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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為因應國家快速工業化及維護各標的

用水需求，掌握水資源現況以彈性調度提高利用效率，加強水資源需

求面及供應面之管理，於民國 91~93 年辦理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軟體

建置。為提升北區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之資料蒐集完整性與分析能

力，於民國 98 年辦理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擴充

乾旱預警及報表功能，並改善水庫水位推估模組。本年度因氣候變遷

導致降雨情勢異常、北部地區蓄水設施容量較小、科技園區用水量及

進駐人口不斷增加，為提供水資源調度參考、確保北區營管系統正常

運作及能與水利署建置之系統即時配合，成立本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本計畫工作項目包括(1)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

充，(2)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3)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4)北區水

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及(5)教育訓練。 

水源調度系統功能擴充，主要建立可確保任何時段都具備相同的

風險程度之等風險推演法。依系統分析成果，於石門水庫採既有之逐

旬推演法推估之未來水庫蓄水狀況，與新增之等風險推演法分析結

果。以民國 100 年為例，枯水期兩方法推估趨勢一致，以逐旬推演法

之結果相對較保守，豐水期(5~10 月)則有明顯差異。其原因應為 1~4

月以季風所帶來之降雨為主，降雨量及時間較穩定；5~10 月常因颱風

帶來豪雨，降雨量及時間變異較大，採逐旬推演法於低流量時將不會

納入颱風降雨，採等風險法因 5~10 月間，每年約會受到 2~3 個颱風

之影響，即使選用超越機率較高之流量，仍會納入颱風之降雨。故枯

水期石門水庫可考量採用較保守之逐旬推演法進行評估，豐水期因受

颱風影響之機率頗高，可考慮以等風險法進行評估。 

於翡翠水庫(考量南勢溪流量)以民國 100 年為例 1~4 月為例，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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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推演法於低流量(Q95%、Q80%)，預估蓄水狀況均遠低於實際狀況。

由於翡翠水庫集水區枯水期有東北季風所帶來之降雨，且雨量大於石

門水庫集水區，降雨強度雖不如颱風，但長時間持續的降雨亦可帶來

可觀之水量。由於每年季風帶來之降雨，在時間上或多或少會有些差

異，採逐旬推演法且選用超越機率較高之流量時，易忽略其影響，而

呈現相對較保守之分析結果，以等風險推演法之預估結果較接近實際

狀況。 

寶山、寶二水庫均為離槽水庫，越域引水之上坪堰引水能力有限

(含輸水能及及應保留水量)且無蓄水能力，以分析期間總流量進行超越

機率統計估算流量之等風險推演法進行水庫蓄水狀況推估，恐高估可

引水量。民國 100 年 1~4 月間之試算結果，顯示等風險推演法之推估

結果，於超越機率 Q95%之情況下，推估之水庫蓄水量仍優於實際狀

況，建議寶山、寶二水庫之蓄水狀況推估以逐旬推演法為宜。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主要建立平日及颱洪時期全螢幕結合空

間資訊之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可透過調度中心背投影電視牆進行監

視或展示，以利應變中心成立或召開相關會議時使用。 

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所需資料項目繁多，新增之資料查核功能可

提供所需日資料缺漏及異常狀況之比對功能，並依資料之重要性區分

等級，以利資料補整。 

系統維護及諮詢除例行性檢查本系統與水利署資料傳遞是否正常

外，辦理另案監控與通訊系統旁收雨量、水位及流量資料狀況之檢核

及提出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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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臺灣地區豐水期(5~10 月)常因颱風帶來豪雨，降雨量及時間變

異較大，採逐旬推演法於低流量時將不會納入颱風降雨，採等

風險推演法因每年約會受到 2~3 個颱風之影響，即使選用超越

機率較高之流量，仍會納入颱風之降雨，故豐水期以等風險推

演法較能接近實際狀況。 

(二)石門水庫枯水期(1~4 月)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推演法預估進水

量 (超越機率 Q95%~Q70%)累積 4 個月之流量差異約在

3,500~4,000 萬立方公尺之間，以等風險評估法所預估之流量

較大。石門水庫因需供給大量農業用水，需於期作開始供灌前

評估水量是否足以滿足需求，如於期作中發現水量不足，將造

成嚴重影響，故枯水期石門水庫可考量採用較保守之逐旬推演

法進行評估。 

(二)翡翠水庫集水區枯水期有東北季風所帶來之明顯降雨，由於每

年季風帶來之降雨，在時間上或多或少會有些差異，故枯水期

以等風險推演法之預估結果較接近實際狀況。 

(三)寶山、寶二水庫均為離槽水庫，越域引水之上坪堰引水能力有

限(含輸水能及及應保留水量)且無蓄水能力，枯水期如以分析

期間總流量進行超越機率統計估算流量之等風險推演法進行

水庫蓄水狀況推估，恐高估可引水量，故宜以逐旬推演法進行

評估。 

二、建議 

(一)北區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接收及展示資訊，以水源運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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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增列颱洪時期水位及進/出水量資訊，因水質狀況亦為

石門水庫營運重要訊息，且已建立觀測系統，建議後續能將北

水局原水濁度自動監測系統資料納入展示範圍。 

(二)目前北部地區水庫營運資料主要來自水利署防災中心資料庫，

該資料來源為各水庫管理中心每日人工登打之資料，難免有疏

漏、誤植狀況，如本年度 3~4 月間水庫營運資料因來源端系統

調整而連續缺漏之狀況，宜適時補遺以免影響系統運作。建議

定期(每年)請各管理中心提供檢核過之資料，進行資料補整。 

(三)目前水文資料(含雨量、流量)主要來自水利署水文資料庫，即

時資訊大多未經檢核，建議建立定期(1 年 1 次)取得檢核後資

料之補整機制，可協調經系統自動取得資料或取得檔案後再匯

入資料庫。 

(四)枯旱預警方法本年度水利署已改採水庫警戒水位方式進行評

估，建議研擬主要水庫警戒水位，再據以調整系統功能。 

(五)另案監控通訊系統之雨量資料蒐集，目前無法正常取得之測

站，大多因中央氣象局將原測站擴充為氣象站並變更站碼，而

無法順利取得，建議變更對應之站號後繼續收資料；已撤站之

資料，則建議取消蒐集，並於報表中刪除。 

(六)另案監控通訊系統之水位及流量資料蒐集，感潮及僅觀測水位

(無流量)資料之測站，建議不於報表中顯示；台電立霧溪之綠

水水文站，因立霧溪並無重要引水設施，建議取消該資料蒐

集；台電雙溪之雙溪(2)水文站，因下游有水公司一區處重要之

取水設施貢寮堰，建議取消該資料蒐集，並改以貢寮淨水場出

水量資料，來掌握雙溪流域之水源狀況。 

(七)水利署防災中心已開發淹水訊息之「行動水情」App，提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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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警戒、圖資查詢、監控影像及資訊通知等服務，建議本系統

可開發與水源供需相關訊息之服務，如水庫蓄水及放水資訊、

下游主要淨水場出水量，以利掌握水源供需最新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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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因應國家快速工業化及維護各標的用水需求，北、中、南區水資

源局已分別建置分區營運管理系統，掌握水資源現況以彈性調度提高

利用效率，加強水資源供需層面之管理。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以

下簡稱北水局)於民國 91~93 年辦理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軟體開發建

置，並接續於民國 93~95 年進行監控與通訊系統硬體採購安裝及安裝

後軟硬體系統整合測試。 

水利署於民國 95 年完成台灣地區水資源水情決策支援系統建

置，期能整合北、中、南三區水資源營管系統，提供之水文、水庫營

運及用水供需資料，建立全國水資源營運資料庫供台灣地區水資源水

情決策支援系統使用，以掌握全台水資源供需預警燈號分析、發布及

彈性調度措施。 

為提升北區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之資料蒐集完整性與分析能力，

北水局於民國 98 年辦理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擴

充乾旱預警及報表功能，並改善水庫水位推估模組。因氣候變遷導致

降雨情勢異常、北部地區蓄水設施容量較小、科技園區用水量及進駐

人口不斷增加，為提供水資源調度參考、確保北區營管系統正常運作

及能與水利署建置之系統即時配合，爰成立本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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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項目與內容 

計畫工作內容及說明如下： 

1. 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充 

(1) 石門、翡翠、寶山及寶二水庫調度模擬功能原系統維護（原

系統以旬為推估及輸出單位）。 

(2) 石門、翡翠、寶山及寶二水庫調度模擬功能次系統擴充（拉

長氣候影響時距，暫定以月為推估單位、以旬為輸出單位）。 

(3) 原系統及次系統之操作展示界面整合，並提供分析核心計

算程式及後端流量統計程式查詢。 

2.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1) 新增基隆、宜蘭、花蓮及馬祖即時資訊展示查詢功能。 

(2) 建置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含雨量、水

文、水庫營運等各項資料），並可將各區範圍單獨放大展

示並進行短期歷線資料查詢。 

3. 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由系統自動查核缺漏之日營運資料項目，並以清單方式展現以

利資料補整。 

4. 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1) 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決標日起至 100 年 12 月 15 日）

系統維護(含系統備份及回復作業)、問題排除及諮詢服務。 

(2) 監控與通訊系統資料蒐集問題諮詢、程式修改協助及協助

資料補整。 

(3) 資料庫複寫機制管理、維護及監看。 

5. 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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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計畫 

本年度計畫依契約規定需於民國 100年 12月 15日前完成各項工

作，鑑於計畫時程緊迫，且各工項間並無先後關聯，計畫執行上採同

時展開各項工作，同時辦理水源調度系統功能擴充、即時資訊功能擴

充及缺漏資料查核等功能擴充工作，工作起始日為民國 100 年 8 月 4

日，工作流程如圖 1.3-1 所示，工作進度如表 1.3-1 所示。 

 

 

 

圖1.3-1 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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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工作進度表 

工作項目 工期(月) 7 8 9 10 11 12 

1. 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充       

2.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3. 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4. 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5. 教育訓練       

報告提送時程       

 

四、預期成果 

本年度系統功能擴充預期成果目標包括： 

1. 維護及擴充石門、翡翠、寶山寶二水庫調度模擬功能。 

2. 擴充即時資訊展示查詢功能，並建置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

訊展示網頁。 

3. 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以清單方式展現以利資料補整。 

4. 水資源管理系統及資料庫處理功能更新改善，維持系統正常運

作，提升系統穩定度。 

期中▼ 執行計畫▼ 期末▼ ▼結案

▼



 

- 5 - 

第貳章 系統架構 

系統功能擴充後系統功能選項包含乾旱預警、水源調度、報表管

理、即時資訊、簡報製作、資料維護、即時資訊展示、系統管理、資

料檢核、密碼變更(圖 2-1)。本年度新增/擴充功能有水源調度、即時資

訊及資料查核。100 年度新增/擴充功能有水源調度、即時資訊、即時

資訊展示及資料檢核。系統開發程式語言採用微軟公司之.Net 2003 

(同原系統)，新增及擴充成果詳第參章。 

 

 

圖2-1 功能擴充後系統主功能架構 

 

水源調度乾旱預警 

簡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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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檢核系統管理

既有       擴充       新增

密碼變更

即時資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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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擴充後於系統環境架構並無進行調整，系統架構示意如

圖 2-2。營管系統資料來源由另案之監控與通訊系統負責蒐集，資料取

得來源以水利署水文資料庫及防災體系之資料庫為主，取得方式為經

網路服務(Web Service)自動取得，無法自動取得之資料(如水公司淨水

場出水量)或前述網路服務異常時再由人工登入。資料保存及管理採用

微軟公司之關聯式資料庫(MS SQL 2000)，並同步經資料庫複寫功能

轉存至台中水利署臺灣區水資源水情決策支援系統。 

 
 

 

圖2-2 營管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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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系統功能擴充 

本年度工作屬系統功能擴充之工項有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

系統功能擴充、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及

配合之新增報表，工作成果分述如後：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充 

(一) 系統功能說明 

水源調度模擬模組為北區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之核心模組之

一，主要提供重要水庫之未來蓄水狀況評估功能，為水源調配決策關

鍵訊息來源。本年度系統維護及功能擴充需求，依委託說明書規定，

除維持既有(逐旬推演)石門、翡翠、寶山及寶二水庫之水庫調度模擬功

能運作外，須針對此 4 座水庫調度模擬之未來流量估算方式進行擴

充，並配合調整模擬模式。擴充後操作展示界面亦須進行整合並提供

分析核心計算程式及後端流量統計程式查詢。 

水庫調度模擬擴充係導入風險管理概念，建立等風險推演法模擬

模組。等風險推演法與逐旬推演法同樣運用水平衡公式進行水庫運轉

模擬，兩者最大不同處為未來流量之估算方式。水平衡公式如下： 

 tSOI Δ=−  

式中，I 為進流量，O 為出流量，S 為水庫之蓄水量，△t 為演算

時距(以日為單位)。 

既有逐旬推演法係以各旬超越機率流量(如 Q95%)為水庫入流，

由起算日之水庫蓄水量為起始條件，以各旬相同超越機率之流量逐步

推算未來之水庫蓄水變化。等風險推演法於計算第 1 旬時與逐旬推演

法相同，第 2 旬旬末蓄水狀況，則以 2 旬(第 1~2 旬)總流量之同超越

機率流量為流量，由起算日之水庫蓄水量推求第 2 旬旬末之蓄水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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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第 3 旬旬末之蓄水狀況，則以 3 旬(第 1~3 旬)總流量之同超越機

率流量，由起始蓄水量推求第 3 旬旬末之蓄水狀況(流量統計比較示意

如圖 3.1-1 所示)。依此類推，評估特定風險情境下之未來水庫蓄水狀

況，據有任何時段都具備相同的風險程度，並可真實反應季節性變化

之特性。 

為掌握水庫空庫、滿庫及蓄水變化與規線關係，等風險推演法於

程式計算上仍採逐日推算。操作界面上僅增加分析方法的選項，其餘

並無異動。為提升計算效率流量資料統計分析工作，由安裝於應用系

統主機之常駐背景程式，將 1~36 旬各旬單獨、任 1 旬往後 2 旬、往

後 3 旬、......往後 36 旬總流量之各流量超越機率(Q95%、Q90%、

Q85%、Q80%......)，定時更新後存放於資料庫備用。計算時再依初始

水庫蓄水狀況、設定之用水需求及選用之風險對應流量(如 Q90%、

Q80%)，進行未來水庫水位估算。圖 3.1-2 為水源調度模擬資料流程

示意圖。 

各水庫計算流程如圖 3.1-3~圖 3.1-5 所示，石門水庫為在槽水

庫，分析上以起算之水庫蓄水狀況，判斷各標的用水是否需減量供水，

再依用水需求放水量，並推算下一時距之水庫蓄存水量，反覆計算至

擬推算之目標日止(圖 3.1-3)。翡翠水庫運用上係與南勢溪聯合運用，

運用原則為優先使用南勢溪川流水，南勢溪川流水量不足時再由水庫

放水補足用水需求(圖 3.1-4)。寶山、寶二水庫採二水庫水量合計方式

進行推估，由於水庫集水面積小，故不考慮本流之入流，水量全引自

上坪堰；上坪堰引水考量應保留水量後於引水能力及登記水權限制下

引水，且以不使水庫溢流為原則(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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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推演法流量統計方式比較圖 

 

 

圖3.1-2 水源調度模擬資料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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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 石門水庫蓄水狀況推估計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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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4 翡翠水庫蓄水狀況推估計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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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5 寶山、寶二水庫蓄水狀況推估計算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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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擴充後之水源調度模組操作及成果畫面如圖 3.1-6~圖

3.1-15 所示。圖 3.1-6 為石門水庫蓄水狀況推估主設定畫面，圖 3.1-7

為流量資料下載畫面，圖 3.1-8 為石門水庫等風險推演法試算成果畫

面，圖 3.1-9 為石門水庫既有逐旬推演法計算成果畫面。圖 3.1-10 翡

翠水庫蓄水狀況推估主設定畫面；圖 3.1-11 為翡翠水庫等風險推演法

試算成果畫面，圖 3.1-12 為翡翠水庫既有逐旬推演法計算成果畫面。

圖 3.1-13 寶山、寶二水庫蓄水狀況推估主設定畫面；圖 3.1-14 為寶山、

寶二水庫等風險推演法試算成果畫面，圖 3.1-15 為寶山、寶二水庫既

有逐旬推演法計算成果畫面。 

 

 
圖3.1-6 石門水庫蓄水狀況推估主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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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流量資料下載畫面 

 

 
圖3.1-8 石門水庫等風險推演法成果畫面(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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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9 石門水庫逐旬推演法成果畫面(既有) 

 
 

 

圖3.1-10 翡翠水庫蓄水狀況推估主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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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1 翡翠水庫等風險推演法成果畫面(新增) 
 
 

 

圖3.1-12 翡翠水庫逐旬推演法成果畫面(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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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3 寶山、寶二水庫蓄水狀況推估主設定畫面 
 

 

圖3.1-14 寶山、寶二水庫等風險推演法成果畫面(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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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5 寶山、寶二水庫逐旬推演法成果畫面(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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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庫蓄水狀況推估方法評析 

逐旬推演法為近年水利署評估未來水庫水位推估變化之主要方

法，分析結果一般有較保守之解讀，等風險推演法具有分析結果代表

相同風險程度之特性。茲以系統功能分析石門、翡翠、寶山及寶二水

庫，採不同推演發法之結果探討。 

(1)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水源調度一般需於一期作供灌前進行未來水庫蓄

水狀況評估，並據以決策是否需減量供水或調用農業用水(如停

灌)，分別以石門水庫民國 100 年 1~4 月、5~10 月進行分析探討。 

圖 3.1-16 為石門水庫 1~4 月兩方法預估進水量比較，超越

機率 Q95%~Q70%累積 4 個月之流量差異約在 3,500~4,000 萬

立方公尺之間(表 3.1-1)，以等風險評估法所預估之流量較大。圖

3.1-17 為 5~10 月石門水庫之預估進水量比較，兩者之流量差異

明顯變大，超越機率 Q80%~Q60%累積 6 個月之流量差異約在

差異約在 30,800~49,400 萬立方公尺之間(表 3.1-2)。原因應為

1~4 月以季風所帶來之降雨為主，降雨量及時間較穩定；5~10

月常因颱風帶來豪雨，降雨量及時間變異較大，採逐旬推演法於

低流量時將不會納入颱風降雨，採等風險法因 5~10 月間，每年

約會受到 2~3 個颱風之影響，即使選用超越機率較高之流量，仍

會納入颱風之降雨。 

圖 3.1-18 為以民國 100 年初石門水庫蓄水狀況、1~4 月實

際供水(約 200 萬 CMD)，應用逐旬推演法及等風險推演法推估之

水庫蓄水量變化比較圖，顯示枯水期兩方法推估趨勢一致，以逐

旬推演法之結果相對較保守，等風險法除超越機率 Q95%接近實

際蓄水狀況外，其餘均高於實際蓄水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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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9 為以民國 100 年石門水庫 5 月初之水庫蓄水狀

況、5~10 月實際供水(280 萬 CMD)，應用逐旬推演法及等風險

推演法推估之水庫蓄水量變化比較圖，豐水期(5~10 月)兩方法之

推估結果差異明顯，水庫蓄水狀況之變化趨勢甚至不同。主要原

因應為逐旬推演法之流量，於低流量時未能納入颱風降雨之影

響。 

民國 100 年年初石門水庫水情不佳，有採取減量供水措施，

故如於一期作供灌前以等風險法之結果進行研判，恐有過於樂觀

之虞。石門水庫因需供給大量農業用水，需於期作開始供灌前評

估水量是否足以滿足需求，如於期作中發現水量不足，將造成嚴

重影響，故枯水期石門水庫可考量採用較保守之逐旬推演法進行

評估，豐水期因受颱風影響之機率頗高，可考慮以等風險法進行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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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6 石門水庫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評估流量比較(1~4月) 
 
 

表3.1-1 石門水庫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評估流量比較表(1~4月) 
超越機率 Q95% 超越機率 Q80% 超越機率 Q70% 

累積流量(萬立方公尺) 累積流量(萬立方公尺) 累積流量(萬立方公尺) 
旬別 逐旬 

推演法 
(1) 

等風險

推演法

(2) 

差異 
(2)-(1) 

逐旬 
推演法

(3) 

等風險

推演法

(4) 

差異 
(4)-(3) 

逐旬 
推演法 

(5) 

等風 
險推演法

(6) 

差異

(6)-(5) 

