量測（每個月 1 次），並進行自動量測結果與手動量測資料比對，以確定自動監

測系統之穩定性，必要時提出改良或維修建議。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5) 在執行本監測計畫期間，如有其他因素需變更觀測頻率，應視情況即時（預先）提出報告。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資料整理分析與評估  

(1) 將儀器測讀的數據，轉入北水局提供的監測電腦系統的資料庫內，或中興社所提供之監測分析軟體內，惟須機關認可。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 將監測讀值依儀器項目建檔、相關儀器項目分析繪圖。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3) 監測儀器損壞經修復或因需要增補裝後，即須加入後續監測建檔等資料整理的工作。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4) 根據監測資料配合現場檢查評估大壩及附屬結構物的安全性，並視需要提出補救辦法及改善方案建議。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5) 評估儀器現況情形，是否影響整體觀測功能，並請研提可能損壞原因及修復或增補設備之建議。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6) 將資料庫內相關的監測數據繪成時間歷線，資料間做交义比對，撰寫月、季年度監測分析報告。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7) 觀測結果若經確認超越預警值或發現其他異常情形，需立即分析研判原因，並於 10 日內提出研判評估結果，必要時檢討修正預警值。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8) 中興社須於每年度第 4 季及其他必要狀況發生時，辦理監測預警值之檢討，必要時須予以修訂。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9) 監測資料每月彙整，於次月 15 日前提送 2 份至本局，每季提送期中分析評估報告 10 本（初稿 15 本）；當年度工作完成，提送年度分

析評估報告 10 本（初稿 10 本）。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10) 嗣後（含服務期間）對本水庫之評估案件，若有涉及契約期限內規定之監測事務，廠商仍負有提供諮詢及協助之義務。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二） 監測系統儀器測試與維護 

1.儀器系統檢測  

(1) 服務期間內，中興社需每月定期辦理監測儀器狀況檢測，並做成檢測記錄，若發現儀器狀況異常，需立即提出改善建議。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 地震儀每月檢查測試 1 次，以下載資料並確認儀器狀況正常。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3) 每月定期辦理自動化測讀之儀器的人工量測，並進行自動量測結果與手動量測資料比對，以確定自動監測系統之穩定性，必要時提出

改良或維修建議。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儀器保養及維護 
工作期限內，廠商負責保管及保養機關提供之測讀儀器，其中經緯儀、水準儀等需於工作期間視工作狀況將儀器每年送校正 1 次。倘

提供之儀器因廠商使用不當或人為疏失而受損或故障，廠商應負責賠償或修復。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三） 設施檢查 

1.設施現地檢查  
(1) 每月檢查項目及檢查頻率原則依委託服務說明書辦理，惟當機關認定有不足部分或視實際需要得要求增加檢查項目及檢查頻率，中興

社應配合辦理，不另給價。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 辦理不定期【1.寶二水庫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地震震度超過四級、24 小時累積雨量達 130 毫米之降雨；2.寶二水庫其他設施：

地震震度超過四級、豪雨（24 小時累積雨量達 200 毫米或 3 小時累積雨量達 100 毫米之降雨）；3.引水設施（上坪堰）：氣象局新竹

縣竹東鎮地震測站震度超過五級、超大豪雨豪雨（氣象局雨量測白蘭站、太閣南站及雪霸站雨量平均達 24 小時累積雨量達 350 毫米

以上之降雨）；4.隆恩堰：氣象局新竹縣竹北市地震測站震度超過五級、超大豪雨豪雨（氣象局雨量測白蘭站、太閣南站、雪霸站、

鳥嘴山站、梅花站、橫山站及竹東站雨量平均達 24 小時累積雨量達 350 毫米以上之降雨）】設施檢查。例行及不定期檢查範圍包

括：a.寶二水庫大壩、溢洪道、取出水工、引水路、水源聯通管設施等主要結構物及取出水工、閘閥室、水源聯通管設施等水工機

械、系電、設備功能及水庫周邊。b.上坪堰堰體、排砂道、進水口、分水工(含沉砂池)等主要設施結構物上坪堰進水口、分水工、沉砂

池設施等水工機械、系電、設備功能。C.隆恩堰堰體、取水口、固床工、護岸、導水路、分水工(含沉砂池) 等主要設施結構物及取水

口、分水工(含沉砂池)等設施水工機械、系電、設備功能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3) 北水局現有維護檢查工作如有斷水、歲修或其他重要檢查，機關得要求中興社會同配合辦理，不另給價，其檢查結果原則列入最近一

次定期檢查報告。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檢查資料之整理與評估  
(1) 將每次的檢查表整理，並對安全性及功能性作狀況的敘述及初步研判建議評估。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 每月將例行檢查報表（含檢查照片）彙整後於檢查月次月 15 日內提送檢查表冊 2 份，不定期檢查報告原則上須於檢查後 10 日內提

送。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3) 每季提送期中分析評估報告 5 本（初稿 10 本）；當年度工作完成，提送年度分析評估報告 10 本（初稿 10 本）。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四） 定期檢查 

1.定期檢查(寶二水庫及隆恩堰) 
寶二水庫（含上坪堰）及隆恩堰相關設施定期檢查於 4 月及 11 月各辦理 2 次定檢，原則定期檢查項目詳詳表 1.2-1～表 1.2-4，惟當機

關認定有不足部份或視實際需要得要求增加檢查項目，中興社應配合辦理，不另給價。另定期檢查倘機關另行委外辦理，將不予施作，中興

社不得要求補償，其費用結算時將予以扣除。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檢查成果提送 
寶二水庫（含上坪堰）及隆恩堰定期檢查報告，每次於次月 15 日前提送報告各 3 本(彩色印刷)，定期檢查結果應編入年度報告中。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五） 其他 
1.履約期間必需派有經驗之工程師 2 人駐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執行本計畫相關業務。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2.季報及年度報告定稿本均須含電子檔光碟（文件及圖檔需轉成 PDF 檔），另本計畫工作結束後需將各階段之資料文件（工作執行計畫、月

報、各季簡報資料…等）製作成電子檔光碟 1 式 2 份送交機關。 
均依契約規定辦理 

3.機關未完成新年度招標案時，廠商應派員協助機關人員辦理監測資料收集及設施現地檢查等作業（以 2 個月期限為限）。 新年度案已完成招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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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本年度設施檢查記錄 
檢查類別 檢查設施 檢查日期 檢查人員 會同人員 

每月檢查 
105 年 01 月檢查 

大壩、溢洪道、取出

水工設施、水源聯通

設施及上坪堰等主要

土木結構物及取出水

工、水源聯通設施及

上坪堰等系電設備、

水庫周邊檢查 

1/25～1/29 范為善、溫良志 蔡家民、邱錦松 
105 年 02 月檢查 2/22～2/26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03 月檢查 3/28～3/31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04 月檢查 4/25～4/29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05 月檢查 5/23～5/27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06 月檢查 6/27～6/30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07 月檢查 7/25～7/29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08 月檢查 8/22～8/26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09 月檢查 9/19～9/23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10 月檢查 10/24~10/28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11 月檢查 11/21~11/25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105 年 12 月檢查 12/26~12/30 范為善、溫良志 薛維欣、邱錦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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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施檢查成果 

根據本年度中興社所辦理水庫之各項設施例行巡檢。彙整成果如後。 

3.1 大壩 

大壩檢查範圍主要包括：壩頂道路、上下游壩面、下游壩面縱向排水

溝、左右邊溝、左右壩座、戧台溝及壩下滲流室及大壩下游區等，根據先

前及本期間檢查所見將發現缺失及需要持續追蹤的位置標示如圖 3.1-1 所

示。本期間大壩現場檢查結果如下： 

1. 大壩滲流量水堰觀測房：本年度每日辦理大壩滲流室量水堰巡檢，目視

觀察結果堰內水質清澈，未有異常混濁及顆粒材料沉積情況發生，而流

量部分亦無發現異常增加之情況（圖 3.1-2）。 

2. 壩頂：本年度壩頂道路檢查，先前 103 年 5 月 31 日地震事件後所發現壩

頂監測房旁人行步道上混凝土受擠壓劈裂後產生之縱向裂縫，本年度計

畫期間目視檢查並無進一步發展（圖 3.1-3）。由於該混凝土為壩頂表面

構造，且仍保有其功能對壩體安全並無不良影響。另上游側防浪牆局部

表面二次混凝土受擠壓剝落屬壩體壓密沉陷擠壓之正常現象，雖不影響

功能，仍建議適時修補以維觀瞻（圖 3.1-4）。修補時應設置適當伸縮縫

避免再受擠壓剝落。先前壩頂道路重新鋪設瀝青混凝土（圖 3.1-5），本

年度目視檢查狀良好。其餘壩頂道路現場檢查並未發現明顯之異常、變

位、滑動、沉陷等狀況。 

3. 大壩上游拋石區：本年度上游壩面拋石檢查，上游拋石面及壩體上游側

右壩座交接處軟岩整體狀況良好並無明顯沖蝕情形，與庫水交會面平

整，拋石材料風化之情形並不明顯（圖 3.1-6~圖 3.1-7），且未發現異常

沉陷、滑坡及可能影響壩體功能的不正常變位情形。而先前 103 年 2 月

份所完成 IM2、IM3 及 A1 等 3 支立管封堵，本年度計畫期間檢查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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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未發現異常封堵失效之不正常情形。 

4. 大壩下游坡面及趾部：本年度大壩下游坡面及趾部檢查，現場檢查大壩

下游坡面、左右壩座下游側、趾部排水溝及大壩下游雜項填方區等區

域，先前左、右壩座漿砌排水溝旁土壤局部沖刷情形已改善（圖 3.1-8~

圖 3.1-9），部分戧台橫向排水溝內有雜草堆積建議清除（圖 3.1-10），

其餘並無發現明顯之異常滲流、滑動、沉陷及沖蝕等狀況（圖 3.1-11～

圖 3.1-13）。 

整體而言，本年度大壩現場檢查並未發現可能影響壩體功能危及水庫

安全之異常情形。 

圖 3.1-1 大壩區現場檢查追蹤位置平面圖 

 

大壩上游 

大壩下游 

壩頂道路 

8 

1 

3 

 

2 

6 

 

 

大壩上游 

大壩下游 

壩頂道路 

6 

1 

3 

4 

2 
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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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3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2 
 

圖 3.1-2 滲流量水堰內壩體滲流量及

水質狀況正常 
圖 3.1-3 壩頂道路之監測房旁人行步

道局部裂痕狀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2
 

圖 3.1-4 壩頂道路防浪牆部分石墩局

部混凝土剝落，建議修補 
圖 3.1-5 壩頂道路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3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圖 3.1-6 大壩拋石區整體狀況良好 圖 3.1-7 壩體上游坡面與右壩座交接

處並無明顯沖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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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圖 3.1-8 大壩左側邊溝狀況大致良好 圖 3.1-9 大壩右側邊溝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7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7 
 

圖 3.1-10 下游壩面橫向排水溝狀況大

致良好，不當植生建議清除 
圖 3.1-11 下游壩面縱向排水溝集水井

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7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8 
 

圖 3.1-12 下游壩面縱向排水溝狀況良

好 
圖 3.1-13 下游壩面及下游填方區狀況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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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溢洪道 

3.2.1 溢洪道檢查成果 

寶二水庫溢洪道先前曾於蓄水初期發生陡槽裂縫及滲水狀況，民國 99
年發現基礎排水盲溝出口砂料堆積情形。相關背景條件敘述如下: 

1. 溢洪道陡槽下段於民國 95 年底發現裂縫及滲水情形，為此北水局於民

國 96 年度辦理陡槽裂縫及滲水調查與改善規劃案，調查成果認為陡槽

下段安定性略有不足，須降低陡槽區地下水或增加下段的下滑阻抗（詳

「寶山第二水庫溢洪道裂縫及滲水處理規劃報告」）。為此，管理單位

於陡槽下半段區增設臨時抽水設備抽降地下水增加陡槽安定；並於民國

99 年 10 月份辦理陡槽兩側水平排水管的鑽設、靜水池塊體橫向連結及

加強陡槽下半段抗滑能力等改善工程，完成裂縫滲水問題之改善處置。

另外，該規劃報告描繪溢洪道裂縫分佈，如圖 3.2-1 所示。根據該報告

之探討，該等裂縫於溢洪道完工後即已存在，屬於混凝土澆置時因溫度

變化所生成的裂縫，對結構安全並無影響，且經多年觀察，各裂縫均無

進一步發展。 

2. 民國 99 年底陡槽基礎排水盲溝出口 WS2 量水堰發現土砂料堆積情形，

考慮土砂料自基礎排水系統流出可能為基礎材料流失，故隨即將溢洪道

陡槽列為觀測重點。經相關資料檢視及追蹤調查，研判可能為陡槽基礎

局部膠結較鬆散的砂岩崩解經由基礎排水帶的弱處流入排水系統所致

（詳「101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委託專業服務－設施

檢查年度報告」第四章）。該狀況於 103 年底陡槽上段趾部增設上揚水

壓計及盲溝口設置過濾導排網袋後，已大致趨於穩定。惟為慎重起見，

目前仍為本水庫追蹤觀查之重點。 

本年度除持續追蹤上述狀況外，並依安全維護手冊辦理溢洪道例行檢

查工作。中興社將溢洪道區檢查發現缺失及需要持續追蹤的位置標示(圖

3.2-2)所示；溢洪道陡槽區周邊濕潤及滲水分布如圖 3.2-17。以下為本計畫

期間現場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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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陡槽基礎排水盲溝出口土砂料堆積狀況：為防止基礎軟岩因滲水攜出導

