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規劃建置 

(北部及離島馬祖地區)2/2 

委託服務計畫 

 
成果報告書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Taiwan 

Wat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Platform 

(Northern and Mazu Region)2/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MOEAWRA1090151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規劃建置 

(北部及離島馬祖地區)2/2 

委託服務計畫 

 
成果報告書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Taiwan 

Wat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Platform 

(Northern and Mazu Region)2/2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執行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I  

 

 

摘要 

本計畫主要成果為完成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建置及北區水資源館設計，

執行成果摘要介紹如下。另亦完成北部地區跨區域水源調度機制及最佳調

適策略資料蒐集，詳見附錄二。 

一、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建置 

本計畫建置之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主要分為三層架構，第一層為供

需調度圖、資料統計報表、水文推估資訊、各式報表檔案、基本資料等

五大功能，各功能底下再依需求進行細部劃分，如圖 摘-1 所示。平台

採用 Visual Studio 2015 進行系統開發，Frame work 版本 4.5(含)以上，

程式語言採 C#、javascript、html5，資料庫軟體則使用 MS SQL SERVER。

系統沿用既有系統之資料庫，包含 WRMSAPP、WRMSREC 和

WRMSRPT 等，並新建一資料庫 NROWO 以存放系統功能表單及新建

之資料。此外，系統網頁亦納入響應式(RWD)網頁技術以建置網頁版

APP。系統已架設於網頁主機中，各項功能皆已開發完成，並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辦理 2 場次教育訓練以說明平台功能與使用方式。 

 

圖 摘-1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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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頁：於上方呈現系統架構第一層之五大功能，滑鼠移至各功能項

則可顯示其項下之第二層子功能項。此外，頁面中間建有三大重點

資訊之快速連結，以利使用者迅速掌握水情資訊。頁尾部分增加網

站地圖等資訊，可並迅速找到所需之功能表單。 

(二) 供需調度圖：分為地區別和流域別兩大子項。 

1. 地區別呈現主要水庫供水區之水源設施和供水區之供需關係圖

及相關數據，包含基隆、臺北、板新桃園和新竹共 4 種分區。 

2. 流域別圖面包含雨量站、流量站、水源設施和淨水場等，資料表

則呈現雨量、流量、水源設施、供水之日資料和歷線圖，包含北

區主要水系和馬祖共 8 種分區。 

(三) 資料統計報表：包含水源設施資訊報表、公共給水配水量表、水利

署報表、設施枯旱排名及超越機率、枯旱警戒燈號和埤塘蓄水資訊

等六項子功能。 

1. 水源設施資訊報表項下有水庫水情、雨量與進水量比較、蓄水

量比較、降雨量比較和各標的用水量等五樣表單。 

2. 公共給水配水量表配合供水分析表呈現臺北、板新、桃園、新

竹、基隆、宜蘭、花蓮和馬祖地區之日、旬、月、年等四種統計

報表。 

3. 水利署報表可協助產製日常業務所需之報表，項下分為日日監

看表、供水分析表、節水計算統計表和降雨效益表等四個子項。 

4. 設施枯旱排名及超越機率可快速概覽水情狀況，項下包含水源

運用情勢、雨量情勢、流量情勢和設施情勢等四個子功能。 

5. 枯旱警戒燈號以三張表及一張燈號分布圖呈現各區指標水庫當

日蓄水狀況與警戒值比較及燈號。 

6. 埤塘蓄水資訊呈現農田水利署石門和桃園管理處之埤塘蓄水狀

況，另保留新竹管理處資料呈現區塊。 

 

 



  

 

 III  

 

 

(四) 水文推估資訊：長期天氣展望可呈現氣象局之月及季長期天氣展望

(北部)，水庫流量推估可查詢主要水庫之日、旬和月超越機率流量

及近 10 年第 3、第 5 和第 10 枯之資料，另保留相關計畫產製之資

料呈現區塊。 

(五) 各式報表檔案：提供使用者類似雲端空間之功能，透過網路方式進

行上傳下載。檔案存取位置延用既有系統之存取位置。檔案可分為

六大類，分別為設施運轉報表、自來水供水報表、農業用水專區、

抗旱專區、防汛專區和其它檔案，各項下之檔案主要延續原營管系

統之檔案資料夾內容。 

(六) 基本資料查詢：提供各設施、測站之基本資料，分為水源設施、淨

水場、雨量站、水文站和計畫配水量等子項。水源設施可查詢主要

水庫及各流域水源設施之基本資料，淨水場可查詢各水公司單位之

淨水場基本資料，雨量站可查詢各觀測機關雨量站基本資料，水文

站可查詢各觀測機關水文站基本資料，計畫配水量可查詢設定年份

之石門水庫計畫配水量。 

二、 第二辦公區(福利園區)水資源館建置 

本計畫設計之展館架構主要分為前館「綜合性面向」與後館「區域

性面向」兩區，動線設計則配合橫式文字書寫方向由左側開始進行瀏覽。

前館依序再分為臺灣地區水文概況、北部地區水資源設施水資源數字比

一比等部分，後館則一長幅滿版的水系手繪插畫，連貫呈現北區四大重

要水系：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與頭前溪，如圖 摘-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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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摘-2 北區水資源館架構 

(一) 臺灣地區水文概況：左半部為全臺等雨量線圖，搭配北、中、南、

東分區與各縣市名稱，右半部為圖表標題與北中南各區之降雨月分

布圖及主要河川資訊表。 

(二) 北部地區水資源設施：以臺灣地形為底圖，進一步介紹北部地區水

文及水源設施概況，於右側圖面標示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與頭

前溪的主要生活圈、主要水源設施及其集水區與降雨量月分布圖等，

並於左側呈現相關資訊表。 

(三) 水資源數字比一比：以視覺化圖表展示臺灣重要的水利設施與河川

的水資源相關數據，主題分別為「水庫年供水量及水庫營運年期、

攔河堰年引水量及攔河堰營運年期、水庫蓄水容量及水庫淤積率、

河川年逕流量及水資源利用率」等區塊，每區塊皆有標題與視覺化

圖表。 

(四) 水從哪裡來：以看板搭配 QR code 掃描，供參訪者以互動方式探索

水源，包含地區水源之流域、取水設施、淨水廠等供水服務資訊。 

(五) 後館整體設計：以一式長幅滿版水系插畫，環繞後館空間。由左至

右為主要生活圈標的用水概況、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及頭前溪，

以水墨插畫呈現各大水系之主流、水利建造物、重要圳路及主要生

活圈，並以文字標籤摘要說明水系與重要設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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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多媒體導覽與展櫃：前館設置一式直立式多媒體機，內容為二則北

水小遊戲-「水酷答題趣」及「水酷大挑戰」，可使參訪者有更深入

的了解。後館一式 86 吋大型觸控螢幕架設於頭前溪流域插畫右方

牆面上，內容為北部地區主要水庫之水情資訊，使用者點選水庫名

稱即可了解該水庫之水庫蓄水歷線、蓄水量、水位及雨量等資訊。

三式平板電腦分別配置於後館三面插畫牆前，以木作柱狀體以橫式

方式架設三式平板電腦，內容分別呈現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

頭前溪之照片和影片等影音播放內容。面對入口處左前方牆面放置

一展櫃，於櫃面陳列相關文宣品、學習單等廣宣物。 

(七) 入口：於展館大門左側牆面設置展館招牌，內容為「北區水資源館」，

每字寬高皆為 12 公分，材質以不鏽鋼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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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a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Northern Wat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Platform and the Northern Water Resources 

Exhibition Hall, as follows. In addition, the reference collection of cross-regional 

water dispatching mechanism and optimal adjustment strategy in the northern 

region has also been completed, refer to Appendix 3 for details. 

I. Northern Wat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Platform 

The Northern Wat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Platform built by this 

projec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a three-layer structure. The first layer includes 

five functions: supply and demand scheduling diagram, data statistical report, 

hydrological estimation information, various report files, and basic 

information. The overall structure is shown in Fig. 1. 

The platform uses Visual Studio 2015 for system development, Frame 

work version is 4.5 (inclusive) or above,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uses C#, 

javascript, and html5, and the database software uses MS SQL SERVER. The 

system continues to use the database of the existing system, including 

WRMSAPP, WRMSREC and WRMSRPT, and creates a new database 

NROWO to store system function sheets and newly created data. In addition, 

the system webpages also incorporate 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 

technology to build a webpage APP.  

The system has been set up in the web host, and all func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On December 24, 2020, two educational training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to explain the functions and usage of the platform. 

II. Northern Water Resources Exhibition Hall 

The structure of the exhibition hall designed by this projec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areas: the front area is comprehensive orientation and the back 

area is regional orientation. The moving line design is coordinated with the 

horizontal text writing direction to start browsing from the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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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ont area is subdivided into sections such as the hydrological 

overview of Taiwan, water resources facilitie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water 

resources data comparison. The back area is a long, full-page hand-painted 

illustration of the water system, which consistently presents the four important 

water systems in the northern region: Keelung River, Xindian River, Dahan 

River and Touqian River. 

 

Fig. 1 Structure of Northern Water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Platform 

 

Fig. 2 Structure of Northern Water Resources Exhibition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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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本計畫建置之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主要分為三層架構，第一層為供

需調度圖、資料統計報表、水文推估資訊、各式報表檔案、基本資

料等五大功能，各功能底下再依需求進行細部劃分。 

(二) 平台首頁於上方呈現系統架構第一層之五大功能，頁面中間建有三

大重點資訊之快速連結，頁尾部分增加網站地圖可並迅速找到所需

之功能表單。 

(三) 供需調度圖功能分為地區別和流域別兩大子項。資料統計報表功能

包含水源設施資訊報表、公共給水配水量表、水利署報表、設施枯

旱排名及超越機率、枯旱警戒燈號和埤塘蓄水資訊等六項子功能。

水文推估資訊功能包含長期天氣展望和水庫流量推估，另保留相關

計畫產製之資料呈現區塊。各式報表檔案功能提供使用者類似雲端

空間之功能，檔案存取位置延用既有系統之存取位置。基本資料查

詢功能提供各設施、測站之基本資料。 

(四) 平台沿用既有系統之資料庫，包含 WRMSAPP、WRMSREC 和

WRMSRPT 等，並新建一資料庫 NROWO 以存放平台功能表單及新

建之資料。 

(五) 平台網頁亦納入響應式(RWD)網頁技術以建置網頁版 APP。平台已

架設於網頁主機中，各項功能皆已開發完成。 

(六) 本計畫建置之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不僅更新資料內容，功能面及資

料呈現皆更貼近實際業務需求。 

(七) 本計畫分別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上午及下午各辦理 1 場次教育訓練

以說明平台功能與使用方式。 

(八) 本計畫設計之北區水資源館架構主要分為前館「綜合性面向」與後

館「區域性面向」兩區，前館依序再分為臺灣地區水文概況、北部

地區水資源設施和水資源數字比一比等部分，後館則呈現北區四大

重要水系：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與頭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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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臺灣地區水文概況呈現全臺降雨分布情形及主要河川資訊。北部地區