1 月上旬 553 553 - 776 776 - 870 870 -
1 月中旬 1,138 1,277 139 1,508 1,501 -7 1,693 1,876 183
1 月下旬 1,775 1,967 192 2,292 2,353 61 2,577 2,889 313
2 月上旬 2,358 2,640 282 3,058 3,459 401 3,456 4,018 563
2 月中旬 2,925 3,324 399 3,757 4,433 675 4,298 5,083 785
2 月下旬 3,429 3,898 469 4,487 5,245 758 5,169 5,881 712
3 月上旬 4,101 4,871 771 5,384 6,392 1,008 6,295 7,149 855
3 月中旬 4,816 5,912 1,096 6,378 7,780 1,402 7,368 9,076 1,708
3 月下旬 5,584 7,375 1,792 7,569 9,928 2,360 8,731 10,640 1,909
4 月上旬 6,436 9,285 2,849 8,839 11,855 3,017 10,142 12,720 2,578
4 月中旬 7,245 10,640 3,394 9,872 12,821 2,949 11,389 14,365 2,977
4 月下旬 7,959 11,512 3,553 10,882 14,517 3,635 12,639 16,663 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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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7 石門水庫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評估流量比較(5~10月) 
 

表3.1-2 石門水庫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評估流量比較表(5~10月) 
超越機率 Q80% 超越機率 Q70% 超越機率 Q60% 

累積流量(萬立方公尺) 累積流量(萬立方公尺) 累積流量(萬立方公尺) 
旬別 逐旬 

推演法 
(1) 

等風險
推演法

(2) 
差異 

(2)-(1) 
逐旬 
推演法

(3) 

等風險
推演法

(4) 
差異 

(4)-(3) 
逐旬 
推演法 

(5) 

等風 
險推演法

(6) 
差異

(6)-(5) 

5 月上旬 1,067 1,067 - 1,294 1,294 - 1,486 1,486 -
5 月中旬 2,480 2,824 344 3,028 3,229 200 3,334 3,772 438
5 月下旬 4,564 5,654 1,090 5,521 6,687 1,166 6,566 7,439 873
6 月上旬 7,155 9,264 2,109 8,286 10,195 1,909 10,023 11,309 1,286
6 月中旬 9,858 12,682 2,824 11,549 14,225 2,675 14,133 15,170 1,036
6 月下旬 12,390 16,347 3,957 14,282 17,016 2,734 17,319 18,902 1,583
7 月上旬 14,395 19,187 4,792 16,884 21,625 4,741 20,498 23,996 3,498
7 月中旬 16,069 22,838 6,769 19,079 25,502 6,423 22,981 28,062 5,081
7 月下旬 17,685 27,960 10,274 21,203 29,793 8,590 25,772 33,938 8,166
8 月上旬 19,707 30,941 11,234 23,611 36,270 12,659 28,683 41,089 12,405
8 月中旬 21,730 34,098 12,368 26,142 38,768 12,626 31,619 46,578 14,959
8 月下旬 23,977 37,593 13,617 28,887 47,636 18,749 34,854 54,362 19,507
9 月上旬 26,196 43,185 16,988 31,681 55,096 23,415 38,378 60,035 21,656
9 月中旬 28,206 48,307 20,100 34,158 60,704 26,546 41,698 70,982 29,284
9 月下旬 30,711 54,156 23,446 37,467 68,195 30,728 46,490 82,875 36,385
10 月上旬 32,831 58,814 25,983 39,987 72,310 32,323 49,461 87,575 38,114
10 月中旬 34,639 63,781 29,143 42,206 75,558 33,352 52,042 97,728 45,686
10 月下旬 36,457 67,246 30,789 44,343 78,021 33,678 54,708 104,094 49,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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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8 石門水庫有效蓄水量推估比較圖(1~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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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9 石門水庫有效蓄水量推估比較圖(5~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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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翡翠水庫 

臺灣地區豐水期(5~10 月)常因颱風帶來豪雨，降雨量及時

間變異較大，採逐旬推演法於低流量時將不會納入颱風降雨，採

等風險法因 5~10 月間，每年約會受到 2~3 個颱風之影響，即使

選用超越機率較高之流量，仍會納入颱風之影響。因此，豐水期

水庫蓄水量之推估以等風險推演法較能接近實際狀況，逐旬推演

法與等風險推演法於翡翠水庫蓄水量推估之比較，僅就枯水期進

行探討。 

圖 3.1-20、圖 3.1-21 為翡翠水庫民國 100 年 1~4 月間之試

算結果，顯示於新店溪流域(翡翠水庫入流量+南勢溪流量)逐旬推

演法與等風險推演法，估算之流量有明顯差異(圖 3.1-20)，據以

運用於水庫蓄水狀況推估後，兩方法對未來水庫蓄水狀況預估，

亦呈現顯著之差異(圖 3.1-21)，以等風險推演法推估之流量較

大，超越機率 Q95%~Q70%累積 4 個月之流量差異約在

6,800~10,800 萬立方公尺之間，若以逐旬推演法之低流量

(Q95%、Q80%)進行評估，預估蓄水狀況均遠低於實際狀況。 

翡翠水庫集水區枯水期有東北季風所帶來之降雨，且雨量大

於石門水庫集水區，降雨強度雖不如颱風，但長時間持續的降雨

亦可帶來可觀之水量。由於每年季風帶來之降雨，在時間上或多

或少會有些差異，採逐旬推演法且選用超越機率較高之流量時，

易忽略其影響，而呈現相對較保守之分析結果，故以等風險推演

法之預估結果較接近實際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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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0 翡翠水庫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評估流量比較(1~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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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1 翡翠水庫有效蓄水量推估比較圖(1~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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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寶山、寶二水庫 

臺灣地區豐水期(5~10 月)常因颱風帶來豪雨，降雨量及時

間變異較大，採逐旬推演法於低流量時將不會納入颱風降雨，採

等風險法因 5~10 月間，每年約會受到 2~3 個颱風之影響，即使

選用超越機率較高之流量，仍會納入颱風之影響。因此，豐水期

水庫蓄水量之推估以等風險推演法較能接近實際狀況，逐旬推演

法與等風險推演法於寶山、寶二水庫蓄水量推估之比較，僅就枯

水期進行探討。 

寶山、寶二水庫為離槽水庫，水源引自頭前溪之上坪堰，故

以上坪堰之流量進行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推演法之比較，圖

3.1-22 為寶山、寶二水庫民國 100 年 1~4 月間試算結果之上坪

堰流量比較圖，顯示寶山、寶二水庫引水位置(上坪堰)於逐旬推

演法與等風險推演法，估算之流量有明顯差，以等風險推演法推

估之流量較大，超越機率 Q95%~Q70%累積 4 個月之流量差異

約在 1,200~2,400 萬立方公尺之間。由於攔河堰引水能力有限(含

輸水能及及應保留水量)且無蓄水能力之情況下，以分析期間總流

量進行超越機率統計估算流量之等風險推演法進行水庫蓄水狀

況推估，恐高估可引水量。圖 3.1-23 為寶山、寶二水庫民國 100

年 1~4 月間試算結果，顯示等風險推演法之推估結果，於超越機

率 Q95%之情況下，推估之水庫蓄水量仍優於實際狀況。 

綜合前述分析，離槽水庫之進水量受限於越域引水設施之引

水能力及引水點缺乏調蓄能力等因素，大流量時並無法取得所有

水量，是否適宜採用等風險推演法進行水庫蓄水狀況推估，仍有

待進一步探討，現階段建議寶山、寶二水庫之蓄水狀況推估以採

逐旬推演法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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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2 上坪堰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評估流量比較(1~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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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23 寶山、寶二水庫有效蓄水量推估比較圖(1~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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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一) 新增基隆、宜蘭、花蓮及馬祖即時資訊展示查詢功能 

本功能目的為彙整在乾旱預警、調配模擬及製作簡報、報表

所需的數據，以圖面化方式展示於本功能網頁，供使用者於遠端

操作查詢資料是否及時取得，並進一步繪製各類資料的歷線圖

表。本功能於民國 98 年系統改善時完成台北、桃園及新竹地區

之資訊展示，本次功能擴充，再增加基隆、宜蘭、花蓮及馬祖等

地區之資訊展示。 

各區顯示資料清單如表 3.2-1 所示，圖 3.2-1~圖 3.2-3 為基

隆、宜蘭、馬祖地區即時資訊查詢新增畫面，功能操作上以包含

要顯示之資料範圍為底圖，顯示系統日期前一日資料，並提供日

曆及前一日、後一日按鈕以切換顯示日期資料。點選畫面上之數

值資料，可另開視窗歷線圖表顯示資料則預設為系統日期往前 3

個月，並提供輸入期間查詢該資料功能(圖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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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新增即時資訊資料清單 
地區 資料項目 顯示單位

新山、西勢水庫：水位 公尺 
新山、西勢水庫： 
有效蓄水量、進水量、放水量 萬噸 

新山、西勢水庫：雨量 mm 

基隆 

老梅、員山、林莊、六堵、貢寮、二坪、中

幅、安樂、新山、暖暖、北水處支援 萬噸 

蘭陽大橋流量 cms 宜蘭 
供水系統出水量： 
宜蘭、羅東、南澳、松羅、英士、四季、南

山、東澳、金洋、澳花 
萬噸 

花蓮大橋流量 cms 花蓮 
供水系統出水量：  
花蓮、和平、水璉、鳳林、豐濱、瑞穗、富

源、舞鶴、港口、玉里、富里、崙山、池南、

松浦 

萬噸 

勝利、珠螺、儲水沃、儲水沃上壩、津沙、

津沙一號、秋桂山、后沃、板里、東湧等水

庫之蓄水量、放水量 
萬噸 

馬祖 

海淡場出水量： 
南竿、北竿、東引、西莒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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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 即時資訊展示畫面-基隆 

 

 

圖3.2-2 即時資訊展示畫面-宜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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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3 即時資訊展示畫面-馬祖 

 

 

圖3.2-4 即時資訊展示畫面-花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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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置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 

北區水資源調度中心設置有背投影電視牆及即時資訊監視

之雨量及水文資料碼賽克顯示板，現場照片如圖 3.2-5 及圖

3.2-6。目前碼賽克顯示板可顯示資訊可視水情狀況切換顯示平日

及颱洪時期之資訊。惟受限於資訊量及調度中心空間限制，碼賽

克板之字體相對偏小且缺乏查詢功能及變化。 

 

圖3.2-5 調度中心照片 

 

圖3.2-6 調度中心碼賽克顯示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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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擴充目標係建立平日及颱洪時期全螢幕結合空間資

訊之整合性資訊展示及查詢網頁，可透過調度中心背投影電視牆

進行監視或展示，以利應變中心成立或召開相關會議時使用。現

階段顯示資訊範圍以碼賽克顯示板可顯示之資訊及資料庫蒐集

系統已取得之資料為主，含雨量、河川流量、水庫營運及供水資

訊(淨水場、供水系統出水量)，顯示資料清單如表 3.2-2 所示。

平日資料以水資源營運管理相關資料為主，颱洪時期以所轄之桃

園石門水庫、新竹寶山第二水庫及水庫集水區雨量資訊為主。配

合展示頁面設計，依不同展示範圍及狀態由表 3.2-2 之清單中，

篩選各狀態下之展示資料，分為平日 6 分割、平日 4 分割、平

日全螢幕及颱洪期間，各狀態展示資料清單如表 3.2-3~3.2-6

所示。 

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成果畫面如圖 3.2-7~

圖 3.2-14 所示。功能選單採隱藏式設計，當滑鼠移至功能表附

近才顯示出來(圖 3.2-7)，功能選單計有平日、颱洪及馬祖等 3

個選項，主要成果說明如下： 

1. 平日 

預設以 6 分割顯示基隆、台北、桃園、新竹、宜蘭及

花蓮地區平日與水源運用相關之重要訊息(圖 3.2-8)，點選

各區左上角放大圖示，可再進各區資料顯示畫面。其中基

隆、台北、宜蘭及花蓮地區，因無北水局所轄水庫，採直

接全螢幕顯示水源(水庫、河川流量)、降雨及淨水場或供水

系統資訊，圖 3.2-9 基隆地區之全螢幕展示畫面。 

點選桃園、新竹左上角放大圖示，則進入該區 4 分割

(雨量、供水、水庫營運及水位歷線)展示畫面，圖 3.2-10

為桃園地區平日 4 分割展示畫面，再次點選各分區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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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圖示，則以全螢幕顯示所選分割之資訊，圖 3.2-11 為

桃園地區平日雨量之全螢幕展示畫面。 

 

2. 馬祖 

馬祖地區資訊展示採獨立顯示，圖 3.2-12 為馬祖地區

平日之資訊展示畫面。 
 

3. 颱洪 

颱洪時期預設以 4 分割顯示基隆、台北、桃園、新竹

等 4 區之水庫、降雨時資料(圖 3.2-13)，點選各分區左上角

放大圖示，以全螢幕放大顯示所選分割之資訊，圖 3.2-14

為台北地區颱洪時期全螢幕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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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資料清單 
區域 類別 平日(日) 颱洪(時) 

水源 新山、西勢水庫營運資料 
水位流量 雙溪(2)流量 介壽橋水位 
雨量 南港、瑞芳、火燒寮、大尖山、五指山 

基隆 

供水 新山、暖暖、貢寮、北水處支援 - 
水源 翡翠水庫營運資料 - 
水位流量 南勢溪流量 - 
雨量 翡翠、坪林、太平、碧湖、九芎根、十三股 台北 
供水 直潭、長興、公館、支援一區、支

援十二區 
- 

石門水庫營運資料 水源 
三峽河抽水量 - 

水位流量 - 玉峰、三峽橋水位 
雨量 石門、霞雲、高義、巴陵、玉峰、池端、嘎拉賀、鎮西

堡、白石、西丘斯山 
桃園 

供水 板新、大湳、龍潭、石門、平鎮、

北水處支援、十二區支援二區、二

區支援三區、三區支援二區 

- 

寶山水庫、寶山第二水庫營運資料 水源 
永和山水庫營運資料 - 

水位流量 上坪、竹林大橋、永興橋流量 上坪、竹林大橋水位

雨量 竹東、鳥嘴山、梅花、太閣南、白蘭 
新竹 

供水 寶山、新竹、湳雅、東興(新竹)、
二區支援三區、三區支援二區 

- 

水源 - - 
水位流量 牛鬥、蘭陽大橋流量 - 
雨量 玉蘭、土場、太平山、南山、思源 - 

宜蘭 
供水 宜蘭、羅東、南澳、松羅、英士、

四季、南山、東澳、金洋、澳花、

合計 

- 

水源 - - 
水位流量 花蓮大橋、瑞穗流量 - 
雨量 龍澗、壽豐、大觀、太安、大農 - 

花蓮 
供水 花蓮、和平、水璉、鳳林、豐濱、

瑞穗、富源、舞鶴、港口、玉里、

富里、崙山、池南、松浦、合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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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類別 平日(日) 颱洪(時) 
水源 勝利、珠螺、儲水沃、儲水沃上壩、

津沙、津沙一號、秋桂山、后沃、

板里、東湧水庫營運資料 

- 

水位流量 - - 
雨量 馬祖 - 

馬祖 

供水 海淡出水：南竿、北竿、東引、西

莒 
- 

 

 

表3.2-3 平日6分割畫面顯示資料清單 
分區 顯示資料項目 全螢幕顯示資料 
基隆 新山、西勢(有效蓄水量) 

新山、暖暖、貢寮(出水量) 
火燒寮(雨量) 

表3.2-4 

台北 翡翠水庫(有效蓄水量、雨量) 
南勢溪流量 
直潭、長興、公館(出水量) 

表3.2-4 

桃園 石門水庫(有效蓄水量、雨量) 
板新、大湳、龍潭、石門、平鎮(出水量)

表3.2-5 

新竹 寶山、寶二(有效蓄水量) 
竹林大橋流量 
寶山、新竹、湳雅(出水量) 

表3.2-5 

宜蘭 牛鬥流量 
太平山(雨量) 
供水量(各系統合計) 

表3.2-4 

花蓮 花蓮大橋流量 
大觀(雨量) 
供水量(各系統合計) 

表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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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4 平日4分割顯示資料清單 
分區 類別 顯示資料項目 全螢幕顯示資料 

水庫

營運 
石門水庫：水位、有效蓄水量、

進水量、放水量、降雨量 
三峽河抽水量 

增加： 
各標的放水量(公共、農

業、工業、發電、河道放水、

溢洪水量 
雨量 石門、霞雲、高義、巴陵、玉峰、

池端、嘎拉賀、鎮西堡、白石、

西丘斯山 

資料一樣 
 

供水 板新、大湳、龍潭、石門、平鎮、

北水處支援十二區、十二區支媛

二區、二區支援三區、三區支援

二區 

資料一樣 
 

桃園 

水庫

水位 
石門水庫水位歷線圖 同一圖 

水庫

營運 
寶山、寶二：水位、有效蓄水量、

進水量、放水量 
增加： 
永和山：水位、有效蓄水

量、進水量、放水量 
上坪、竹林大橋、永興橋流

量 
雨量 竹東、鳥嘴山、梅花、太閣南、

白蘭 
資料一樣 
 

供水 寶山、新竹、湳雅、東興、二區

支援三區、三區支援二區 
資料一樣 
 

新竹 

水庫

水位 
寶二水庫水位歷線圖 同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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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5 平日全螢幕顯示資料清單 
分區 類別 顯示資料項目 

水源 新山水庫、西勢水庫(水位、有效蓄水量) 
流量 雙溪(2) 
雨量 南港、瑞芳、火燒寮、大尖山、五指山 

基隆 

供水 新山、暖暖、貢寮、北水處支援 
水源 翡翠水庫(水位、有效蓄水量、進水量、放水量) 
流量 南勢溪 
雨量 翡翠、坪林、太平、碧湖、九芎根、十三股 

台北 

供水 直潭、長興、公館、支援一區、支援十二區 
流量 牛鬥、蘭陽大橋 
雨量 玉蘭、土場、太平山、南山、思源 

宜蘭 

供水 宜蘭、羅東、南澳、松羅、英士、四季、南山、東

澳、金洋、澳花、合計 
流量 花蓮大橋、瑞穗 
雨量 龍澗、壽豐、大觀、太安、大農 

花蓮 

供水 花蓮、和平、水璉、鳳林、豐濱、瑞穗、富源、舞

鶴、港口、玉里、富里、崙山、池南、松浦、合計

水源 勝利、珠螺、儲水沃、儲水沃上壩、津沙、津沙一

號、秋桂山、后沃、板里、東湧水庫營運資料 
雨量 馬祖 

馬祖 

供水 海淡出水：南竿、北竿、東引、西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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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6 颱洪期間顯示資料清單 
分區 顯示資料項目 全螢幕顯示資料 
基隆 新山、西勢(水位)  

介壽橋水位 
雨量：火燒寮 

增加新山、西勢水庫進、放水

量及蓄水量 
增加雨量： 
南港、瑞芳、大尖山、五指山

台北 翡翠水庫(水位、雨量) 
雨量：坪林 

增加翡翠水庫進、放水量及蓄

水量 
增加雨量： 
翡翠、太平、碧湖、九芎根、

十三股 
桃園 石門水庫(水位、雨量) 

水位：玉峰、三峽橋 
增加石門水庫進、放水量及蓄

水量 
增加雨量： 
石門、霞雲、高義、巴陵、玉

峰、池端、嘎拉賀、鎮西堡、

白石、西丘斯山 
新竹 寶山、寶二(水位) 

水位：竹林大橋、上坪 
雨量：太閣南 

增加寶山、寶二水庫進、放水

量及蓄水量 
增加雨量： 
竹東、梅花、鳥嘴山、白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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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7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功能選單 
 
 

 

圖3.2-8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平日6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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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9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基隆平日 
 

 

 

圖3.2-10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桃園平日4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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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1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桃園平日雨量 
 

 

 

圖3.2-12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馬祖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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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3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颱洪4分割 
 

 

 

圖3.2-14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颱洪全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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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所需資料項目繁多，上線以來不時因資料問

題影響系統運作，本項工作旨在建立系統所需日資料缺漏及異常狀況

之自動查核功能，並以清單方式展現，以利資料補整。資料異常之判

釋以資料是否出現負值或不合理量為主要原則，如日雨量資料出現負

值或過大(≧1,000mm)，水庫水位高於滿水位或低於呆水位，淨水場

出水量大於設計能力等。 

由於本系統所使用資料均由各單位蒐集而來，不乏未經資料管理

單位檢核之資料，如水利署水文資料、各水庫營運資料。建議未來可

建立定期(1 年 1 次)批次取得資料管理單位檢核過資料之機制，取得

及匯入資料庫機制可配合資料管理單位建議自動化或取得檔案後再匯

入資料庫之方案式辦理。 

資料查核清單依系統需求整理詳如附錄一所示，依用水分區及資

料需求之急迫性、影響系統功能程度及是否為供水重點區等因素綜合

考量後予以分級，原則上將報表每日會用到之資料列為最優先(一級)、

調度模擬及預警所需資料次之(二級)，用水記錄及其他資料再次之(三

級)，資料分級原則如表 3.3-1 所示，負責資料蒐集人員可依分級，由

低至高之先後次序，進行缺漏資料補遺，系統畫面如圖 3.3-1 所示。 

 