致發生基礎掏空之疑慮，經確認陡槽基礎上揚水壓及安全性符合要求

後，中興社於 103 年度 12 月下旬協助管理中心於盲溝出口處利用透水

性材料於盲溝出口處設置過濾導排網袋，以防止土砂料繼續攜出。根據

中興社本年度計畫期間每月追蹤觀察結果，已無明顯顆粒材料流出（圖

3.2-3），且陡槽區基礎上揚水壓力維持穩定無異常升高(詳本計畫另冊

「監測分析年度報告」)，顯示陡槽基礎排水效能大致穩定正常。本年

度現場檢查所設置的過濾導排網袋狀況良好，排水狀況正常且無土砂顆

料流出，未來仍應持續追蹤觀察。 

2. 陡槽上段滲水狀況：先前陡槽上段趾部接縫滲水自 99 年起即觀查得此

狀況，經數年觀查研判可能與陡槽上段趾部下方的排水帶受基礎軟岩崩

解的土砂料侵入或降雨的影響所致。本年度計畫期間觀測檢查結果顯

示，如同往年所觀查到之陡槽上段內左滲水位置仍維持於第二、三分塊

接縫處上方第一排齒墩處（圖 3.2-4）並無變化，另外陡槽上段右側趾

部與水平段接縫處有些微滲水情況（圖 3.2-5），整體目視觀察滲水量

未有更進一步發展之趨勢，滲水亦無夾帶土砂顆粒。後續仍應持續記錄

觀查其變化。 

3. 陡槽下段滲水狀況：本年度現場檢查結構狀況良好並無異常變位，陡槽

下段無明顯滲水情形，且左側牆外地下水位井 H3 並未超越監測管理值

(詳本計畫另冊「監測分析年度報告」)（圖 3.2-6 及圖 3.2-7）。另管理

單位為更準確掌握陡槽下段之安定性，於本年度 5 月下旬鑽孔採樣，並

於 6 月上旬放置基礎上揚水壓力計（圖 3.2-8），其水壓力觀測結果符

合陡槽安定性要求(詳本計畫另冊「監測分析年度報告」)。 

4. 陡槽左側培厚區狀況：先前所發現左培厚區趾部邊溝旁之局部地表水沖

蝕情形，本年度計畫期間觀察沖蝕處表面已有茂盛植生，表面仍有長期

以來既有的局部濕潤及積水情形（圖 3.2-9），但並無進一步刷深情況

發生，仍建議以植生袋裝排水材料填補防止沖蝕並將地表水導入邊溝

內，未來仍應持續觀察後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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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年度管理中心委託廠商辦理陡槽兩側抽水機更新及清洗抽水井，已於

本年度 2 月下旬更換及清洗完成（圖 3.2-10～圖 3.2-11）。 

6. 溢洪道右翼牆上方回填人行道磚有局部高低差，雖為長期既有狀況，仍

建議於右翼牆設置傾度盤追蹤其變化（圖 3.2-12）。 

7. 其餘設施：溢洪道其餘設施包括溢流堰、溢洪道陡槽、靜水池、下游河

道水理及護岸設施、溢洪道橋（圖 3.2-13～圖 3.2-16）等，本年度現地

檢查結果狀況良好，並未發現異常情形。本計畫期間溢洪道陡槽區周邊

濕潤及滲水分布詳(圖 3.2-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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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溢洪道底版及側牆裂縫及滲水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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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溢洪道區現場檢查追蹤位置平面圖 
 

  

高透水性材料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6 
   

分塊接縫處 

接縫滲水處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8 
 

圖 3.2-3 陡槽基礎排水盲溝出口出水

導排之執行狀況 
圖 3.2-4 陡槽上段左側第二、三分塊

接縫上游側第一齒槽滲水狀

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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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6 

接縫滲水處 

接縫滲水處 
分塊接縫處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8 

分塊接縫處 

先前接縫滲水處 

本期間已無滲水 

 
圖 3.2-5 陡槽上段右側第一、二分塊

接縫處滲水狀況 
圖 3.2-6 陡槽下段接縫處已無滲水狀

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8 

接縫滲水處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7 
 

圖 3.2-7 陡槽下段左側擋土牆外地表

濕潤狀況 
圖 3.2-8 溢洪道陡槽下段增設水壓計

鑽孔狀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5 
 

左培厚區趾部滲水區域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17 
 

圖 3.2-9 陡槽左側培厚區邊坡趾部局

部濕潤及滲水狀況 
圖 3.2-10 溢洪道抽水井清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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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18 
  

圖 3.2-11 溢洪道抽水機更換情形 圖 3.2-12 溢洪道右翼牆道路旁局部混

凝土破損無進一步發展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6 
 

圖 3.2-13 溢流堰整體狀況良好 圖 3.2-14 溢洪道陡槽上段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8 
 

圖 3.2-15 靜水池整體結構狀況良好 圖 3.2-16 溢洪道橋結構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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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槽下段 

H7

H1

H3

H10

WS1

WS2

WS4

陡槽上段 

H5

靜水池 

左培厚區 

WS5

陡槽水平段 

分塊接縫滲水

濕潤區

濕潤區

H5 水位井道路 

H13

WS3 於 4 月拆除

H6

H2

H9

H4

H12 

H8105/09/30 

水位井 

(內附抽水機)

SP1SP2

上揚水壓觀測井

量水堰 

水位井 

HDPE 排水管 

縱向排水溝 

混凝土塊固結

抗滑區域 

排水管 

集水井 

濕潤積水範圍 

濕潤區

SP3 

SP\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2-17 本年度溢洪道陡槽及周邊滲水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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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陡槽盲溝過濾導排永久設施改善 

自民國 99 年底陡槽基礎排水盲溝出口發現土砂料堆積情形，經一系列

追蹤調查，研判可能為陡槽基礎局部膠結較鬆散的砂岩崩解經由基礎排水

帶的弱處流入排水系統所致，為避免基礎土砂持續隨水流被攜出，中興社

協助管理單位於 103 年底於陡槽上段趾部增設上揚水壓力計可直接觀測陡

槽基礎上揚水壓後，即於盲溝出口處施作暫時性過濾導排網袋，經設置後

歷經 2 年觀察過濾導排成效良好，已無發現土砂隨水流被攜出之狀況，且

整體溢洪道陡槽基礎水壓亦無明顯增加（詳另冊「監測分析報告」），建

議可考慮改設置為永久裝置。 

建議將既有量水槽局部拆除，重設過濾材料槽（如圖 3.2-18），並於

過濾材料槽中直接分層置入過濾材料（如圖 3.2-19），其中過濾材料建

議：盲溝出口處先以過濾材料（0.5mm～2mm 石英砂）做為過濾層，阻止

土砂隨水流攜出，過濾材料層上用適當粒徑之「中」、「粗」顆粒材料分

屬堆疊，增加過濾材料穩定度。以利後續觀查及長期維護作業之執行。 

三角堰 

囚砂段 

整流段 

水位計 

25cm 

＊圖示未按比例尺，請參照標示尺寸 

30cm 

20cm 
10cm 

5cm 

20cm 

40cm 

開孔板3~4片 

支架配合現場調

整，穩固為宜 

50cm 

排砂閥 

15cm 

三角堰 

開孔插板 

內外水隔離版 

寬度較盲

溝略寬 

隔離版槽側連結 

寬度較盲溝略寬 

開孔板3~4片 

開孔（插）板開孔詳見

規範 NIEA 021.52C 

相關參考規範 NIEA 021.52C 

其他說明 
1. 側版 5mm 
2. 三角堰版 5mm 
3. 開孔版 3mm 
4. 隔離版 5mm 
5. 全部材質包括固定釘均

為不銹鋼 
6. 斜水溝內宜設置扶梯及

供站立之踩踏平台，以利

人員工作 

斜水溝側牆 

斜水溝側牆 

開孔插板 

透水擋板 
漸變 

側板加高

隔離板加高 

舊隔板部分拆除 透水擋板 

 

圖 3.2-18 過濾材料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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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鏽鋼擋水鋼板 

粗顆粒材料 

中顆粒材料 細顆粒過濾導排濾材 

(0.5~2 mm 石英砂) 

盲溝內排出土砂 

WS2 量水堰 

既有不鏽鋼量水槽 

水流方向 

透水擋板 

 

（a）盲溝出口改善側視圖 

 

 

粗顆粒材料 

WS2 量水堰 

不鏽鋼擋水鋼板 

水流方向 

既有不鏽鋼量水槽 

盲
溝

出
口

 

透水擋板 

 

（b）盲溝出口改善平面圖 

圖 3.2-19 分層過濾材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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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取出水工 

本年度取出水工之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與系電設備檢查結果分述如

下： 

3.3.1 土木結構 

取出水工主要土木設施包括：引水暗渠進口段、引水暗渠、直立式取

水塔、管理橋、鋼襯輸水暗渠段、鋼襯輸水隧道段、閘閥室、出口消能工

及鄰近邊坡格梁等，於本年度計畫執行期間辦理例行巡檢。其中位於水面

以下的引水暗渠進口段、上層及中層取水口，取水塔水面以下等之土木結

構，於 105 年 5 月 30 日以潛水夫辦理水中檢查。各項設施檢查結果概述如

下： 

1. 水下檢查：本年度 5 月 30 日（水庫水位約 149.75m）針對引水暗渠進

口段、引水暗渠、直立式取水塔、中層取水口、管理橋 P1 橋墩等沒於

水中之土木結構辦理水中檢查。檢查方式由潛水人員下水辦理，檢查過

程之檢查路徑如(圖 3.3-1 及 3.3-2)所示。根據檢查結果，引水暗渠格柵

版下方發現有枯木，於檢查過程中立即予以清除。引水暗渠底部僅有約

15 公分的淤積深度與 104 年度檢查結果相當，不致於影響取水功能。

其餘檢查結果各水下設施結構狀況均良好，並未發現有異常錯動、破

損、缺陷、沉陷或位移等異常狀況（圖 3.3-3～圖 3.3-9）。相關檢查之

錄影影片及照片等數位檔案已另交管理中心建檔存查。 

2. 取水塔水面以上結構外觀、水面以上取水口結構及內部閘門存放室等之

混凝土結構狀況良好（圖 3.3-10）。 

3. 管理橋混凝土結構及橋梁鋼材，本年度現場檢查未發現有異常位移、錯

動等狀況；且鋼構物件未有異常鏽蝕及變形情況(圖 3.3-11~3.3-12)。管

理橋之防落拉桿螺栓、岸端橋台盤式支承等狀況均良好(圖 3.3-13~3.3-
14)。 

4. 閘閥室出口消能工土木結構，本年度現場檢查狀況良好並未發現異常結

構性裂縫、錯動、沈陷等缺陷（圖 3.3-15）。 

5. 閘閥室後方格梁地錨邊坡，本年度現場檢查狀況良好並未發現地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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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脫落、裂縫錯動及異常沈陷等影響結構和邊坡安定的異常狀況（圖

3.3-16）。 

整體而言，取出水工土木結構並無發現可能危及取出水工安定、影響

操作運轉及水庫安全的情形。 

3.3.2 水工機械及其系電設備 

本年度取出水工設施水工機械與電氣設備，檢查結果敘述如下： 

1. 根據本年度例行巡檢及兩次定期檢查之閘門試運轉檢查之結果，上、下

層阻水閘門及隧道進口擋水閘門狀況良好，除下層阻水閘門吊門鋼纜纜

線表面潤滑保護油不足，建議補充塗布齒索油改善外。其餘各閘門之吊

門機、鋼纜、閘門系電控制箱，目視檢查、試運轉檢查等均未發現運轉

不順、異音、異常升溫、轉速異常、啟閉異常等可能影響設施功能及運

轉之狀況。運轉時耗電流、耗電壓亦均為正常範圍內，控制元件導電度

及阻抗狀況均為正常良好（圖 3.3-17~圖 3.3-22）。 

2. 閘閥室水工機械設備包括之 1500空注閥、1500環滑閘門、600噴流

閘門、600環滑閘門、2000蝶閥等，根據本年度各次例行巡檢、目視

檢查及兩次定期試運轉檢查狀況均正常，並未發現運轉不順、異常升

溫、轉速異常、啟閉異常等狀況，運轉時耗電流、耗電壓均為正常範圍

內，控制元件導電度及阻抗狀況均為正常良好（圖 3.3-23～圖 3.3-

26）。 

3. 整體而言，取水塔及閘閥室各水工機械設施之電氣設備，包括各閘門吊

門機之現場控制箱燈號及運作功能、電氣盤內部狀況等，本年度目視檢

查及兩次定期試運轉檢查狀況均正常。閘閥室之緊急用柴油發電機，機

油量、發電機控制盤、電瓶水量、斷電後自動啟動及斷電後手動啟動，

測試運轉啟動後之運轉狀況及運轉時電流、電壓、轉速、水溫等均正常

（圖 3.3-27～圖 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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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點 結束點 

引水暗渠檢查路線 

取水塔檢查路線 

 
圖 3.3-1 取水塔結構水下檢查路線示意圖(平面圖) 

 

開始點 結束點 

檢查時之庫水位(E.L.149.75m) 

取水塔結構 

檢查路線 

 
圖 3.3-2 取水塔結構水下檢查路線示意圖(剖面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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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30 

 
圖 3.3-3 引水暗渠進口段前端淤積深

度約 15 公分 
圖 3.3-4 P2 橋墩基礎結構良好(近岸

側)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30 

 
圖 3.3-5 引水暗渠進口段末端攔污閘

結構良好 圖 3.3-6 上層取水口攔污柵結構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30  
圖 3.3-7 下層取水口攔污柵結構良好 圖 3.3-8 取水塔結構物、橋墩、閘門

水下檢查狀況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3 - 19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4  
圖 3.3-9 取水塔外側馬賽克水位標尺

完整良好 
圖 3.3-10 取水塔水面上結構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4 P1 
P2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4 
 

圖 3.3-11 管理橋結構狀況良好 圖 3.3-12 管理橋橋墩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4 
 

圖 3.3-13 管理橋防落拉桿螺栓狀況良

好 
圖 3.3-14 管理橋岸端橋台盤式支承檢

查狀況大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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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4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7 