水資源設施進一步介紹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與頭前溪的主要生活

圈、主要水源設施與與降雨量月分布圖等。水資源數字比一比以視覺

化圖表展示臺灣重要的水利設施與河川的水資源相關數據。水從哪裡

來以看板搭配 QR code 掃描，供參訪者以互動方式探索水源。 

(十) 後館整體設計以一式長幅滿版水系插畫，環繞後館空間。由左至右

為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及頭前溪，呈現各大水系之主流、水利

建造物、重要圳路及主要生活圈，並以文字標籤摘要說明水系與重

要設施特色。 

(十一) 前館設置一式直立式多媒體機，內容為二則北水小遊戲。後館

一式 86 吋大型觸控螢幕架設於頭前溪流域插畫右方牆面上，內容

為主要水庫水情資訊，三式平板電腦分別配置於後館三面插畫牆前，

內容呈現各水系之影音資料。展櫃則陳列相關文宣品、學習單等廣

宣物。 

二、 建議 

(一) 未來因應水源調度政策調整或設施測站異動，建議視需求更新供需

調度圖、流域設施位置圖和各單位測站(設施)位置圖等圖面資訊。 

(二) 目前系統已保留新竹管理處及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之「多元水源

智慧調控 3.巨量資料分析及動態調控模式」計畫相關資料呈現區塊。

建議後續維運管理納入呈現相關資料。 

(三) 未來台水公司資料逐步朝向自動化及雲端化發展，並統一對外介接

管道為產水雲平台，建議後續維運管理持續追蹤。 

(四) 未來若有新的報表產製需求，建議可於需求確認後，檢視系統資料

庫是否能滿足需求，再新增圖表產製功能。 

(五) 展館設計有多媒體設備，建議後續可不定期更新相關水資源宣導圖

文資料，以維展館活性。 

(六) 展館內容豐富且具專業性，建議培育專業導覽人員，以協助目標對

象(中學生)和一般民眾確實了解展館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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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為掌握北部地區各標的之取、用水量、氣象水文等資料，進行水文

即時資料建置分析、水公司各區處原水管網及供配水量調查分析、各水

利會主要灌區圳路(含埤塘)及供水量調查分析，即應用水源運用分析工

具，提出兼具原水、自來水配水、農業配水、水權之水資源供需平台規

劃架構，另為提升水文資料共享及即時呈現效率，建置一適性適用之水

資源供需平台，以利即時查詢運用。此外，為結合十一份文創園區提供

民眾對於水資源的了解，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

局)第二辦公區北區水資源館進行規劃建置，展場範圍計約 30.15 坪，主

要以「北區水資源」為主題進行展示。 

為每日接收臺灣北部地區自來水公司各區處、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氣象局、各河川局、各水利會、翡翠水庫管理局及北水局各水庫管理中

心水源設施營運資訊，北水局於北區水資源調度中心建置資料庫，以電

腦執行系統資料旁收(含人工資料登打、補遺)，並進行資料加值處理等

作業程序，該系統運作多年惟操作介面因應程式運作、軟體技術等提升，

需依照現行需求進行更新調整。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之第二期，前期(108 年)計畫已完成資料盤點、

系統平台規劃和展館規劃等初步作業，本(109)年度計畫延續前期計畫成

果進行建置作業。 

1.2 計畫範圍與工作項目 

一、工作範圍 

主要以北水局所在地(桃園市龍潭區)為主，另涉及資料蒐集整

合及聯繫，故包括部分北水局轄管範圍(含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縣市及連江縣)，計畫範圍如圖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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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淡水河及頭前溪水系水資源風險管理檢討與規劃、本計畫加繪 

圖 1.2-1 計畫範圍 

二、工作項目 

本計畫為「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規劃建置(北部及離島馬祖地

區)」計畫之第二年度計畫，今(109)年度工作項目如下所列，計畫整

體工作流程如圖 1.2-2 所示。 

(一)北部地區跨區域水源調度機制及最佳調適策略 

1.因應板新供水改善二期工程及桃園新竹幹管等完成，提出水源

調度最佳調適策略。 

2.氣象變遷下水源調度手段研擬及建議(工程及管理面)。 

(二)水資源供需平台建置 

1.延續前一年規劃成果進行資訊系統架構擬定。 

2.水資源供需平台建置。 

3.完成北部各用水單位資料介接，並建立 web service 配合修正

介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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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各項報表計算與製作，例如日日監看表、節水統計表、降

雨效益、統計年報等各項成果。 

(三)第二辦公區(福利園區)水資源館建置 

延續前一(108)年規劃設計成果進行展場軟體及硬體佈設。 

(四)教育訓練 

於相關系統建置完成後，針對業務同仁及系統管理成員辦

理 2 場次教育訓練，每場次提供 3 小時以上課程，教育訓練提

供操作手冊，授課方式含上機實習，與訓練有關之講師、教材製

作、講義印製等。 

(五)行政配合事項 

1.配合機關需求辦理工作會議，進行計畫辦理情形說明、答詢及

工作進度報告。 

2.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3.本案其他相關行政配合事宜。 

 

圖 1.2-2 計畫整體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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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前期規劃成果概述 

本計畫為兩年期計畫，今(109)年度為第二年度。於前期計畫已完成

以下規劃： 

一、水資源供需平台規劃及架構 

盤點原系統功能與待改善問題，規劃有四大功能，包含監測資

料查詢、設施資料分析、決策支援資訊、抗旱資料彙整等，各功能

項下再依需求進行細部劃分。 

二、水文水源資料(庫)盤點 

盤點計畫範圍內現行水資源設施及水文測站與原系統內資料

的差異，並提出修正或介接之建議。經盤點後，需增補之水資源設

施主要有中庄調整池，雨量站則有 10 站資料需更動，並可增加 4 站

資料，流量站則有 1 站資料需更動，並可增加 7 站資料，後續可與

相關管理單位接洽以取得資料。另蒐集分析自來水供配水量和灌溉

用水資料於原系統之呈現方式，進而提出更新規劃。自來水方面，

新平台規劃以北水局年報格式為基礎，參考供需調度圖分區，設計

各地區公共給水報表。灌溉用水部分，亦規劃以北水局年報格式為

基礎，呈現與北水局供配水業務相關之內容。 

三、供配水結構及水源調度機制檢討 

蒐集原(清)水水源調度方案以檢討更新既有系統資料，經比對

蒐集之水源調度方案與原系統之調度方案，原系統之調度方案建置

完全，暫無更新之需求，惟需保留未來板二計畫及桃竹雙向計畫完

工之調整空間。為利未來發展，亦針對既有系統水源調度分析功能

以及實務上所使用的巨集功能進行探討分析。此外，亦調整了自來

水各供水調度區供配水結構與桃園和新竹兩地區之農業用水供配

水結構，與原系統之主要差異在於基隆地區細緻化、臺北地區水源

劃分、板新地區獨立繪製、宜花地區簡化呈現和增加馬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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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降雨效益分析 

以目前使用之「水庫降雨、蓄水量及預估調節性放水統計表」

為基礎，開發降雨效益評估功能，並透過石門、翡翠、寶山和寶二、

新山等水庫之歷史資料建立各水庫雨量與逕流係數對應表，以簡化

整體計算流程與計算量，作為未來使用之參考。 

五、第二辦公區水資源館規劃設計 

以「北區水資源」為核心，採用市面上最新展示模組進行規劃

建置，讓人文、水利、生態、科技緊密結合。將整體展館分為頭前

溪、大漢溪、新店溪與基隆河等四大水系區塊，各區塊包含該河系

之水系簡介、地理位置、水資源服務和發展脈絡等。展館各區空間

規劃和展出內容及整體時程預算和視覺設計皆已完成。 

1.4 預期成果 

完成多元水源資訊、技術盤點及數據建立彙整，研析掌握智慧調控

關鍵因素，作為後續資料分析、動態調配及輔助決策之重要基礎。以及

配合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抗旱平台資料介接，同時研提創新資料蒐集

及運用方案規劃，並完成第二辦公區水資源館展場建置，提供多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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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資源供需平台建置 

此工項依據前期規劃成果建置水資源供需平台，並參酌歷次會議意見

略做調整。系統已架設於網頁主機中，並與既有資料庫連結 

(http://10.56.155.23/NROWO/)。並於 109 年 12 月 24 日辦理 2 場次教育訓練

以說明平台功能與使用方式，工作流程如圖 2-1 所示。 

 

圖 2-1 水資源供需平台建置及教育訓練工項工作流程 

2.1 水資源供需平台架構 

系統功能分項如圖 2.1-1 所示，主要分為三層架構，第一層為供需

調度圖、資料統計報表、水文推估資訊、各式報表檔案、基本資料等五

大功能，各功能底下再依需求進行細部劃分。北水局既有之營管系統已

線上運作多年，相關功能使用上具備相當之成熟度，因此整體供需平台

功能設計上，若屬於既有平台之功能，則優先留用或局部調整更新，若

屬於既有平台上未具備之功能，依前期規劃成果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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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水資源供需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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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採用 Visual Studio 2015 進行系統開發，Frame 

work 版本 4.5(含)以上，程式語言採 C#、javascript、html5，資料庫軟體

則使用 MS SQL SERVER，說明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水資源供需平台系統開發說明 

本系統為三層式系統架構( Three-Tier )。此架構可以應用在實體機

器架構上，也可以應用在邏輯架構上，可以按照實體與邏輯上去進行區

分。實體三層架構與作用如下： 

一、客戶端應用程式(Client Application 顯示層)：負責處理客戶端的使

用者介面及資料處理，比如說資料形態的確認等。 

二、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 商業邏輯層)：介於資料庫和客

戶端應用程式間，負責將客戶端應用程式的需求回應給資料庫伺服

器，再將資料庫的資料傳給客戶端應用程式。 

三、資料庫伺服器(RDBMS,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資

料層)：就是資料庫，比如 MS SQL SERVER 、 PostgreSQL 、 

Oracle 等等。本系統使用 MS SQL SERVER。 

 

圖 2.1-2 三層式架構 

業主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 Office 

系統名稱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 

系統開發工具 Visual Studio 2015 

Frame work 版本 4.5.2 

程式語言 C#、javascript、html5 

資料庫 MS SQL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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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式架構可以簡易看為是在前端與資料庫之間加入了一個中間