表3.3-1 缺漏資料查核分級原則 
等級 分級原則 備 註 
一 每日都需使用資料 如主要水庫蓄水量報告表 
二 每週、旬需更新資料 如預警所需資料、供水週報 
三 每月、基本資料建立 如供水系統出水量資料 

 



 

- 45 - 

 

 

圖3.3-1 缺漏資料查核成果畫面 

另因水庫資料來源之水利署防災中心系統調整，今年度 3~4 月間

有連續無法取得水庫營運資料之狀況，建議日後如發生類似事件，仍

應儘速辦理缺漏資料補整，以維持資料之完整性及後續統計分析之正

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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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報表 

報表係以產製管理單位例行報表及彙整相關資訊為主要功能，本年度

重新檢討基隆、宜蘭、花蓮地區用水資料後，已建立基隆地區主要淨水場

出水量、宜蘭地區自來水系統出水量及花蓮地區自來水系統出水量等報表

架構，成果畫面如圖 3.4-1、圖 3.4-2 所示，以利未來資料取得後之資料查

詢與應用。 

 

 

圖3.4-1 新增報表成果畫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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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2 新增報表成果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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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本年度系統維護及諮詢範圍包含： 

(1) 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系統維護(含系統備份及回復作業)、

問題排除及諮詢服務。 

(2) 監控與通訊系統資料蒐集問題諮詢、程式修改協助及協助

資料補整。 

(3) 資料庫複寫機制管理、維護及監看。 

北區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資料傳遞至水利署「臺灣地區水資源水

情決策支援系統」資料庫之作法為採用 MS SQL Server 之資料庫複寫

技術，在水利署 VPN 的網路架構下，透過 MS-SQL 資料庫複寫訂閱

及發行功能達到資料一致及即時性，資料庫複寫架構如圖 4-1 所示，

複寫排程已調整為即時複寫。 

本項工作依複寫機制特性，區分定期及異常之不同檢查頻率，以

便維持複寫機制之穩定作業，降低因複寫機制故障而造成資料不正

常，使軟體系統中止運作的狀況。 

主要維護工作紀要如下，工作月報如附錄二： 

 資料複寫至水利署之機制管理、維護及監看，維護期間每旬

檢查複寫狀況。 

 100.08.17：依山閣至水利署 VPN 網路無法連線，已重新啟

動資料複寫，恢復資料傳送功能。 

 100.10.08：重新啟動預警模組並檢核其分析結果。 

 100.11.02：依翡翠水庫管理局提供資料，補整歷年翡翠水庫

進水量及南勢溪流量，並重算超越機率流量統計。 

 100.11.21：馬祖地區主要水庫蓄水量報告表功能異常，無法



 

- 49 - 

產出報表，問題於 100.11.22 排除。 

 100.12.09：協助另案監控及通訊系統維護廠商，進行本年度

3~4 月間水庫營運資料補整。 

 100.12.14：整理 100 年水公司一區、八區、九區營運資料供

另案監控及通訊系統維護廠商進行資料建立。 

 

 

 

 

圖4-1 資料複寫架構 
 
 

負責資料蒐集之另案監控通訊系統，完工以來迄未對蒐集資料範

圍進行檢討，本年度就雨量、水位及流量資料蒐集範圍進行複核，複

核成果如表 4-1、表 4-2 所示。其中，雨量資料目前無法正常取得之測

站，多因中央氣象局將原測站擴充為氣象站及變更站碼，而無法順利

取得，建議變更對應之站號後繼續收資料；已撤站之資料，則建議取

消蒐集，並於報表中刪除。水位及流量資料方面，感潮及僅觀測水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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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量)資料之測站，建議不於報表中顯示；台電立霧溪之綠水水文站，

因立霧溪並無重要引水設施，建議取消該資料蒐集；台電雙溪之雙溪

(2)水文站，建議取消該資料蒐集，並由下游水公司一區之貢寮淨水場

出水量作為雙溪流域水情研判之資訊。前述建議已提供另案監控與通

訊系統進行資料蒐集功能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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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監控與通訊系統-北部地區雨量資料日報表資料檢核表 
單位 站名 測站存廢 資料接收狀況 備註 

北水局 石門、巴陵、高義、嘎拉賀、霞雲、玉峰、白石、鎮西堡、西丘

斯山、池端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十河局 碧湖、三峽、大豹、石碇、火燒寮、瑞芳、中正橋、竹子湖、福

山、大桶山、坪林、五堵、石門後池、熊空山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馬祖、山佳、坪林、四堵、福山、桶後、屈尺、大尖山、五指山、

南港、新屋、梅花、竹東、竹南、南庄、大禹嶺、天祥、新城、

鯉魚潭、光復、月眉山、水源、礁溪、羅東、玉蘭、太平山、思

源、佳心、玉里、舞鶴、下盆、公舘、大溪、八德、楊梅、水尾、

中壢、湖口、新埔、鳥嘴山、白蘭、太閣南、峨眉、新竹、洛韶、

慈恩、布洛灣、吉安、銅門、吳全城、壽豐、東壙、中興、鳳林、

大觀、太安、大農、龍澗、高寮、牛鬥、古魯、北關、頭城、大

礁溪、再連、三星、寒溪、新寮、土場、南山、卓樂、紅葉、立

山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大豹 廢 無資料 2009/5/16 撤站，建議不再收。 

火燒寮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12/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A65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石碇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12/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A64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瑞芳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12/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A66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新莊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12/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ACA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五股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12/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A68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木柵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7/14 撤站，建議不再收。 

南勢角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7/13 撤站，建議不再收。 

氣象局 

林口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9/12/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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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站名 測站存廢 資料接收狀況 備註 

(C0A71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關渡 存 無資料 舊站碼(C1A970)與三貂角氣象站

(C0A970)重複編號，自 2008/2/25 起

變更站碼為(C1AC50)，建議變更站號

後續收資料。 

桃園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8/1/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C480) 

關西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8/1/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D39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打鐵坑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8/1/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D48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大河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08/1/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E44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西林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10/7/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T90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雙連埤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10/7/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U52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壯圍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10/7/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U62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冬山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10/7/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U68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明里 改為氣象站 無資料 2010/7/1 擴充為氣象站，變更站碼為

(C0Z020)，建議變更站號後續收資料。 

翡翠水庫 翡翠、坪林、碧湖、九芎根、太平、十三股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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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監控與通訊系統-北部地區水位及流量日報表資料檢核表 
單位 站名 測站存廢 資料接收狀況 備註 

玉峰、稜角、秀巒、高義、霞雲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北水局 

鳶山堰、石門大壩 存 水位-正常 

流量-無提供資料

此資料屬水源設施營運資料，建議水位流量

報表取消顯示，改列於水源設施營運報表。 

一河局 牛鬥、蘭陽大橋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上坪、竹林大橋、永興橋、新埔(2)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二河局 

南崁溪橋 存 水位-正常 

流量-異常 

水利署流量資料僅到 2002，建議不列入報表

或顯示「無提供流量」。 

九河局 瑞穗大橋、花蓮大橋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三峽橋、橫溪橋、五堵、秀朗橋、三鶯橋、屈尺、

介壽橋、寶橋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台北橋、土地公鼻、中正橋、獅子頭、大直橋、入

口堰、河口、疏洪道、新海橋 、社后橋、南湖大橋

存 水位-正常 

流量-無(感潮) 

另有多筆水位流量資料，建議不列入報表。 

石門後池、碧潭橋、長安橋、大華、柑城橋、上龜

山橋 

存 水位-正常 

流量-無提供資料

另有多筆水位流量資料，建議不列入報表。 

十河局 

康誥坑橋 廢 無資料 建議取消不列入報表 

翡翠 存 正常 維持不變 翡翠水庫

坪林 、逮魚溪 存 水位-正常 

流量-無提供資料

維持不變 

雙溪(2) 存 資料庫資料至

2010/6/17 

建議恢復資料蒐集。 台電 

綠水 存 資料庫資料至

2010/6/17 

無引水，建議取消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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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教育訓練 

北區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本年度功能擴充後，為利使用者熟悉系

統功能及注意事項，於民國 100 年 11 月 29 日下午於北區水資源調度

中心(石門水庫依山閣)辦理教育訓練，就系統功能、水源調度、即時資

訊、簡報製作、報表管理及乾旱預警進行講習，參加單位有翡翠水庫管

理局、臺北自來水事業處、臺灣自來水公司、臺灣自來水公司一區處、

臺灣自來水公司二區處、臺灣自來水公司三區處、臺灣自來水公司八

區處、臺灣自來水公司九區處、石門水庫管理中心、寶二水庫管理中

心及北水局經管課，計 15 人參加，課程如表 5-1 所示，上課情形如圖

5-1~圖 5-4，簽到單、講義詳附錄三。 
 
 
 

表5-1 教育訓練課程表 

時 間 課程名稱 

13：30 ~ 14：00 系統功能介紹 

休息 14：00 ~ 14：10  

14：10 ~ 15：00 水源調度及即時資訊模組說明及操作 

休息 15：00 ~ 15：10  

15：10 ~ 16：00 簡報製作及報表管理模組功能說明 

休息 16：00 ~ 16：10  

16：10 ~ 16：40 乾旱預警模組功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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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教育訓練上課情形(1) 

 
 

 
圖5-2 教育訓練上課情形(2) 



 

- 56 - 

 
圖5-3 教育訓練操作照片(1) 

 
 

 
圖5-4 教育訓練操作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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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系統測試 

依水利署「資訊相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規定系統完成後應辦理

相關測試及撰寫操作手冊，因本計畫係辦理既有系統之功能擴充，相

關測試及手冊以本次新增功能為目標。 
系統測試計畫及測試成果，詳附錄四(含壓力測試)，資安測試依水

利署「資訊相關系統開發注意事項」規定應進行資訊安全相關檢測並

提供證明。本年度以 Nessus 進行檢測，檢測結果無等級為 High、
Medium 之狀況，檢測結果詳附錄五。 

系統操作手冊於系統安裝方面，因系統安裝於調度中心機房，由

另案監控與通訊系統維護廠商進行設備維護，並已建立虛擬化，僅就

本年度新增功能進行編撰，詳附錄六。 



 

 
 

 

 

 

 

 

 

 

附錄一  資料查核清單 



 

附錄I - 1 
 

等級 分區 類別 資料名稱 資料產出單位 資料來源 影響功能 

1 基隆 水源 新山水庫-水位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基隆 水源 新山水庫-有效蓄水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基隆 水源 新山水庫-進水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基隆 水源 新山水庫-放水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基隆 水源 新山水庫-降雨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基隆 水源 西勢水庫-水位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基隆 水源 西勢水庫-有效蓄水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基隆 水源 西勢水庫-進水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基隆 水源 西勢水庫-放水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基隆 水源 西勢水庫-降雨量 水公司一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台北 水源 翡翠水庫-水位 翡管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台北 水源 翡翠水庫-有效蓄水量 翡管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台北 水源 翡翠水庫-進水量 翡管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台北 水源 翡翠水庫-放水量 翡管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台北 水源 翡翠水庫-降雨量 翡管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台北 水源 直潭原水取水量 北水處 北水處 資訊 

2 台北 水源 青潭原水取水量 北水處 北水處 資訊  

1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水位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有效蓄水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進水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放水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降雨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公共用水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農業用水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工業用水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發電用水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河道放水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溢洪水量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板新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石門灌區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2 桃園 水源 石門水庫-桃園灌區 石管中心 石管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水源 三峽河抽水站-抽水量 水公司十二區 水公司十二區 報表、簡報、資訊 

1 新竹 水源 寶山水庫-水位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寶山水庫-有效蓄水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寶山水庫-進水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寶山水庫-放水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新竹 水源 寶山水庫-降雨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寶二水庫-水位 水庫管理中心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寶二水庫-有效蓄水量 水庫管理中心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附錄I - 2 
 

等級 分區 類別 資料名稱 資料產出單位 資料來源 影響功能 

1 新竹 水源 寶二水庫-進水量 水庫管理中心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寶二水庫-放水量 水庫管理中心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新竹 水源 寶二水庫-降雨量 水庫管理中心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永和山水庫-水位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永和山水庫-有效蓄水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永和山水庫-進水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永和山水庫-放水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新竹 水源 永和山水庫-降雨量 水公司三區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1 新竹 水源 隆恩堰公共 水公司三區 水公司三區 報表、簡報、資訊 

2 馬祖 水源 勝利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勝利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勝利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勝利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勝利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珠螺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珠螺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珠螺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珠螺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珠螺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上壩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上壩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上壩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上壩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儲水沃上壩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儲水沃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儲水沃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津沙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津沙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津沙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津沙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津沙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津沙 1 號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津沙 1 號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津沙 1 號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津沙 1 號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津沙 1 號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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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分區 類別 資料名稱 資料產出單位 資料來源 影響功能 

2 馬祖 水源 秋桂山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秋桂山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秋桂山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秋桂山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秋桂山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后沃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后沃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后沃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后沃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后沃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板里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板里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板里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板里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板里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馬祖 水源 東湧水庫-水位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東湧水庫-有效蓄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東湧水庫-進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2 馬祖 水源 東湧水庫-放水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簡報 資訊 預警 

3 馬祖 水源 東湧水庫-降雨量 連江縣府 防災中心 報表 

2 基隆 流量 雙溪(2) 台電公司 旁收 資訊 

1 台北 流量 南勢溪流量 北水處及翡管局 翡管局網站 報表、資訊、預警 

1 新竹 流量 上坪 二河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1 新竹 流量 竹林大橋 二河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新竹 流量 永興橋 二河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宜蘭 流量 蘭陽大橋 一河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宜蘭 流量 牛鬥 一河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花蓮 流量 花蓮大橋 九河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花蓮 流量 瑞穗 九河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基隆 雨量 南港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 

2 基隆 雨量 瑞芳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 

2 基隆 雨量 火燒寮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 

2 基隆 雨量 大尖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 

2 基隆 雨量 五指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 

2 台北 雨量 翡翠 翡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台北 雨量 坪林 翡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台北 雨量 太平 翡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台北 雨量 碧湖 翡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台北 雨量 九芎根 翡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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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分區 類別 資料名稱 資料產出單位 資料來源 影響功能 

2 台北 雨量 十三股 翡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石門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霞雲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高義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巴陵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玉峰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池端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嘎拉賀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鎮西堡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白石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桃園 雨量 西丘斯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新竹 雨量 竹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新竹 雨量 鳥嘴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新竹 雨量 梅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新竹 雨量 太閣南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新竹 雨量 白蘭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宜蘭 雨量 玉蘭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宜蘭 雨量 土場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宜蘭 雨量 太平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宜蘭 雨量 南山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宜蘭 雨量 思源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花蓮 雨量 壽豐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花蓮 雨量 大觀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花蓮 雨量 太安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花蓮 雨量 大農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花蓮 雨量 龍澗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馬祖 雨量 馬祖 中央氣象局 署水文資料庫 資訊、預警 

2 基隆 供水 老梅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員山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林莊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六堵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貢寮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二坪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中幅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安樂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新山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2 基隆 供水 暖暖淨水場 水公司一區 水公司一區 資訊 

1 台北 供水 直潭淨水場 北水處 北水處 報表 簡報 資訊 

1 台北 供水 公館淨水場 北水處 北水處 報表 簡報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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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北 供水 長興淨水場 北水處 北水處 報表 簡報 資訊 

1 台北 供水 北水處總配水量 北水處 北水處 報表 簡報 資訊 

1 台北 供水 北水支援 1 區水量 北水處 北水處 報表 簡報 資訊 

1 台北 供水 北水支援 12 區水量 北水處 北水處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供水 板新淨水場供水量 水公司十二區 水公司十二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供水 平鎮淨水場供水量 水公司二區 水公司二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供水 石門淨水場供水量 水公司二區 水公司二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供水 龍潭淨水場供水量 水公司二區 水公司二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供水 12 區支援 2 區 水公司十二區 水公司十二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供水 2 區支援 3 區 水公司二區 水公司二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桃園 供水 大湳淨水場 水公司二區 水公司二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新竹 供水 寶山給水廠 水公司三區 水公司三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新竹 供水 湳雅淨水場 水公司三區 水公司三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新竹 供水 新竹第一淨水場 水公司三區 水公司三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新竹 供水 東興廠供新竹 水公司三區 水公司三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1 新竹 供水 3 區支援 2 區 水公司三區 水公司三區 報表 簡報 資訊 

3 宜蘭 供水 宜蘭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羅東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南澳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松羅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英士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四季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南山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東澳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金洋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宜蘭 供水 澳花供水系統 水公司八區 水公司八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花蓮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和平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水璉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鳳林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豐濱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瑞穗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富源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舞鶴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港口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玉里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富里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崙山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3 花蓮 供水 池南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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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蓮 供水 松浦供水系統 水公司九區 水公司九區 資訊 

2 馬祖 供水 南竿海淡合計出水量 連江縣府 連江縣府 資訊、報表、簡報 

2 馬祖 供水 北竿海淡合計出水量 連江縣府 連江縣府 資訊、報表、簡報 

2 馬祖 供水 東引海淡合計出水量 連江縣府 連江縣府 資訊、報表、簡報 

2 馬祖 供水 西莒海淡合計出水量 連江縣府 連江縣府 資訊、報表、簡報 



 

 

 

 

 

 

 

 

 

附錄二  工作月報 

 



 

附錄 II - 1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工作月報表 
截至 100 年 08 月底止 

計 畫 名 稱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執 行 期 間 民國 100 年 8 月 4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15 日 累  積  執  行  進  度(%) 

本月工作人數(人) 3 預  定  進  度 實  際  進  度 

本月工作時數(小時) 152 20 20 
進度分析(打√) 

工 作 項 目 實際執行情形 
符合 落後 超前 異常原因 因 應 對 策 

預計完成 
改善日期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

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已完成 20% 
√ 

  
- - - 

(二 )即時資訊功能模

組擴充 
已完成 40% 

√ 
  - - - 

(三 )建置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 
已完成 40% √   - - - 

(四 )北區水資源管理

系統維護及諮詢 
已完成 20% √   

- - - 

                                                             



 

附錄 II - 2   

工作項目與進度 
月次 1 2 3 4 5 
年別 100 年 工作項目 
月份 8 9 10 11 12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二)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三)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四)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教育訓練▲  (五)教育訓練 
   11 月底  

     

期初▲ 期中▲  期末▲ 結案▲ 成果提送時程 
8/19 9/30  11/25 12/15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20 40 60 80 100 

註：     預定進度，      實際進度。 

 

 

工作進度查核點 

1. 100.9.30：提送期中報告，完成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及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以利期中審查。 

2. 100.11.25：提送期末報告，完成水源調度功能擴充。 

3. 100.11.28(暫定)：教育訓練 

4. 100.12.15：完成所有工作。



 

附錄 II - 3   

工作事項 

本月工作重點 

本月為工作之第 1 月份，本月之工作重點有： 

1. 系統功能擴充需求討論(8/25)，重要結論如下： 

(1) 新增水庫水位推估採等風險推演法(參照翡翠水庫作法)，操作界

面整合於既有界面中增加等風險推演法之流量選項，分析成果

另繪製圖/表，不與原逐旬推演法之分析成果，繪於同一圖/表。 

(2) 缺漏資料查核除查核資料是否有缺外，一併簡查是否有明顯異

常資料。 

2. 工作執行計畫書編撰 

3. 工作執行計畫書簡報(8/30) 

4. 功能擴充需求分析、即時資訊所需底圖製作及缺漏資料查核範圍及

等級研擬。 

5. 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維護及監看。 

下月預定工作 

下月為工作之第 2 月份，工作重點有：進行水源調度次系統功能擴充

之系統分析設計；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與建置缺漏資料查核功能之系統

分析設計與程式撰寫；持續辦理系統維護及諮詢(含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

維護及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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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工作月報表 
截至 100 年 09 月底止 

計 畫 名 稱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執 行 期 間 民國 100 年 8 月 4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15 日 累  積  執  行  進  度(%) 

本月工作人數(人) 4 預  定  進  度 實  際  進  度 

本月工作時數(小時) 168 40 40 
進度分析(打√) 

工 作 項 目 實際執行情形 
符合 落後 超前 異常原因 因 應 對 策 

預計完成 
改善日期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

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已完成 30% 
√ 

  
- - - 

(二 )即時資訊功能模

組擴充 
已完成 90% 

√ 
  - - - 

(三 )建置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 
已完成 90% √   - - - 

(四 )北區水資源管理

系統維護及諮詢 
已完成 4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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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與進度 
月次 1 2 3 4 5 
年別 100 年 工作項目 
月份 8 9 10 11 12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二)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三)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四)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教育訓練▲  (五)教育訓練 
   11 月底  