 
圖 3.3-15 閘閥室出口消能工結構狀況

良好 
圖 3.3-16 閘閥室後方地錨邊坡狀況良

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6  
圖 3.3-17 隧道進口擋水閘門結構狀況

良好 
圖 3.3-18 上層、下層阻水閘門結構狀

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4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4 

 
圖 3.3-19 下層阻水閘門吊門機鋼纜表

面潤滑保護油略微不足，建

議補充 

圖 3.3-20 隧道進口擋水閘門吊門機鋼

纜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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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4 

 
圖 3.3-21 隧道進口擋水閘門控制箱燈

號測試狀況良好 
圖 3.3-22 上層阻水閘門系電控制箱內

絕緣阻抗測試狀況正常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4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8  
圖 3.3-23 1500空注閥目視檢查狀況良

好 
圖 3.3-24 1500環滑閘門吊門機及旁通

閥檢查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7 

 
圖 3.3-25 600噴流閘門及 600環滑閘

門吊門機結構狀況良好 
圖 3.3-26 2000蝶閥及排氣閥結構狀況

良好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3 - 22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7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4  
圖 3.3-27 1500環滑閘門系電控制箱燈

號顯示測試狀況正常 
圖 3.3-28 600環滑閘門控制箱燈號及

試運轉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4  
圖 3.3-29 600環滑閘門系電控制箱內

絕緣阻抗測試良好 
圖 3.3-30 閘閥室緊急用柴油發電機定

期保養狀況及試運轉狀況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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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源聯通設施 

水源聯通設施檢查包括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與系電設備，本年度現場

檢查成果分述如下： 

3.4.1 土木結構 

水源聯通管之土木設施包括：加壓站、埋管沿線構造物、1 號隧道、2
號隧道、3 號隧道、1 號水管橋及 2 號水管橋等，本年度現場檢查結果概述

如下： 

1. 加壓站機房、抽水機組及管路基座、機房區擋土牆等土木結構，本年度

計畫期間目視檢查狀況良好，未發現異常變位或影響操作運轉的情形

（圖 3.4-1）。 

2. 本年度 8 月中旬管理單位辦理完成聯通管沿線管路 1 號及 2 號水管橋除

繡補漆改善工程（圖 3.4-2~圖 3.4-3）。本計劃期間目視檢查結果顯示沿

線管路之混凝土結構、埋管路面及沿線閘閥設施的混凝土結構等，目視

檢查狀況大致良好，未發現異常破損、沉陷或影響操作運轉的情形。 

3. 中興社於本年度 6 月份水源聯通管巡檢時，發現一號隧道進口之右側邊

坡有局部掏空現象，研判因一號隧道進口段旁導排水溝疑因集中水流沖

蝕，導致隧道口邊坡有掏空現象，雖目前掏空影響範圍尚不致影響排水

溝結構安全，管理中心仍立即辦理修補已於 6 月下旬完成改善（圖 3.4-

4~圖 3.4-6）。另外，一號隧道進口段上方邊坡接縫處局部裂縫，建議用

防水材料填補，避免雨水滲入（圖 3.4-7）。其餘各隧道口及其周圍邊

坡，本期間結構狀況良好（圖 3.4-8~圖 3.4-9）。 

4. 沿線埋設輸水鋼管之上方維護道路路面及其鄰近範圍，本年度檢查並未

發現有路面沉陷，濕潤冒水及地表裂縫等可能影響管路功能及安全之情

形（圖 3.4-10）。 

5. 沿線各隧道內鋼管結構狀況，本年度期間目視檢查結果狀況良好，未發

現鋼管結構異常情形（圖 3.4-11）。另外，先前所發現沿線管路 16 號窨

井內混凝土結構局部龜裂，自發現以來至本年度均未發現有進一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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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裂處未出現滲水等情形，初步排除沿線管路破損之疑慮，但混凝土結

構破損之原因尚難確認情形（圖 3.4-12）由於此處恰位於第一、二號水

管橋間之凸起邊坡，其臨近植被樹幹有彎刀形特徵，臨近圍籬亦有傾斜

情形，是否與邊坡活動有關，應持續觀察後續狀況。相關進一步探討詳

本報告第 4.6 及 4.7 節。 

3.4.2 水工機械 

本年度水源聯通設施沿線水工機械與電氣設備，檢查結果敘述如下： 

1. 本年度加壓站之 900HP 沉水式抽水機組除先前已故障暫不考慮維修的 4

號抽水機（*註）外，其餘各抽水機組本年度目視外觀檢查及試運轉狀

況大致良好，未發現功能異常或影響操作運轉的情形，現場檢查照片如

（圖 3.3-13~圖 3.4-16）所示。 

2. 沿線管路設備包括 1 處緊急遮斷閥組、3 處洩壓閥組、8 處電動蝶閥、3

處手動蝶閥、沿線排氣閥、伸縮接頭及曝露段鋼管等，本年度期間外觀

目視檢查及試運轉狀況大致良好，未發現功能異常或影響操作運轉的情

形（圖 3.4-17～圖 3.4-21）。 

3. 加壓站其餘 1～3 及 5 號抽水機組除設於抽水井內無法檢視的部分外，

其系電設備電壓及電流測值、控制室內的操作盤儀表等目視檢查、燈號

測試均正常，本年度例行巡檢及兩次定期檢查抽水機組上方彈性座封試

運轉啟閉測試狀況均良好（圖 3.4-22）。 

*註：4 號抽水機於民國 101 年發現故障經廠商評估檢修抽水機組需動員大

型機具拆卸回廠辦理，基本檢測即所費不貲，經管理中心評估：(1)

水庫水位需降至高程 130 公尺以下才有加壓送水之需求；(2)目前尚

餘 5 台抽水機可供運轉，每日所需最大供水量為 30 萬噸，考量低水

位時每部抽水機可供應 12 萬噸/日之情況下僅需啟動 3 台抽水機，尚

有 2 台抽水機 67%之備源量。因此，在不影響供水能力及減省維護

費用的原則下，現階段暫時維持 5 台抽水機的能量。未來若每日供水

需求量達寶山淨水廠最大供水量 45 萬噸時再評估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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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7 
 

圖 3.4-1 加壓站整體土木結構狀況良

好 
圖 3.4-2 一號水管橋除繡補漆狀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9 
 

圖 3.4-3 二號水管橋除鏽補漆後狀況

良好 
圖 3.4-4 一號隧道進口段，右側邊坡

局部掏空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5  
圖 3.4-5 一號隧道進口段旁排水溝外

側，局部淘蝕區域開挖後狀

況 

圖 3.4-6 一號隧道進口段旁排水溝外

側，局部淘蝕，修補改善後

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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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9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5 
 

圖 3.4-7 一號隧道進口段上方邊坡接

縫處局部裂縫，建議用防水

材料填補，避免雨水滲入 

圖 3.4-8 二號隧道進口處整體結構狀

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29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0  
圖 3.4-9 二號隧道出口段後方邊坡狀

況良好 
圖 3.4-10 水源聯通管上方道路狀況良

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0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8 
 

圖 3.4-11 二號隧道內固定墩座狀況良

好 
圖 3.4-12 16 號窨井內混凝土裂縫，須

持續追蹤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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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5 
 

圖 3.4-13 加壓站 1~6 號抽水機除 4 號

抽水機故障外，其餘狀況良

好 

圖 3.4-14 加壓站各抽水機組電箱目視

檢查狀況正常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5 
 

圖 3.4-15 D1 洩壓閥目視檢查結構狀況

良好 
圖 3.4-16 D2 洩壓閥目視檢查結構狀況

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圖 3.4-17 沿線管路暴露段狀況良好 圖 3.4-18 沿線管路電動蝶閥狀況大致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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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8 
 

圖 3.4-19 沿線管路手動蝶閥狀況大致

正常 
圖 3.4-20 沿線管路電動蝶閥 B8-2 及雙

拉桿伸縮接頭結構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4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8 
 

圖 3.4-21 沿線電動蝶閥系電控制箱內

絕緣阻抗測試良好 
圖 3.4-22 加壓站抽水機組控制電箱耗

電流測試檢查狀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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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庫周邊 

水庫周邊檢查包括水庫周緣山脊、環湖道路及蓄水區周圍邊坡等，檢

查重點主要包括山脊是否有異常滲漏、邊坡是否有崩坍侵蝕或潛在安定性

問題等。本年度水庫周邊檢查發現缺失及需要持續追蹤的位置標示如(圖

3.5-1~圖 3.5-2)所示，各周邊檢查結果概述如下： 

1. 大壩右山脊下游側邊坡濕潤： 

(1) 大壩右山脊下游側邊坡趾部於民國 96 年 5 月份水庫初次使用之第二

階段蓄水時首次發現滲水，經一段時間觀察滲水量隨庫水位上升有

增加情形。為此北水局於民國 98 年 9 月專案委託辦理滲水行為及調

查研究案，於民國 99 年度 7 月完成調查，調查成果詳「寶山第二水

庫右山脊滲水調查及專案研究報告」。調查成果顯示滲水主要為庫

水沿出露於庫區內的砂岩層側向滲流至山脊外側所致，並非沿優先

漏水途徑漏水，故並無管湧導致漏水路徑之虞，對水庫運轉及山脊

安定性均無不良影響。滲水量亦有限，不致過量造成營運損失。 

(2) 右山脊下游側地表濕潤滲水情形，本年度現場檢查各濕潤區滲水狀

況，已較往年為少，目前除公廁旁區域濕潤較為明顯外，其餘區域

並未發現有濕潤情況。現場檢查地表狀況良好，並未發現異常沉

陷。未來仍應持續監測及追蹤觀察。（圖 3.5-3~圖 3.5-5）。 

2. 寶二水庫環湖道路：由於寶二水庫環湖道路以往於較大規模豪雨過後

偶有部份路面裂縫、沉陷發展，管理單位每年均須開支辦理維護性修

護。為便於維護管理，中興社曾於 104 年 9 月份針對環湖道路沿線缺

失狀況進行現勘調查統計及編號列管，本年度彙整最新狀況如表 3.5-1

所示。本年度現場檢查主要狀況說明如下： 

(1) 先前所發現之環湖道路 3K+700 處道路路面縱向開裂之狀況，管理中

心於 104 年 11 月修補改善（圖 3.5-6），本年度修補改善後狀況大致

良好。 

(2) 本計畫期間環湖道路 3K+950 處道路排水溝旁局部土壤掏蝕，初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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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地表水淘刷造成（圖 3.5-7），管理中心於 7 月中旬修補改善完

成（圖 3.5-8），改善後現場檢查狀況良好。 

(3) 其餘於 104 年已修補之路段缺失，本年度檢查結果狀況均良好無異

常變化（圖 3.5-9~圖 3.5-14）。 

(4) 整體而言，環湖道路沿線主要缺失均已於本年度辦理改善，改善後

狀況大致良好，後續仍應持續觀察改善成效。 

3. 水庫蓄水區周緣邊坡：本年度期間中興社人員數次乘船巡視蓄水邊坡

狀況加強水庫蓄水周邊區域檢查。相關檢查成果分區說明如下： 

(1) 水庫蓄水區東南側邊坡：依本水庫區域地質構造，蓄水區東南側邊

坡均屬於逆向坡構造，邊坡坡面多呈現陡峭，由本年度計畫期間現

場目視檢查顯示，庫區出露的裸露邊坡多為岩盤直接出露，且表面

侵蝕情形不嚴重，雖局部邊坡有崩坍情形，但多半屬淺層且規模不

大，對水庫蓄水安全及淤積問題影響有限。另外，先前位於取水塔

管理橋拋石區外之局部崩坍，本期間檢查未有進一步發展，應持續

觀察（圖 3.5-16） 

(2) 水庫蓄水區西北側邊坡：蓄水區西北側邊坡屬順向坡構造，部分原

生具有自由端的邊坡於寶二水庫蓄水前即由北水局專案辦理整治。

將有自由端的邊坡沿岩盤層面予以修整，並於坡面予以防沖蝕整

治。本年度計畫期間蓄水區周圍邊坡檢查時庫水位均維持接近正常

滿水位，本側邊坡狀況均大致良好，尤其已整治的坡面，表面侵蝕

情形僅局部小規模並不明顯，顯示整治發揮其功效（圖 3.5-15）。除

發現零星局部小型崩坍外，並未發現可能形成大範圍滑動之潛勢坡

面。 

(3) 碼頭下方掏蝕：先前船艇碼頭道路路基下方既有之局部淘空（圖 3.5-

17），本計畫期間檢查並無進一步發展，仍建議以混凝土填補路基

以避免坍陷損壞碼頭道路。 

整體而言，蓄水周圍邊坡狀況大致良好。現場檢查均未發現對水庫蓄

水安全及淤積問題影響，中興社將持續觀察後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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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環湖道路缺失追蹤列表 

編號 里程 座標 下邊坡擋土 
設施種類 本年度及先前修復狀況 本年度檢視 

發現狀況 追蹤 

1 0.3K 24°43′35.52″ 
121°02′44.64″ 重力式 － 既有裂縫 

已無變化 
持續 
追蹤 

2 1.2K 24°43′58.80″ 
121°03′08.40″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4/11 

完成修補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3 2.2K 24°44′18.96″ 
121°03′17.16″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4/09 

完成基礎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4 3.5K 24°44′30.78″ 
121°03′48.54″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4/11 

完成基礎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5 3.7K 24°44′26.23″ 
121°03′51.48″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5/11 

完成基礎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6 3.9K 24°44′21″ 
121°03′56″ - 

管理單位已於 105/07 
完成基礎改善 

路旁排水溝 
局部土壤掏蝕 已完成 

7 4.0K 24°44′17.64″ 
121°04′00.84″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4/11 

完成基礎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8 4.3K 24°44′11.76″ 
121°04′05.43″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4/11 

完成基礎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9 5.1K 24°43′49.08″ 
121°04′00.00″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5/12 

完成基礎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10 5.2K 24°43′47.58″ 
121°04′01.80″ 重力式 － 既有裂縫 