層，中間層通常包含： 

一、資料存取層 ( Database Access Layer，簡稱 DAL ) 

二、商業邏輯層 ( Business Logic Layer，簡稱 BLL ) 

三、資料物件模型層 ( Database Object Model Layer，簡稱 DOM ) 

 

圖 2.1-3 三層式架構加入中間層 

一、資料庫設計架構 

系統沿用既有系統之資料庫，包含 WRMSAPP、WRMSREC 和

WRMSRPT 等，並新建一資料庫 NROWO 以存放系統功能表單及新

建之資料，詳細資料如表 2.1-2 至表 2.1-6 所列。 

表 2.1-2 資料庫 NROWO 項下之資料表 

項次 名稱 說明 

1 FUNCTIONS 系統功能列表 

2 LowPressureQ 常態減壓節水量人工輸入值儲存表 

3 RainEffect 降雨效益人工輸入值儲存表 

4 DailyNote 日日監看表備註欄儲存表 

5 DailyControlQ 日日監看表控制項儲存表 

6 SMDisPlanQ 石門水庫計畫配水量儲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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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資料表 FUNCTIONS 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說明 

1 IDX 編號 

2 LEVEL_1 第一層功能項名稱 

3 LEVEL_1_ID 第一層功能項代號 

4 LEVEL_1_SORT 第一層功能項排序 

5 LEVEL_2 第二層功能項名稱 

6 LEVEL_2_ID 第二層功能項代號 

7 LEVEL_2_SORT 第二層功能項排序 

8 LEVEL_3 第三層功能項名稱 

9 LEVEL_3_ID 第三層功能項代號 

10 LEVEL_3_SORT 第三層功能項排序 

11 LEVEL_4 第四層功能項名稱 

12 LEVEL_4_ID 第四層功能項代號 

13 LEVEL_4_SORT 第四層功能項排序 

14 URL 連結 

15 STATUS 狀態 

表 2.1-4 資料表 LowPressureQ 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說明 

1 yy 年度 

2 mm 月份 

3 TD 旬別 

4 R1 一區處節水量 

5 R12 十二區處節水量 

6 R2 二區處節水量 

7 R3 三區處節水量 

表 2.1-5 資料表 RainEffect 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說明 

1 SDate 降雨事件起始日期 

2 EDate 降雨事件結束日期 

3 WtrSur_No 設施編號 

4 Supply 供水量 

5 Flood 排洪量 

6 Sum_Eff 合計量 

7 Fut_In 未來入庫量 

8 Est_Eff 預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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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資料表 DailyNote 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說明 

1 YEAR 備註欄所在之日日監看表年份 

2 MONTH 備註欄所在之日日監看表月份 

3 TD 備註欄所在之日日監看表旬別 

4 NUMBER 備註項目編號 

5 NOTE 備註內容 

表 2.1-7 資料表 DailyControlQ 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說明 

1 YEAR 年份 

2 MONTH 月別 

3 TD 旬別 

4 ShihMenQ80 新北、桃園_石門水庫_入流量_ Q80 

5 NewTaoPublic 新北、桃園_出水量管控_公共出水量(含工業)_管控 

6 NewTaoIrr 新北、桃園_出水量管控_農業出水量_旬管控 

7 TaipeiWater 新北、桃園_北水處_管控 

8 SanXiaRiver 新北、桃園_三峽河_推估 

9 SupXinZu 新北、桃園_支援新竹水量_管控 

10 BaoQ80 新竹_寶山+寶二_入流量_ Q80 

11 XinZuPublic 新竹_寶山+寶二_公共出水量(含工業)_管控 

12 LongEstimate 新竹_隆恩堰_推估 

表 2.1-8 資料表 SMDisPlanQ 說明 

項次 欄位名稱 說明 

1 YY 計畫配水量表年份 

2 MM 月別 

3 TD 旬別 

4 SMIrr_Dis 灌溉_石門大圳 

5 KFIrr_TYDis 灌溉_桃園水利會_桃園光復 

6 LowerIrr_TYDis 灌溉_桃園水利會_下游各圳_下游 

7 SCIrr_TYDis 灌溉_桃園水利會_下游各圳_溪洲 

8 LowerIrr_TYDis_Sum 灌溉_桃園水利會_下游各圳_小計 

9 Irr_TYDis_Sum 灌溉_桃園水利會_合計 

10 Irr_Dis_Sum 灌溉_共計(日) 

11 Irr_Dis_TDSum 灌溉_旬計 

12 PCPub_BKDis 公共給水_後池_平鎮第二抽水站 

13 SMPub_SMDis 公共給水_經石門大圳_石門水廠龍潭水廠 

14 PCPub_SMDis 公共給水_經石門大圳_平鎮水廠 

15 CSPub_SMDis 公共給水_經石門大圳_中山用水 

16 CSPub_TYDis 公共給水_經桃園大圳_中山用水 

17 GasInd_TYDis 公共給水_經桃園大圳_中油用水 

18 DNPub_TYDis 公共給水_經桃園大圳_大湳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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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欄位名稱 說明 

19 PSPub_LowerDis 公共給水_下游_板新水廠 

20 DNPub_LowerDis 公共給水_下游_大湳水廠 

21 Pub_Dis_Sum 公共給水_共計(日) 

22 Pub_Dis_TDSum 公共給水_旬計 

23 Dis_Sum 總計(日) 

24 Dis_TDSum 旬總計 

二、程式命名規則 

(一)系統名稱：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 

(二)分為 5 項子功能條列功能及代碼如下 

表 2.1-9 資料庫設計與程式命名規則說明 

功能名稱 功能代碼 說明 

供需調度圖 WSD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資料統計報表 RPT Report 

水文推估資訊 HYD Hydrologic estimation and information 

各式報表檔案 File File 

基本資料 Basic Basic data 

2.2 系統功能建置 

以下針對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之各項系統功能，逐項進行說明，各

表單詳細欄位資料取得與計算詳附錄一。系統將以使用者裝置之 MAC

位址進行身分驗證，取代傳統之帳號密碼登入方式。 

一、 首頁 

此頁面於上方呈現系統架構第一層之五大功能，滑鼠移至各功

能項則可顯示其項下之第二層子功能項，並進行點選前往。此外，

頁面中間建有三大重點資訊之快速連結，其中指標水庫蓄水現況可

連結至水源運用情勢頁面，主要水庫警戒水位資訊可連結至枯旱警

界頁面，而水源供需調度情形則可連結至水源供需頁面，以利使用

者迅速掌握水情資訊。頁尾部分增加更新日期及網站地圖等資訊，

可迅速找到所需之功能表單，如圖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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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系統首頁 

二、 供需調度圖 

分為地區別和流域別兩大功能，資料預設時間為系統使用前一

日，並提供設定起訖日期查詢功能。地區別提供北部地區共 4 種分

區圖示，流域別則包含北區主要水系和馬祖共 8 種分區圖示。各功

能說明如下。 

(一) 地區別 

呈現各地區水源設施和供水區之供需關係圖及相關數據，

如圖 2.2-2 至圖 2.2-6 所示。 

1. 基隆 

包含新山和西勢水庫放流量、基隆河抽水站抽水量、新山、

貢寮、暖暖、員山、白雲淨水場供水量、六堵、中幅淨水場和

區域水源總供水量、北水處支援供水量、瑞芳和貢寮雙溪地區

間支援水量、汐止、基隆、瑞芳和貢寮雙溪等地區供水量和整

體系統之日平均總供水量。如圖 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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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 

包含直潭壩之放流量、長興、公館、直潭、雙溪、陽明淨

水場供水量、支援十二區處和一區處供水量、臺北地區供水量

和整體系統之日平均總供水量。其中雙溪淨水場及陽明淨水

場則分別設為定值 2.9 與 2.4(萬噸/日)。如圖 2.2-3 所示。 

3. 板新桃園 

包含後池、桃園大圳、鳶山堰、三峽河抽水站、調整池取

水量、板新、大湳、龍潭、平鎮、石門淨水場供水量、北水處

支援供水量、支援三區處供水量、板新、北桃園和南桃園地區

供水量和整體系統之日平均總供水量。如圖 2.2-4 所示。 

可進一步查看石門水庫供水調度圖，包含石門大圳、後池

和桃園大圳供應石門龍潭、平鎮、板新、大湳淨水場、中科院、

中油、個別工業、下游、石門、桃園灌區之供水量，及整體系

統之日平均總供水量。如圖 2.2-5 所示。 

4. 新竹 

包含上坪堰、竹東圳、隆恩堰、抗旱井、頭前溪下游取水

量、寶山、寶二水庫放流量、湳雅、新竹第一及第二、寶山、

員崠淨水場供水量、二區處支援供水量、東興淨水場支援供水

量、北新竹、南新竹、竹東地區供水量和整體系統之日平均總

供水量。如圖 2.2-6 所示。 

(二) 流域別 

此功能主要參考原營管系統之區域展示功能，並改以流域

為單位劃分，同時加強數據圖表之呈現。各流域圖面包含雨量

站、流量站、水源設施和淨水場等，資料表則呈現雨量、流量、

水源設施和供水之日資料，此外，各項數據皆可查看月、年或自

訂區間之歷線圖，如圖 2.2-15 至圖 2.2-18 所示。 

1. 北區主要水系 

圖面呈現基隆河、淡水河、新店溪、大漢溪、頭前溪、

蘭陽溪、花蓮溪及秀姑巒溪等流域和馬祖各島。資料表有各

流域重點水庫之水位、蓄水量、蓄水率、進水量、出水量和

降雨量等，並加註水位及蓄水量資料時間，如圖 2.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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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隆河 