     

期初▲ 期中▲  期末▲ 結案▲ 成果提送時程 
8/19 9/30  11/25 12/15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20 40 60 80 100 

註：     預定進度，      實際進度。 

 

 

工作進度查核點 

1. 100.9.30：提送期中報告，完成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及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以利期中審查。 

2. 100.11.25：提送期末報告，完成水源調度功能擴充。 

3. 100.11.28(暫定)：教育訓練 

4. 100.12.15：完成所有工作。



 

附錄 II - 6   

工作事項 

本月工作重點 

本月為工作之第 2 月份，本月之工作重點有： 

6. 水源調度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充 

甲、 開發流量統計程式(已完成)。 

乙、 開發等風險推演法程式(完成可執行雛型)。 

7.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甲、 開發基隆、宜蘭、花蓮及馬祖即時資訊展示查詢(已完成)。 

乙、 開發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已完成)。 

8. 開發缺漏資料查核功能(已完成)。 

9. 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維護及監看。 

10. 期中報告書編撰。 

下月預定工作 

下月為工作之第 3 月份，工作重點有：進行水源調度次系統功能擴充

之系統測試及程式調整；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與建置缺漏資料查核功能

之測試及程式調整；持續辦理系統維護及諮詢(含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維

護及監看)。 

 

 



 

附錄 II - 7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工作月報表 
截至 100 年 10 月底止 

計 畫 名 稱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執 行 期 間 民國 100 年 8 月 4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15 日 累  積  執  行  進  度(%) 

本月工作人數(人) 3 預  定  進  度 實  際  進  度 

本月工作時數(小時) 160 60 60 
進度分析(打√) 

工 作 項 目 實際執行情形 
符合 落後 超前 異常原因 因 應 對 策 

預計完成 
改善日期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

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已完成 65% 
√ 

  
- - - 

(二 )即時資訊功能模

組擴充 
已完成 100% 

√ 
  - - - 

(三 )建置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 
已完成 100% √   - - - 

(四 )北區水資源管理

系統維護及諮詢 
已完成 50% √   

- - - 

                                                             



 

附錄 II - 8   

工作項目與進度 
月次 1 2 3 4 5 
年別 100 年 工作項目 
月份 8 9 10 11 12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二)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三)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四)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教育訓練▲  (五)教育訓練 
   11 月底  

     

期初▲ 期中▲  期末▲ 結案▲ 成果提送時程 
8/19 9/30  11/25 12/15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20 40 60 80 100 

註：     預定進度，      實際進度。 

 

 

工作進度查核點 

1. 100.9.30：提送期中報告，完成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及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以利期中審查。 

2. 100.11.25：提送期末報告，完成水源調度功能擴充。 

3. 100.11.28(暫定)：教育訓練 

4. 100.12.15：完成所有工作。



 

附錄 II - 9   

工作事項 

本月工作重點 

本月為工作之第 3 個月份，本月之工作重點有： 

11. 水源調度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充 

等風險推演法程式測試及調整。 

12.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功能微調 

13. 開發缺漏資料查核功能 

測試及試運轉 

14.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維護及諮詢 

(1) 新增報表設計 

(2) 監控與通訊系統資料蒐集範圍查核 

15. 期中簡報(10/17) 

16. 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維護及監看。 

下月預定工作 

下月為工作之第 4 個月份，工作重點有：水源調度次系統、即時資訊、

缺漏資料查核等新增功能試運轉；新增報表程式撰寫；辦理教育訓練及撰

寫期末報告；持續辦理系統維護及諮詢(含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維護及監

看)。 

 



 

附錄 II - 10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工作月報表 
截至 100 年 11 月底止 

計 畫 名 稱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執 行 期 間 民國 100 年 8 月 4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15 日 累  積  執  行  進  度(%) 

本月工作人數(人) 4 預  定  進  度 實  際  進  度 

本月工作時數(小時) 168 80 80 
進度分析(打√) 

工 作 項 目 實際執行情形 
符合 落後 超前 異常原因 因 應 對 策 

預計完成 
改善日期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

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已完成 100% 
√ 

  
- - - 

(二 )即時資訊功能模

組擴充 
已完成 100% 

√ 
  - - - 

(三 )建置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 
已完成 100% √   - - - 

(四 )北區水資源管理

系統維護及諮詢 
已完成 80% √   

- - - 

                                                             



 

附錄 II - 11   

工作項目與進度 
月次 1 2 3 4 5 
年別 100 年 工作項目 
月份 8 9 10 11 12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二)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三)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四)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教育訓練▲  (五)教育訓練 
   11 月底  

     

期初▲ 期中▲  期末▲ 結案▲ 成果提送時程 
8/19 9/30  11/25 12/15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20 40 60 80 100 

註：     預定進度，      實際進度。 

 

 

工作進度查核點 

1. 100.9.30：提送期中報告，完成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及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以利期中審查。 

2. 100.11.25：提送期末報告，完成水源調度功能擴充。 

3. 100.11.29：教育訓練 

4. 100.12.15：完成所有工作。



 

附錄 II - 12   

工作事項 

本月工作重點 

本月為工作之第 4 個月份，本月之工作重點有： 

17. 水源調度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充 

等風險推演法程式測試及調整，流量資料下載功能開發與測試。 

18.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功能微調、測試及試運轉 

19. 開發缺漏資料查核功能 

測試及試運轉 

20.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維護及諮詢 

(1) 新增報表程式開發及測試 

(2) 監控與通訊系統資料蒐集範圍查核與調整評估 

21. 期末報告編撰(11/25 送達) 

22. 教育訓練(11/29) 

23. 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維護及監看 

下月預定工作 

下月為工作之第 5 個月份，工作重點有：報告審查、修訂及持續辦理

系統維護及諮詢(含資料庫複寫機制管理、維護及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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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工作月報表 
截至 100 年 12 月15日 

計 畫 名 稱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100 年度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執 行 期 間 民國 100 年 8 月 4 日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15 日 累  積  執  行  進  度(%) 

本月工作人數(人) 4 預  定  進  度 實  際  進  度 

本月工作時數(小時) 88 100 100 
進度分析(打√) 

工 作 項 目 實際執行情形 
符合 落後 超前 異常原因 因 應 對 策 

預計完成 
改善日期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

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已完成 100% 
√ 

  
- - - 

(二 )即時資訊功能模

組擴充 
已完成 100% 

√ 
  - - - 

(三 )建置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 
已完成 100% √   - - - 

(四 )北區水資源管理

系統維護及諮詢 
已完成 100% √   

- - - 

                                                             



 

附錄 II - 14   

工作項目與進度 
月次 1 2 3 4 5 
年別 100 年 工作項目 
月份 8 9 10 11 12 

     

     (一)水源調度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

能擴充      

     

     (二)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三)建置缺漏資料查核功能 
     

     

     (四)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 
     

     

   教育訓練▲  (五)教育訓練 
   11/29  

     

期初▲ 期中▲  期末▲ 結案▲ 成果提送時程 
8/19 9/30  11/25 12/15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20 40 60 80 100 

註：     預定進度，      實際進度。 

 

 

工作進度查核點 

1. 100.9.30：提送期中報告，完成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及缺漏資料查

核功能，以利期中審查。 

2. 100.11.25：提送期末報告，完成水源調度功能擴充。 

3. 100.11.29：教育訓練 

4. 100.12.15：完成所有工作。



 

附錄 II - 15   

工作事項 

本月工作重點 

本月為工作之最後(第 5 個)月份，本月之工作重點有： 

24. 水源調度原系統維護及次系統功能擴充 

等風險推演法程式測試及調整，分析成果評估。 

25.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功能微調、測試及試運轉 

26. 開發缺漏資料查核功能 

測試及試運轉及缺漏資料補整。 

27.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維護及諮詢 

(1) 資料庫複寫管理、維護及監看 

(2) 系統資安及壓力測試 

28. 期末報告書審查(12/5) 

6. 報告修訂及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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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100年度

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1

中華民國100年 10 月 17 日

課課 程程 表表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

13：30 ~ 14：00 系統功能介紹 楊慶宗

休息14：00 ~ 14：10 

14：10 ~ 15：00 水源調度及即時資訊模組說明及操作 楊慶宗

休息15：00 ~ 15：10 

15：10 ~ 16：00 簡報製作及報表管理模組功能說明 楊慶宗

休息16：00 ~ 16：10休息16：00 ~ 16：10 

16：10 ~ 16：40 乾旱預警模組功能說明 楊慶宗

附錄III - 3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系統功能介紹系統功能介紹

• 系統網址

http://163 29 170 66/N WRMS/login aspxhttp://163.29.170.66/N_WRMS/login.aspx

3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計畫沿革計畫沿革

• 掌握水資源現況以彈性調度提高利用效率

計畫沿革計畫沿革

• 加強水資源需求面及供應面之管理

• 掌握臺灣地區水資源供需預警燈號分析、發布及彈性調度水資源

建 置 保 固 維 運

91~92年
系統開發及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93 94年系統開發及
硬體設計

93~94年
監控與通訊系統硬體採購安裝
及安裝後軟硬體系統整合測試

98年
改善及維護

• 預警

100年
改善及維護

• 調度模擬

南區、中區、台灣區系統建置

預警
• 調度模擬
• 報表
• 系統架構

• 調度模擬

• 即時資訊

• 資料檢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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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北區營管系統架構北區營管系統架構

光纖

( 水庫營運資料、

光纖

( 水庫營運資料、 ( 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

調度中心

(依山閣)

調度中心

(依山閣)

石門水庫

( 水庫營運資料

集水區水文資料)

石門水庫

( 水庫營運資料

集水區水文資料)

防災應變系統

( 農業用水)

防災應變系統

( 農業用水)

防災應變系統

( 農業用水)

防災應變系統

( 農業用水)

InternetInternet
(水庫營運、

InternetInternet
(水庫營運、

GSM-VPNGSM-VPN
( 地下水位)

GSM-VPNGSM-VPN
( 地下水位)

GSM-VPNGSM-VPN
( 地下水位)

GSM-VPNGSM-VPN
( 地下水位)

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 淡水河

洪水預報系統

(水庫營運

雨量、流量)

翡翠水庫

翡翠水庫 淡水河

洪水預報系統

(水庫營運

雨量、流量)

PSTNPSTNPSTNPSTN
水文資訊服務網水文資訊服務網水文資訊服務網水文資訊服務網

翡翠水庫翡翠水庫

雙溪
( 頭前、鳳山、中港、

立霧、蘭陽、花蓮、

GPRS

雙溪
( 頭前、鳳山、中港、

立霧、蘭陽、花蓮、

GPRS
專線

水公司
專線

水公司
專線

水公司
專線

水公司

秀姑巒 )秀姑巒 )

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 水庫、淨水場營運 )

( 天氣展望、雨量)

專線

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 水庫、淨水場營運 )

( 天氣展望、雨量)

專線

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 水庫、淨水場營運 )

水文水資源資料管理供應系統

( 水庫、淨水場營運 )

( 天氣展望、雨量)

專線

( 天氣展望、雨量)

專線

5

各河川流量各河川流量 水利署資訊室(台北)中央氣象局 水利署資訊室(台北)中央氣象局 水利署資訊室(台北)水利署資訊室(台北)中央氣象局中央氣象局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區域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

(臺灣地區水資源水情決策支援系統)

北 區
中 區 南 區

北 區

管 管 硬 管 多管 調 調管
理
系
統

管
理
系
統

硬
體
設
備

管
理
系
統

多
媒
體
及

管
理
系
統

調
度
中
心

水
文
測

調
度
中
心

資
料統

規
劃

統
開
發

備
工
程

統
開
發

及
水
文
測
報

統
開
發

心
土
建

測
報

心
土
建

料
蒐
集

報

複寫 網路服務

複寫

6
附錄III - 5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系統主功能架構系統主功能架構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乾旱預警乾旱預警

簡報製作簡報製作

水源調度水源調度

即時資訊即時資訊

資料維護資料維護

報表管理報表管理

即時資訊即時資訊

系統管理系統管理

報表管理報表管理

資料檢核資料檢核

7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系統架構(環境)系統架構(環境)

監控及

營管系統

資料庫

營運管理系統使用者

Web 應用系統
通訊系統

網路服務

水文資料庫 防災資料庫

水利署

臺灣地區水資源

水情決策支援系統
資料複寫

資料庫

台北辦公區 人工輸入水利署台中辦公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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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水源調度及即時資訊模組說明及操作

9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水源調度一般原則(1/2)水源調度 般原則(1/2)

採日演算，可設定起迄日期及自動取得起算日之水庫蓄水量資料，格式錯採日演算 可設定起迄日期及自動取得起算日之水庫蓄水量資料 格式錯

誤顯示提示訊息。起算日預設系統日期，迄日預設系統日期所在月份(含)
往後4個月之月底，可輸入，提供日曆供選擇，期間不超過一年。

可考量申請水權、下游應負擔保留水量及生態(河川基流)量等取水限制，

提供減量百分比輸入及逐旬編輯功能。

入流量可複選(一次最多 55 種)；平均、Q95、Q90、Q85、Q80、Q75、
Q70、Q65、Q60、Q55、Q50 (共11種)。Q70、Q65、Q60、Q55、Q50 (共11種)。

公共需水量苦單筆輸入(萬CMD)，並提供逐旬編輯功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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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調度一般原則(2/2)水源調度 般原則(2/2)

用水計畫上傳及選擇依用水計畫計算。用水計畫上傳及選擇依用水計畫計算

依規線打折：可選是否依規線打折，並可調整打折率。

考量滿庫(有效蓄水量<=總有效容量)及空庫(有效蓄水量>=0)限制。

考量越引隧道引水能力限制。

越域引水不能造成水庫溢流。

有水位推估 式使 權 者才能使 本功能有水位推估程式使用權限者才能使用本功能。

石門、桃園水利會農業分開。

11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水源調度-流量水源調度 流量

逐旬推演法(既有)

等風險推演法(擴充)

11上 11中 11下 12上 12中 12下 1上 1中 1下

等風險推演法(擴充)

超越機率流量

第1旬：當旬流量第1旬：當旬流量

第2旬：第1~2旬流量

第3旬：第1~3旬流量 11上

.........

第9旬：第1~9旬流量

上
11上 11中
11上 11中 11下
11上 11中 11下 12上
11上 11中 11下 12上 12中上 中 下 上 中
11上 11中 11下 12上 12中 12下
11上 11中 11下 12上 12中 12下 1上
11上 11中 11下 12上 12中 12下 1上 1中
11上 11中 11下 12上 12中 12下 1上 1中 1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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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分析條件 分析成果

資料庫
流量統計

分析程式

(單機常駐程式)

水庫水位

推估模組

蓄水量、HAV 流量記錄

超越機率流量
超越機率流量

(網路化水平衡計算程式) ( )(網路化水平衡計算程式)

水庫水位推估模組運作流程

13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水源調度模組功能說明水源調度模組功能說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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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資訊-需求及設計原則：即時資訊 需求及設計原則

應用系統網頁顯示最新之水源供給、需求資訊應用系統網頁顯示最新之水源供給 需求資訊

98：台北、桃園、新竹

100：基隆、宜蘭、花蓮及馬祖

點選資料另開視窗顯示該資料歷線圖及表 預設系統日期往前3個月點選資料另開視窗顯示該資料歷線圖及表，預設系統日期往前3個月，

並提供輸入期間查詢資料功能。

調度中心背投影電視牆，顯示最新之水源供給、需求及水情資訊

(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 )
平日：台北、桃園、新竹、基隆、宜蘭、花蓮
颱洪：台北、桃園、新竹、基隆
馬祖(平日)

15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即時資訊即時資訊

一般網頁 調度中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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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製作及報表管理模組功能說明

17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報表清單：報表清單：報表清單：報表清單：

分類 報表名稱 備註

北部地 主 水庫蓄水量報告表1. 北部地區主要水庫蓄水量報告表

2. 馬祖地區主要水庫蓄水量報告表

3. 水庫蓄水量報告表

日報

水庫 水 報

4. 臺灣地區主要水庫水情報告表

5. 北桃竹公共給水週報

6 石門水庫總量管制日報表6.  石門水庫總量管制日報表

7. 基隆地區主要淨水場出水量 New

8. 宜蘭地區自來水系統出水量 New

9. 花蓮地區自來水系統出水量 New

旬報
1. 預警指標評分表

2 旬流量統計表2. 旬流量統計表

月報

1. 各用水分區近期實際降雨量統計表

2. 各用水分區近期河川流量統計表

18

月報

3. 北部地區主要水庫集水區降雨量與水庫入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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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簡報清單：簡報清單：簡報清單：簡報清單：

編號 簡報名稱 編號 簡報名稱

1 北部地區主要水庫蓄水量及降雨量比較 17 北部地區主要水庫蓄水情況一覽表1 北部地區主要水庫蓄水量及降雨量比較 17 北部地區主要水庫蓄水情況一覽表

2 主要水庫水庫降雨量情形與歷年同期比較 18 水庫蓄水狀況排序圖

3 台北桃園地區-石門水庫總量管制日報表 19 雨量比較表

台北自來水事業處配水量表 旬雨量比較圖4 台北自來水事業處配水量表 20 旬雨量比較圖

5 水庫進流量表 21 旬累積雨量比較圖

6 蓄水量及降雨量-北部 22 流量比較表

7 蓄水量及降雨量-馬祖 23 旬流量比較圖

8 水源供需及調度-馬祖 24 旬累積流量比較圖

9 北部區域水源供需狀況 25 月長期天氣展望

10 供水系統示意圖 - 基隆 26 季長期天氣展望

11 供水系統示意圖 - 台北 27 水庫運轉歷線圖(水位)

12 供水系統示意圖 - 桃園板新 28 水庫運轉歷線圖(有效蓄水量)8 ( )

13 供水系統示意圖 - 新竹 29 馬祖地區主要水庫蓄水情況一覽表

14 供水系統示意圖 - 宜蘭 30 水庫近15日營運資料

15 供水系統示意圖 花蓮 31 封面

20

15 供水系統示意圖 - 花蓮 31 封面

16 供水系統示意圖 - 馬祖 32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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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範本

選擇投影片

刪除範本刪除範本

選擇投影片選擇投影片

編輯範本

另存新檔
存檔

調整順序
編輯範本編輯範本

另存新檔另存新檔
存檔存檔

調整順序調整順序 建立腳本

次 人
者 簡本精靈

選擇及設定範本

者者 簡本精靈

選擇及設定範本

使用者
一次一人

選擇及設定範本

設定各投影片

選擇及設定範本

設定各投影片設定各投影片

產生及下載投影片產生及下載投影片產生及下載投影片

簡報製作操作流程

21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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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旱預警模組功能說明

23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乾旱預警指標建立原則

•依據「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有關區域水資源供需預警指標

乾旱預警指標建立原則

依據 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有關區域水資源供需預警指標
評分建議，預警指標計算基期以旬為原則。

•水資源供需預警

指標總分=Σ主指標因子分數 x主指標因子權重

各主指標因子分數 Σ次子標因子分數 次子標因子權重各主指標因子分數=Σ次子標因子分數 x 次子標因子權重。

以權重法依各水資源調度區特性確立各主指標因子及次指標•以權重法依各水資源調度區特性確立各主指標因子及次指標
因子權重及評分原則，預警指標評分表參考範例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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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指標