已無變化 
持續 
追蹤 

11 7.5K 24°43′17.28″ 
121°03′02.28″ 重力式 管理單位已於 104/07 

完成路面改善 無變化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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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環湖道路現場檢查追蹤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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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圖 3.5-2 大壩右山脊滲水位置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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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2 
 

圖 3.5-3 右山脊溼潤區先前所設卵石

土溝狀況大致良好 
圖 3.5-4 右山脊下方雜項填方局部濕

潤區域及滲水量並未進一步

發展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9/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1/01 
 

圖 3.5-5 大壩右山脊集水井濕潤區域

狀況並未進一步發展 
圖 3.5-6 環湖道路 3K+700 處道路修

補改善施工狀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2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6 

 
圖 3.5-7 環湖道路 3K+950 處道路排

水溝旁，局部土壤掏蝕 
圖 3.5-8 環湖道路 3K+950 處道路排

水溝旁，修補改善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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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9/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21 

 
圖 3.5-9 環湖道路 2K+200 處道路下

邊坡石籠擋土牆狀況良好 
圖 3.5-10 環湖道路 3K+500 處道路修

補改善後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3 

 
圖 3.5-11 環湖道路 4K+300 處道路修

補改善後狀況良好 
圖 3.5-12 環湖道路 4K+350 處道路修

補改善後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0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21 

 
圖 3.5-13 環湖道路 5K+100 處道路修

補改善後狀況良好 
圖 3.5-14 環湖道路 7K+500 處道路修

補改善後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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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3 

 
圖 3.5-15 水庫蓄水區整治邊坡，狀況

良好 
圖 3.5-16 取水塔管理橋旁拋石區外之

邊坡局部崩塌，未有進一步

發展（圖 3.5-1，編號 17）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5 

 

 

圖 3.5-17 船艇碼頭道路下方局部淘空

（圖 3.5-1，編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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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上坪攔河堰（引水設施） 

引水設施（上坪堰）現場檢查包括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與系電設備，

本年度檢查成果分述如下： 

3.6.1 土木結構 

引水設施（上坪堰）之土木結構包括：進水口、溢流堰、排砂道、沉

砂池、巴歇爾量水槽及跌水工、退水路及平地段渡槽等。中興社將檢查發

現缺失及需要持續追蹤的位置標示如圖 3.6-1~圖 3.6-2 所示，本年度檢查結

果概述如下： 

1. 引水設施（上坪堰）之溢流堰先前所發現堰面混凝土表面磨損且局部鋼筋外

露情形，本年度檢查並未發現有明顯擴大情形（圖 3.6-3），由於目前並無集

中破損或不均勻磨損的狀況，研判對於堰體之安全及運轉功能影響尚屬有

限，後續仍應持續觀察。其餘堰體結構及進水口攔污閘結構部份（圖 3.6-4~

圖 3.6-5），本計畫期間檢查狀況良好。 

2. 引水設施（上坪堰）先前檢查發現上游右岸導流牆裂縫，管理中心於 104 年

11 月中旬使用環氧樹酯補強修補（圖 3.6-6）。本年度期間檢查並未發現有進

一步發展。後續仍應持續追蹤觀察。 

3. 先前引水設施（上坪堰）排砂道為避免堰面持續磨損所鋪設之鋼鈑保護，本

年度期間目視檢查鋼鈑狀況良好，另管理中心於 6 月下旬辦理上坪堰排砂道

側牆增設鋼鈑補強工程，如圖 3.6-7 所示。後續仍應持續觀察修補成效及是

否進一步發展。 

4. 先前引水設施（上坪堰）進水口機房屋頂有局部滲水情形，管理中心已於本

年度 6 月下旬辦理改善（圖 3.6-8）。 

5. 先前引水設施（上坪堰）進水口排砂道尾檻底版受洪水沖擊有凹陷磨損淘蝕

情形，建議枯水期歲修時以混凝土回填修補（圖 3.6-9），並持續追蹤觀察。 

6. 沉砂池排砂閘門一號排砂閘門操作室外側地表發生局部沉陷導致操作室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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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表間出現張開（圖 3.6-10），本計畫期間檢查仍略有發展，建議修補整

平。 

7. 先前 2 號引水渡槽 3 號隧道出口邊坡沉陷造成既有格梁損壞，管理中心已於

本年度 6 月份辦理格梁邊坡整治工程，如圖 3.6-11~圖 3.6-12 所示。本計畫

期間檢查並未發現有進一步發展。後續應持續觀察其整治成效。 

進水口土木結構、沉砂池上游側引水隧道及分隔牆、退水路、沉砂池引

水路中隔牆及溢流堰、巴歇爾量水槽、沿線暗渠、平地段渡槽、跌水工及魚

道等設施，本年度計畫期間目視檢查大致良好，並無發現異常位移、錯動、

沉陷、漏水及引水設施之功能及運轉的情形（圖 3.6-13～圖 3.6-18）。 

3.6.2 水工機械 

本年度引水設施（上坪堰）水工機械與電氣設備，檢查結果敘述如下： 

1. 排砂道 1 號及 2 號閘門結構及吊門機組電氣設備，本年度計畫期間目視檢查

、試運轉測試及閘門機組控制箱電流、電壓量測結果均良好正常（圖 3.6-20

～圖 3.6-22）。進水口閘門（4 門）及備用閘門（4 門）及吊門機組、閘門結

構及電氣設備外觀目視檢查狀況均正常，未發現影響操作運轉之情形（圖

3.6-23～圖 3.6-25）。 

2. 引水渠道之沉砂池排砂閘門（3 門）、其吊門機組、電氣設備等之外觀目視

檢查及閘門機組控制箱電壓、流量測試狀況均良好正常，未發現影響操作運

轉之情形，現場檢查照片如圖 3.6-26 所示。 

3. 引水渠道之沉砂池退水路閘門（4 門）、其吊門機組、電氣設備等之外觀目

視檢查及閘門機組控制箱電壓、流量測試狀況均良好正常，未發現影響操作

運轉之情形，現場檢查照片如圖 3.6-27 所示。 

4. 竹東圳分水閘門（1 門）、平地段寶二水庫擋水閘門（1 門）、平地段竹東圳

放水閘門（1 門）之閘門結構、吊門機組、電氣設備等之外觀目視檢查及閘

門機組控制箱電壓、流量測試狀況均良好正常，未發現影響操作運轉之情形

，現場檢查照片如圖 3.6-28～圖 3.6-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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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沉砂池控制室內之緊急用柴油發電機，斷電自動啟動、手動啟動及啟動後之

運轉狀況均正常（圖 3.6-30），前述各設施現場電氣設備控制箱內之電壓、

電流、控制元件阻抗、接地端阻抗等，經量測檢查數值均達正常範圍值內，

整體並未發現影響操作運轉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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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上坪堰現場檢查追蹤位置平面圖 

 

 

10 
11 

14 

13 
12 

 
圖 3.6-2 上坪堰沉砂池現場檢查追蹤位置平面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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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9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2/26 
 

圖 3.6-3 上坪堰溢流堰堰面雖局部磨

損，整體功能狀況仍大致良

好 

圖 3.6-4 上坪堰堰體溢流之水理，狀

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30 
 

圖 3.6-5 進水口攔污閘結構，狀況良

好 
圖 3.6-6 上游右岸導流牆垂直裂縫修

補後，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30 
 

圖 3.6-7 上坪堰排砂道側牆補強鋼鈑

施工狀況 
圖 3.6-8 進水口機房屋頂防水改善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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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6 
  

圖 3.6-9 上坪堰排砂道尾檻底板局部

磨損淘蝕，建議修補 
圖 3.6-10 一號排砂閘門操作室外側地

表局部沉陷，建議補平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7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9 
 

圖 3.6-11 引水路第三號隧道出口邊坡

整治改善工程 
圖 3.6-12 引水路第三號隧道出口邊坡

整治後，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9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9 
 

圖 3.6-13 上坪堰魚道水流，狀況良好 圖 3.6-14 沉砂池溢流堰結構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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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7/29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28 
 

圖 3.6-15 沉砂池隔牆結構，狀況良好 圖 3.6-16 分水工上游側隧道口狀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5/23 

 
圖 3.6-17 寶二水庫進水閘門下游側跌

水工狀況良好 
圖 3.6-18 渠末工結構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4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4 
 

圖 3.6-19 進水口排砂閘門機組狀況良

好 
圖 3.6-20 進水口 1 號排砂閘門系電控

制箱內絕緣阻抗測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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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4/14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1/29 
 

圖 3.6-21 進水口 2 號閘門系電控制箱

內絕緣阻抗測試良好 
圖 3.6-22 進水口閘門、備用閘門吊門

功能狀況正常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6/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圖 3.6-23 進水口控制閘門控制燈號測

試，狀況正常 
圖 3.6-24 沉砂池 3 號退水路閘門機組

控制狀況良好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圖 3.6-25 沉砂池 1 號排砂閘門及現場

控制箱功能狀況正常 
圖 3.6-26 竹東圳分水閘門及現場控制

箱功能狀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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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2016/8/26 
 

圖 3.6-27 寶二進水口閘門機組狀況良

好 
圖 3.6-28 備用柴油發電機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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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隆恩堰 

依據本計畫工作契約規定，隆恩堰之設施檢查為 4 月及 11 月定期檢

查與地震及超大豪雨後不定期檢查。由於本年度期間均未達不定期檢查標

準，故本年度檢查以定期檢查為主，相關定期檢查成果詳 3.8 節。 

3.8 本年度定期檢查結果 

本計畫工作依契約規定於本年度 4 月及 11 月份辦理定期檢查，檢查

範圍包括：寶二水庫、上坪攔河堰及隆恩堰。並根據檢查資料彙整相關檢

查情形及成果，另提送成果報告。本年度定期檢查情形之檢查日期及檢查

人員如表 3.8-1 所示。 

根據二次定期檢查成果彙整重點概況如表 3.8-2 及表 3.8-3 所示。相關

重點狀況彙整如下： 

1. 寶二水庫大壩、溢洪道及取出水工設施等土木結構，除溢洪道陡槽基礎

排水盲溝出砂、右山脊下游側集水井旁局部地表濕潤等，需持續觀測追

蹤後續狀況。整體而言，並未發現可能立即危及水庫安全之異常情形。

水工機械除取水塔隧道進口擋水閘門及上、下層阻水閘門之閘門操作控

制燈號異常、加壓站 4 號抽水機組損壞無法運轉，其餘設備目視及試運

轉檢查狀況大致正常。 

2. 上坪堰之進水口、溢流堰、沉砂池及引水路等土木結構，設施整體狀況

大致良好。各水工機械設施目視及試運轉檢查狀況大致正常。 

3. 隆恩堰之固定堰體、取水工、第二固床工及其下游側混凝土塊固床工、

左右岸下游深槽護岸與魚梯等土木結構，除魚道出口旁混凝土護坡面版

伸縮縫的間隙略大，並有水流出情形但上不致影響護坡安定性，其餘狀

況大致良好。水工機械除進水口閘門及魚道進水口閘門部分缺失建議檢

修或更新外，其餘設備目視及試運轉檢查狀況大致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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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 本年度定期檢查檢查日期人員彙整表 

檢查類別 檢查設施 檢查日期 檢查人員 會同人員 
4 月份定期檢查(汛期前) 

寶二水庫 

大壩、溢洪道、取出水

工設施、水源聯通設施

等主要土木結構物及取

出水工、水源聯通等系

電設備、水庫周邊檢查 

4 月 14 日 
4 月 18 日 
4 月 27 日 
4 月 28 日 

中興社： 
蔡明欣 
中興公司： 
吳演聲、鄭瑞隆、劉智閔、

陳宗佑 

北水局： 
劉家盛、邱錦松、薛維欣 
中興社駐地人員： 
范為善、溫良志 

上坪堰 

進水口、溢流堰、排砂

道、兩側護岸及沉砂池

等主要土木結構物及系

電設備、引水路檢查 

4 月 14 日 
4 月 18 日 
4 月 27 日 
4 月 28 日 

中興社： 
蔡明欣 
中興公司： 
吳演聲、鄭瑞隆、劉智閔、

陳宗佑 

北水局： 
劉家盛、邱錦松、薛維欣 
中興社駐地人員： 
范為善、溫良志 

隆恩堰 

攔河堰、固床工、沿岸

護岸、導水路、分水工

等主要土木結構物及系

電設備 

4 月 28 日 

中興社： 
蔡明欣 
中興公司： 
鄭瑞隆、陳宗佑 

北水局： 
劉家盛、邱錦松、薛維欣 
中興社駐地人員： 
范為善、溫良志 

11 月份定期檢查(汛期後) 

寶二水庫 

大壩、溢洪道、取出水

工設施、水源聯通設施

等主要土木結構物及取

出水工、水源聯通等系

電設備、水庫周邊檢查 

11 月 2 日 
11 月 4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 

中興社： 
蔡明欣 
中興公司： 
吳演聲、鄭瑞隆、葉建成、

陳宗佑、張博凱 

北水局： 
劉家盛、邱錦松、薛維欣 
中興社駐地人員： 
范為善、溫良志 

上坪堰 

進水口、溢流堰、排砂

道、兩側護岸及沉砂池

等主要土木結構物及系

電設備、引水路檢查 

11 月 2 日 
11 月 4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23 日 

中興社： 
蔡明欣 
中興公司： 
吳演聲、鄭瑞隆、葉建成、

陳宗佑、張博凱 

北水局： 
劉家盛、邱錦松、薛維欣 
中興社駐地人員： 
范為善、溫良志 

隆恩堰 

攔河堰、固床工、沿岸

護岸、導水路、分水工

等主要土木結構物及系

電設備 

11 月 16 日 

中興社： 
蔡明欣 
中興公司： 
葉建成、陳宗佑、張博凱 

北水局： 
劉家盛、邱錦松、薛維欣 
中興社駐地人員： 
范為善、溫良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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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2 本年度定期檢查(汛期前)概況 
檢查