雨量數據有新山和西勢水庫之集水區平均雨量，及火燒

寮、瑞芳、大尖山、五指山和南港雨量站；流量數據有介壽

橋流量站；水源設施數據有新山和西勢水庫之水位及有效蓄

水量；供水數據有新山和暖暖淨水場，如圖 2.2-8 所示。 

3. 新店溪 

雨量數據有翡翠水庫之集水區平均雨量，及太平、碧湖、

坪林、十三股、九芎根和翡翠雨量站；流量數據有南勢溪流

量；水源設施有翡翠水庫水位、有效蓄水量、進水量和出水

量；供水數據有直潭、公館和長興淨水場，如圖 2.2-9 所示。 

4. 大漢溪 

雨量數據有石門水庫之集水區平均雨量，及熊空山、大

豹、西丘斯山、鎮西堡、白石、玉峰、嘎拉賀、池端、巴陵、

高義、霞雲和石門雨量站；水源設施數據有石門水庫之水位、

有效蓄水量、進水量和出水量、鳶山堰和三峽河抽水站之取

水量；供水數據有板新、平鎮、石門、龍潭和大湳淨水場，

如圖 2.2-10 所示。 

5. 頭前溪 

雨量數據有上坪堰、寶山和寶山第二水庫之集水區平均

雨量，及雪霸、白蘭、太閣南、鳥嘴山、梅花和竹東雨量站；

流量數據有上坪和竹林大橋流量站；水源設施數據有寶山和

寶山第二水庫之水位、有效蓄水量、進水量和出水量、隆恩

堰之取水量；供水數據有內灣、寶山、第二、第一、湳雅、

新埔和員崠淨水場，如圖 2.2-11 所示。 

6. 蘭陽溪 

雨量數據有思源、南山、太平山、土場和玉蘭雨量站；

流量數據有牛鬥和蘭陽大橋流量站；供水數據有廣興、松羅、

深溝、南山、四季和英士淨水場，如圖 2.2-12 所示。 

7. 花蓮溪及秀姑巒溪 

雨量數據有大農、太安、大觀、壽豐和龍澗雨量站；流

量數據有瑞穗大橋和花蓮大橋流量站；供水數據有鳳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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璉、池南、玉里、松浦、舞鶴、富源和港口淨水場，如圖 2.2-13

所示。 

8. 馬祖 

雨量數據有馬祖雨量站；水源設施有各島水庫和海淡出

水量。如圖 2.2-14 所示。 

 

圖 2.2-2 「供需調度圖_地區別_基隆」 

 

圖 2.2-3 「供需調度圖_地區別_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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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供需調度圖_地區別_板新桃園」 

 

圖 2.2-5 「供需調度圖_地區別_石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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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供需調度圖_地區別_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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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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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基隆河」 

 

圖 2.2-9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新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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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0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大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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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頭前溪」 

 

圖 2.2-12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蘭陽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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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3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花蓮溪及秀姑巒溪」 

 

圖 2.2-14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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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5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雨量組體圖_月」 

 

圖 2.2-16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雨量組體圖_年」 

 

圖 2.2-17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雨量組體圖_自訂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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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8 「供需調度圖_流域別_水位及蓄水量歷線圖」 

 

三、 資料統計報表 

呈現各項數據報表，包含水源設施資訊報表、公共給水配水量

表、水利署報表、設施枯旱排名及超越機率、枯旱警戒燈號和埤塘

蓄水資訊等六項子功能，詳細說明如下。 

(一)水源設施資訊報表 

提供水源設施資訊報表，項下有水庫水情、雨量與進水量

比較、蓄水量比較、降雨量比較和各標的用水量等五樣表單，詳

細說明如下。 

1.水庫水情：可查詢北部地區或離島地區主要水庫設定日期之資

料，欄位包含水資源設施、有效容量(萬噸)、集水區降雨量(毫

米)、水位標高(公尺)、蓄水量(萬噸)、蓄水率(%)、進水量(萬

噸)、出水量(萬噸)、水位變化(公尺)、水位及蓄水量資料時間

等。北部地區包含新山水庫、西勢水庫、翡翠水庫、石門水庫、

寶山水庫、寶山第二水庫及永和山水庫等主要水庫。如圖

2.2-19 所示。 

2.雨量與進水量比較：可查詢各主要水庫設定年份之資料，欄位

包含月、旬、旬平均降雨量(毫米)、歷年該旬平均降雨量(毫米)、

百分比(%)、旬平均進水量(萬噸)、歷年該旬平均進水量(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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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等。設施選項有新山水庫、西勢水庫、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寶山水庫、寶山第二水庫、永和山水庫、勝利水庫、

后沃水庫及坂里水庫等主要水庫。如圖 2.2-20 所示。 

3.蓄水量比較(簡報)：可查詢設定日期之資料，欄位包含枯旱排

名、進水量超越機率(%)、水庫名稱、有效容量(萬噸)、水位

(公尺)、有效蓄水量(萬噸)、蓄水量百分比(%)、近 10 年平均

蓄水量、差異量、前年同期蓄水量、差異量、去年同期蓄水量

和差異量等。設施包含新山水庫、西勢水庫、翡翠水庫、石門

水庫、寶山水庫、寶山第二水庫及永和山水庫等主要水庫。如

圖 2.2-21 所示。 

4.降雨量比較(簡報)：可查詢設定日期之資料，欄位包含水庫名

稱、降雨量(毫米)、該日期回推一年之各月份、近 3 月累計、

近 6 月累計、該日期當月累計。資料內容包含新山水庫、翡

翠水庫、石門水庫、寶山第二水庫之實際降雨、歷年平均降雨

(統計年份)和實際降雨/平均降雨(%)等。如圖 2.2-22 所示。 

5.各標的用水量：可查詢石門水庫和寶山寶二水庫之各標的用水

量資料，時間尺度包含日、旬、月、年等四種，日報及年報可

設定查詢一起訖區間，旬報及月報可指定年份。欄位則參照

統計年報之設定。如圖 2.2-23 和圖 2.2-24 所示。 

 

 

圖 2.2-19 「資料統計_水源設施_水庫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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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0 「資料統計_水源設施_雨量與入流量比較」 

 

圖 2.2-21 「資料統計_水源設施_蓄水量比較」 

 

圖 2.2-22 「資料統計_水源設施_降雨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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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3 「資料統計_水源設施_各標的用水量_石門水庫」 

 

圖 2.2-24 「資料統計_水源設施_各標的用水量_寶山寶二」 

 

(二)公共給水配水量表 

提供北部地區公共給水資料，包含臺北地區、板新地區、

桃園地區、新竹地區、基隆地區、宜蘭地區、花蓮地區和馬

祖地區等，時間尺度則有日、旬、月、年等四種統計報表。

日報可設定查詢某一起訖日期區間之報表，旬報則可設定查

詢某一年各月各旬之報表，月報則可設定查詢某一年各月之

報表，年報則可設定查詢某一起訖年份區間之年報表。 

1. 臺北地區 

欄位設計參考北水處報表並依據業務課室意見修

改，包含時間、直潭淨水場出水量、公館淨水場出水量、

長興淨水場出水量、陽明淨水場出水量、雙溪淨水場出

水量、總配水量、支援 1 區處、支援 12 區處和總支援

用水量。如圖 2.2-25 至圖 2.2-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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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板新地區 

欄位設計參考供水分析表，包含時間、三峽河、大

漢溪側流、北水處支援、支援桃園和合計。如圖 2.2-29

所示。 

3. 桃園地區 

欄位設計參考供水分析表，欄位包含板新支援、大

漢溪側流、石門水庫、支援新竹。如圖 2.2-30 所示。 

4. 新竹地區 

欄位設計參考供水分析表，欄位包含時間、寶山、

寶二、桃園支援、小計、隆恩堰、永和山支援、小計和

總計。如圖 2.2-31 所示。 

5. 基隆地區 

欄位設計參考供水分析表，欄位包含時間、基隆河、

新山水庫、小計、西勢水庫、瑪鋉溪、瑪陵溪、貢寮攔

河堰、地面水、小計、北水處支援、北海岸和總計。如

圖 2.2-32 所示。 

6. 宜蘭地區 

欄位包含時間、深溝給水廠之地面水、地下水、小

計、廣興給水廠之地面水、地下水、小計和全區之地面

水、地下水、總計。如圖 2.2-33 所示。 

7. 花蓮地區 

欄位包含時間、花蓮給水廠之地面水、地下水、小

計、鳳林營運所之地面水、地下水、小計、玉里營運所

之地面水、地下水、小計和全區之地面水、地下水、總

計。如圖 2.2-34 所示。 

8. 馬祖地區 

欄位包含時間、南竿之湖庫水、海淡水、小計、北

竿之湖庫水、海淡水、小計、東引之湖庫水、海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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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東莒之湖庫水、地下水、小計、西莒之湖庫水、

海淡水、小計和全區之湖庫水、海淡水、地下水、總計。

如圖 2.2-35 所示。 

 

 

圖 2.2-25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臺北地區_日報」 

 

圖 2.2-26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臺北地區_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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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7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臺北地區_月報」 

 

圖 2.2-28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臺北地區_年報」 

 

圖 2.2-29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板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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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0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桃園地區」 

 

圖 2.2-31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新竹地區」 

 

圖 2.2-32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基隆地區」 

 

圖 2.2-33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宜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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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4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花蓮地區」 

 

圖 2.2-35 「資料統計_公共給水_馬祖地區」 

(三)水利署報表 

協助產製日常業務所需之報表，項下分為日日監看表、供

水分析表、節水計算統計表和降雨效益表等四個子項，詳細說

明如下。 

1.日日監看表：可查詢設定日期之當旬資料，參照現行之日日監

看表」，包含地區、水源、項目、當旬各天日期和備註等，地

區包含新北桃園、新竹等，水源包含石門水庫、中庄調整池、

北水處、三峽河、寶山+寶二、隆恩堰等。如圖 2.2-36 所示。 

2.供水分析表：可查詢設定年份、月別之資料，欄位參照現行之

「北部及東部區域供水分析表」，包含區域、地區、民生及工

業需水量(萬噸/日)、供水來源、當月日平均供水量等。區域包

含北部、東部及離島，地區則有基隆北海岸、大臺北、板新及

桃園、新竹、宜蘭、花蓮和馬祖等。如圖 2.2-37 所示。 

3.節水計算統計表：可查詢設定年份、月別之資料，包含四個子

表和一個總表，子表分別為水庫放水總量管制節水量、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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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供水調度量、農業灌溉節水量和常態減壓節水量，欄位參

照現行之「節水計算統計表」。如圖 2.2-38 所示。 

水庫放水總量管制節水量欄位有地區、水源、設定月份當

月及前月之上、中、下旬，地區包含新北、桃園和新竹，水源

則對應石門和寶山+寶二。 

跨區域供水調度量欄位有管理單位、地區、水源、設定月

份當月及前月之上、中、下旬，管理單位包括北水局和中水局，

地區對應為新北、桃園和桃園、新竹及苗栗、新竹，水源則對

應為北水處→板新、石門→新竹和永和山→新竹。 

農業灌溉節水量欄位有地區、水源、設定月份當月及前月

之上、中、下旬，地區為桃園，水源則分為石門和寶山+寶二。 

常態減壓節水量欄位有地區、區處、設定月份當月及前月

之上、中、下旬，地區包含基隆、新北、桃園和新竹，區處則

對應一區處、十二區處、二區處和三區處。 

總表之欄位則包含日期、旬次、水庫放水總量管制節水量、

跨區域供水調度量、農業節水灌溉量、常態減壓節水量、旬合

計和每月合計。 

4.降雨效益表：可查詢設定日期區間之資料，欄位參照現行之「水

庫降雨、蓄水量及預估調節性放水統計表」。如圖 2.2-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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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6 「資料統計_水利署報表_日日監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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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7 「資料統計_水利署報表_供水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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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8 「資料統計_水利署報表_節水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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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9 「資料統計_水利署報表_降雨效益表」 