因子項

偏多5~10分，正常5分，偏少0~5分

次指標因子項
指標因

子權重

指標因

子評分
評分原則（範例）

1 未 來 氣

(1)氣象局發佈之月天氣降

雨展望（當月）

指標因子分數 指標因子權重

偏多5~10分，正常5分，偏少0~5分

>=1，5~10分；

<1，0~4分

(1)當期之降雨量與歷年當

期平均降雨量之比值。

1. 未 來 氣

象展望 (2)氣象局發佈之未來一季

長期（三個月）天氣展望

降雨預測情形

區域水資源供需
情勢預警指標評

>=1，5~10分；

<1，0~4分

>=1，5~10分；

<1 0 4分

(1)當期平均流量與歷年當

期平均流量之比值

(2)汛期結束後至當期累計

之降雨量與歷年同期平均

累計降雨量之比值

2.降雨量情勢預警指標評
分參考範例

<1，0~4分

>=1，5~10分；

<1，0~4分

>=1，5~10分；(1)當期平均進水量與歷年

當期平均進水量之比值

(2)汛期結束後至當期累計

總流量與歷年同期平均總

流量之比值

3. 河 川 川

流量

<1，0~4分

>=1，5~10分；

<1，0~4分

以上，6~10分；(1)水庫當期蓄水於下限或

(2)汛期結束後至當期累計

進水量與歷年同期平均累

計進水量之比值

4. 水 庫 進

水量

當期平均進水量之比值

以下，0~ 5分；

>=1，5~10分；

<1，0~4分

6 預 估 可 水庫目前有效蓄水容量依

(2)水庫當期平均蓄水率與

歷年水庫當期平均蓄水率

平均值之比值

5. 水 庫 蓄

水率

(1)水庫當期蓄水於下限或

營運規線之狀況

主、次指標評估因子、其權重
及其評分原則，可依各水資源6. 預 估 可

正常供水

日數

0~30日， 0~3分； 30~60日， 3~7
分；      60~90日，7~10分

>=1，5~10分；

<1，0~4分

水庫目前有效蓄水容量依

各標的用水供水計畫下之

預估可正常供水日數

7. 地 下 水

水位

當期平均地下水水位與歷

年（或十年）當期平均地

下水水位之比值

及其評分原則，可依各水資源
調度區之氣象、水文、水源及
供水系統等特性，由各區水資

源局考量訂定。

25

備註： 1. 本指標之建立主要考量具指標意義之水庫及河川，埤、塘部分不納入評估。

2. 次指標因子評分由0~10分。

3. 地下水水位指標僅供參考，不計入供需情勢預警指標總分評分。

水資源供需預警指標

總 分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供需預警燈號與採行措施一覽表

供需情勢 採 行 措 施

供需預警燈號與採行措施 覽表

正 常 ．水源供需穩定正常

限水預警 ．水情狀況不佳，未來有缺水之虞
．自來水事業機構加強自有水源調度
．農業用水單位採行延後灌溉等預備措施

第一階段
限水預警

．水情狀況未改善，旱象漸趨明顯
．自來水考量實施第一階限水措施

第二階段
限水預警

．水文、氣象持續惡化
．自來水考量實施第二階段限水措施
．農業用水考量總量管控或停灌等措施農業用水考量總量管控或停灌等措施

第三、四階段
限水預警

．水源極度不足
．自來水考量實施第三或第四階段限水措施
．農業用水考量擴大總量管控或停灌等措施

26

農業用水考量擴大總量管控或停灌等措施

附錄III - 15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畫 教育訓練

預警指標建立之步驟預警指標建立之步驟

1.區域劃分

2.次指標分數計算2.次指標分數計算

3.次指標權重訂定

4 主指標權重訂定4.主指標權重訂定

5.供需情勢與分數關係

6 驗證6.驗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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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劃分區域劃分

區域別 區域範圍 主要水源 主要水源設施

基隆地區 自來水公司
第一區管理處供水區

基隆河
雙溪

北水處支援

新山水庫、西勢水庫、八堵抽水站
、東勢坑堰、瑪陵坑堰、友蚋堰、
貢寮堰、中幅抽水站、二坪湧泉

台北地區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水區 新店溪 翡翠水庫、青潭堰、直潭壩

桃園、板新
地區

自來水公司第二、十二區
(石門水庫供水區)

大漢溪
北水處支援

石門水庫、鳶山堰、三峽河抽水站
地區 (石門水庫供水區) 北水處支援

新竹地區 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
(新竹部份)

頭前溪 隆恩堰、寶山水庫、寶二水庫

宜蘭地區 自來水公司第八區管理處 蘭陽溪、地下水 粗坑堰、羅東堰、新城堰宜蘭地區 自來水公司第八區管理處
供水區

蘭陽溪、地下水 粗坑堰、羅東堰、新城堰

花蓮地區 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
供水區

花蓮溪、地下水 砂婆礑取水口、荖溪取水口
供水區

馬祖地區
(南竿)

連江縣-南竿 水庫、海淡 勝利、珠螺、儲水沃、津沙、秋桂
山、后沃、東湧、板里水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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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權重計算權重

調度區 計算權重(%) 代表設施/水源

75 新山水庫
基隆

75 新山水庫

25 新店溪(翡翠水庫、南勢溪)

台北 100 新店溪(翡翠水庫、南勢溪)

桃園板新
80 大漢溪(石門水庫、三峽河)

20 新店溪(含翡翠水庫、南勢溪)

90 頭前溪(寶山、寶二水庫、隆恩堰)
新竹

90 頭前溪(寶山、寶二水庫、隆恩堰)

10 中港溪(永和山)

宜蘭
20 蘭陽溪

宜蘭
80 地下水

花蓮
20 花蓮溪

80 地下水80 地下水

馬祖
(南竿)

70 水庫(勝利、 珠螺、儲水沃、津沙、秋桂山、后沃)

30 海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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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指標因子項主指標因子項

1.未來氣象展望

2.降雨量降雨量

3.河川川流量

4 水庫進水量4.水庫進水量

5.水庫蓄水率

6 可供水日數6.可供水日數

7.地下水水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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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料

基隆 台北 桃園板新 新竹 宜蘭 花蓮 馬祖

1.未來氣象展望 北部 北部 北部 北部 北部 北部 北部

2 降雨量 新山水庫 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 寶二 氣象局 氣象局 馬祖2.降雨量 新山水庫 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 寶二 氣象局 氣象局 馬祖

3.河川川流量 - - - 上 坪 蘭陽大橋 花蓮大橋 -

4.水庫進水量 新山水庫 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 寶山+寶二 - - -

5 水庫蓄水率 新山水庫 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 寶山 寶二 勝利水庫5.水庫蓄水率 新山水庫 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 寶山+寶二 - - 勝利水庫

6.可供水日數 新山水庫 翡翠水庫 石門水庫 寶山+寶二 - - 勝利水庫

7.地下水水位 - - - - - - -

主指標因子權重(%)

1.未來氣象展望 5 5 5 5 5 5 5

2 降雨量 10 10 10 10 10 10 102.降雨量 10 10 10 10 10 10 10

3.河川川流量 0 0 0 20 15 15 0

4.水庫進水量 30 30 20 10 0 0 0

水庫蓄水率5.水庫蓄水率 40 40 50 40 0 0 70

6.可供水日數 15 15 15 15 0 0 15

7.地下水水位 0 0 0 0 70 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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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指標因子項次指標因子項

主指標因子 次指標因子項 權重(%)

1.未來氣象展望
(1)氣象局發佈之短期天氣降雨預測情形（當月） 50

(2)氣象局發佈之未來一季長期（三個月）天氣展望降雨預測情形 50

(1)當期之降雨量與歷年當期平均降雨量之比值 20
2.降雨量

(1)當期之降雨量與歷年當期平均降雨量之比值 20

(2)汛期結束後至當期累計之降雨量與歷年同期平均累計降雨量之比值 80

(1)當期平均流量與歷年當期平均流量之比值 50
3.河川川流量

(1)當期平均流量與歷年當期平均流量之比值 50

(2)汛期結束後至當期累計總流量與歷年同期平均總流量之比值 50

(1)當期平均進水量與歷年當期平均進水量之比值 30
4.水庫進水量

(1)當期平均進水量與歷年當期平均進水量之比值 30

(2)汛期結束後至當期累計進水量與歷年同期平均累計進水量之比值 70

(1)水庫當期蓄水於下限或營運規線之狀況 5
5.水庫蓄水率

( )

(2)水庫當期平均蓄水率與歷年水庫當期平均蓄水率平均值之比值 95

6.可供水日數 水庫目前有效蓄水容量依各標的用水供水計畫下之可供水日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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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氣象展望未來氣象展望

• 評分原則

– (1)氣象局發佈之短期天氣降雨預測情形（當月)
• 偏多5~10分，正常5分，偏少0~5分

(2)氣象局發佈之未來 季長期（三個月）天氣展望降雨預測情形– (2)氣象局發佈之未來一季長期（三個月）天氣展望降雨預測情形

• 偏多5~10分，正常5分，偏少0~5分
• 計算方法計算方法

– (1)短期 )(
3

1
n

n
n 旬權重旬平均趨勢分數 ∑

=

×=

3– (2)長期 )(
3

1
n

n
n 月權重月雨量趨勢預報分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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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長期天氣展望月長期天氣展

)(
3

1
n

n
n 旬權重旬平均趨勢分數 ∑

=

×=

雨量趨勢預報值= 0×該週雨量趨勢預報偏少機率值
+5×該週雨量趨勢預報正常機率值

+10×該週雨量趨勢預報偏多機率值

• 定義趨勢偏少0，正常5分，偏多10分。

+10×該週雨量趨勢預報偏多機率值

• 旬權重最近一週25%，次週25%，第1~4週50%。

• 北部區域平均趨勢最近一週4分，次週5.5分，第1~4週5分。北部區域平均趨勢最近 週 分 次週 分 第 週 分

• 以上述雨量預測資料計算結果為4.875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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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長期天氣展望季長期天氣展

)(
3

1
n

n
n 月權重月雨量趨勢預報分數 ∑

=

×=

• 偏少0分，正常5分，偏多10分。

• 月權重最近一月34%，次月33%，第三月33%。

• 北部地區月平均趨勢最近一月4.5分，次月4.5分，第三月4.5分。

• 以上述雨量預測資料計算結果為4.5分。

其中月雨量趨勢預報值根據發布之際長期天氣展望各月份偏多、偏少、正常其中月雨量趨勢預報值根據發布之際長期天氣展望各月份偏多 偏少 正常

機率值計算得之。月權重值將蒐集中央氣象局季長期天氣展望各調度分區主

要水源集水區實際降雨資料進行比對，按預測準確度擬定權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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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雨量降雨

• 評分原則

(1)當旬之降雨量與歷年當旬平均降雨量之比值– (1)當旬之降雨量與歷年當旬平均降雨量之比值。

• >=1，5~10分；<1，0~4分
– (2)汛期結束後至當旬累計之降雨量與歷年同期平均累計降雨量(2)汛期結束後至當旬累計之降雨量與歷年同期平均累計降雨量

之比值

• >=1，5~10分；<1，0~4分
• 計算方法

– (1)短期

分數=(當旬累積雨量/歷年當旬平均雨量) x 5 ； 分數≦10。分數=(當旬累積雨量/歷年當旬平均雨量) x 5 ； 分數≦10。
– (2)長期

分數=(汛期結束至計算日之累計降雨量/歷年汛期結束至計算分數 (汛期結束至計算日之累計降雨量 歷年汛期結束至計算
日之累計平均雨量) x 5；分數≦1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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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指標計算代表降雨 指標計算代表

區域別 代表雨量站區域別 代表雨量站

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

新店溪 翡翠水庫翠 庫

大漢溪 石門水庫

頭前溪 寶二水庫

中港溪 永和山水庫

蘭陽溪
中央氣象局：宜蘭、壯圍、玉蘭、三星、寒
溪 土場 太平山 南山 思源之平均

蘭陽溪
溪、土場、太平山、南山、思源之平均。

花蓮溪
中央氣象局：銅門、鯉魚潭、吳全城、壽豐、
西林、東壙、中興、鳳林、大觀、太安、光花蓮溪 西林 東壙 中興 鳳林 大觀 太安 光
復、大農、龍澗之平均。

馬祖水庫 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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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川川流量河川川流

評分原則• 評分原則

– (1)當旬平均流量與歷年當旬平均流量之比值

• >=1，5~10分；<1，0~4分> 1，5 10分；<1，0 4分
– (2)汛期結束後至當旬累計總流量與歷年同期平均總流量之比值

• >=1，5~10分；<1，0~4分

• 計算方法(計算方式同 降雨量)
(1)短期– (1)短期

分數=(當旬累積流量/歷年當旬平均流量) x 5 ； 分數≦10。
– (2)長期(2)長期

分數=(汛期結束至計算日之累計總流量/歷年汛期結束至計算日
之累計總流量) x 5；分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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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川流量指標計算代表流量站河川川流 指標計算代表流 站

區域別 代表流量站區域別 代表流量站

新山水庫 -

新店溪 南勢溪新店溪 南勢溪

大漢溪 三峽河抽水量

頭前溪 隆恩堰公共取水量頭前溪 隆恩堰公共取水量

中港溪 -

蘭陽溪 蘭陽大橋蘭陽溪 蘭陽大橋

花蓮溪 花蓮大橋

馬祖水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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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庫進水量水庫進水

評分原則• 評分原則

– (1)當旬平均進水量與歷年當旬平均進水量之比值

• >=1，5~10分；<1，0~4分> 1，5 10分；<1，0 4分
– (2)汛期結束後至當旬累計進水量與歷年同期平均累計進

水量之比值

• >=1，5~10分；<1，0~4分

• 計算方法• 計算方法

– 計算方式同流量

– 代表水源有水庫才計算該指標分數代表水源有水庫才計算該指標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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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進水量指標計算代表水庫水庫進水 指標計算代表水庫

區域別 代表水庫

新山水庫 新山水庫

新店溪 翡翠水庫

大漢溪 石門水庫大漢溪 石門水庫

頭前溪 寶山 + 寶二水庫

中港溪 永和山水庫中港溪 永和山水庫

蘭陽溪 -

花蓮溪 -

馬祖水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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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庫蓄水率水庫蓄水率

• 評分原則

(1)水庫當旬旬末蓄水於下限或營運規線之狀況– (1)水庫當旬旬末蓄水於下限或營運規線之狀況

• 以上6~10分；以下，0~5分；(以上5~10分；以下，0~5分)
– (2)水庫當旬旬末平均蓄水率與歷年水庫當旬旬末平均蓄水率平均( )水庫當旬旬末平均蓄水率與歷年水庫當旬旬末平均蓄水率平均

值之比值

• >=1，5~10分；<1，0~4分； (以上5~10分；以下，0~5分)
計算方法• 計算方法

最低分(0) =呆水位 ；滿分(10) =滿水位
分數中值 (5) =水位等於下限或營運規線

水位與蓄水量存在非線性關係

→ 換算有效蓄水量，以線性計算

(1)水位<水庫下限或營運規線計算公式
分數=(水庫當旬旬末有效蓄水量/下限或規線有效庫容) x 5

( ) 位 庫 或營 規線 算

 換算有效蓄水量 以線性計算

(2)水位≧水庫下限或營運規線計算公式
分數=(水庫當旬旬末有效蓄水量-下限或規線有效庫容)/ (水庫有
效庫容-下限或規線有效庫容) x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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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蓄水率次指標因子指標分數計算方式水庫蓄水率次指標因子指標分數計算方式

•• 水庫當期蓄水於下限或營運規線之狀況水庫當期蓄水於下限或營運規線之狀況

水位<水庫下限或營運規線計算公式– 水位<水庫下限或營運規線計算公式：

分數= (水庫當期期末有效蓄水量/下限或規線有效庫容)x5
– 水位≧水庫下限或營運規線計算公式

分數= (水庫當期期末有效蓄水量-下限或規線有效庫容)/(水庫有效庫
容-下限或規線有效庫容) x 5+5

•
•• 水庫當期期末有效蓄水率與歷年水庫同期平均有效蓄水率之比值水庫當期期末有效蓄水率與歷年水庫同期平均有效蓄水率之比值

– 水位<歷年水庫同期平均水位計算公式

分數=(歷年同期平均蓄水率 當期期末水庫有效蓄水率)/歷年同期平均分數=(歷年同期平均蓄水率–當期期末水庫有效蓄水率)/歷年同期平均
蓄水率x 5+5

– 水位≧歷年水庫同期平均水位計算公式

分數=(當期期末水庫有效蓄水率–歷年同期平均蓄水率)/(100-歷年同
期平均蓄水率)x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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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情勢與分數關係供需情勢與分數關係

供需情勢 指標分數等級

正常 5~10

限水預警 4~5

第一階段限水預警 3~4

第二階段限水預警 2~3

第三、四階段限水預警 0~2

區域預警指標分數 Σ(水源預警指標分數 X 水源權重)區域預警指標分數 = Σ(水源預警指標分數 X 水源權重)
水源預警指標分數 = Σ(主指標因子分數 X 主指標因子權重)
水源主指標因子分數 = Σ(次指標因子分數 X 次指標因子權重)水源主指標因子分數 = Σ(次指標因子分數 X 次指標因子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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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人員管理人員
使用者

已檢核預警指標

水利署

資料庫

統計分析

已檢核
預警指標

預警指標

查詢展示

已檢核預警指標

資料複寫

資料庫

統計分析

及指標計

算程式

(單機常駐程式)

結果檢核
預警指標 預警因子

預警指標已檢核預警指標

(單機常駐程式)

枯旱預警模組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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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檢核

排程程式自動計算
(結果存於暫存表單)

結果檢核

修改資料修改資料=>=>儲存儲存修改資料修改資料=>=>儲存儲存
((結果存於正式表單結果存於正式表單))

資料庫

資料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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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系統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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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日期：2011/12/6 ) 

 水源調度模擬 
功能名稱：水源調度 
說明： 
一、 功能要求： 

以等風險推演法推估水庫未來蓄水狀況，並顯示成果圖表及提供流量資料下載。

 
二、 測試步驟： 

 啟動 IE，輸入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網址 
 將滑鼠移至主層網站選單後，選擇「水源調度」功能選項。 
 將滑鼠移至次層網站選單後，選擇「石門水庫」功能選項。 
 輸入各項條件。 
 下載流量資料。 
 執行計算。 
 進行水平衡查驗。 
 以北水局提供資料進行流量統計資料驗証。 

 
三、 畫面顯示： 
 

 

 
 
 
 
 
 
 
 
四、 水平衡檢查：結果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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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流量預估 20454.95

(超越機率95%) 水平衡檢查
日期

20,331.222002011/12/2 76.268

供水量 蓄存水量

2011/12/4 76.268

2002011/12/3 76.268

20,083.75200

20,207.48

2011/12/6 76.268

2002011/12/5 76.268

19,836.29200

19,960.02

2011/12/8 76.268

2002011/12/7 76.268

19,588.82200

19,712.55

2011/12/10 76.268

2002011/12/9 76.268

19,341.36200

19,465.09

2002011/12/11 68.617 19,209.97

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五、 流量比對：採抽測方式(1~2 月) 

因委辦單位僅有逐旬超越機率資料，故以逐旬資料進行比對，差異不大。 
60 70 80 90 95 60 70 80 90 95 60 70 80 90 95

上旬 112.10 103.15 89.71 79.85 65.47 112.85 100.72 89.79 78.99 64.04 -0.7% 2.3% -0.1% 1.1% 2.2%

中旬 101.91 96.04 82.86 71.02 68.16 102.09 95.26 84.72 71.40 67.65 -0.2% 0.8% -2.2% -0.5% 0.7%

下旬 109.80 102.68 90.57 82.33 74.59 110.94 102.25 90.78 82.20 73.72 -1.0% 0.4% -0.2% 0.2% 1.2%

上旬 120.00 104.91 87.72 76.86 68.72 118.64 101.73 88.66 77.22 67.55 1.1% 3.0% -1.1% -0.5% 1.7%

中旬 115.88 97.98 80.85 72.50 65.37 115.69 97.47 80.95 71.28 65.58 0.2% 0.5% -0.1% 1.7% -0.3%

下旬 106.53 100.49 84.42 72.93 58.61 106.75 100.88 84.42 72.57 58.33 -0.2% -0.4% 0.0% 0.5% 0.5%

一月

二月

超越機率
北水局提供資料 系統產出資料 差異(%)

 
 

 

測試日期：民國 100 年 12 月 6 日 下午 14:40 
測試結果：■正確    □不正確    □其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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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日期：2011/12/6 ) 

 二、即時資訊 
功能名稱：即時資訊 
說明： 
一、 功能要求： 

顯示基隆、宜蘭、花蓮及馬祖用水分區水源供需資訊及提供查詢供能。 
二、 測試步驟： 

 啟動 IE，輸入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網址 
 將滑鼠移至主層網站選單後，選擇「即時資訊」功能選項。 
 將滑鼠移至次層網站選單後，選擇「基隆」功能選項。 
 查看是否正常顯示資訊。 
 測試調整查詢日期，及資料歷線圖查詢 

 
三、 畫面顯示： 

 
 

 

測試日期：民國 100 年 12 月 6 日 下午 15:00 
測試結果：□正確    □不正確    ■其他 

備註： 
功能正常，但淨水場出水量資料缺，此問題於資料蒐集系統補入資料後即可正常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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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日期：2011/12/6 ) 

 即時資訊 - 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 
功能名稱：即時資訊展示 
說明： 
一、 功能要求： 

提供建置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含雨量、水文、水庫營運等各項

資料），並可將各區範圍單獨放大展示並進行短期歷線資料查詢。 
 

二、 測試步驟： 
 啟動 IE，輸入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網址 
 將滑鼠移至主層網站選單後，選擇「即時資訊展示」功能選項。 
 查看是否預設展示 6 分割畫面，將滑鼠移至左側是否彈出功能選單。 
 點選分割畫面左上角之「+」，切換全螢幕顯示。 
 點選資料，顯示近期歷線圖。 
 切換至颱洪時期狀態，查看是否預設展示 4 分割畫面。 
 點選分割畫面左上角之「+」，切換全螢幕顯示。 

 
三、 畫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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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日期：民國 100 年 12 月 6 日 下午 15:00 
測試結果：□正確    □不正確    ■其他 