類別 
檢查成果概況 

寶二 
水庫 

土木設施 

1. 根據寶二水庫大壩本次現場檢查結果壩體上、下游壩面、壩頂及壩體下游區無明顯

異常之凹陷、隆起、洞穴，變形及滲漏等不利現象，整體大壩狀況大致良好。惟下

游壩面戧台排水溝受雜草生長及割草殘留物堆積，建議清除以維持其功能。 

2. 溢洪道堰體及其左右翼牆、齒墩陡槽、靜水池、陡槽左培厚區邊坡等，本次現場查

狀況大致良好，並無發現異常錯動、沉陷、結構傾斜、混凝土破壞及邊坡不穩定等

可能影響設施安全及運轉的情形。 

3. 溢洪道陡槽基礎排水系統的出口盲溝，因先前棕黃色細砂隨水流出情形採用過濾材

料網袋防止土砂料排出，本次檢查未見明顯土砂細料排出情形，但過濾網袋之間仍

有部份縫隙，建議填補過濾材料避免細料由縫隙流出，未來仍應持續加強觀察。 

4. 溢洪道陡槽水平段左側牆外排水溝因前用於阻擋水溝內雜物及土石的阻擋版堵塞導

致排水溝積水，建議改設為便於維護清理的欄污柵。 

5. 取出水工取水塔、管理橋、閘閥室、閘閥室後方格梁地錨邊坡及出口消能工等土木

結構狀況良好。並無發現異常錯動、沉陷、結構傾斜、混凝土破壞及邊坡不穩定等

等可能影響設施安全及運轉的情形。 

6. 水源聯通管路包括加壓站、沿線管路、水管橋及聯通管隧道段等土木設施的結構狀

況良好。除部份鐵件須編列預算辦理除鏽上漆外，檢查結果並無發現異常錯動、沉

陷、異常滲水、混凝土破壞及邊坡不穩定等可能影響設施安全及運轉的情形。 

7. 聯通管 4.5k～4.6k 處受到寶山地滑事件的影響，地滑區崩落土方覆蓋長達約 80 公尺

的聯通管及其維護道路。本次定期檢查並未發現崩落土方有進一步的發展及管路漏

水的情形。 

8. 上坪堰及其附屬設施，包括：攔河堰體、左右護岸、排砂道、進水口、沉砂池、退

水路、巴歇爾量水槽、平地段渡槽、引水路等，本次現場檢查狀況大致良好，並無

明顯影響設施安全及功能的情形。 

9. 先前右山脊下游側地表濕潤滲水情形，本次現場檢查並無明顯之發展，其餘區域並

未發現有新的濕潤情況，且各量水堰之滲流水量穩定。現場檢查地表狀況良好，並

未發現異常沉陷。未來仍應持續本區之監測及追蹤觀察。 

10. 蓄水區周圍邊坡本次檢查時水位較高，現地檢查狀況大致良好，出露於水面以上範

圍並無明顯異常情形，且未發現潛在的大規模不穩定邊坡。而管理橋拋石面邊緣縱

向排水溝外側崩坍，及船艇碼頭路基下方淘空，建議於低水位時以植生袋填補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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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類別 
檢查成果概況 

寶二 
水庫 

水工機械及系電設施 

一、（取出水工） 

1. 各項水工機械及其系電設備，經目視大致正常。 

2. 各閘門、吊門機及電氣設備、柴油發電機經啟閉試運轉檢查，其運轉功能大致正

常；惟柴油發電機試運轉啟動第三次時方順利運轉，建議檢修以確保備用電源啟動

順暢；另 1500mm 環滑閘門與旁通閥全閉而空注閥全開時，有些微漏水現象，研判

應是環滑閘門漏水，建議大修時再處理漏水問題，且環滑閘門下部閘門箱之底部排

水手動制水閥，久未使用已有卡死現象，建議應予潤滑恢復其啟閉功能，並應定期

操作排泥。 

水工機械及系電設施 

二、（水源聯通設施） 

1. 加壓站各項設備及其系電設備，經目視檢查大致正常，除加壓站抽水機前端 No.1、

No.3 及 No.5 蝶閥之驅動器指示器指示均未達全開位置，但蝶閥實際為全開位置，

建議應予調整驅動器指示器。 

2. 加壓站各抽水機、閥及其系電設備經試運轉檢查或複查其操作運轉紀錄功能大致正

常，除 No.4 抽水機入口蝶閥及 D1 洩壓閥前端蝶閥損壞無法運轉外，建議應予進行

檢修。 

3. 加壓站監控桌抽水機組之電壓及電流量測值均在合理範圍內；另各箱體、連接端

子、指示燈號、管線等設備使用狀況大致正常。 

4. 加壓站 No.1、No.5 及 No.6 抽水機組出口彈性座封閘閥驅動器之接續管線有脫落情

形，建議予以修復。 

5. 沿線管路電動蝶閥及其電氣設備、手動蝶閥、排氣閥、洩壓閥等設備經目視及經啟

閉試運轉檢查，其功能大致正常；惟第 18 號窨井電動蝶閥驅動器之開度指示器顯

示之開度與第六站監測開關箱之數位開度指示器顯示之開度不相符，建議予以調

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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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類別 
檢查成果概況 

隆恩堰 

土木設施 

1. 隆恩堰之固定堰、管柵式後方取水堰、取水口、魚道、第二固床工、左右岸深槽護

岸、蛇籠護床工、魚道、右岸高灘地固床工等，本次現場檢查整體狀況良好，並無

明顯異常變位、毀損及沖蝕等足以影響設施安全及取水運轉功能的情形。 

2. 本堰上方高鐵橋及台鐵內灣支線橋樑通過，橋墩分別座落於固定堰上游側及第二固

床工上游側。本次檢查座落於固定堰之橋墩基座狀況良好，並未發現不利之互制影

響行為。 

3. 隆恩堰分水工各設施混凝土結構現場檢查狀況良好，各設施並無明顯位移、錯動、

傾斜等可能影響操作運轉的異常情形。惟分水工部分設施旁欄杆有傾斜損壞情形，

為避免人員倚靠傾倒導致公安意外建議改善。 

4. 隆恩堰分水工之排水路及放流水路合流處先前混凝土結構底版有局部磨損鋼筋外露

情形，本次現場檢查發現放流水路水流湍急衝擊排水路破損處，建議於歲修時辦理

修補避免損壞擴大。 

水工機械及電氣 

1. 頭前溪隆恩堰各項水工機械及其系電設備經目視檢查結果其使用狀況尚為正常。 

2. 各閘門、吊門機及其電氣設備、柴油發電機經啟閉試運轉檢查或複查其操作運轉紀

錄，其運轉功能大致正常。 

3. 進水口取水閘門手動式吊門機螺桿護罩之頂蓋頂出，建議於年度例行維護時將螺桿

護罩之頂蓋蓋回，並注意平時操作時避免將螺桿頂出護罩之頂蓋；魚道進口閘門手

動式吊門機缺螺桿護罩，建議於年度例行維護時予以增加護罩。 

4. 柴油發電機組之水溫表於運轉時指針無作動，建議維修改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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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3 本年度定期檢查(汛期後)概況 
檢查

類別 
檢查成果概況 

寶二 
水庫 

土木設施 

1. 根據寶二水庫大壩本次現場檢查結果壩體上、下游壩面、壩頂及壩體下游區無明顯

異常之凹陷、隆起、洞穴，變形及滲漏等不利現象，整體大壩狀況大致良好。惟下

游壩面戧台排水溝受雜草生長影響有積水情形，建議清除以維持其功能。 

2. 溢洪道堰體及其左右翼牆、齒墩陡槽、靜水池、陡槽左培厚區邊坡等，本次現場查

狀況大致良好，右側翼牆上方人行道鑲接處先前的高低差略有發展，應設置傾度盤

持續追蹤。其餘並無發現異常錯動、沉陷、結構傾斜、混凝土破壞及邊坡不穩定等

可能影響設施安全及運轉的情形。 

3. 溢洪道陡槽基礎排水系統的出口盲溝，因先前棕黃色細砂隨水流出情形採用過濾材

料網袋防止土砂料排出，本次檢查過濾導排網袋已老舊，建議改設為永久過濾導排

槽，以便過濾材料設置維護及檢查，未來仍應持續加強觀察。 

4. 取出水工取水塔、管理橋、閘閥室、閘閥室後方格梁地錨邊坡及出口消能工等土木

結構狀況良好。並無發現異常錯動、沉陷、結構傾斜、混凝土破壞及邊坡不穩定等

等可能影響設施安全及運轉的情形。 

5. 水源聯通管路包括加壓站、沿線管路、水管橋及聯通管隧道段等土木設施的結構狀

況良好。檢查結果除 4.5k～4.6k 處寶山地滑目前狀況穩定仍應持續觀察追蹤，其餘

並無發現異常錯動、沉陷、異常滲水、混凝土破壞及邊坡不穩定等可能影響設施安

全及運轉的情形。 

6. 上坪堰及其附屬設施，包括：攔河堰體、左右護岸、排砂道、進水口、沉砂池、退

水路、巴歇爾量水槽、平地段渡槽、引水路等，本次現場檢查狀況大致良好，並無

明顯影響設施安全及功能的情形 

7. 先前右山脊下游側地表濕潤滲水情形，本次檢查溼潤區範圍有逐漸縮小情形。本次

現場檢查第一袋口填方頂部有沉陷、第三袋口有一條蝕溝，雖均不致立即影響水庫

安全，仍建議持續追蹤觀察。 

8. 蓄水區周圍邊坡本次檢查時為高水位，檢查狀況大致良好，出露於水面以上範圍並

無明顯異常情形，且未發現潛在的大規模不穩定邊坡。而船艇碼頭路基下方局部淘

空的情形，建議於低水位時以混凝土澆灌填補改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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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類別 
檢查成果概況 

寶二 
水庫 

水工機械及系電設施 

一、（取出水工） 

1. 各項水工機械及其系電設備，經目視大致正常。 

2. 各閘門、吊門機及電氣設備、柴油發電機經啟閉試運轉檢查，其運轉功能大致正

常；惟取水塔上層阻水閘門、上層阻水閘門及取出水工隧道進口擋水閘門之捲揚式

吊門機鋼索為污物覆蓋，建議每季應予清除污物後在表面塗抹齒索油保護，以及

1500mm 環滑閘門與旁通閥全閉而空注閥全開時，有些微漏水現象，研判應是環滑

閘門漏水，建議大修時再處理漏水問題。 

水工機械及系電設施 

二、（水源聯通設施） 

1. 加壓站各抽水機、閥及其系電設備經試運轉檢查或複查其操作運轉紀錄功能大致正

常。No.4 抽水機入口蝶閥損壞無法運轉，建議應予進行檢修。 

2. 加壓站監控桌抽水機組之電壓及電流量測值均在合理範圍內；另各箱體、連接端

子、指示燈號、管線等設備使用狀況大致正常。惟 No.3 彈性座封控制開關保險絲

失效建議予以修復。 

3. 加壓站 No.1、No.5 及 No.6 抽水機組出口彈性座封閘閥驅動器之接續管線有脫落情

形，建議予以修復。 

4. 沿線管路電動蝶閥及其電氣設備、手動蝶閥、排氣閥、洩壓閥等設備經目視及經啟

閉試運轉檢查，其功能大致正常；惟第 18 號窨井電動蝶閥驅動器之開度指示器顯

示之開度與第六站監測開關箱之數位開度指示器顯示之開度不相符，建議予以調

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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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類別 
檢查成果概況 

隆恩堰 

土木設施 

1. 隆恩堰之固定堰、管柵式後方取水堰、取水口、魚道、第二固床工、左右岸深槽護

岸、蛇籠護床工、魚道、右岸高灘地固床工等，本次現場檢查整體狀況良好，並無

明顯異常變位、毀損及沖蝕等足以影響設施安全及取水運轉功能的情形。 

2. 本堰上方高鐵橋及台鐵內灣支線橋樑通過，橋墩分別座落於固定堰上游側及第二固

床工上游側。本次檢查座落於固定堰之橋墩基座狀況良好，並未發現不利之互制影

響行為。 

3. 隆恩堰分水工各設施混凝土結構現場檢查狀況良好，各設施並無明顯位移、錯動、

傾斜等可能立即影響操作運轉的異常情形。惟排水路及放流水路合流處混凝土結構

底版有局部磨損情形，建議於歲修時辦理修補避免損壞擴大。 

4. 公共給水水路第二道攔污柵（農業用水通往公共給水水路匯流處下游）受損扭曲變

形，建議維修更新。 

水工機械及電氣 

1. 頭前溪隆恩堰各項水工機械及其系電設備，除魚道進口閘門歪斜手動式吊門機無法

運轉及分水工水工機械部分缺失外，其他各水工機械設備目視檢查大致良好，啟閉

試運轉功能大致正常。 

2. 魚道進口閘門手動式吊門機缺螺桿護罩，建議於年度例行維護時予以增加螺桿護

罩。 

3. 魚道手動式吊門機基座固定螺栓脫落，導致基座未固定，無法操作，應整修。 

4. 分水工排水路 NO.2 及 NO.3 控制閘門吊門機螺桿護罩之頂蓋脫落，下雨時容易造成

螺桿浸水，建議於年度例行維護時將螺桿護罩之頂蓋蓋回。 

5. 分水工農業用水取水閘門及 NO.9 放流閘門吊門機基座破裂，雖有補強，但基座受

力面積變小，恐再斷裂，建議更換基座，並調校力矩極限開關設定值。 

6. 分水工農業用水取水閘門基座脫漆生銹；公共用水取水閘門螺桿護罩脫漆，建議於

年度例行維護時予以除銹補漆。 

7. 試運轉時，操作盤上 NO.2、NO.4、NO.7 及 NO.8 閘門之照光式按鈕，關閉指示燈未

動作；NO.6 閘門之照光式按鈕，開啟、關閉指示燈未動作，建議予以檢修。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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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本年度設施檢查狀況及追蹤處理彙總 