 

(四)設施枯旱排名及超越機率 

本功能設計主要是針對使用者可快速進行整體水情狀況

進行說明分析而設計，部分內容皆摘錄自系統各功能項下，針

對可能會綜合關心之水情項目，盡可能於同一功能頁面下呈

現，讓使用者減少切換畫面作業的困擾。項下包含水源運用情

勢、雨量情勢、流量情勢和設施情勢等四個子功能。 

1.水源運用情勢：採用文字條列呈現水源設施名稱、時間、水位、

有效蓄水量、蓄水率、進水量、超越機率、出水量、歷年豐枯

排序等。此外，於頁面下方設有水庫蓄水枯旱排名圖表，圖表

中查詢年度之資料以不同顏色標註。設施包含新山水庫、西

勢水庫、翡翠水庫、石門水庫、寶山水庫、寶山第二水庫、永

和山水庫、勝利水庫、后沃水庫及坂里水庫等主要水庫。如圖

2.2-40 所示。 

2.雨量情勢：採用文字條列呈現，內容包含水源設施名稱、時間、

近一、三、六個月累積雨量、近一、三、六個月雨量/歷年同

期雨量等。設施包含新山水庫、西勢水庫、翡翠水庫、石門水

庫、寶山水庫、寶山第二水庫、永和山水庫、勝利水庫、后沃

水庫及坂里水庫等主要水庫。如圖 2.2-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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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量情勢：採用文字條列呈現，內容包含水源設施名稱、時間、

旬平均流量、旬總累積流量、月平均流量、月總累積流量、當

日流量、歷年同日流量平均與日流量/歷年同日流量平均與和

超越機率等。設施包含八堵抽水站、西勢水庫、翡翠水庫、石

門水庫、上坪堰及永和山水庫等。如圖 2.2-42 所示。 

4.設施情勢：可查詢設定日期之單一設施今年、去年及近五年之

水位及蓄水量歷線圖。設施選項有新山水庫、西勢水庫、翡翠

水庫、石門水庫、寶山水庫、寶山第二水庫、永和山水庫、勝

利水庫、后沃水庫及坂里水庫等主要水庫。如圖 2.2-43 所示。 

 

 

圖 2.2-40 「資料統計_枯旱排名_水源運用情勢」 



  

 

 2-35  

 

 

 

圖 2.2-41 「資料統計_枯旱排名_雨量情勢」 

 

圖 2.2-42 「資料統計_枯旱排名_流量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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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3 「資料統計_枯旱排名_設施情勢」 

 

(五)水源設施枯旱警戒燈號 

主要以三張表及一張燈號分布圖呈現各區指標水庫當日

蓄水狀況與警戒值比較及燈號。上方總表欄位包含調度區、指

標水源、蓄水現況、計算出燈號和歷線圖等欄位；中間北區細

表包含供水區、指標水庫、7 時蓄水量、規線、燈號警戒值、

蓄水量與燈號警戒值差距和燈號；下方馬祖細表則包含供水區

有效儲水量、燈號警戒值、有效儲水量與燈號警戒值差距和燈

號，建置成果如圖 2.2-44 和圖 2.2-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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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4 「資料統計_枯旱警戒燈號」 

 

圖 2.2-45 「資料統計_枯旱警戒燈號_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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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埤塘蓄水資訊 

此功能主要參考原營管系統簡報資料之石門和桃園管理

處功能，另增加新竹管理處區塊。 

1. 石門管理處 

(1) 主要圳路取水：呈現石門大圳流量/水位系統圖，及各

控制點數據。如圖 2.2-46 所示。 

(2) 埤塘資料：呈現石門管理處埤塘蓄水狀況統計表，包

含工作站、支渠名稱、埤塘數、埤塘面積(公頃)、有效

蓄水容量(噸)、目前有效蓄水量(噸)、蓄水率(%)、灌概

面積(公頃)等欄位。如圖 2.2-47 所示。 

(3) 蓄水率：呈現各工作站埤塘蓄水率柱狀圖。如圖 2.2-48

所示。 

2. 桃園管理處 

(1) 埤塘資料：呈現桃園管理處埤塘蓄水狀況統計表，包

含工作站、支渠名稱、埤塘數、有效蓄水容量(噸)、目

前有效蓄水量(噸)、蓄水率(%)、灌概面積(公頃)、資料

更新時間等。如圖 2.2-49 所示。 

(2) 蓄水率：呈現各工作站埤塘蓄水率柱狀圖。如圖 2.2-50

所示。 

3. 新竹管理處 

保留功能區塊，建議未來完成介接及功能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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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6 「資料統計_埤塘蓄水_石門管理處_主要圳路」 

 

圖 2.2-47 「資料統計_埤塘蓄水_石門管理處_埤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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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8 「資料統計_埤塘蓄水_石門管理處_蓄水率」 

 

圖 2.2-49 「資料統計_埤塘蓄水_桃園管理處_埤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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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0 「資料統計_埤塘蓄水_桃園管理處_蓄水率」 

四、 水文推估資訊 

提供水文相關資料及數據，包含氣象局之長期天氣展望、水庫

流量推估和水源調控資料，詳細說明如下。 

(一)長期天氣展望：呈現氣象局月及季展望預報資料，可查詢設定

時間之資料，包含時間、月雨量機率預報、月氣候正常值範圍、

季雨量機率預報和季氣候正常值範圍，建置成果如圖 2.2-51 和

圖 2.2-52 所示。 

(二)水庫流量推估：可選擇查詢日、旬或月資料，日資料可設定日期

區間，選項有平均流量或各超越機率流量，設施包含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和寶山及寶二水庫，以圖表形式共同呈現，建置成果

如圖 2.2-53 所示。 

(三)水源調控資料：後續可介接相關計畫「多元水源智慧調控-3.巨

量資料分析及動態調控模式」產製之水源調控資料。 

 

圖 2.2-51 「水文推估_月長期天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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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2 「水文推估_季長期天氣展望」 

 

圖 2.2-53 「水文推估_水庫流量推估」 

五、 各式報表檔案 

提供使用者具存取功能之網路資料庫、檔案庫服務，將檔案資

料，透過網路方式進行上傳下載，類似雲端空間之功能方式呈現。

檔案存取位置延用既有系統之存取位置。檔案可分為六大類，分別

為設施運轉報表、自來水供水報表、農業用水專區、抗旱專區、防

汛專區和其它檔案，各項下之檔案主要延續原營管系統之檔案資料

夾內容，如下所列，建置成果如圖 2.2-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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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施運轉報表 

1.主要水庫蓄水量報表 

2.石門水庫總量管制日報表 

3.石門水庫運轉資料(石管中心) 

4.石門水庫運用統計表(經管課) 

5.寶二水庫運轉資料(寶管中心) 

6.羅東堰運轉資料(羅管中心) 

7.水情月報及旬報(核定版) 

(二)自來水供水報表 

1.自來水公司供水報表 

2.臺北自來水公司供水報表 

3.連江縣自來水廠供水報表 

4.馬祖地區供水日報表 

5.北部地區水資源供需情形 

6.各項用水統計資料 

(三)農業用水專區 

(四)抗旱專區：歷次水情會議簡報 

(五)防汛專區：汛期濁度因應供水報表 

(六)其它檔案 

1.售水售電收入統計表(經管課) 

2.監控與通訊系統-月報及總報告 

3.計畫配水量(審定版) 

4.公務報表-水利署 

5.統計手冊-北水局 

6.成果報告(含簡報) 

7.供水契約 

8.售電契約 



  

 

 2-44  

 

 

 

圖 2.2-54 「報表檔案」 

六、 基本資料查詢 

提供各設施、測站之基本資料，分為水源設施、淨水場、雨量

站、水文站和計畫配水量等子項，詳細說明如下。 

(一) 水源設施：可查詢主要水庫及各流域水源設施之基本資料，欄

位包含水源設施名稱、最高常水位(公尺)、呆水位標高(公尺)、

總有效蓄水量(萬噸)、集水面積(平方公里)、規線、HAV、運用

要點等，其中規線、HAV 和運用要點以超連結另開新頁面呈

現資料。流域可選取雙溪與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頭前溪、

蘭陽溪、花蓮溪和馬祖等。如圖 2.2-55 至圖 2.2-59 所示。 

(二) 淨水場：可設定查詢各水公司單位之淨水場基本資料，欄位包

含淨水場名稱、所屬系統、所屬廠所、設計出水量(CMD)、水

源來源、備註(淨水場編號)等。水公司單位選項有台水一區處、

台水二區處、台水三區處、台水八區處、台水九區處、台水十

二區處、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和連江縣自來水廠等。並可點選查

看各區處淨水場位置圖。如圖 2.2-60 和圖 2.2-61 所示。 

(三) 雨量站：可設定查詢各觀測機關雨量站基本資料，欄位包含測

站編號、測站名稱、X 座標、Y 座標、標高(m)等，建置成果

如圖 2.2-62 所示。觀測機關選項有中央氣象局、北水局、經濟

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和翡翠水庫管理局等。如圖 2.2-62 所示。 

(四) 水文站：可設定查詢各觀測機關水文站基本資料，採表格方式

呈現，欄位包含測站編號、測站名稱、X 座標、Y 座標、集水

面積等。觀測機關選項有北水局、台水十二區處、經濟部水利

署第一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九

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和翡翠水庫管理局等。並可

點選查看各機關水文站位置圖。如圖 2.2-63 和圖 2.2-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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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配水量：可查詢設定年份之石門水庫計畫配水量。如圖

2.2-65 所示。 

 
圖 2.2-55 「基本資料_水源設施_主要水庫」 

 
圖 2.2-56 「基本資料_水源設施_主要水庫_規線」 

 
圖 2.2-57 「基本資料_水源設施_主要水庫_HAV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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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8 「基本資料_水源設施_主要水庫_運用要點連結」 

 

圖 2.2-59 「基本資料_水源設施_主要水庫_各流域」 

 

圖 2.2-60 「基本資料_淨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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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1 「基本資料_淨水場位置圖_北水處」 

 

圖 2.2-62 「基本資料_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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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3 「基本資料_水文站」 

 

圖 2.2-64 「基本資料_水文站位置圖_一河局」 

 