備註： 
1. 功能正常，但基隆、宜蘭、花蓮地區自來水出水量資料缺，此問題於資料蒐集系

統補入資料後即可正常顯示。 
2. 颱洪狀態之時水庫資料需於颱風豪雨期間，水利署防災中心有進駐時才會有之時

資料，並需由監控與通訊系統先取得資料，目前功能正常，近期只有 10 月初有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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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日期：2011/12/6 ) 

 缺漏資料查核 
功能名稱：資料檢核 
說明： 
一、 功能要求： 

自動查核缺漏之日營運資料項目，並以清單方式展現。 
 

二、 測試步驟： 
 啟動 IE，輸入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網址 
 將滑鼠移至主層網站選單後，選擇「資料檢核」功能選項。 
 勾選篩選條件、切換查核日期，執行查詢。 
 下載查詢結果。 

 
三、 畫面顯示： 

 

 
 

 

測試日期：民國 100 年 12 月 6 日 下午 15:00 
測試結果：■正確    □不正確    □其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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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測試 
 
WCAT Version  = 5.2 
ConfigFile           = config.txt 
ScriptFile = script.txt 
DistribFile = distribution.txt 
PerfCounterFile      =  
LogFile = wcctl.log.log 
Author =  
Creation Date        =  
Test Run Date        = Thu Dec 08 14:15:44 2011 
Comment  =  
Server [IpAddr]  =  172.17.11.1 
Clients              = 1 
Threads = 100 
Buffer Size = 65536 bytes 
Duration             = 30 seconds (Warmup 5 seconds, Cooldown 5 seconds) 
Results： 

 Data  Summary  Rate 
    
                   Client Id 0 0 1 
                    Duration 30 1 30 
          Total Transactions 0 0 0 
              Total Requests 33640 1121.33 33640 
             Total Responses 33640 1121.33 33640 
                Total 200 OK 0 0 0 
          Total 30X Redirect 0 0 0 
      Total 304 Not Modified 0 0 0 
         Total 404 Not Found 33640 1121.33 33640 
      Total 500 Server Error 0 0 0 
           Total Misc Status 0 0 0 
          Redirect Responses 0 0 0 
           Avg Response Time 0 0 0 
           Min Response Time 0 0 0 
           Max Response Time 0 0 0 
        StdDev Response Time 0 0 0 
              Total Connects 33609 1120.3 33609 
            Avg Connect Time 0 0 0 
            Min Connect Time 0 0 0 
            Max Connect Time 16 0.53 16 
         StdDev Connect Time 3 0.1 3 
              Connect Errors 0 0 0 
              Receive Errors 0 0 0 
                 Send Errors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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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l Memory Errors 0 0 0 
           No Headers Errors 0 0 0 
       No Status Code Errors 0 0 0 
           Bad Status Errors 33640 1121.33 33640 
  Bad Response Header Errors 0 0 0 
    Bad Response Data Errors 0 0 0 
 No Redirect Location Errors 0 0 0 
Bad Redirect Location Errors 0 0 0 
                   Data Read 46389560 1546318.67 46389560 
                Header Bytes 7131680 237722.67 7131680 
                 Total Bytes 53521240 1784041.33 53521240 
         Avg Header per Page 0 0 0 
          Avg Bytes per Page 0 0 0 
    
    
             Files Requested 33640 1121.33 33640 
                  Files Read 0 0 0 
    
    
Per Class Statistics:    
    
                   1 Fetched 0 0 0 
                   1 Errored 33640 1121.33 33640 
                   1 distrib 10000 333.3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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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hosts 

172.17.11.1 Low Severity problem(s) found  

[^] Back

172.17.11.1 

 

Scan time : 
Start time : Thu Dec 08 14:20:44 2011 

End time : Thu Dec 08 14:23:22 2011  
Number of vulnerabilities : 

Open ports : 11 

Low : 31 

Medium : 0 

High : 0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mote host : 

Operating system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Service Pack 2

NetBIOS name : APSVR1

DNS name : APSVR1.mcep.local.  

[^] Back to 172.17.11.1

Port netbios-ns (137/udp) 

Using NetBIOS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from a Windows host 
 
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the network name of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The remote host listens on udp port 137 and replies to NetBIOS nbtscan 
requests. By sending a wildcard request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the 
name of the remote system and the name of its domain.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following 4 NetBIOS names have been gathered : 
 
APSVR1 = Computer name 
MCEP = Workgroup / Domain name 
APSVR1 = File Server Service 
MCEP = Browser Service Elections 
 
The remote host has the following MAC address on its adapter : 
00:0c:29:ea:1f:2d 
CVE : CVE-1999-0621 
Other references : OSVDB:13577 
 
Nessus ID : 10150  

[^] Back to 172.17.11.1

Port general/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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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FQDN 

172.17.11.1 resolves as APSVR1.mcep.local. 
 
Nessus ID : 12053  

VMware Guest 
 
Synopsis : 
 
The remote host seems to be a VMware virtual machine. 
 
Description : 
 
According to the MAC address of its network adapter, the remote host  
is a VMware virtual machine running. 
 
Since it is physically accessible through the network, you should  
ensure that its configuration matches the one of your corporate  
security policy. 
 
Risk factor : 
 
None 
 
Nessus ID : 20094  

OS Identification 

 
Remote operating system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Service Pack 2 
Confidence Level : 99 
Method : MSRPC 
 
 
The remote host is running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Service Pack 2 
 
Nessus ID : 11936  

Information about the scan 

Information about this scan :  
 
Nessus version : 3.2.1.1 
Plugin feed version : $Date: 2005/11/08 13:18:41 $ 
Type of plugin feed : CVS 
Scanner IP : 172.17.11.1 
Port scanner(s) : synscan  
Port range : default 
Thorough tests : no 
Experimental tests : no 
Paranoia level : 1 
Report Verbosity : 1 
Safe checks : yes 
Optimize the test : yes 
Max hosts : 20 
Max checks : 5 
Recv timeout : 5 
Scan Start Date : 2011/12/8 14:20 
Scan duration : 154 sec 
 
 
Nessus ID : 19506  

[^] Back to 172.17.11.1

Port microsoft-ds (445/tcp) 

SMB Detection 

A CIFS server is running on this port 
 
Nessus ID : 11011  

SMB NativeLan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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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mote operating 
system. 
 
Description : 
 
It is possible to get the remote operating system name and 
version (Windows and/or Samba) by sending an authentication 
request to port 139 or 445.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remote Operating System is : Windows Server 2003 3790 Service Pack 2 
The remote native lan manager is : Windows Server 2003 5.2 
The remote SMB Domain Name is : MCEP 
 
 
Nessus ID : 10785  

DCE Services Enumeration 

 
Synopsis : 
 
A DCE/RPC service is running on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By sending a Lookup request to the portmapper (TCP 135 or epmapper 
PIPE) it was possible to enumerate the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DCE) services running on the remote port. 
Using this information it is possible to connect and bind to 
each service by sending an RPC request to the remote port/pipe.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following DCERPC services are available remotely :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ROUTER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trkwks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srvsvc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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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keysvc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wkssvc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3473dd4d-2e88-4006-9cba-22570909dd10, version 5.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WinHttp Auto-Proxy Service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W32TIME_ALT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2f5f6521-cb55-1059-b446-00df0bce31d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Unimodem LRPC Endpoint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tapsrv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7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c,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ecurity Account Manager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lsass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7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c,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ecurity Account Manager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protected_storage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IPsec Services (Windows XP & 2003)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Annotation : IPSec Policy agent endpoint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lsass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IPsec Services (Windows XP & 2003)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Annotation : IPSec Policy agent endpoint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protected_storage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ff70682-0a51-30e8-076d-740be8cee98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at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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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378e52b0-c0a9-11cf-822d-00aa0051e40f,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atsvc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0a74ef1c-41a4-4e06-83ae-dc74fb1cdd53,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atsvc 
Netbios name : \\APSVR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IPE\atsvc 
Netbios name : \\APSVR1 
 
 
 
Nessus ID : 10736  

SMB log in 

 
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log into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The remote host is running one of the 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It was possible to log into it u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account : 
 
- NULL session 
- Guest account 
- Given Credentials 
 
See also : 
 
http://support.microsoft.com/support/kb/articles/Q143/4/74.ASP 
http://support.microsoft.com/support/kb/articles/Q246/2/61.ASP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 NULL sessions are enabled on the remote host 
 
CVE : CVE-1999-0504, CVE-1999-0505, CVE-1999-0506, CVE-2000-0222, CVE-2002-1117, CVE-2005-3595 
BID : 494, 990, 11199 
 
Nessus ID : 10394  

SMB LanMan Pipe Server browse listing 

 
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network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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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possible to obtain the browse list of the remote 
Windows system by send a request to the LANMAN pipe. 
The browse list is the list of the nearest Windows systems 
of the remote host.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Here is the browse list of the remote host :  
 
APSVR1 ( os: 5.2 ) 
APSVR2 ( os: 5.2 ) 
APSVR3 ( os: 5.2 ) - APSVR3 
WEBSVR ( os: 5.2 ) 
 
Other references : OSVDB:300 
 
Nessus ID : 10397  

SMB registry can not be accessed by the scanner 
 
Synopsis : 
 
Nessus is not able to access the remote Windows Registry. 
 
Description : 
 
It was not possible to connect to PIPE\winreg on the remote host. 
 
If you intend to use Nessus to perform registry-based checks, the 
registry checks will not work because the 'Remote Registry Access' 
service (winreg) has been disabled on the remote host or can not be 
connected to with the supplied credentials. 
 
Risk factor : 
 
None 
 
Nessus ID : 26917  

SMB NULL session 

 
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log into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The remote host is running one of the Microsoft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It was possible to log into it using a NULL session. 
 
A NULL session (no login/password) allows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mote host. 
 
See also : 
 
http://support.microsoft.com/support/kb/articles/Q143/4/74.ASP 
http://support.microsoft.com/support/kb/articles/Q246/2/61.ASP 
 
Risk factor : 
 
None 
CVE : CVE-2002-1117 
BID : 494 
 
Nessus ID : 26920  

[^] Back to 172.1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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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epmap (135/tcp) 

DCE Services Enumeration 

 
Synopsis : 
 
A DCE/RPC service is running on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By sending a Lookup request to the portmapper (TCP 135 or epmapper 
PIPE) it was possible to enumerate the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DCE) services running on the remote port. 
Using this information it is possible to connect and bind to 
each service by sending an RPC request to the remote port/pipe.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following DCERPC services are available locally :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3c4728c5-f0ab-448b-bda1-6ce01eb0a6d5,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HCP Client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Annotation : DHCP Client LRPC Endpoint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dhcpcsv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trkwks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senssv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SECLOGON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keysv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3473dd4d-2e88-4006-9cba-22570909dd10, version 5.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WinHttp Auto-Proxy Servic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W32TIME_ALT 
 
Object UUID : 9d48a3d2-7f84-4721-bc5c-e76a4f3c0d0c 
UUID :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Windows process : msdtc.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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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OLE558E7BDD693D46288025581D29B1 
 
Object UUID : 9d48a3d2-7f84-4721-bc5c-e76a4f3c0d0c 
UUID :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Windows process : msdtc.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LRPC00000728.0000000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2f5f6521-cb55-1059-b446-00df0bce31d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Unimodem LRPC Endpoint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tapsrvlp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2f5f6521-cb55-1059-b446-00df0bce31d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Unimodem LRPC Endpoint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unimdmsvc 
 
Object UUID : f91d37b0-36f9-453c-b9be-81daf88326b0 
UUID :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Windows process : msdtc.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LRPC000006cc.0000000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7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c,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ecurity Account Manager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audit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7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c,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ecurity Account Manager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securityevent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7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c,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ecurity Account Manager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rotected_storage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7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c,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ecurity Account Manager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dsrole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IPsec Services (Windows XP & 2003)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Annotation : IPSec Policy agent endpoint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audit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IPsec Services (Windows XP & 2003)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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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 IPSec Policy agent endpoint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securityevent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IPsec Services (Windows XP & 2003)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Annotation : IPSec Policy agent endpoint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protected_storage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IPsec Services (Windows XP & 2003)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Annotation : IPSec Policy agent endpoint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dsrole 
 
Object UUID : c29122fb-367f-42f6-b95e-0f5397477be6 
UUID :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Windows process : msdtc.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LRPC000004b0.00000001 
 
Object UUID : 35c4deb3-1653-477a-805b-190fd42bff9f 
UUID :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Windows process : msdtc.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LRPC000004b0.00000001 
 
Object UUID : bd9ddf6e-c466-4bc5-98b4-dd6ca22a62be 
UUID :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Windows process : msdtc.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LRPC000004b0.00000001 
 
Object UUID : ee8ae16f-ef08-4fdf-8442-b81e34a3c05e 
UUID : 906b0ce0-c70b-1067-b317-00dd010662da,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 
Windows process : msdtc.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LRPC000004b0.0000000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ff70682-0a51-30e8-076d-740be8cee98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wzcsv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ff70682-0a51-30e8-076d-740be8cee98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OLE14F48C28AE494E488C6FFC805668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378e52b0-c0a9-11cf-822d-00aa0051e40f,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wzcsv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378e52b0-c0a9-11cf-822d-00aa0051e40f, vers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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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OLE14F48C28AE494E488C6FFC805668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0a74ef1c-41a4-4e06-83ae-dc74fb1cdd53,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wzcsv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0a74ef1c-41a4-4e06-83ae-dc74fb1cdd53,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Scheduler Service 
Windows process : svchost.exe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OLE14F48C28AE494E488C6FFC805668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wzcsvc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OLE14F48C28AE494E488C6FFC805668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d674a233-5829-49dd-90f0-60cf9ceb7129,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Unknown RPC service 
Annotation : ICF+ FW API 
Type : Local RPC service 
Named pipe : AudioSrv 
 
 
 
Nessus ID : 10736  

[^] Back to 172.17.11.1

Port netarx (1040/tcp) 

DCE Services Enumeration 

 
Synopsis : 
 
A DCE/RPC service is running on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By sending a Lookup request to the portmapper (TCP 135 or epmapper 
PIPE) it was possible to enumerate the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 
(DCE) services running on the remote port. 
Using this information it is possible to connect and bind to 
each service by sending an RPC request to the remote port/pipe.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following DCERPC services are available on TCP port 1040 :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7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c, versi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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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 Security Account Manager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TCP Port : 1040 
IP : 172.17.11.1 
 
Object UUID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UUID : 12345678-1234-abcd-ef00-0123456789ab, version 1.0 
Description : IPsec Services (Windows XP & 2003) 
Windows process : lsass.exe 
Annotation : IPSec Policy agent endpoint 
Type : Remote RPC service 
TCP Port : 1040 
IP : 172.17.11.1 
 
 
 
Nessus ID : 10736  

[^] Back to 172.17.11.1

Port http (80/tcp) 

Service detection 

A web server is running on this port. 
 
Nessus ID : 22964  

Directory Scanner 
 
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enumerate web directories. 
 
Description : 
 
This plugin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various 
common dirs on the remote web server.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following directories were discovered: 
/_vti_bin, /images 
 
While this is not, in and of itself, a bug, you should manually inspect  
these directorie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in compliance with company 
security standards 
 
The following directories require authentication: 
/account, /data, /report 
Other references : OWASP:OWASP-CM-006 
 
Nessus ID : 11032  

HTTP Server type and version 

 
Synopsis : 
 
A web server is running on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This plugin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type and the version of 
the remote web server. 
 
Risk factor :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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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gin output : 
 
The remote web server type is : 
 
Microsoft-IIS/6.0 
 
 
Nessus ID : 10107  

Microsoft .NET Handlers Enumeration 

 
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enumerate the remote .NET handlers used by the 
remote web server.  
 
Description :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the list of handlers the remote ASP.NET web 
server supports.  
 
See also :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15145 
 
Solution : 
 
None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remote extensions are handled by the remote ASP.NET server : 
- .rem 
- .soap 
 
 
Nessus ID : 24242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Information 

 
Synopsis :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mote HTTP configuration can be extracted.  
 
Description : 
 
This test give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mote HTTP protocol - the 
version used, whether HTTP Keep-Alive and HTTP pipelining are enabled, 
etc...  
 
This test is informational only and does not denote any security 
problem 
 
Solution : 
 
None.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Protocol version : HTTP/1.1 
SSL : no 
Pipelining : yes 
Keep-Alive : no 



 

附錄V - 13 

Options allowed : OPTIONS, TRACE, GET, HEAD, POST 
Headers : 
 
Content-Length: 1194 
Content-Type: text/html 
Content-Location: http://APSVR1.mcep.local/iisstart.htm 
Last-Modified: Fri, 21 Feb 2003 11:33:58 GMT 
Accept-Ranges: bytes 
ETag: "0176b1f9dd9c21:1841" 
Server: Microsoft-IIS/6.0 
MicrosoftOfficeWebServer: 5.0_Pub 
X-Powered-By: ASP.NET 
Date: Thu, 08 Dec 2011 06:22:05 GMT 
 
 
 
Nessus ID : 24260  

Find if IIS server allows BASIC and/or NTLM authentication 

 
The remote host appears to be running a version of IIS which allows remote  
users to determine which authentication schemes are required for confidential  
webpages.  
 
Specifically, the following methods are enabled on the remote webserver: 
- IIS NTLM authentication is enabled 
 
 
Solution : None at this time 
Risk factor : Low 
CVE : CVE-2002-0419 
BID : 4235 
 
Nessus ID : 11871  

IIS Service Pack - 404 

 
Synopsis : 
 
The remote web server is running Microsoft IIS.  
 
Description : 
 
The Patch level (Service Pack) of the remote IIS server appears to be 
lower than the current IIS service pack level. As each service pack 
typically contains many security patches, the server may be at risk.  
 
Note that this test makes assumptions of the remote patch level based 
on static return values (Content-Length) within a IIS Server's 404 
error message. As such, the test can not be totally reliable and 
should be manually confirmed.  
 
Note also that, to determine IIS6 patch levels, a simple test is done 
based on strict RFC 2616 compliance. It appears as if IIS6-SP1 will 
accept CR as an end-of-line marker instead of both CR and LF.  
 
Solution: 
 
Ensure that the server is running the latest stable Service Pack.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remote IIS server *seems* to be Microsoft IIS 6.0 - SP1 
 
 
Nessus ID : 11874  

Microsoft Frontpage explo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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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 
 
Frontpage extensions are enabled.  
 
Description : 
 
The remote web server appears to be running with the Frontpage 
extensions. Frontpage allows remote web developers and administrators 
to modify web content from a remote location. While this is a fairly 
typical scenario on an internal Local Area Network, the Frontpage 
extensions should not be available to anonymous users via the Internet 
(or any other untrusted 3rd party network).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remote frontpage server leak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name anonymous user 
By knowing the name of the anonymous user, more sophisticated attacks may be launched 
We could gather that the name of the anonymous user is : æœªçŸ¥çš„ 
CVE : CVE-2000-0114 
Other references : OSVDB:67 
 
Nessus ID : 10077  

[^] Back to 172.17.11.1

Port sms-xfer (2702/tcp) 

[^] Back to 172.17.11.1

Port sms-rcinfo (2701/tcp) 

[^] Back to 172.17.11.1

Port unknown (9757/tcp) 

Service detection 

A web server is running on this port. 
 
Nessus ID : 22964  

Directory Scanner 
 
Synopsis : 
 
It is possible to enumerate web directories. 
 
Description : 
 
This plugin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presence of various 
common dirs on the remote web server.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following directories were discovered: 
/help, /images 
 
While this is not, in and of itself, a bug, you should manually inspect  
these directorie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in compliance with company 
security standards 
 
Other references : OWASP:OWASP-CM-006 
 
Nessus ID : 11032  

HTTP Server type and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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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 
 
A web server is running on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This plugin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type and the version of 
the remote web server.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remote web server type is : 
 
Microsoft-IIS/6.0 
 
 
Nessus ID : 10107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Information 

 
Synopsis :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mote HTTP configuration can be extracted.  
 
Description : 
 
This test give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mote HTTP protocol - the 
version used, whether HTTP Keep-Alive and HTTP pipelining are enabled, 
etc...  
 
This test is informational only and does not denote any security 
problem 
 
Solution : 
 
None.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Protocol version : HTTP/1.1 
SSL : no 
Pipelining : no 
Keep-Alive : no 
Options allowed : OPTIONS, TRACE, GET, HEAD, POST 
Headers : 
 
Connection: close 
Date: Thu, 08 Dec 2011 06:22:06 GMT 
Server: Microsoft-IIS/6.0 
WWW-Authenticate: Negotiate 
WWW-Authenticate: NTLM 
X-Powered-By: ASP.NET 
Content-type: text/html 
 
 
 
Nessus ID : 24260  

Find if IIS server allows BASIC and/or NTLM authentication 

 
The remote host appears to be running a version of IIS which allows remote  
users to determine which authentication schemes are required for confidential  
web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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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lly, the following methods are enabled on the remote webserver: 
- IIS NTLM authentication is enabled 
 
 
Solution : None at this time 
Risk factor : Low 
CVE : CVE-2002-0419 
BID : 4235 
 
Nessus ID : 11871  

[^] Back to 172.17.11.1

Port unknown (15215/tcp) 

Trend Micro OfficeScan Client Detection 

 
Synopsis : 
 
The remote host is running an antivirus. 
 