根據本年度所執行之現場設施檢查，彙整設施檢查狀況追蹤處理情形

如表 3.9-1 所示。 

表 3.9-1 本年度設施檢查狀況追蹤處理彙總表 

設施名稱 追蹤狀況 發現

時間 
本年度 

觀察或發現狀況 研判 建議 改善處理情形 處置

概要 

大壩 

上游側防浪牆混凝

土局部剝落 104/01 未進一步發展 表面混凝土受壩體

壓密沉陷擠壓導致 
以混凝土修補，並

設置伸縮縫 － B 

壩頂監測房旁人行

道混凝土龜裂 103/05 未進一步發展 
因地震作用混凝土

受壓劈裂破損 以混凝土修補 － B 

溢洪道 

陡槽基礎排水盲溝

出口量水堰 WS2
堰內有土砂料沉積 

99/12 
過濾導排後已大幅

減少僅微量細粒由

縫隙滲出 

疑陡槽基礎岩層材

料崩解隨滲流水流

出，已確認安定性

無虞 

盲溝出口處先以過

濾材料做為過濾層

，阻止土砂隨水流

攜出，適當粒徑之

「中」、「粗」顆粒

材料分屬堆疊，增

加過濾材料穩定度 

已於盲溝出口過濾

導排設置網袋防止

土砂流出 
B 

水源聯通沿

土木設施 
寶山地滑邊坡滑落 105/3 本年度 3 月份發生 

邊坡滑落前該區域

連日持續降雨導致

，邊坡沿滑面滑落 

針對地滑區持續觀

查，並檢討沿線邊

坡風險 

寶山鄉公所正辦理

地滑區復建工程前

期規劃 
A 

水源聯通 

水工機械 

加壓站 4 號抽水機

無法啟動 101/11 無進一步變化 抽水機故障 建議檢修 

管理中心評估目前

並不影響供水能力

，為減省維護費用

考量下，待抽水機

有使用之必要時再

預先辦理修復作業 

C 

水庫周邊 

大壩右山脊邊坡下

方雜項填方區濕潤

滲水 
96/5 

本年度現場檢查各

濕潤區滲水狀況，

已較往年為少，目

前除公廁旁區域濕

潤較為明顯外，其

餘區域並未發現有

濕潤情況。 

滲水原因經調查研

判為庫水經山脊厚

層砂岩側向滲流，

其滲流路徑長，且

量有限，不致影響

水庫蓄水安全 

持續觀查 
管理中心已於 104
年 9 月下旬於溼潤

區設置排水濾材。 
◇ 

碼頭道路下方掏空 103/3 無進一步變化 － 
低水位以混凝土填

補路基 － Ａ 

引水設施

(上坪堰) 
土木結構 

引水路三號隧道出

口邊坡坍陷 102/12 本年度有些微發展 － － 已於本年度 5 月份

辦理完成修復 
◎ 

引水設施

(上坪堰) 
水工機械及

電氣設備 

進水口 3 號備用閘

門，磁石開關損壞 105/11 
進水口 3 號備用閘

門，因磁石開關老

化損壞，無法啟閉 

因磁石開關內，磁

石接點老化，導致

操作啟閉時電流分

佈無法平均所致 

－ 已於本年度 12 月份

辦理完成修復 ◎ 

進水口 3 號閘門運

轉有異音及溫度升

高狀況 
104/11 － 扭力軸機組油量不

足 
持續觀察 已補充黃油及潤滑

劑補充潤滑 
◇ 

註 1：處理情形辦理完成為”◎”，處理中為”※”，持續觀測（察）為”◇”。 
註 2：A、B、C 為改善事項之優先次序，A：其急迫性最優先之改善事項；B：對水庫安全及運轉操作會造成影響，但不會造成

立即危害，仍建議修復；C：對水庫安全及運轉操作所造成之影響較輕微，可擇時辦理改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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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源聯通管寶山地滑事件 

4.1 事件概述 

(一) 事件發生過程 

寶二水庫管理中心巡管人員於 105 年 3 月 16 日上午發現將寶二水庫原

水送往寶山淨水廠的聯通管路里程 4.5 至 4.6 k 處（寶山鄉水仙路，位置如

圖 4.1-1）發生邊坡滑落情形。滑落的邊坡土方堆積於聯通管頂部維護道路

的上方，影響管路範圍長約 100 公尺。邊坡滑落約發生於當日上午 9 時

許，事件並無造成人員傷亡的情形。由於邊坡滑落事件之前本區域連日持

續降雨，邊坡滑落行為似與持續降雨有關。 

 

 
(a)平面圖 

圖 4.1-1 寶二聯通管路受邊坡滑落影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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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沿線聯通管剖面圖 

圖 4.1-1 寶二聯通管路受邊坡滑落影響位置 

(二) 緊急處置 

滑落的土石方堆置於聯通管路上方之厚度達 8m。為避免因聯通管路受

壓損壞造成漏水，北水局立即關閉聯通管之沿線相關之閘閥（受影響區前

後之 B6、B7 蝶閥與 B8-2 蝶閥）暫時停止供水，並與自來水三區處協調調

度其他水源。原本寶二水庫供應的每日 14 萬噸原水暫時分別由寶山水庫

（每日增加 12 萬噸）及隆恩堰（每日增加 2 萬噸）提供。 

北水局並立即請中興社協助辦理管線相關檢查及評估，於確認管線安

全無虞後再恢復供水。 

4.2 現場狀況及成因評估 

4.2.1 近期天候條件 

根據鄰近邊坡滑落區的寶山水庫於事件前後的操作資訊，繪製雨量及

水庫水位歷時曲線如圖 4.2-1 所示。由圖可見，自該邊坡滑落前 8 天均連

續降雨，每天日雨量均約 20mm 至 50mm 之間。而寶山水庫水位於該期間

持續維持接近滿水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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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滑事件發生 

 

圖 4.2-1 寶山水庫於邊坡滑落區事件前後的降雨及水庫水位資訊 

4.2.2 災後現場檢查 

一、現場檢查 

中興社現場派駐人員於獲知邊坡滑落事件後，第一時間立即前往

遭影響的聯通管路現場進行檢查、照相，以蒐集事件後原狀資訊，並

通知台北辦公室大地專長人員前來檢查，了解邊坡滑落可能原因及研

判崩坍滑動面是否通過管線或其下方。3 月 17 日派員參與縣政府及寶

山鄉現勘，並於當日下午動員空拍機（UAV）前來拍攝災區整體狀

況。中興社派駐寶二水庫現場人員並根據聯通管竣工圖於現場詳細丈

量，確認受邊坡滑落影響的聯通管里程為 4k+530 至 4k+610。 

圖 4.2-2 至圖 4.2-8 為整體滑動區現場各相關設施佈置及崩坍區各

角落的現場照片，圖 4.2-9 為由空拍所得三維影像推估滑動體量體規

模。根據現場狀況所見概述如下： 

1. 由圖 4.2-2 可見該地滑區原本有一產業道路通過，因邊坡滑移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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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道路向下坡方向平移，滑動塊體滑移後仍大部分呈完整。 

2. 而由滑動區所導致的張裂面內可見數處地表水流動及積水情形（圖

4.2-3 及 4.2-4），滑動區頂部張開面亦見到地下水直接自張裂面的

岩層構造孔洞直接流出（圖 4.2-8），顯示本區原本地下水即非常

豐沛。 

3. 另外，邊坡滑動土石方覆蓋於聯通管路維護道路的部份多呈擠壓及

隆起的特徵（圖 4.2-5），維護道路原有擋土牆受邊坡滑落影響呈

擠壓散落情形（圖 4.2-7），且滑動堆積面約及維護道路下坡側 10

至 12 公尺範圍，研判滑動面通過聯通管維護道路下方的可能性不

高。 

二、空拍機現場拍攝建立三維地體影像 

中興社於 3 月 17 日派員參與縣政府及寶山鄉現勘後當日下午即動

員空拍機（UAV）前來拍攝災區整體狀況。圖 4.2-2、圖 4.2-9 及圖

4.2-10 為由空拍機拍攝得滑動區鳥瞰照片。根據空拍機所拍攝相片分

析地表點雲座標，建立邊坡滑動區三維立體模型，經校正得滑動區正

攝影像如圖 4.2-11 所示。 

根據空拍機所建立之三維立體模型尺寸及正攝影像，推估邊坡滑

動體的面積約 2960 平方公尺，乘上滑動體約略厚度（6~7 公尺），估

得滑動體體積約 17760 至 20720 立方公尺（圖 4.2-11）。 

三、管線內部檢查 

為確認聯通管是否有受到邊坡滑落導致變形或損壞狀況，管理單

位於 3 月 18 日請廠商將受到邊坡滑落影響的段落之聯通管內水排除，

中興社人員於 3 月 19 日由第 21 號窨井進入管內辦理檢查。檢查範圍

自第 21 號窨井（4k+450）至 B-7 蝶閥（4k+720）。 

圖 4.2-12 至圖 4.2-17 為管內檢查所拍攝得相片。檢查結果顯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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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滑落影響的段落之聯通管鋼管內部狀況良好，鋼管內部表面狀況

良好無明顯鏽蝕，檢查範圍沿線並未發現管內有變形、壓縮、突起或

裂縫等異常狀況，鋼管內的施工焊道狀況良好，並未發現孔洞、受侵

蝕、裂縫及錯動等異常情形。 

四、滑動面現勘 

中興社人員於 3 月 21 日嘗試進入滑動體上方辦理現場地質狀況蒐

集，現場滑動面上方滑動體為膠結疏鬆的厚層砂岩，節理不發達，出

露的滑動面為薄層泥岩。平均滑動面位態走向為北 24 度東，傾角 9.4

度向東南傾斜，與聯通管路走向（北 30 度東）呈斜向交會，夾角約 6

度。 

 

 
圖 4.2-2 體滑動區現場各相關設施佈置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4- 6 

  
圖 4.2-3 滑動區頂部產業道路因邊

坡滑落導致道路張裂分離

約 40 公尺 

圖 4.2-4 滑動區右側民眾開墾道路

呈張裂，張裂區可見部份

排水涵管及積水 

  
圖 4.2-5 滑動區右側下方可見滑動

體於聯通管維護道路上方

呈擠壓隆起情形 

圖 4.2-6 由聯通管受影響段下游側

遠處可見整體滑動塊體之

規模 

  
圖 4.2-7 滑動區左側沿聯通管維護

道路側之擋土牆受邊坡滑

落影響呈擠壓散落 

圖 4.2-8 滑動區頂部有水自張裂面

的岩層構造孔洞直接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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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空拍機（UAV）拍攝得滑動區鳥瞰照片 

 
圖 4.2-10 空拍機（UAV）拍攝得滑動區鳥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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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由空拍機攝得影像校正得滑動區正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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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2 由第 21 號窨井排氣閥開啟

人孔及通風排氣 
圖 4.2-13 聯通管內狀況（21 號窨井

下方鋼管內部狀況） 

  
圖 4.2-14 人員檢視鋼管內部及焊道情

形（里程約 4k+580） 
圖 4.2-15 鋼管焊道狀況（里程約

4k+600） 

  
圖 4.2-16 管體形狀正常未見有壓縮變

形情形（里程約 4k+590） 
圖 4.2-17 第 B7 號蝶閥狀況（里程

4k+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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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專家會議 

北水局於 105 年 3 月 21 日邀集國內地質、水利及水保等各領域專家前

來寶山地滑區現勘，並召開專家會議討論地滑事件之成因、應變對策及後

續處置事宜。根據專家會議討論結果，主要結論及建議如下： 

1. 專家會勘結果初步判斷二次滑動風險不大。原則上聯通管週邊邊坡

除導排水外，建議暫不進行邊坡整治處理，但簡易之觀測設施（如

簡易釘椿或拉線監測位移等）仍應立即建置並密集觀測，以適時因

應可能局部坡面產生潛移之應變處理措施。 

2. 為保護管線安全以維持正常供水，俟滑動土體較為穩定後，評估以

臨時性擋土措施(如鋼軌樁)以加固滑動土體。 

3. 請中興社檢視現地土壤相關參數值與管線週邊支撐，模擬檢算該段

聯通管之受力及變形，並分析推估管線變位警戒值時上方覆土的厚

度，俾作為後續監測及應變之參據。 

4. 目前檢視通水情形尚屬正常，惟為因應後續汛期可能之強降雨，建

議儘快研訂緊急應變機制、檢查監測標準作業程序，並研擬必要時

之通水管線併接（bypass）備案妥為因應。 

5. 為了解管路全線邊坡之穩定狀態，請於後續寶二水庫安全評估時應

增加聯通管週邊邊坡穩定檢視及評估工作。 

6. 請與寶山鄉公所密切保持聯繫，就邊坡滑動整治方向、防減災緊急

處理等提供建議，以防止邊坡溯源侵蝕、潛移破壞等擴大情形發

生。 

7. 有關本段聯通管之墩座是否受滑坡影響而有位移情形，請中興社再

評估確認。 

8. 聯通管復水作業時，應特別注意相關閘閥之啟閉程序及壓力觀測，

並作好應有之檢核作業，確保設施之穩定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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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地滑成因研判評估 