圖 2.2-65 「基本資料_計畫配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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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網頁版 APP 

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發展與普及，為因應使用者對於網頁之

瀏覽方式及操作習慣改變，本系統網頁亦納入響應式(RWD)網頁技術建

置網頁版 APP。基於系統設定為業務課室內部使用，網頁版 APP 亦鎖

定特定用戶裝置，以簡化登入流程。網頁版 APP 操作畫面如圖 2.3-1 至

圖 2.3-6 所示。 

 

 

圖 2.3-1 首頁畫面 
 

圖 2.3-2 功能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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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監測資料報表畫面 
 

圖 2.3-4 水文推估資訊畫面 

 

圖 2.3-5 各式報表檔案夾畫面 
 

圖 2.3-6 基本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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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育訓練 

於系統建置完成後，本計畫針對相關使用人員辦理 2 場次教育訓練，

每場次提供 3 小時課程及操作手冊作為教材，詳細說明如下，辦理情形

如表 2.4-2、表 2.4-3、圖 2.4-1 和圖 2.4-2 所示。 

一、 舉辦地點 

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辦理。 

二、 舉辦日期 

(一) 場次一：10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 12 時。 

(二) 場次二：109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14 時至 17 時。 

三、 參加人員 

教育訓練對象以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相關業務人員為主。 

四、 教育訓練內容 

(一) 發放簡報講義。 

(二) 每場次各 3 小時，主要內容如下： 

1.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介紹 

2.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功能說明及實作 

3. 北區水資源供需平台維運管理 

五、 教育訓練課程時間表 

表 2.4-1 教育訓練課程時間表 

時間 講題 講員 

場次一 

09:00~09:15 簽到及領取資料 

中興公司 水利部 

温勖惠 工程師 

09:15~10:00 平台緣起與功能說明(一) 

10:00~10:15 休息時間 

10:15~11:00 功能說明(二) 

11:00~11:15 休息時間 

11:15~12:00 功能說明(三)與維運管理 

場次二 

14:00~14:15 簽到及領取資料 

中興公司 水利部 

温勖惠 工程師 

14:15~15:00 平台緣起與功能說明(一) 

15:00~15:15 休息時間 

15:15~16:00 功能說明(二) 

16:00~16:15 休息時間 

16:15~17:00 功能說明(三)與維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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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第一場次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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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第二場次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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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第一場次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圖 2.4-2 第二場次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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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辦公區(福利園區)水資源館建置 

此工項係依據前期規劃成果進行展館細部設計，再依據業務課室意見

調整設計內容，最後完成全館佈設，工作流程如圖 3-1 所示。本年度經多次

工作會議及意見討論，確立展館架構、風格及內容大綱，歷次工作會議情形

如圖 3-2 所示，內容如表 3-1 所示。 

 

圖 3-1 水資源館建置工項工作流程 

 

 
圖 3-2 展館工作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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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展館工作會議結論 

日期 與會人 會議結論 

04/24 

工執審查會議 

局長、各課室、
經管課、中興
公司、羅傑威
爾公司 

1. 前館以綜合性面向及後館以區域性面向之規劃原則可行。 

2. 「風景看北水」不宜作為展示主題，但可作為烘托之用。 

3. 展館名稱「北水家族」應修正。 

4. 後館四水系順序宜配合實際空間調整。 

5. 「數字看北水」區應以全台水庫為比較對象。此外展示內逐年
更新，故不宜以印刷品方式呈現。 

6. 展示文字量過多，並應以互動方式呈現。 

7. 展館內容設定目標對象為中學生以上。 

05/13 

工作討論會議 

經管課、外部
委員(邱木泉、
徐笑情)、林弈
丞、中興公司、
羅傑威爾公司 

1. 展館入口處須設計主視覺圖。 

2. 新增地面空間展示水系以利引導訪客參觀。 

3. 「供配水系統」區，內容改為「供需策略」。 

4. 「數字看北水」區名稱調整、6 主題及內容須再提方案。 

5. 斜層櫃方式考慮陳列內容調整或移除。 

6. 整體設計配合既有時光隧道地面風格。 

06/01 

工作討論會議 

經管課、中興
公司、羅傑威
爾公司 

1. 前館「供需策略」提出兩式方案供選擇。 

2. 後館「四大水系」改為介紹當地用水特色。 

3. 後館「地貼區」之地理位置需正確。 

4. 展館入口處主視覺材質需考量耐用性。 

5. 前館「數字比一比」區使 QR code 方式增加互動性。 

06/05 

工作討論會議 

局長、經管課、
中興公司、羅
傑威爾公司 

1. 後館「四大水系」以各水系重要水庫為主體，延伸介紹該水系
之特色、水資源運用與歷史背景。 

2. 四大水系定調由左至右為：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頭前溪。 

3. 動線修正為由左至右。 

4. 前館「供需策略」區更換為「北水轄區地圖」。 

07/08 

工作討論會議 

局長、經管課、
中興公司、羅
傑威爾公司 

1. 入口區採第一款設計再依討論內容美化 

2. .後館設計以插畫為主，將全部水系融為一大圖 

3. 後館多媒體裝置集中設置於中島 

4. 不須使用移動式展板與斜層櫃 

5. 會後新增蘭陽溪水系，改為五大水系。 

08/25 

工作討論會議 

局長、經管課、
中興公司 

1. 入口進門處使用屏風，延伸大門視覺意象 

2. 前館北區簡介、北區範圍圖增加文字說明 

3. 前館數字比一比比較對象調整、增加河川流量與利用率兩區 

4. 前館多媒體機置於入左前牆面 

5. 後館水系大圖移除蘭陽溪水系，改回四大水系，增加機關、重
要圳路圖與相關文字說明 

6. 後館平板電腦不遮蔽圖面，內容以宣導影片為主 

09/18 

工作討論會議 

局長、經管課、
中興公司、羅
傑威爾公司 

1. 取消入口進門處屏風 

2. 前館北區簡介、北區範圍圖文字資料調整 

3. 前館數字比一比比較對象與項目調整 

4. 後館插畫流域位置調整、增加電廠等設施 

11/12 期末審查 

1. 前館“台灣地區水文概況”移除東部地區與蘭陽溪，增加主流
長度資訊，調整單位與呈現方式。 

2. 前館“北部地區水文及水源設施概況”地圖採國土測繪底圖，
資訊欄對應修正。 

3. 前館“水資源數字比一比”增修設施列表，調整單位與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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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與會人 會議結論 

4. 多媒體導覽機：前館”即時水情”及“水系風情”拉到後館，
刪”北水局官網”、“展場導覽”。 

5. 後館插圖風格採古樸者，整體布局調整為合理地理比例，並增
加畫面資訊豐富度。 

12/23 工作討論會議 

1. 前館“台灣地區水文概況”採地圖底圖，削弱次要資訊(縣市
名、縣市界)、強化主要資訊(等雨量線、四大分區界)。 

2. 前館“北部地區水文及水源設施概況”雨量圖呈現水系集水區資訊。 

3. 多媒體機內容：前館直立式觸控機為線上益智遊戲，後館平板
電腦為水系照片影音，86”大型螢幕為即時水情。 

4. 後館插圖以工筆水墨風格呈現，圖面增加各設施簡要列表說明
與 QRcode 補充資訊。 

3.1 展館架構設計 

展館之設計須先確立展覽架構、由架構發展內容、最後依內容擇定

適宜的展示樣態。本計畫依據前期規劃成果，整合整體展示重點，以北

水局轄區內重要水系為主軸，整合性介紹該水系為民眾提供的水資源服

務，如表 3.1-1 所示。 

展館整體架構以臺灣地區水文概況為始，概略性介紹臺灣降雨時空

分布及各區主要河川；接著介紹北水局轄區範圍，讓參訪者對北水局之

轄區地理位置與提供的水資源服務，有整體性了解；繼擇定北水局之四

大重要水系：頭前溪、大漢溪、新店溪與基隆河為重點介紹項目，說明

各水系特色、重要設施、地理歷史脈絡及其提供的水資源服務；末則以

整合性之設施數字資訊圖像作結。展示內容以轄區地理位置為敘事主軸，

延伸涵括水文化歷史、水資源技術、水科技服務及水環境景點，透過由

繁化簡的圖文編輯並搭配互動裝置，使參訪者快速掌握與理解北水局整

體服務。經歷次工作討論會議收斂後，定調整體架構為前館「綜合性面

向」與後館「區域性面向」區。 

表 3.1-1 展館主軸設定 

項目 內容 

展館名稱 北區水資源館 

目標對象 以中學生為主 

展示目標 
使參訪者了解介紹北水局轄管範圍及其所提供的水資源服務。 

了解北水局主要水系之重要建設、相關服務與景點 

展示面向 水文化歷史、水資源技術、水科技服務及水環境景點 

展示方式 靜態為主，適當搭配互動及多媒體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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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展館架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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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展館空間設計 

依據展館架構配置之空間設計部分則以中央時光廊道為界，區分為

前館「綜合性面向」與後館「區域性面向」，動線設計則配合橫式文字

書寫方向由左側開始進行瀏覽，如圖 3.2-1 所示，以下依動線說明前後

館各區位置與功能。 

一、 臺灣地區水文概況 (○1 )：入口處左方牆，以簡要文字與背板，介

紹臺灣地區水文概況，作為本展館內容之開場說明。 

二、 北部地區水資源設施(○2  )：入口處左前方牆，以地理位置主視覺

圖背板，作為北水局之水系整體介紹；並設置多媒體導覽機。 

三、 數字比一比(○3  )：以數據圖文方式呈現北水局轄區內主要水利設

施之相關資訊，此外並以 QR CODE 連結網站資料庫方式，提供

民眾以手機掃描後查詢，增加互動趣味性。 

四、 水系介紹(○4 ~○7 )：位於時光廊道後方區，以一長幅滿版的水系手

繪插畫，連貫呈現北區四大重要水系，圖面資訊包含主要生活圈、

水源水系、主要水源設施、主要渠圳等。配合水系大圖內容，後

館並設置三台平板電腦載具，內容呈現水系插畫較難展示的宣導

影片及水系風情等，並搭配 86 吋大型觸控螢幕，呈現主要水庫之

即時水情。 

五、 考量展館主要對象為中學生，配合學生生理高度，整體展板以離

地 80 公分~離天花板 80 公分內區塊作為主要資訊範圍。後館並

設置長椅供參觀者休憩。 

六、 貫穿前後館之時光迴廊以使用水系風情照片輪播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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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全區配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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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展館內容設計 