Description : 
 
The remote host is running TrendMicro OfficeScan client, 
an embedded HTTP server used by TrendMicro Antivirus  
softwares. 
 
Risk factor : 
 
None 
 
Nessus ID : 20109  

OfficeScan Client Version 

 
Synopsis : 
 
The remote host is running an antivirus. 
 
Description : 
 
The remote host is running TrendMicro OfficeScan client, 
an embedded HTTP server used by TrendMicro Antivirus  
softwares. 
 
Risk factor : 
 
None 
 
Plugin output : 
 
The remote OfficeScan client is: 
SERVER=momsvr.mcep.local 
PLATFORM=Windows NT 5.2.3790 
PTNFILE=758500 
PROGRAM=10.5 
ENGINE=9.500.1005 
GUID=2543ed01-b159-4d8b-8f9a-49250941e163 
MOBILE=1 
ISCONNECT=1 
TMOPP=0 
OSTYPE=3 
SCANMETHOD=1 
OTH_PTNFILE=862900 
TIMEZONE=80 
 
 
Nessus ID : 21740  

[^] Back to 172.17.11.1

Port netbios-ssn (139/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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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 Detection 

An SMB server is running on this port 
 
Nessus ID : 11011  

[^] Back to 172.17.11.1

Port ms-sql-s (1433/tcp) 

Microsoft SQL TCP/IP listener is running 

 
Synopsis : 
 
A SQL server is running on the remote host. 
 
Description : 
 
Microsoft SQL server is running on this port. 
 
You should never let any unauthorized users establish 
connections to this service. 
 
Solution: 
 
Block this port from outside communication 
 
Risk factor : 
 
None 
CVE : CVE-1999-0652 
Other references : OSVDB:112 
 
Nessus ID : 10144  

[^] Back to 172.17.11.1

Port pcanywheredata (5631/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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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 100 年度 
功能擴充操作手冊 

 

一、前言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北水局)於民國 91~93 年辦

理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軟體開發建置，並接續於民國 93~95 年進行監

控與通訊系統硬體採購安裝及安裝後軟硬體系統整合測試。 

為提升北區水資源營運管理系統之資料蒐集完整性與分析能

力，北水局於民國 98 年辦理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功能改善及維護計

畫，擴充乾旱預警及報表功能，並改善水庫水位推估模組。因氣候變

遷導致降雨情勢異常、北部地區蓄水設施容量較小、科技園區用水量

及進駐人口不斷增加，為提供水資源調度參考、確保北區營管系統正

常運作及能與水利署建置之系統即時配合，爰成立本功能擴充及維護

計畫。 

本年度(100)功能擴充項目有： 

1. 水源調度：增加等風險評估法及流量資料下載功能。 

2. 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充 

(1) 新增基隆、宜蘭、花蓮及馬祖即時資訊展示查詢功能。 

(2) 建置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 

3. 資料檢核：缺漏資料查核。 

本操作手冊針對 100 年度功能擴充進行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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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環境及架構 

系統功能擴充後系統功能選項包含乾旱預警、水源調度、報表管

理、即時資訊、簡報製作、資料維護、即時資訊展示、系統管理、資

料檢核、密碼變更(圖 1)。100 年度新增/擴充功能有水源調度、即時資

訊、即時資訊展示及資料檢核。系統開發程式語言採用微軟公司之.Net 

2003，資料庫軟體為 MS SQL 2000，系統功能擴充後於系統環境架

構並無進行調整，系統架構示意如圖 2。 

 
圖1  系統主功能架構圖 

 
圖2  營管系統架構圖 

水源調度乾旱預警 

簡報製作 

管理系統 

資料維護 

即時資訊報表管理

資料檢核系統管理

既有       擴充       新增

密碼變更

即時資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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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操作說明 

(一) 水源調度 

(1)進入畫面：經由登入頁面登入後，由 處選取頁面選單之『水

源調度』(圖 3)，點選 切換分析水庫。 

(2)輸入設定條件：於 輸入計算起迄時間，起算日有效蓄水量會

自動帶出(可修改)，供水量，流量及減量規則。 

(3)執行：選擇分析方法後執行 ，成果如圖 4、圖 5。 

(4)點選圖 4 左上角之「計算結果」，可顯示詳細計算資料(圖 6)。 

 

 
圖3 水源調度設定畫面 

 

 
 

 

 



 

附錄VI - 4 

 

圖4 水源調度計算成果畫面(圖) 
 

 

 

圖5 水源調度計算成果畫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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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水源調度計算詳細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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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即時資訊 - 基隆、宜蘭、花蓮及馬祖即時資訊展示 

(1)進入畫面：經由登入頁面登入後，由 處選取頁面選單之『即

時資訊』(圖 7)，點選 切換用水分區。 

(2)變換條件：於 調整資料日期或按【前 1 日】、【後 1 日】切

換資料日期，點【資料顯示】更新資料。 

(3)查詢資料：於資料顯示區 ，點選資料數值進入該筆資料查詢

畫面(圖 8)。 

 

 

圖7  即時資訊畫面-基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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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階查詢資料：於圖 8 切換資料查詢期間 ，點選【重新製圖

/表】，更新查詢資料圖及表。 
 

 

圖8  即時資訊畫面-資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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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即時資訊 - 平日及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 

(1)進入畫面：經由登入頁面登入後，由 處選取頁面選單之『即

時資訊展示』(圖 9)，另開視窗進入預設展示網頁(圖 10)。 

(2)狀態切換：滑鼠移到畫面左側，會顯示功能選單(圖 11)，供切

換平日、颱洪及馬祖之資料展示。 

(3)放大顯示分區資料：點選畫面左上角之放大按扭「+」 ，進

入該分區之全螢幕(圖 12)或 4 分割畫面(圖 13)。 

(4)資料變化查詢：點選各展示資料數值，顯示該資料近期變化(圖

14)，並可切換顯示期間(3 日、1 星期、1 個月、3 個月)。 

(5)資料說明：將滑鼠移到各資料旁會顯示該資料之時間、單位等

資訊。 

 

 

圖9  即時資訊展示進入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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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即時資訊展示預設畫面-平日6分割 
 
 

 

圖11  即時資訊展示狀態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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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即時資訊展示-分區全螢幕 

 
 

 
圖13  即時資訊展示-分區4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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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即時資訊展示-資料變化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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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料檢核 

(1)進入畫面：經由登入頁面登入後，由 處選取頁面選單之『資

料檢核』(圖 15)，進入資料檢核畫面。 

(2)輸入查詢條件：選擇查詢條件(等級、分區、類別)，及日期(預

設系統日期)，點選【查詢】 後顯示查詢結果。 

(3)下載資料：選擇 下載查詢資料(圖 16)。 

 

 

圖15  資料檢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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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資料檢核-查核資料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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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 100 年度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委託資訊服務案工作執行計畫書審查會議 
會 議 紀 錄 

壹、開會時間：100 年 8 月 30 日上午 9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3 樓第 1 會議室 
参、主持人：賴局長伯勳                        記錄：蕭軒梅 

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一、陳委員茂泉： 
1.本營運管理系統之順暢運作，有賴

於基礎資料之搜集、建置，因此請

各資料生產者能給予支持（水公司

區處），若有必要，宜召開協商會，

並確認其資料之正確性與一致性。

感謝委員支持，視需要提供協助及諮

詢。 

2.本系統預訂擴充功能部份，對預警

之功能，建議就防災中心所採用之

SPI 指標，納入石門水庫之資料先

予試辦運作。 

預警改採防災中心所採用之 SPI 指
標，需先訂定各旬之各級警戒標準，

建議各標準確定後進行系統調整。 

3.枯旱警戒值之訂定，係本署欲推動

提供，以為枯旱調配提早因應，因

此建議將此考量納入系統中建置。

建議警戒標準訂定後，再行納入系統

自動分析。 

4.供水系統圖之建置及更新，請納入

考量，俾利各級長官參閱及作相關

調配決策之參照。 

各分區供水系統圖於民國 98 年進行

改版，視需求配合調整。 

二、蔡委員展銘： 
1.請增補本次增加與原系統之主從關

係（最好呈現如第 16 頁圖 2.2-8），
並與本署「水資源水情決策支援系

統」之關聯性為何?且建議能與

中、南水局之相關系統一致，以利

本署前揭系統之利用及研判。 

感謝指正。本年度除資料查核功能為

新增外，其餘均為功能擴充，已修改

系統功能架構(圖 2-1)及另補充與水

資源水情決策支援系統之關係(圖
2-2)。各區系統之功能係依各水資源

局需求開發，資料庫結構已調整成一

致。 
2.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內各功能（如

簡報第 3 頁），建請增列水情分析

與水文預測等兩項功能。 

建議視需求於後續功能擴充辦理。 

3.前揭「水源調度」功能建請以供水

點（如水庫及攔河堰等）、送水點

水源調度歷經近年實務運用，為利於

操作回歸水庫未來水位推估，目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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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如淨水場、給水廠及輸水管

等）、需水點（如台北、桃園及新

竹等地區）3 層次，依系統（可聯

合運用考量）圖完整呈現較宜，除

短期以日外，並且應有旬、月，甚

至年平均之成果呈現。 

能可逐旬設定各標的之需求，因係提

供枯旱期之水位推估，故分析期間均

未超過 1 年(起算日至枯水期末)，故

成果表以旬呈現，並可查得日之計算

成果。 

4.本年新增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新增基

隆、宜蘭、花蓮及馬祖等即時展示

查詢功能（簡報第 10 頁），惟於「水

源調度」功能內是否納入? 

即時資訊模組係提供資料顯示/查詢

為主，水源調度模擬提供水庫未來水

位推估分析。 

5.簡報第 11 頁所提資料清單內資料

應請再詳核後修訂，如馬祖海淡廠

出水量應尚有西莒海淡廠。 

感謝指正。重新檢視資料清單，並增

列西莒海淡，惟另案資料蒐集端目前

尚未建立此資料，建議另案資料蒐集

體系一併增加此資料。 
三、李委員賢明： 
1.現有系統之程式語言及資料庫之型

式，建請略述。 
遵照辦理。補充程式語言及資料庫型

式詳第貳章。 
2.工作流程圖（圖 2.1-1）建請包括現

有資料之導入及系統測試之流

程，並對各主要工作亦有流程圖。

本案為既有功能之局部擴充，資料取

得由另案(監控與通訊系統)負責。各

功能開發完成後，將直接增列於現有

環境下提供測試。 
3.建請加列系統架構圖，其內容包括：

(1)主機與終端機之連線方式。 
(2)其他應用系統之資料如何共享。

(3)其他單位（署內部單位及其他外

部單位）如何連線。 

本系統為網路化應用系統，透過瀏覽

器(如 IE)連線即可使用，目前僅對開

發單位及署開放，其他單位擬連線可

由雙方網管人員進行設定即可。另本

系統資料除例行複寫到水利署外，尚

無其他資料分享機制。 
4.水質（濁度）部分建議列入。 本系統資料均取自既有資料，如要增

列水質資料，需先取得來源端資料讀

取許可或由另案負責資料蒐集的系

統設法取得。 
5.工作預定進度及測試時間建請列

入。 
感謝指正。工作進度增列於 1.3 節，

因本年度工作期程緊迫，且新功能不

影響既有功能運作，計畫於開發完成

後即進行安裝，以利測試。。 
6.淨水場之資料，應為淨水能力及實

際出水量。 
系統中顯示之資料為淨水實際出水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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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四、經濟部水利署水源經營組 
1.資料輸入：已定義所需輸入資料範

圍，但由何單位（人）輸入?與不

同水庫管理單位之介面如何處理

（或改進）以解決資料未更新問

題? 

本系統資料係由另案(監控與通訊系

統)負責取得，原則上優先採自動取得

機制，無法自動取得之資料，再由調

度中心現場駐點人員人工輸入。 

2.成果輸出：成果輸出是否能符合不

同使用者需求?是否已能以報表輸

出而不需 2 次處理?是否能與水利

署之系統整合（同步）? 

報表格式係依既有格式設計，水位推

估成果圖亦可直接轉存使用。與署系

統之資料複寫，已採即時同步機制。

3.除以功能導向設計系統外，未來建

議能夠達成系統整合目標，如完成

基本資料之資料庫建置，以利未來

不同應用功能之開發使用。 

系統資料庫除水源設施營運資料，水

文資料及淨水場出水量資料外，亦有

建立相關基本資料(如淨水場設計能

力)。 
五、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1.第 28 頁預期成果請獨立成一小

節，報告目錄並配合增加「預期成

果」小節。 

遵照辦理。增列預期成果於 1.4 節。

2.本計畫評選會議委員意見及辦理情

形對照表建請補充於附錄。 
評選會議並未函送委員意見。 

3.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工

作中，是否包括系統操作及維護手

冊編撰，以利後續維護工作進行，

另於 12 月 15 日工作執行期限後，

是否有保固期或相關服務? 

操作及維護手冊針對本年度擴充部

份進行編撰。本系統已屬維護階段，

本年度僅進行局部功能擴充，後續建

議持續辦理維護。 

4.本年度調度功能擴充上，主要考量

拉長氣候影響時距，並配合調整模

擬模式等，其考慮因子及模擬條件

為何?建請增加相關概念流程圖。 

調度功能擴充經討論採等風險推演

法，相關說明詳 3.1 節，計算上同樣

採水平衡公式，主要差異為未來流量

之選用。 
5.本年度擬擴充基隆、宜蘭、花蓮及

馬祖等地區即時資訊功能模組擴

充，但部分地區資訊無法即時取

得，為哪些地區?將來是否有擴充

或取得的計畫，以符實際使用需

要。 

部分尚未能即時取得之資訊，建議先

取得資料提供單位同意提供，如屬新

增資料，再由負責資料蒐集之監控與

通訊系統增加該資料之取得。 

6.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除表 2.2-3 資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平日及颱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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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料項目外，平日及颱洪時期是否有

所區隔，建請於報告中概略交待，

另第 14 頁圖 2.2-7 網頁底圖構想，

所要呈現何種概念?建請稍作說

明。 

期顯示資料清單詳表 3.2-2，已區分平

日及颱洪時期。底圖構想為擬結合地

理上之相對關係展示資料，詳 3.2 節。

7.第 20 頁表 2.2-7 即時資訊清單，建

議可增加水庫濁度資訊，以利水庫

操作決策參考。 

本系統資料均取自既有資料庫，如要

增列水質資料，需先取得來源端資料

讀取許可或由另案負責資料蒐集的

系統設法取得。 
8.本系統除北水局使用外，是否可開

放相關權限帳號，供本所同仁參考

使用? 

技術可行，配合委辦單位辦理。 

六、翡翠水庫管理局 
1.「附錄一資料缺漏查核清單」中翡

翠水庫資料似有缺漏（水位、有效

蓄水量及降雨量等資料），請確認

系統資料旁收是否正常。 

經查翡翠水庫資料取得正常，該清單

為每日擬進行檢對之清單。 

2.有關本局「等風險推演法」相關資

訊（不論技術上或驗證上）均可提

供北水局做為水情推算參考。 

感謝提供相關資料。 

3.貴局應變中心目前仍採用馬賽克板

顯示各項資料，本局於 2 年前已改

以電視牆方式呈現，所有資訊均透

過 web 網頁模式直接投射至電視

牆，於其他單位進行資料介接時速

度較快，建議考量採用。 

感謝提供寶貴意見，本年度功能擴充

即參考  貴局作法，開發整合性資訊

展示網頁。 

七、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總處） 
1.本公司監測資料系統均由各區處視

其需要規劃，故各個區處都不同，

且均為封閉系統，無經由網路彙整

到總公司。 

敬悉。建請各區處適時協助提供必要

資訊。 

2.相關資料對公司之營運供水調度相

當重要，倘需本公司配合提供，用

何種方式提供?人工或網路傳輸。

倘為網路傳輸，應有高度資料傳輸

之安全考量方案避免電腦病毒等

影響。 

建議可透過 e-mail 或傳真提供既有檔

案或報表，後續再評估於兼顧資通安

全下之自動傳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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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3.系統建置後，可否提供本公司利用? 技術可行，配合委辦單位辦理。 
八、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1.目前北水處每日透過監控中心穩定

提供北水局資料，然所提供資料與

登錄資料項目似有誤差，建議檢討

每日需提供的資料項目與格式，以

利配合。 

為減輕北水處工作人員負擔，目前由

北水處提供既有檔案，由駐點人員就

所需項目進行登錄。 

2.本系統已建置一段時間，是否可開

放權限予本處以共享資訊。 
技術可行，配合委辦單位辦理。 

九、北水局石門水庫管理中心（張委員庭華） 
1.對於各機關資料取得之即時性，介

面整合及系統穩定度之維持，建議

於工作計畫內有所說明。 

各機關資料取得係由另案負責資料

蒐集的系統辦理。新增功能介面整合

成果詳第參章。系統穩定度之維持會

持續定期/不定期登入系統檢查系統

是否正常運作，如接獲系統無法運作

通知，將立即進行問題排除，以維持

正常運作。 
2.颱洪時期整合性資訊展示之資訊除

了雨量、河川流量、水庫營運及配

水資訊外，建議增加原水濁度資

料，以利颱洪期間供水調度之重要

參考。 

本系統資料均取自既有資料庫，如要

增列水質資料，需先取得來源端資料

讀取許可或由另案負責資料蒐集的

系統設法取得。 

十、北水局寶山第二水庫管理中心（林委員生榮） 
1.本案原系統即時資訊資料清單（表

2.2-7）中有關新竹地區部分建議增

加員崠淨水場、上坪溪上游集水區

雨量及油羅溪上游集水區流量、雨

量等即時資訊資料。 

經查目前水公司三區處提供之資料

未含員崠淨水場資料。雨量即時資訊

增列白蘭站；油羅溪流量資料，因未

在資料蒐集範圍，建議於資料蒐集系

統增列該資料後，再加以顯示。 
2.表 2.2-3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資料

清單新竹（頭前溪流域）雨量資料

來源建議增加上坪溪上游之雨量

站（白蘭、雪霸），另外表中大閣

南雨量站係何單位建置，與氣象局

所設置之太閣南雨量站有否相關。

增列白蘭站，雪霸站因資料蒐集系統

未蒐集此站資料，建議另案增列後再

補上。大閣南為誤植，已修正。 

十一、北水局經管課（李委員珮芸） 
1.有關枯旱預警部分，今年度水利署 今年度水利署對於枯旱預警通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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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對於枯旱預警通報已改由各主要

水庫（或河川）水位警戒值做為標

準，並以紅、橙、黃、綠、藍燈顯

示水情狀況。惟目前水資源管理系

統仍延用「區域水資源調度機制」

訂定之計算因子（含未來天氣展

望、降雨量、河川川流量、水庫進

流量、水庫蓄水率、可供水日數及

地下水位狀況）推估，建請參照水

利署「臺灣地區水資源水情決策支

援系統」調整。另各地區警戒值是

否依據水庫運轉規線等，建議另案

開會研定。 

需警戒值，需先訂定出各旬或月之標

準方能進行調整。 

2.有關水源調度部分，本年度原預定

參考翡翠水庫現行水位推估法，以

運用於石門水庫及寶山寶二水

庫，然工作執行計畫書未見其推估

方式之描述，請補充。 

遵照辦理，補充翡翠水庫現行水位推

估(等風險推演法)之計算方式，詳 3.1
節。 

3.有關即時資訊展示僅只於查詢，若

要相關數據是否能產製報表（如自

來水公司各區處供水報表等），請

補充。 

即時資訊展示功能以展示為主，報表

產製建議由報表模組產出，視需求評

估辦理。 

4.舊版連結無法使用，請再確認，另

請調整無需帳號密碼即可連結。 
舊版連結9/24日以 sino/sino登錄測試

成功，因功能躲已轉移至新版系統，

建議關閉舊版系統。 
5.評審會時委員要求增加人員教育訓

練部分，未見列於工作執行計畫

書，請中興公司於本案期末報告前

完成至少 4 小時之訓練，以利日後

操作運用。 

遵照辦理。已於工作項目中增列。 

十二、北水局經管課 
為環保，報告書及相關資料請以雙面

列印為原則。 
遵照辦理。 

結論 
1.請經管課確認各地區旁收資料之代

表性及正確性，如基隆地區應以八

堵抽水站上游河川流量及雨量站

配合辦理。基隆河上游火燒寮雨量站

資料已列入，八堵抽水站上游僅有介

壽橋站之水位；新竹地區雨量以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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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火燒寮）為準、新竹地區應補充