根據當地居民口述，本邊坡原本地下水就非常豐沛，設置於道路下方

的地下排水管即長期有排水情形，邊坡下方土體長期呈溼潤狀態。聯通管

維護道路旁居民曾因土地經常積水溼潤，於排水口附近堆填覆土（根據 3

月 17 日上午鄉長主持會議中當地民眾口述）阻擋排水以改善地表溼潤情

形。上述情形與邊坡滑落後第一時間現場即有散落混凝土排水管及明顯水

流及積水情形大約一致。因此邊坡地下水豐沛及其於降雨期間水位的抬升

為邊坡滑移的最主要原因。 

綜合上述現場檢查所見、當地居民所述現場災前狀況與專家會議討論

的看法，本次邊坡滑落事件應為長期以來本區地下水位即偏高且邊坡下方

排水不良，地下水長期浸潤使構造弱面抗剪強度弱化。至近期多日持續降

雨導致邊坡滑動塊體內部地下水位抬升，除除增加滑動塊體自重外，並使

滑動體內孔隙水壓升高，致滑動面有效應力降低。當滑動面上方滑動體向

下滑移的驅動力大於弱面所能提供的抗剪強度時，滑動體即驅動造成邊坡

滑落。地滑成因示意圖如圖 4.2-18 所示。 

泡水強度弱化

既有張力解理

聯通管路

水推力

原塊體 崩落後
塊體

維護道路

 
圖 4.2-18 地滑成因示意圖 

滑動約 
40~4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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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現地近況及滑動塊體處理情形說明 

截至本年度 12 月 31 日止，為避免邊坡持續滑落，先前寶山鄉公所於

地滑區域靠近民宅側之部分邊坡打設鋼軌樁及堆置太空包擋土防止邊坡崩

落損及民宅，如圖 4.2-19。本期間檢查未有進一步崩落情況發生（圖 4.2-

20），先前滑動塊體上側既有道路基礎坍塌狀況，本期間現場巡檢已未見

新發生坍塌（圖 4.2-21）。另先前鄉公所挖設之臨時排水土溝，有沖刷成

蝕溝現象，建議以噴漿無筋混凝土或鋪設砂包等方式暫時保護（圖 4.2-22

～圖 4.2-23）。 

設置排樁及太空包

設置排水土溝

 
圖 4.2-19 地滑區現況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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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0 鄉公所設置排樁及太空包改

善後現況 
圖 4.2-21 滑動塊體上側改善後現況 

  
圖 4.2-22 鄉公所挖設臨時排水土溝有

沖蝕溝形成 
圖 4.2-23 鄉公所設置排水土溝下游側

滯砂池狀況 

4.3 管線安全分析評估 

為了解邊坡滑落的土方堆置於聯通管路維護道路上方，是否可能因道

路上方荷重增加而威脅管線，導致管線受壓變形破裂或漏水。中興社於事

件發生後嘗試辦理管線的數值模型分析。 

4.3.1 分析條件及方法 

考慮邊坡滑落後的現況及後續邊坡滑動繼續發展的對管線的可能影

響，數值模型分析考慮條件包括：(1)邊坡未滑落的原始狀況；(2)邊坡滑落

後管線上方堆置約 8 公尺崩落土方狀況；(3)邊坡滑落體的側推力是否可能

造成管線側移；(4)若邊坡繼續滑落發展而堆置更多的土方於管線上方，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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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土方厚度時管線可能受損。 

分析採用 Abaqus 程式辦理，該程式係由美國 Hibbitt、Karlsson & 

Sorensen(HKS)公司所研發，近年來普遍應用於土木、機械、航工等相關工

程領域。以有限元素法為基礎，可分析模擬線性及非線性等各種材料的變

形與應力的各種力學問題。程式中包含多種的不同材料元素，藉由不同元

素的組合，可建立模擬欲分析的結構模型。 

4.3.2 分析模型及參數 

根據上述考慮條件，分別建立各條件的管線二維模型分別如圖 4.3-1

至圖 4.3-4 所示，其中圖 4.3-3 管線上方傾斜堆置 8 公尺厚土方的土堆傾斜

度為 15∘，8 公尺為土堆平均厚度。 

聯通管之鋼管系採用薄殼結構（Shell）辦理。採用二維數值模型之原

因系考慮三維模型邊界條件不確定變異性較大，可能因不確定的假設影響

分析結果，且三維模型分析較難收歛也可能影響分析結果，相對上二維的

分析較為單純、不確定性低，而且符合本案例條件的物理性狀，較能有效

掌握實際狀況。 

分析模型所採用的材料參數、邊界條件及荷重條件如下： 

1. 管周圍土壤（含回填土） 

單位重 = 2 t⁄m3 

楊氏模數 E = 49033 kPa 

柏松比 푣 = 0.35 

2.  鋼管 

密度 = 7.8 t⁄m3  

楊氏模數 E = 207 × 106 kPa 

柏松比 푣 = 0.3 

降伏強度y = 200MPa（註：一般輸水鋼管材 240MPa，保守取

200MPa）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4- 15 

3. 崩坍覆土 

密度 = 1.8 t⁄m3  

楊氏模數 E = 14715 kPa 

柏松比 푣 = 0.2 

4. 邊界條件： 

類似絞支承(X 及 Y 方向無位移) 

5. 荷載條件： 

重力加速度 

 

 

 

 
圖 4.3-1 原始邊坡未滑落時聯通管數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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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邊坡滑落後管線上均勻堆置 8 公尺厚土方數值模型 

 
圖 4.3-3 邊坡滑落後管線上傾斜堆置 8 公尺厚土方數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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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邊坡滑落後上方堆置土方使聯通管材料降伏之數值模型 

4.3.3 分析結果及評估 

根據各條件模型之數值分析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一、 原始邊坡未滑落時聯通管狀況 

圖 4.3-5 為邊坡未滑落時聯通管鋼管管壁之應力分佈，由圖

可見，分析得管壁最大應力約 13.9MPa 位於管的兩側及底部，約

為鋼管降伏強度 200 MPa 的 7.0％。而鋼管原先埋設狀態僅約造

成鋼管整體約 3cm 的沉陷（圖 4.3-6），且鋼管上下壓縮情形不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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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原始聯通管埋設狀態之應力分佈 

 
圖 4.3-6 原先聯通管埋設狀態之管壁變形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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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邊坡滑落後管線上均勻堆置 8 公尺土方狀況 

圖 4.3-7 為邊坡滑落後聯通管上方均勻堆置 8m 厚土方時鋼管

管壁之應力分佈，由圖可見，分析得管壁最大應力約 56.7MPa 位

於管的兩側及底部，約為鋼管降伏強度 200 MPa 的 28 ％，為鋼

管焊接材料降伏強度 350 MPa 的 16％。而鋼管受上方覆土荷載造

成鋼管約 7cm 的沉陷，鋼管內上下壓縮量僅約 1cm（圖 4.3-8）。 

 

 
圖 4.3-7 聯通管上方均勻堆置 8m 土方之管壁應力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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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聯通管上方均勻堆置 8m 土方之管壁變形分佈 

三、 邊坡滑落後管線上傾斜堆置 8 公尺土方狀況 

圖 4.3-9 為邊坡滑落後管線上方傾斜堆置傾斜 15∘平均厚度

8 公尺崩落土方時的鋼管管壁應力分佈狀況。由圖可見，分析得

管壁最大應力約 58.0MPa 位於管的兩側及底部，約為鋼管降伏強

度 240 MPa 的 29 ％，為鋼管焊接材料降伏強度 350 MPa 的 17

％。，與管線上方均勻堆置 8m 土方時的應力分佈相近。而鋼管

受上方覆土荷載造成鋼管約 7cm 的沉陷，鋼管內上下壓縮量僅約

1cm（圖 4.3-10），亦與管線上方均勻堆置 8m 土方的變形情形相

當。至於土方傾斜堆置使管線向傾斜方向的水平向側移約 2cm，

由於整體應力分部均勻，研判側移主要由管理周緣的土方整體位

移所貢獻。 

根據本段聯通管的竣工圖說，聯通管沿線於鋼管轉折段設有

混凝土的支撐固定座保護。由於聯通管的設計荷載主要由土體支

撐，土體內的混凝土的支撐固定座用來輔助施工設置並提供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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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本案分析結果於水平向側移量僅約 2cm，且側移主要由管

理周緣的土方整體位移所貢獻，研判對混凝土的支撐固定座的強

度及安定性影響極為有限。 

 
圖 4.3-9 聯通管上方傾斜堆置 8m 土方之管壁應力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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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聯通管上方傾斜堆置 8m 土方之管壁變形分佈 

 

四、 邊坡滑落後上方堆置土方使聯通管材料降伏之數值模型 

圖 4.3-11 為邊坡滑落後聯通管上方均勻堆置 8m 厚土方時鋼

管管壁之應力分佈，由圖可見，分析得管壁最大應力約 100.3MPa

位於管的兩側及底部，約達鋼管降伏強度 200 MPa 的 50 ％。而

鋼管受上方覆土荷載造成鋼管約 10.5cm 的沉陷，鋼管內上下壓縮

量約 2cm（圖 4.3-11）。由於鋼管應力已達降伏強度的 50％，建

議若邊坡進一步崩坍，上方覆土厚度不要超過 16m，可作為後續

鋼管狀況警戒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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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1 聯通管上方均勻堆置 16m 土方之管壁應力分佈 

 
圖 4.3-12 聯通管上方均勻堆置 16m 土方之管壁變形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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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國際顧問諮詢 

本期間中興社針對本次寶山地滑事件及聯通管路安全問題，請國際壩

工顧問樓漸逵博士協助技術諮詢。樓顧問針對聯通管路潛在問題及降低風

險的對策提供建議如下： 

1. 對於寶山地滑現址的狀況，須進一步探查確認是否可能有更深的潛在滑

動面通過聯通管或其下方。建議再檢核該段管線目前埋設位置的長期安

全性。 

2. 除聯通管路失效導致暫停供水的影響外，應另考慮發生緊急破管的災損

後果，包括緊急破管發生造成區域淹水災情，原水漏出的損失量是否關

鍵等，以便擬定降低風險的作業對策。例如強化管線發生異常時的自動

即時預警能力縮短事件發生至緊急處置的時間。至於汛期期間減少寶二

原水供水量的作法，如不會增加災害發生的機率及後果，則未必有需

要。 

3. 建議強化聯通管內水壓即時（real time）監測預警的能力，一旦偵測得

管內水壓不明原因突然降低，應具備立即發出警告的功能提醒權責人員

應變處置。以縮短發生事故立即處置的時間差。 

4. 建議全線檢核聯通管路沿線的邊坡地質狀況，是否存在潛在的邊坡安定

問題。本次寶山地滑事件為上方邊坡崩落，亦須注意聯通管下邊坡地滑

破壞的可能性。參考規劃階段的選線評估資料，必要時辦理補充調查評

估。 

5. 可嘗試收集本區航拍資料，以遙測影像判釋技術輔助找出潛在安定疑慮

邊坡，再進一步確認對聯通管路的安全影響。 

6. 建議於例行巡檢觀察記錄沿線的土地開發狀況，若有可能影響聯通管的

開發行為應立即溝通制止。 

針對據前述國際顧問諮詢的各項建議，中興社及管理單位執行情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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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所示。 

表 4.4-1 國際顧問諮詢建議之執行情形 
 顧問建議 執行情形 
1 應確認地滑區是否可能有更深

的滑動面通過管路或管路下方 
經檢視現場地形及地質位態資料，應無其他潛

在滑動面 
2 建議考慮發生緊急破管所可能

的致災後果及風險 
 緊急破管漏水之經濟損失若立即關閉輸水尚

可接受 
 緊急破管的淹水後果，雖下游人口稀少，但

仍應儘量避免。目前朝縮短應變時間，並評

估以閘閥控制降低緊急漏水量的可能性 
3 強化聯通管內水壓及時監測預

警能力 
管理單位已於管內壓監測系統增設自動預警提

醒功能 
4 建議檢視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

狀況是否仍存在潛在邊坡安定

問題 

管理單位已辦理「水源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狀

況初部評估」，初步歸納兩處潛在邊坡，亦據以

申請數位地形資料。相關評估詳第 4.6 及 4.7 節 
5 以遙測影像判釋技術輔助辨識

潛在邊坡 
管理單位所辦理「水源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狀

況初部評估」中已包含衛星影像判釋之評估 
6 觀察記錄沿線土地開發狀況，

必要時溝通制止 
於管路安全作業規則中，增加現場巡檢頻率 

4.5 聯通管路安全作業及應變對策 

雖前述聯通管路檢查及分析結果顯示，邊坡二次滑動的風險不大且聯

通管路狀況正常。然考慮聯通管路潛在異常事件的不確定性，仍應加強管

路安全狀況之掌握，並預先做好管線一旦發生緊急事件時的應變對策。 

4.5.1 管路安全作業規則 

依聯通管現況擬定管路安全作業規則建議如下： 

一、 事件前減少供水量降低風險： 

於氣象局發布颱風、豪雨事件後，防汛開設前視管線及水情狀

況，協調自來水三區處調節寶二聯通管輸送至寶山淨水廠的供水

量，以降低管線輸水的負擔。減供量由管理中心與自來水三區處

協調議定。 

二、 加強監測掌握管線狀況 

1. 邊坡滑動崩坍體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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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管線埋設於維護道路下方且上方仍有崩坍土方，故

監測作業以觀測上方崩坍體的滑動為主。監測作業方式示意

如圖 4.5-1 所示。監測時由崩坍體上方監測崩坍體的滑動

量，由受掩埋的維護道路近三號隧道口端監測滑動體的角變

量。中興社自地滑事件後持續觀測得各位移及角變量監測數

據列表如表 4.5-1 所示。 

根據地滑事件發生後至本年度 12 月底止之監測資料顯示，滑

動塊體表現穩定，未測得有進一步滑動之跡象。其中，1 號

觀測點（位於滑動塊體上側）由於位處私人道路上，自 9 月

中旬地主將該處封閉後已停止觀測。目前由 2 號及 3 號觀測

點持續監測（位於滑動塊體下側），應仍可掌握滑動體之行

為。另寶山鄉公所目前正辦理地滑區域鑽孔及後續監測作

業，其監測項目包含地滑區地下水位及傾斜觀測，建議管理

單位可定期與寶山鄉公所索取該等觀測資料，以掌握該區域

之後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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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地滑塊體觀測變位數據 

日期 

滑動體上方變位 滑動體左側變位 

1 號觀測點至 1 號

測點距離(公尺) 