依循展館整體架構進行展館內容設計，以下分項詳細說明各分區圖

文內容與型態設計。 

3.3.1 臺灣地區水文概況 

一、 位置與型態 

位於展館入口左方牆面，版面尺寸為 W350xH280cm，以

簡要文字與背板，作為本展館內容之開場說明。 

二、 內容 

(一) 標題：臺灣地區水文概況 

(二) 降雨量分布 

 

統計年份：1991~2020，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 https://www.cwb.gov.tw/V8/C/C/Statistics/monthlymean.html ) 

圖 3.3-1 臺灣地區降雨量分布設計 

7:3

8:2

9:1

年總雨量2368.5 mm

年總雨量1762.8 mm

年總雨量1968.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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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河川平均流量 

表 3.3-1 臺灣地區主要河川平均流量 

河川 年平均逕流量(億噸) 主流長度(公里) 

北 

淡水河_基隆河 17.2 86 

淡水河_新店溪 24.4 82 

淡水河_大漢溪 17.4 135 

頭前溪 7.9 63 

中 

大安溪 15.7 96 

大甲溪 28.6 125 

烏溪 37.8 120 

濁水溪 62.0 187 

南 

北港溪 9.83 82 

八掌溪 7.55 81 

曾文溪 20.61 138 

高屏溪 75.7 171 

資料來源：北中南東主要河川歷年平均流量：北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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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文配置示意 

設計及空間配置如圖 3.3-2，版面左方考量大門開關遮蔽

問題，將主要圖文設計於偏右區塊。左半部為全臺等雨量線

圖，搭配地形底圖與各縣市名稱，右半部為圖表標題與北中

南各區之降雨月分布圖及主要河川資訊表。 

 

圖 3.3-2 臺灣地區水文概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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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北部地區水文及水源設施概況 

一、 位置與型態 

入口處左前方牆，版面尺寸為 W520xH270cm，延續臺灣

地區水文概況地形底圖，進一步介紹北部地區水文及水源設

施概況。 

二、 內容 

以北部地區主要水系為主，於右側圖面標示基隆河、新

店溪、大漢溪與頭前溪的主要生活圈、主要水源設施與降雨

量月分布圖等，並於左側呈現相關資訊表，如圖 3.3-3 所示。 

表 3.3-2 北部地區水資源設施 

主要生活圈 水源水系 主要水源設施 有效庫容(萬噸) 水庫管理單位 

基隆港區 淡水河_基隆河 新山水庫 975 
台灣自來水公司 

第一區管理處 

臺北盆地 淡水河_新店溪 翡翠水庫 33,397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桃園台地 淡水河_大漢溪 石門水庫 20,266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新竹平原 頭前溪/上坪溪 

寶山水庫 504 
台灣自來水公司 

第三區管理處 

寶二水庫 3,147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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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北區範圍圖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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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水資源數字比一比 

一、 位置與型態 

位於入口處右方牆面區，以背板圖文方式呈現臺灣主要

水源設施之相關資訊，此外並以 QR CODE 連結網站資料庫

方式，提供民眾以手機掃描後查詢，增加互動趣味性。 

二、 內容 

本區以視覺化圖表，展示臺灣重要的水利設施與河川的

水資源相關數據，供參訪者以互動方式探索內容。內容主題

分別為「水庫年供水量與營運年期、攔河堰年引水量與營運

年期、水庫蓄水容量與淤積率、河川年逕流量及水資源利用

率」等區塊，每區塊皆有標題與視覺化圖表，版面配置如圖

3.3-4 所示，以下說明各區塊展示內容與互動呈現方式。 

 

圖 3.3-4 「水資源數字比一比」圖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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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庫容量與水庫年齡 

 表 3.3-3 水庫容量與水庫年齡 

分

區 
水庫名稱 

農業用水 

(百萬噸) 

公共用水 

(百萬噸) 

發電水量 

(百萬噸) 

營運年期 

(計算至民國 110 年) 

北 

新山 0 6 - 41 

翡翠* 0 219 809 34 

石門* 329 341 - 57 

寶山 0 34  35 

寶二 0 76  14 

寶山+寶二 0 110 - 36/15 

中 

永和山 0 59 - 37 

鯉魚潭 49 258 - 29 

德基* 0 0 987 48 

湖山 0 79 - 5 

南 

蘭潭 0 26  76 

仁義潭 0 64  33 

蘭潭+仁義潭 0 90 - 34/66 

南化 0 239 - 27 

烏山頭 510 164  90 

曾文 0 0  47 

烏山頭+曾文* 510 164 - 48/91 

牡丹 9 28 - 26 

資料來源：北水局彙整提供(北區水資源館-前館數字比一比及後館標的用水 0630) (https://reurl.cc/rg4gpk) 

file:///C:/Users/7120/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https:/reurl.cc/rg4g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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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水庫年供水量與營運年期」圖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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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攔河堰年引水量與營運年期 

表 3.3-4 攔河堰年引水量與營運年期 

分區 攔河堰名稱 
近 5 年攔河堰年平均引水量(百萬噸) 

工業及民生用水 農業灌溉用水 水庫越域引水 

北 

直潭壩 664 0 0 

鳶山堰 131 0 0 

上坪堰 0 261 122 

隆恩堰 51 9 0 

中 

田美堰 0 0 58 

士林堰 0 0 348 

石岡壩 295 266 0 

集集堰 141 1860 0 

南 

竹山堰 0 0 71 

東口堰 0 0 626 

甲仙堰 72 0 0 

高屏堰 298 0 0 

資料來源：北水局彙整提供(攔河堰各標的年平均引水量.xls) (https://reurl.cc/EnLZ70) 

 

https://www.wranb.gov.tw/3452/3463/25328/2535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6%9E%97%E6%94%94%E6%B2%B3%E5%A0%B0
https://www.wrasb.gov.tw/business/business02Jia.aspx?no=14&ShowNo=120&no2=137&no3=43&wid=85
https://www.wrasb.gov.tw/business/business02Gao.aspx?no=14&ShowNo=120&no2=137&no3=43&wid=87
https://reurl.cc/EnLZ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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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攔河堰年引水量與營運年期」圖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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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庫蓄水容量與淤積率 

表 3.3-5 水庫蓄水容量與淤積率 

分區 水庫名稱 
完工當年總庫容 

(百萬噸) 

淤積量 

(百萬噸) 
淤積率 

北 

新山 10 0.05 0.5% 

翡翠 406 72.03 17.7% 

石門 309 106.46 34.4% 

寶山 - - - 

寶二 - - - 

寶山+寶二 38 0.41 1.1% 

中 

永和山 30 0.24 0.8% 

鯉魚潭 126 11.54 9.2% 

德基 232 45.58 19.6% 

日月潭 172 32.15 18.7% 

湖山 51 0.52 1.0% 

南 

蘭潭 - - - 

仁義潭 - - - 

蘭潭+仁義潭 39 4.40 11.3% 

烏山頭 - - - 

曾文 - - - 

烏山頭+曾文 958 369.65 38.6% 

南化 158 67.07 42.4% 

牡丹 31 4.68 15.0% 

資料來源：北水局彙整提供(北區水資源館-前館數字比一比及後館標的用水 0630) (https://reurl.cc/rg4gpk) 

 

file:///C:/Users/7120/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https:/reurl.cc/rg4g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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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水庫蓄水容量與淤積率」圖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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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河川流量及水資源利用率 

表 3.3-6 主要河川流量及水資源利用率 

分

區 
河川 

(1)  

年均逕流量 

(億噸/年) 

(2)  

利用率 

(3)  

未利用率 

(1)、(2) 

資料來源 

北 

基隆河 17.2 14% 86%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新店溪 24.4 33% 67%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大漢溪 17.4 59% 41%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頭前溪 7.9 47% 53%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中 

大安溪 15.7 42% 58%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大甲溪 28.6 36% 64%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烏溪 37.8 29% 71%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濁水溪 62.0 33% 67%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北港溪 9.8 20% 80%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南 

八掌溪 7.6 14% 86%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曾文溪 20.6 47% 53%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高屏溪 75.7 13% 87% 臺灣水資源經理計畫 

林邊溪 7.8 19% 81% 
隘寮溪、林邊溪、士文溪及牡丹

水庫水資源聯合運用規劃 

資料來源：北水局彙整提供(北區水資源館-前館數字比一比及後館標的用水 0630) (https://reurl.cc/rg4gpk) 

 

file:///C:/Users/7120/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https:/reurl.cc/rg4g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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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河川年逕流量與水資源利用率」圖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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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從哪裡來 

本區塊以看板搭配 QR code 掃描，供參訪者以互動方式

探索內容，並搭配操作教學文字如下： 

1. 以行動裝置掃描看板上「水從哪裡來」QR code 開啟網頁。 

2. 於網頁上點選下拉式選單，選取欲查詢的供水區，點擊查詢

按鈕，可呈現該地區水源之流域、取水設施、淨水廠等供水

服務資訊，如圖 3.3-9 和圖 3.3-10 所示。 

 

圖 3.3-9 「水從哪裡來」背板圖文配置 

  

圖 3.3-10 「水從哪裡來」QR code 網頁設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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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後館整體設計 

位於時光廊道後方空間，整體空間面寬 520cm、深度 900cm，

整體設計以一式長幅滿版水系插畫，環繞後館空間。觀者以位於臺

灣西部海岸的視角俯視北區重要水系，由左至右為基隆河、新店溪、

大漢溪及頭前溪，插畫上部始於水系發源處，依照地理位置以水墨

插畫呈現各大水系之主流、水利建造物、重要圳路及主要生活圈，

並以文字標籤摘要說明水系與重要設施特色，淡水河與頭前溪則於

插畫下半部入海，插畫底部則為蜿蜒臺灣西部海岸，以連貫後館象

徵海洋的藍色地面。 

文字說明以參觀者視覺享受為主，以簡潔摘要、不影響整體插

畫為原則，能同時欣賞圖面美景與吸收圖面資訊；然為兼顧資訊豐

富度，因此配置三式平板電腦置放區，展示重要水系的相關影音資

料，及一式觸控螢幕呈現主要水庫水情資料，並於中央設有長椅休

憩區。以下為後館插畫整體配置、手繪草稿、插畫風格與空間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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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1 後館水系插畫尺寸 

 

後館底面牆寬 520 cm
後
館
兩
側
牆
寬

9
0

0
 c

m

主要水系範圍兩側
600 cm

背板厚度 10 cm實際施作兩側寬
890 cm

實際施作底面寬 500 cm

主要水系範圍底面 5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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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2 後館插畫整體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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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3 後館插畫手繪草稿 

 

 

圖 3.3-14 後館水系插畫(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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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5 後館水系插畫與圖說-左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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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6 後館水系插畫與圖說-中央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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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7 後館水系插畫與圖說-右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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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隆河 

(一) 地區簡介 

基隆河發源於臺灣東北部的新北市平溪區，溪流繞經基隆市、

於臺北市關渡匯入淡水河，為淡水河主流段最重要支流。基隆河上

游雨量豐沛，下游常致水患，於瑞芳員山仔設有分洪道，為全臺唯

一。本溪為基隆地區公共給水主要水源，支流上共有兩座水庫，為

大武崙溪上的新山水庫，及西勢坑溪上的西勢水庫。新山水庫為離

槽水庫，水源來自主流上的八堵抽水站；西勢水庫為在槽水庫，建

於日本時代，歷史悠久、景緻優美。 

(二) 重點設施 

1. 西勢水庫 

 壩型：混凝土重力壩 

 壩高：29.6 公尺 

 有效容量：44 萬立方公尺 

 管理機關：台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2Ux2wJmn7Rg81SMX9 

台水公司一區處 https://www.water.gov.tw/dist1/Contents?nodeId=6057  

 

2. 新山水庫 

 壩型：分區滾壓土石壩 

 壩高：66 公尺 

 有效容量：975 萬立方公尺 

 管理機關：台水公司第一區管理處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oB7eumdZvLQhEARbA 

台水公司一區處 https://www.water.gov.tw/dist1/Contents?nodeId=6057 

 

 

 

https://goo.gl/maps/2Ux2wJmn7Rg81SMX9
https://www.water.gov.tw/dist1/Contents?nodeId=6057
https://goo.gl/maps/oB7eumdZvLQhEARbA
https://www.water.gov.tw/dist1/Contents?nodeId=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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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店溪 

(一) 地區簡介 

新店溪為為臺北及新北兩市主要用水來源，上游兩大支流為

北勢溪及南勢溪，兩溪匯流後在景美匯入景美溪，於二重疏洪道入

口前與大漢溪會合為淡水河。本溪上游水力蘊藏豐富，有多座水力

發電水庫或堰壩，規模最大的為北勢溪上的翡翠水庫；翡翠水庫同

時也是北部地區最大水庫，其主要功能為公共給水，發電為其附帶

效益，其下游直潭壩為攔引利用新店溪水源的最關鍵設施。 

(二) 重點設施 

1. 翡翠水庫 

 壩型：混凝土薄拱壩 

 壩高：122.5 公尺 

 有效容量：3 億 3,397 萬立方公尺 

 管理機關：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2. 直潭壩 

 壩型：閘門控制溢流堰 

 壩高：12.5 公尺 

 管理機關：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jnfaFprBfXM76JUk8  

翡管局 https://www.feitsui.gov.taipei/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YfVmGYzLumEkvQEx5 

北水處 https://www.water.gov.taipei/ 

https://goo.gl/maps/jnfaFprBfXM76JUk8
https://www.feitsui.gov.taipei/
https://goo.gl/maps/YfVmGYzLumEkvQEx5
https://www.water.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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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漢溪 

(一) 地區簡介 

大漢溪是淡水河最大支流，發源於新竹縣尖石鄉的品田山；大

漢溪原流經桃園台地，早期因地殼變動及河川襲奪，改併入淡水河

為其支流。大漢溪水資源利用主要以石門水庫為主，透過石門及桃

園兩大圳，將溪水輸送往桃園台地各角落，是桃園台地公共給水及

農田灌溉用水之主要水源。石門水庫早年為北臺灣最富盛名的風

景區，集水區有北橫公路穿越，假日遊人如織，下游河道另有新近

完成的中庄調整池，為新興水利景點。 

(二) 重點設施 

1. 石門水庫 

 壩型：中央心層分區滾壓土石壩 

 壩高：133.1 公尺 

 有效容量：2 億 266 萬立方公尺 

 管理機關：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mhnC5R22vZomGQLU6  

北水局 https://shihmen.wranb.gov.tw/  

 

2. 榮華壩 

 壩型：混凝土拱壩 

 壩高：82 公尺 

 有效容量：(已淤滿) 

 管理機關：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Ha1a4gmZcgFteT866  

北水局 https://shihmen.wranb.gov.tw/main-facilities/ronghuaba  

 

 

https://goo.gl/maps/mhnC5R22vZomGQLU6
https://shihmen.wranb.gov.tw/
https://goo.gl/maps/Ha1a4gmZcgFteT866
https://shihmen.wranb.gov.tw/main-facilities/ronghu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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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庄調整池 

 壩型：閘門控制活動堰(中庄堰) 

 容量：40+505 萬立方公尺(攔河堰+調整池) 

 管理機關：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sNMUen82NFejPfQA8  

北水局 https://shihmen.wranb.gov.tw/main-facilities/shimen-zhongzhuang  

4. 鳶山堰 

 壩型：閘門控制溢流堰 

 容量：458 萬立方公尺 

 管理機關：台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處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PT6ZJFcwceARNBcSA  

台水公司十

二區處 
https://www.water.gov.tw/dist12/Culture/Detail/52212?nodeId=7496  

三、 頭前溪 

(一) 地區簡介 

頭前溪為新竹平原最重要河川，主要支流為油羅溪及上坪溪，

分別發源於新竹縣尖石鄉及五峰鄉，兩溪於竹東會合後成為頭前

溪。頭前溪之水資源運用，農田灌溉部分由各圳路直接於河道取

水，主要圳路有油羅圳、舊港圳、竹東圳等；公共給水部分主要透

過主流上的隆恩堰及支流上的上坪堰，隆恩堰取水直接送往淨水

場，上坪堰則經引水路送往寶山及寶二水庫存蓄，再依需求送往淨

水場處理利用。 

(二) 重點設施 

1. 寶山水庫 

 壩型：中央心層分區型土壩 

 壩高：34.5 公尺 

 有效容量：504 萬立方公尺 

 管理機關：台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 

https://goo.gl/maps/sNMUen82NFejPfQA8
https://shihmen.wranb.gov.tw/main-facilities/shimen-zhongzhuang
https://goo.gl/maps/PT6ZJFcwceARNBcSA
https://www.water.gov.tw/dist12/Culture/Detail/52212?nodeId=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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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BPNjnd695HhodFWv5  

台水公司三區處 https://www.water.gov.tw/dist3/Contents?nodeId=6348  

2. 寶山第二水庫 

 壩型：中央心層分區型土壩 

 壩高：61 公尺 

 有效容量：3,147 萬立方公尺 

 管理機關：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nCkghQS1ToGyz47Z9  

北水局 https://bao2.wranb.gov.tw/  

 

3. 上坪堰 

 堰型：自由溢流堰 

 取水型式：側方取水  

 管理機關：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97TkYZcMjiCCLvEW9  

北水局 https://bao2.wranb.gov.tw/main-facilities/shangping-history 

 

4. 隆恩堰 

 堰型：自由溢流堰 

 取水型式：管柵式後方取水 

 管理機關：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Google Map https://goo.gl/maps/JtsjyauywKqUjVhP7  

北水局 https://bao2.wranb.gov.tw/main-facilities/longen-history 

 

 

https://goo.gl/maps/BPNjnd695HhodFWv5
https://www.water.gov.tw/dist3/Contents?nodeId=6348
https://goo.gl/maps/nCkghQS1ToGyz47Z9
https://bao2.wranb.gov.tw/
https://goo.gl/maps/97TkYZcMjiCCLvEW9
https://bao2.wranb.gov.tw/main-facilities/shangping-history
https://goo.gl/maps/JtsjyauywKqUjVhP7
https://bao2.wranb.gov.tw/main-facilities/longe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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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多媒體導覽與展櫃 

一、 位置與型態 

前後館多媒體設備分布為前館設置一式直立式多媒體

機，後館一式 86 吋大型觸控螢幕與三式平板電腦，以下分別

說明位置與內容設計。 

 

 

圖 3.3-18 展館多媒體設備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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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立式多媒體機 

位於前館之入口處左前牆面區，牆面設計為延伸左側

「北部地區水資源設施」的藍色水滴視覺，型態為薄型多

媒體觸控螢幕(43 吋)一式，內容為二則北水小遊戲：「水酷

答題趣」、「水酷大挑戰」，小遊戲內容為多則石門水庫益智

選擇題，可使參訪者對石門水庫的功能、規格與歷史有更

深入的了解。本多媒體之內容建置為嵌入北水遊戲 2網址，

需透過網路於線上操作遊戲畫面。 

 

圖 3.3-19 直立式多媒體機尺寸與內容 

  
位置 使用方式 尺寸

入口

時光
廊道

位置 使用方式 尺寸

入口

時光
廊道

規格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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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86 吋大型觸控螢幕 

位於後館，架設於頭前溪流域插畫右方牆面上，內容

為北部地區主要水庫之水情資訊，使用者點選水庫名稱即

可了解該水庫之水庫蓄水歷線、蓄水量、水位及雨量等資

訊。水庫包含新山水庫、翡翠水庫、石門水庫、寶山水庫、

寶二水庫及寶山+寶二水庫等六大選項。 

 

 
圖 3.3-20 86”觸控螢幕位置、規格與版面設計 

  

•數量：1台

•位置：後館右方牆面上。

•規格：ViewSonic IFP8650

•尺寸：w195.8*h116cm(不含支架)，重70kg

•使用方式：點選螢幕互動

位置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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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板電腦 

位於後館，分別配置於後館三面插畫牆前，以木作柱

狀體以橫式方式架設三式平板電腦，內容分別呈現新店溪、

基隆河、大漢溪、頭前溪之照片和影片等影音播放內容。 

 

 

• 位置：後館牆面前，放置小
型層架上。

• 規格：iPad wifi版 128G 平
板電腦，共3台

• 使用方式：點選螢幕互動

位置

規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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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1 平板位置、規格與版面設計 

3.3.6 展櫃區 

位於面對入口處左前方牆面，牆面寬約 350 公分、高 240 公

分，此區放置一展櫃，於櫃面陳列相關文宣品、學習單等廣宣物，

展櫃形式如圖 3.3-22 所示。 

一、 櫃體：採水資源館內部既有展櫃，不另添購。 

二、 印刷品陳列：陳列北水局既有印刷品或紀念品等，或學習單，

未來可搭配環教活動或紀念品發放。 

三、 打卡拍照小道具：可設置設計造型小道具，吸引民眾打卡留

念，間接宣傳展館。 

3.3.7 入口 

於展館大門左側牆面設置展館招牌，內容為「北區水資源館」，

每字寬高皆為 12 公分，材質以不鏽鋼製作，如圖 3.3-23 所示。 



  

 

 3-39  

 

 

 

 

圖 3.3-22 展櫃形式 

 

 

圖 3.3-23 入口招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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