7 號電動蝶閥

至 3 號測點之

夾角 

2 號觀測點至

3 號測點之距

離(公尺) 

7 號電動蝶閥

至 2 號測點之

夾角 

2 號觀測點至

2 號測點之距

離(公尺) 
4/1 51.43 181〫20’ 25.816 174〫58’ 23.952 

4/6 51.44 180〫46’ 25.816 175〫60’ 23.887 

4/8 51.44 181〫40’ 25.815 175〫24’ 23.886 

4/11 51.42 180〫45’ 25.813 175〫50’ 23.892 

4/14 51.43 180〫45’ 25.804 175〫50’ 23.883 

4/15 51.43 181〫50’ 25.805 175〫50’ 23.884 

4/15 51.43 181〫00’ 25.805 175〫40’ 23.882 

4/21 51.44 180〫45’ 25.381 175〫50’ 23.889 

4/25 51.43 180〫46’ 25.807 175〫60’ 23.883 

5/3 51.43 180〫45’ 25.813 175〫50’ 23.890 

5/6 51.43 180〫45’ 25.801 175〫50’ 23.878 

5/11 51.42 180〫45’ 25.810 175〫50’ 23.885 

5/17 51.43 180〫45’ 25.805 175〫50’ 23.884 

5/20 51.43 180〫44’ 25.807 175〫40’ 23.885 

5/25 51.43 180〫34’ 25.797 175〫40’ 23.877 

5/31 51.42 181〫44’ 25.806 175〫50’ 23.885 

6/3 51.42 181〫43’ 25.802 175〫30’ 23.878 

6/8 51.42 180〫45’ 25.814 174〫57’ 23.892 

6/15 51.43 181〫46’ 25.802 175〫60’ 23.881 

6/17 51.42 180〫44’ 25.809 175〫50’ 23.891 

6/20 51.43 180〫45’ 25.809 175〫50’ 23.890 

6/23 51.42 180〫44’ 25.807 175〫50’ 23.911 

6/27 51.42 180〫44’ 25.797 175〫40’ 23.871 

6/29 51.42 180〫44’ 25.795 175〫40’ 23.879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量測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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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地滑觀測彙整表（續） 

日期 

滑動體上方變位 滑動體左側變位 

1 號觀測點至 1 號

測點距離(公尺) 

7 號電動蝶閥

至 3 號測點之

夾角 

2 號觀測點至

3 號測點之距

離(公尺) 

7 號電動蝶閥

至 2 號測點之

夾角 

2 號觀測點至

2 號測點之距

離(公尺) 
7/6 51.42 180〫43’ 25.796 175〫03’ 23.875 

7/14 51.43 180〫34’ 25.795 174〫52’ 23.878 

7/21 51.43 180〫34’ 25.785 174〫52’ 23.885 

7/27 51.42 180〫43’ 25.800 175〫03’ 23.880 

8/2 51.42 180〫45’ 25.770 175〫04’ 23.874 

8/16 51.43 180〫45’ 25.801 175〫05’ 23.881 

8/22 51.42 180〫45’ 25.801 175〫05’ 23.882 

8/29 51.43 180〫46’ 25.802 175〫04’ 23.884 

9/5 51.42 180〫44’ 25.797 175〫04’ 23.889 

9/15 

因地主封堵道路

已無法量測 

180〫44’ 25.802 175〫05’ 23.885 

9/21 180〫45’ 25.799 175〫05’ 23.881 

9/29 180〫46’ 25.799 175〫05’ 23.878 

10/6 181〫40’ 25.815 175〫24’ 23.886 

10/12 180〫45’ 25.805 175〫50’ 23.884 

10/27 180〫45’ 25.809 175〫50’ 23.890 

11/3 180〫45’ 25.813 175〫50’ 23.890 

11/10 180〫34’ 25.785 174〫52’ 23.885 

11/17 180〫45’ 25.801 175〫05’ 23.881 

11/24 180〫44’ 25.797 175〫04’ 23.889 

12/2 180〫42’ 25.816 174〫58’ 23.952 

12/12 180〫44’ 25.795 175〫40’ 23.879 

12/27 180〫45’ 25.814 174〫57’ 23.89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量測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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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向監測塊體活動
  

圖 4.5-1 聯通管上方崩坍體監測方式示意圖 
 

2. 管線內壓監測： 

為能於異常事件發生時能快速反應，管理單位已完成管內壓

監測系統增設自動預警提醒功能，以於管線漏水或內壓突然

變化時及早發現因應，中興社協助擬定管內壓即時監測預警

應變流程，如圖 4.5-2。 

3. 增加現場巡檢頻率： 

於例行巡檢時觀注沿線土地開發狀況，降雨期間加強沿線管

路之巡檢，以於管線沿線發生異常時及早發現因應。 

4.5.2 管線緊急事件應變對策 

若聯通管路一旦發生緊急事件時之緊急應變對策仍以寶二水庫目

前核定之緊急應變計畫為執行基準，包括緊急應變小組的成立及分

工，緊急應變時的相關聯絡資訊。中興社建議緊急應變作業時的應變

處置如下： 

1. 情境辨識：於異常事件發生時針對異常狀況立即予以辨識。

7 號電動蝶閥 
1號測點 

3號測點 

2號測點 

1號觀測點 

2號觀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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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情境例如： 

a. 地滑進一步下滑或發展。 

b. 管線毀損原水外漏。 

c. 其他情境。 

2. 緊急應變處置：加強警戒或關閉閘閥停止供水 

3. 依災況應變決策： 

a. 管線保護支撐。 

b. 協調臺灣自來水公司同意出借備用管材，如有緊急需求

時，備以適當口徑繞行（bypass）之緊急供水方案。 

4. 執行及備援設施：預先徵詢搶修廠商以利事件發生時快速動

員。 

4.5.3 地滑區改善處理建議 

由於此次寶山地滑事件造成聯通管線維護道路遭埋導致維護道路中

斷，為恢復維護道路功能，避免未來緊急事件發生時無法順利到達現場。

綜合考慮邊坡安定需求、維護道路功能需求及居民交通與權益等方面，目

前初步擬定改善原則建議如下： 

1. 維護道路仍沿原路線，由滑坡體上方通過。原道路上方滑落土體適

當清除至堅實承載面作為維護道路新路基。 

2. 滑落土體上層適量挖除，減少滑動體自重降低邊坡滑坡潛勢。 

3. 滑落土體表層植被及軟弱土料挖除運至土資場，其餘土方向下邊坡

培厚堆置，惟應先獲地主同意。 

目前寶山鄉公所以植入鋼軌樁及堆置太空包之方式防止部分邊坡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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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並改善地表排水。唯地滑區上方裂口部份未支撐的上邊坡仍屬潛在滑

動面出露的邊坡，為避免未來可能發生再次滑動之風險，建議北水局提醒

相關單位仍應予以處理。 

管內壓即時監測

水壓驟降低
於警戒水壓

系統自動警報

派員巡管確認

沿線管線是
否破壞遭損？

緊急斷水
通報、處置

是

是

否

否

其他原因
探討檢查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整理  

圖 4.5-2 管內壓監測即時預警流程圖 

4.6 水源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狀況初部評估 

考慮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災害的潛在風險，北水局辦理「水源聯通管

沿線邊坡地質狀況初部評估」，評估結果詳附錄 D 所示。該報告首先將聯

通管沿線依地形、地質及管路方向等條件予以分段。再針對各段落沿線地

質狀況進行初步調查，透過資料蒐集、衛星影像初步辨識、專家訪談及現

地勘查等方式，初步判識可能影響聯通管路設施的潛在邊坡安定問題，作

為進一步詳細調查執行方向及改善措施之參考，以確保聯通管路安全及水

庫功能發揮。該評估報告重點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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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狀況初步評估結果，寶二水庫水源聯通管沿線

有二個區段具有邊坡地質滑落的潛在風險，位置如圖 4.6-1。第一區段

位於第一、二號水管橋附近（第一潛在風險區），坡面下方即為外露的

聯通管水管橋，因有侵蝕溝砍腳的問題須進一步辦理調查（圖 4.6-

2）；第二區段鄰近寶山地滑（第二潛在風險區），因坡面下方的溪溝

地形條件不明，是否有坡腳砍腳的情形尚待較精細的地形資料確認（圖

4.6-3）。 

2. 建議管理單位向內政部申請解析度較高解析度（1 至 2m 尤佳）的數值

高程模型（Digltal Elevation Model，簡稱 DEM）。根據 DEM 繪製潛在

邊坡剖面，進一步評估並確認上述二潛在風險區的坡腳狀況。若評估具

順向坡滑落風險，則需進一步於潛在塊體辦理地質鑽探調查，進行降低

邊坡事故風險的改善措施。 

3. 建議加強第一、二號水管橋上方邊坡地表張裂隙、不利開發、異常滲水

等不利邊坡穩定條件，檢視是否存在可能增加滑坡潛勢的潛在張力裂縫

或不利於邊坡安定的地下水條件，以掌握邊坡滑落潛在性，確保聯通管

管線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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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以 Google earth 套繪地質調查所環境地質圖繪製 

圖 4.6-1 通管沿線邊坡地質初部評估主要潛在段落 

 
資料來源：以 Google earth 為底圖繪製 

圖 4.6-2 一、二號水管橋附近之第一潛在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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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以 Google earth 為底圖繪製 

圖 4.6-3 近寶山地滑之第二潛在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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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潛在風險區進一步調查評估 

根據「水源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狀況初部評估」之成果，北水局立即

向內政部申請聯通管沿線數值高程模型 DEM 之點雲資料，並交由中興社

協助處理。內政部所提供之 DEM 為 5m 網格，雖無法精密辨識微地形特

徵，已勉強可供潛在大型邊坡進一步調查的參考。圖 4.7-1 為根據北水局

所提供 DEM 資料，繪製二潛在邊坡之地形陰影圖。中興社根據該 DEM 資

料辦理相關評估如下： 

 

圖 4.7-1  主要潛在順向坡之地形陰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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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第一潛在風險區 

一、 地形特徵研判： 

圖 4.7-2 為本邊坡較大尺規的陰影圖，由陰影圖明顯可見本區由兩條

侵蝕溝所包夾，兩座水管橋恰跨越侵蝕溝的上方。侵蝕溝將上方順向坡切

隔成獨立分塊，若上方存在張裂隙可能蓄積水壓推力，且順向坡底部受侵

蝕面有弱面出露，則可能具備滑動的潛在條件。 

 
圖 4.7-2  第一潛在風險區之地形陰影圖 



105 年度寶山第二水庫監測分析及設施檢查                                     設施檢查年度報告 

 
4- 37 

二、 地形剖面評估： 

圖 4.7-2 為根據北水局所提供 DEM 資料，繪製本潛在邊坡的剖面

圖。由圖可見本順向坡地表平均坡度約 7.1 度，侵蝕溝侵蝕深度約達上坡

面 12 公尺。聯通管高程約 102 公尺，位於潛在順向坡的下方。 

根據本區地質特徵，地質層面位態通常與單斜地形坡面的坡度接近，

根據地調所環境地質資料，本區層面位態約為北 40 度東向東南傾斜，傾角

介於 4 至 8 度之間。層面走向與坡面約略一致，但實際層面傾角及潛在滑

動面位置，尚須藉由地質鑽探調查始能確認。 

 
橫軸距離及縱軸高程不同比例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7-3  第一潛在風險區地形 A-A 剖面 

三、 鄰近地表現地狀況： 

根據「水源聯通管沿線邊坡地質狀況初部評估」評估報告，一號及二

號水管橋之間的邊坡現場檢查發現有喬木樹幹彎曲的現象（圖 4.7-4）；鄰

近圍籬亦有部份傾斜情形。另外，16 號窨井底部混凝土有變形破損情形

（圖 3.4-12）。該等現象部份疑與邊坡活動有關，但由於樹幹彎曲及圍籬

傾倒的現象具有位態翻轉的特徵，未必與順向坡活動有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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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 一、二號水管橋間邊坡樹幹

呈彎刀狀及圍籬傾斜 
圖 4.7-5  16 號窨井旁部份圍籬傾斜 

四、 地質調查及設置監測儀器建議： 

根據上述評估，建議於第一潛在風險區辦理地質鑽探，並裝設水位及

傾斜儀觀測井並取樣辦理地工試驗。鑽孔建議位置如圖 4.7-6，各鑽孔探查

深度條件及設置監測儀器建議如表 4.7-1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使用 Google earth 繪製 

圖 4.7-6  第一潛在風險區地質鑽探建議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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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第一潛在風險區鑽探條件及設置監測儀器建議 

鑽孔編號 
建議鑽探 

深度（m） 
設置儀器 備註 

PS1 30 地下水位井 全套管全程取樣 
PS2 30 多點水壓計及傾斜儀觀測井 全套管全程取樣 
PS3 20 傾斜管觀測井 全套管全程取樣 

4.7.2 第二潛在風險區 

第二潛在順向坡為向東南傾斜的單斜地形。根據「水源聯通管沿線邊

坡地質狀況初部評估」評估報告，因邊坡下方的溪溝難以到達，故於現勘

時無法確知溪溝是否有造成順向坡砍腳現象，須藉由較精細的地形資料判

識（圖 4.6-3）。 

圖 4.7-7 為第二潛在風險區之地形陰影圖，由圖顯示該順向坡下方並

沒有明顯的侵蝕溝。由該邊坡主要剖面圖（圖 4.7-8）顯示，邊坡傾角有些

微起伏，平均傾角較第一潛在風險區略陡，約為 12.7 度。由剖面線形明顯

可見，溪溝所在位置（最低點）並無明顯的侵蝕溝地形。研判本區順向坡

傾角雖較陡，因無砍腳情形，應可排除邊坡大規模滑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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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  第二潛在風險區之地形陰影圖 

 
橫軸距離及縱軸高程不同比例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7-8  第二潛在風險區地形 B-B 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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