油羅溪上游流量及雨量資料等。 
氣象局於頭前溪流域資料為主，油羅

溪上游流量(內灣站)，經查非既有資

料蒐集範圍，建議於另案資料蒐集系

統中增列。 
2.請經管課及中興公司依既有設施改

善情形隨時更新各區供水示意圖

（包含水源點、淨水廠及支援量等

項目），以利水源調度決策研議。

配合辦理。 

3.審查委員所提非屬本年度契約範圍

之意見，請經管課視需要於後續計

畫中提出擴充改善計畫。 

敬悉，配合提供相關諮詢。 

4.水庫操作部分請納入濁度資料。 擬於取得資料來源端資料讀取同意

及相關資訊(資料位置、帳號、密碼、

資料說明)後辦理。 
5.本局營管系統應以未來整合為目

標，請經管課及中興公司檢討相關

設備（如馬賽克板改電視牆）及資

料格式（與水利署水情決策系統介

接）之更新改善。 

本年度新增之整合性資訊展示網

頁，為取代馬賽克板改由電視牆顯示

之先期示範，後續可視執行成效辦

理；資料格式目前與水利署水情決策

系統已統一。 
6.建請水利署訂定提報各水利設施警

戒值之日期，裨於該日前由本局訂

期召開會議研擬，另請中興研議如

何在營管系統內表現警戒值資訊。

配合辦理。 

7.教育訓練請納入本計畫工作項目。 遵照辦理，詳 1.2 節。 
8.為確保資料穩定交換及資料正確

性，請中興於報告中標示各資料來

源（含旁收及原始來源），以利追

查作業。 

遵照辦理，詳附錄一。 

9.請自來水公司總處建立電子資料庫

整合各區處配水資料（包含淨水能

力及供水量等），本局可由該系統

進行旁收，因資料已進行校核故可

確保資料完整性與正確性，另請中

興檢討北水處資料是否可改以系

統旁收方式存取。 

配合提供自來水公司及北水處資料

旁收相關諮詢。 

10.本工作執行計畫書原則同意認

可，請中興依契約規定之工作內容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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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程、各委員（單位）之意見完

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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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 100 年度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委託資訊服務案期中報告書暨期中簡報 

會 議 紀 錄 
壹、開會時間：100 年 10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貳、開會地點：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北區水資源調度中心(依山閣) 
参、主持人：李課長珮芸                        記錄：許秀真 

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一、蔡委員茂明： 
1. 圖 1.3-1 及 3.1-1 等兩流程圖有疑

義，請修正。 
感謝指正，修正圖 1.3-1 增列教育訓

練項目；圖 3.1-1 因模式計算結果並

無回存資料庫，故模式與資料庫間為

單向箭頭。 
2. P.9 水調度模擬新增等風險推演

法，依圖 3.1-3 其成果畫面與原有

逐旬推演法(如圖 3.1-4)成果畫面比

較，顯示兩者差異甚大，建議應以

以往紀錄作分析比較並有結論。 

增加兩方法之分析結果比較，詳 3.1
節。 

3.(1)P.14圖3.2-1畫面展示西勢水庫部

分缺少雨量欄、3.2-2 畫面展示缺少

合計欄、(2)P.21 圖 3.2-4 紀錄內

“ 0 ＂與“─＂之差異為何﹖

(3)P.23 圖 3.2-8 雨量部分缺少白蘭

站，供水部分缺少東興站、(4)P.26
圖 3.3-1 該成果畫面未記註時間，

其成果無意義。 
 

感謝指正。(1)西勢水庫雨量係畫面遮

住；(2)取消合計資料訊，0 表蒐到資

料為 0，-表無取得資料，將滑鼠移到

資料旁會出現說明訊息；(3)白蘭站已

補上；(4)已增列查核日期及日期調整

功能。 

4. P.27 系統維護及諮詢內容過於簡

要，建議補充說明；此外，工作項

目之一功能擴充部分，報告內分散

敘述亦不明確，建議報告內容章節

次序應依工作項目與內容次序逐

項說明辦理情形及執行成果。 
 

遵照辦理。依委辦工作項目修正報告

章節。系統維護及諮詢工作為當系統

運作有問題時，由使用單位提出需求

後，再據以恢復系統正常運作，因不

含代操作，故僅於系統運作有異常時

進行維護。 

5.工作項目第五項教育訓練表 1.3-1進
度表上並未呈現，請補充。 

遵照辦理，已於表 1.3-1 補列教育訓

練。 
二、李委員珮芸： 
1.關於水文資料蒐集，由於水資源管 遵照辦理。完成雨量、水位流量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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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理系統於 95 年已建置完成，其雨

量站及水位流量站可能有部分已

撤站或更動，請重新檢視其是否存

在，若廢站則請刪除，避免無資料

影響水情分析。 

料檢核，並提出相關建議，詳表 4-1、
表 4-2。 

2. 告內容較為簡略，對於等風險分析

法理論基礎及驗證結果應加以說

明，另為加強系統使用功能及操作

性，請於期末報告增列建議事項，

以評估未來改善項目。 

增列等風險分析與逐旬推演法之比

較，詳 3.1 節(二)。建議事項詳結論

與建議。 

3. 即時資料顯示部分，請就各圖面增

加圖文名稱及單位。另請將自來水

公司一、八及九區處各淨水場供水

量資料，比照挑竹週報格式增加表

格產製。 

遵照辦理。即時資料以顏色及圖例區

別資料。增 加報表詳 3.4 節。 

三、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1. P.13 表 3.2-1 及時資訊清單基隆地

區資料項目第四項，請比照宜蘭、

花蓮地區增列「供水系統出水

量」。 

因基隆地區以地面水源為主，水源供

給受水情豐枯影響較明顯，屬水源運

用敏感區位，且中、南區營管系統於

西部地區均以淨水場出水量為供水

狀況之掌握資訊，故於基隆地區採主

要淨水場營資訊為資料蒐集與展示

重點，東部地區以地下水為主要水源

供給相對穩定，故以系統為資料蒐集

與展示重點。 
2. P.16、17 表 3.2-2 及表 3.2-3 將板新

畫歸桃園區域及桃園分區，惠請說

明。 

因板新淨水場水源主要來自石門水

庫，故與石門水庫列於同區顯示相關

訊息。 
3. P.19 表 3.2-5 全螢幕顥示資料建議

增加大漢溪下游原水濁渡監測站

看板顯示濁度、懸浮固體及水位資

料，另北水局在大漢上游建置相關

資料亦請一併考量。 

建議納入後續功能擴充。 

4.4.有關資料之提供，本公司將依附錄

I 資料查核清單需求，請相關區處

配合提供，另清單 1-5 所載大湳水

場係屬桃園分區，及第二區處為資

感謝指正，已修正大湳淨水場為桃園

第二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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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料產出與來源提供單位，請修正。

四、翡翠水庫管理局 
1. 有關本系統「翡翠水庫逐旬推演

法」及「翡翠水庫等風險推演法」

之模擬模組是否有採用翡翠水庫

歷史水庫進流量及南勢溪資料進

行超越機率演算﹖其資料從何而

得﹖請說明。 

本系統於民國 91 年開始規劃及建

置，相關歷史資料於系統建置階段正

式請貴局提供。感謝翡翠水庫管理局

再次提供貴局檢核過之歷年流量資

料，建議未來能定期(每年)補整新增

之檢核資料。 
2. 建議本報告於等風險推演法的描

述上加入「等風險推演法不僅可確

保任何時段都具備相同的風險程

度，並可真實反應季節性變化」。

以能充分描述該法之特性。 

遵照辦理，詳 3.1 節。 

3. 圖 3.1-6 及圖 3.1-7 中，翡翠水庫規

線少了中線，可能是套錯規線圖，

請再檢討。 

感謝指正，已修正規線資料。 

五、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1. 教育訓練請補充預訂實施課程資

料，以供主辦單位檢視。 
遵照辦理，詳第伍章。 

2. 新竹地區之供水呈現，請區分新竹

第一淨水場、新竹第二淨水場、湳

雅淨水場及寶山淨水場。 

新竹第一、第二淨水場因水公司目前

提供資料已合成一筆資料，故未分開

顯示，湳雅及寶山資料已分開呈現。

3. P.21 整合性資訊展示網頁畫面，建

議增加單位及圖例，以區分不同資

料屬性，增加可讀性。 

增加以圖例及字體的顏色區分資料。

4. 本計畫包括提供分析核心計算程

式及後端流量統計程式查詢，建請

報告中應補充相關說明，另外本計

畫產製的資料是否可直接輸出數

值檔，供後續分析利用，亦請補充

說明。 

核心計算程式採提供原始碼；後端統

計程式查詢，係為取得流量資料，已

於操作介面提供流量資料下載功

能。計算成果除提供圖面資料外，亦

有提供數值資料(列於成果圖下方)以
利後續分析使用。 

十一、北水局經管課 
1. 10 月 9 日連線系統「乾旱預警」頁

面狀況如下，請協助更新。 
遵照辦理。已重啟動預警分析的背景

程式及檢核計算成果。網頁錯誤的部

份，因地下水及海淡廠均視為可穩定

供水之水源，並無需檢核，擬取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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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地區 水系/水庫 計算日期 指標日期 地區 水系/水庫 計算日期 指標日期 

基隆 新山水庫 8月上旬 8月上旬 蘭陽溪 8月中旬 8月中旬 

台北 新店溪 8月中旬 8月中旬 

宜蘭 

地下水 網頁錯誤 

桃園 大漢溪 8月中旬 8月中旬 花蓮溪 8月中旬 8月中旬 

頭前溪 4月下旬 7月下旬 

花蓮 

地下水 網頁錯誤 

新竹 

中港溪 8月上旬 8月上旬 水庫 4月中旬 4月中旬 

 

馬祖 

海淡廠 網頁錯誤 

 

選項以免誤選。另新竹及馬祖地區水

庫營運資料 3~4 月間全無資料，建議

完成資料補遺後，再繼續進行預警分

析。 

2.「水源調度」頁面請增加逐旬推演

法及等風險推演法所備之超越機

率對應表之下載點，並於下載之檔

案名或內容中標示更新日期。 

遵照辦理，系統已提供資料下載連

結，下載檔名為系統日期，更新頻率

為旬。 

3. 10 月 9 日連線系統「即時資訊」頁

面所轄 7 區塊左側欄位「資料日期」

的日曆點下去均顯示網頁錯誤，請

協助修正；另系統僅能點選 7 區塊

分別單一顯示頁面，無 4 分割 6 分

割及平日/颱洪時期頁面可切換，請

說明原因。 

日期選擇問題已修正，分割顯示進入

點為「即時資訊展示」選項。 

4. 「即時資訊」頁面中河川流量蘭陽

大橋(宜蘭)、花蓮大橋(花蓮)及上坪

水文站流量(新竹)於監控及通訊系

統中均有值，請協助顯示；請說明

南勢溪流量(台北)對應監控及通訊

系統中為何流量站(第十河川局或

翡管局所轄﹖)，亦請協助顯示；另

馬祖西莒海淡廠出水量闕漏，請協

助補齊或說明後續處理方式。 

遵照辦理，蘭陽大橋(宜蘭)、花蓮大

橋(花蓮)及上坪水文站流量(新竹)流
量顯示已修正。南勢溪流量非水文站

觀測資料，於監控及通訊系統中並無

對應站，該資料為北水處水源運用及

管理之重要資料，於 98 年已增列入

資料蒐集範圍(採人工輸入)。西莒海

淡資料目前尚未列入資料蒐集範

圍，建議納入另案應監控及通訊之資

料蒐集範圍。 
5. 第 24 頁圖 3.2-10 颱洪 4 分割頁面，

請加入各水庫有效蓄水量、入流量

及放水量時資料。 

4 分割頁面範圍較小，故顯示資訊較

少，於全螢幕狀態下增列庫有效蓄水

量、入流量及放水量。 
6. 第 13 頁表 3.2-1 中基隆(老梅…合

計)、宜蘭(宜蘭…合計)及花蓮(花
蓮…合計)淨水場等供水系統出水

量，請確認所需資料項目後盡速洽

主辦課協助辦理公文發送。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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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7. 目前系統「資料檢核」功能似設定

檢核點選當日之資料，然水庫入流

量、放水量及淨水場供水量等數值

僅能由隔日統計所得表示當日之

資料，請修正系統表示方式，或加

註所「缺漏」之日期。 

已增列日期及日期調整功能。 

8. 建議於系統之「資料檢核」清單頁

面中納入資料產出單位及資料來

源(如附錄 I)，以利代操作廠商快速

處理缺漏資料，另請增設下載清單

資料(如 excel 表格型式)之載點，並

於檔案名稱或內容標註檢核日期。

已增列資料產出單位及資料來源，檢

核成果可直接複製，供後續使用。 

9. 本系統之教育訓練日期建議訂於

12 月初，請執行單位於 11 月 11 日

前提送課程內容草案至主辦課，內

容請包含整體系統，非僅本計畫新

增部分。 

教育訓練於 11/29 日下午於依山閣辦

理辦理。 

10.細部文字及編排意見共 11 點如下：  
(1)目錄中「表目錄」重複出現。 已刪除 
(2)第 4 頁表 1.3-1 工作起始日期應

為決標日 8 月 4 日；工作執行報

告提送時間應為決標日起 15天(8
月 18 日)。 

 

已修正表 1.3-1。 

(3)第 5 頁「其中水源調度…新增功

能」文句不暢，請修正。 
感謝指正，已修改第貳章(P.5)相關文

述。 
(4)第 5 頁圖 2-1 擴充標示太淡，請

調整；另「帳號管理」項於系統

中為「系統管理」、「資料查核」

項於系統中為「資料檢核」，請確

認後統一。 

感謝指正，擴充標示以調整顏色，系

統管理及資料檢核名稱亦已統一。 

(5)第 6 頁「如水淨水場出水量」似

有缺漏字，請確認後修正；另「台

灣區水資源水情決策支援系統」

似應為「台灣地區水資源水情決

策支援系統」，請確認。 

感謝指正，修正為「如水公司淨水場

出水量」，水利署系統名稱修正為「臺

灣地區水資源水情決策支援系統」。

(6)第 7 頁「…僅改變之流量值」似 感謝指正，已刪除並修正該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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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含贅字，請修正。 

(7)第 8 頁「圖 3.3-1」應為「圖

3.1-1」、「圖 3.1-1~圖 3.1-3」應為

「圖 3.1-2~圖 3.1-7」、「圖 3.1-2」
應為「圖 3.1-3」、「圖 3.1-3」應為

「圖 3.1-4」、「圖 3.1-5」應為「圖

3.1-6」、「圖 3.1-6」應為「圖

3.1-7」，請確認後修正。 

感謝指正，已重新檢核圖號編碼。 

(8)第 15 頁「招開相關會議」應為「召

開相關會議」。  
感謝指正，已修正。 

(9)第 16 頁表 32.-2 桃園供水「十二

區支媛二區」應為「十二區支援

二區」  

感謝指正，已修正。 

(10)第 17頁表 3.2-3、第 19頁表 3.2-5
及第 20 頁表 3.2-6 表頭「營幕」

應為「螢幕」。  

感謝指正，已修正。 

(11)第 27 頁「主要工作紀要如下」

應為「主要工作記要如下」；

「100.08.17…連線」文句不暢且

標點格式不符，請修正。 

感謝指正，已修正相關文字。 

結論 
1. 為完整建置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

各水文資料庫，請翡翠水庫管理局

及台水公司協助提供民國 100 年以

前翡翠水庫入出流量、南勢溪流

量、配水量，以及台水公司各區處

淨水場供配水量等資料。並請主辦

課以正式公文發函相關單位索取

及建立連絡窗口，以利日後連繫作

業。 

配合辦理。翡翠水庫提供之歷年水庫

進水與南勢溪流量已匯入資料庫。 

2. 請中興公司以等風險推演法及逐

旬推演法進行案例分析，以比較 2
方法推估結果，且與實際水庫水位

一驗證。 

遵照辦理。逐旬推演法與等風險推演

法分析結果比較詳 3.1 節。 

3. 請中興公司再次檢視及查證本系

統即時資訊圖面所顯示資料是否

齊全。 

遵照辦理，已再次檢視並參考委員意

見調整與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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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4. 期中報告書原則認可，請中興公司

依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見修正，並

於期末報告書具體回應。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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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 100 年度功能擴充及維護計畫」 
委託資訊服務案期末報告書暨期末簡報 

會 議 紀 錄 
壹、開會時間：100 年 12 月 5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貳、開會地點：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 
参、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記錄：蕭軒梅 

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一、蔡委員茂明： 

1.第 2 頁工作項目一之子項目有 3

項，建議報告內容依三子項目之內

容撰寫較為明確。 

第 2項工作之 3子項中第 1項為既有

功能維護，第 3項之流量資料下載需

求已整合入界面中，另核心計算程式

為提送成果之需求，已安裝於北水局

設備，並存入成果光碟中。 

2. 等風險推演法並未對寶山及寶二

水庫作試算，請補充。 

遵照辦理，補充寶山及寶二水庫系統

畫面及成果分析。 

3. 結論與建議本文內應有較詳細之

敘述： 

 

(1)結論建議三及四：水庫營運與水

文資料之疏漏、誤植，在年度補

整之前應先自我查核，並列出所

有缺漏項目否則無法有效補整

（誤植之資料如何自行查核?）。

增補資料誤植之判釋原則及資料補

整建議，詳 3.3節。 

(2)結論與建議五：本年度 3、4 月

間資料缺漏原因究係 

a. 本局另案監控通訊系統出問

題 

b. 旁收系統有問題 

c. 資料產出單位有問題 

應先予釐清，否則無法有效完

成缺漏資料補整。 

3~4 月間水庫營運資料缺漏原因為資

料來源端更換系統，已另取得資料並

整理後轉請資料蒐集系統之維護廠

商匯入資料庫。 

(3)結論與建議六：應將建議之具體

內容，包括設備要求項目及其功

能以及擴充之目的等詳細說明。

 

遵照辦理，已調整行動通訊之建議。

(4)簡報內之建議六有關警戒水位

之訂定究與水庫營運規線有何

異同與相關應有更詳細之說明。

警戒水位為今年度水利署作為枯旱

預警之機制，建立另案辦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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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二、李委員賢明： 

1. 本計畫所述即時資訊，其平日之資

料係營運資料之彙整，但對特殊狀

況，則較為緩慢，故其係資料庫，

「即時」則似應以瞬間水量估列。

目前系統定位主要針對枯旱時期之

水資源運用與管理，建議視需求逐年

擴充系統功能至特殊狀之掌握。 

2. 本系統建立後，其未來運用則有如

下建議： 

 

(1)水質資料，尤其濁度，能列入系

統以供水庫水質變化、河川自

淨、濁度變化時間之研判，以供

淨水場可出水量之參考。 

建議於後續系統功能擴充中辦理。 

(2)水源、水質特殊狀況則應考量淨

水場之出水能力等，以最佳出水

量供水。 

建議於後續系統功能擴充，增加特殊

狀況之資訊。 

(3)建立水資源最佳運用模式，即各

水源、水庫聯合運用規線之建

立。 

水庫聯合運用規線之建立，建議另案

辦理。 

三、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 

1.結論與建議一：有關水質狀況後續

能納入資料接收及展示範圍乙

節，可否將石門水庫後池堰下游部

分亦納入。 

建議於後續系統功能擴充中辦理。 

2.結論與建議三：有關防災中心請加

註水利署。 

遵照辦理，已加註。 

3.結論與建議四：有關建立定期取得

檢核後資料，因該項水文資料主要

來自水利署水文資料庫，其如何執

行?請說明。 

遵照辦理，已補充詳建議(三)，技術

上已可自動取得，然仍宜配合資料來

源端之作業原則。 

4.第 2頁因鳶山堰亦符合水利法施行

細則第 5條定義，可否亦納入水源

調度模擬模組之管理系統。 

鳶山堰位於石門水庫下游不遠處，水

源主要來自石門水庫，故以石門水庫

為代表進行相關分析。 

5.第 7頁須針對此 3座水庫調度模擬

之未來流量估算方式進行擴充乙

節，應為 4 座水庫之誤植。 

感謝指正，已修正。 

6.第 21 頁表 3.2-2 請增列鳶山堰相

關資訊。 

鳶山堰位於石門水庫下游不遠處，水

源主要來自石門水庫，故以石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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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作為代表。 

四、翡翠水庫管理局： 

1.報告第 11至 12頁之翡翠水庫等風

險推演法成果畫面及翡翠水庫逐

旬推演法成果畫面，所採用之翡翠

水庫運用規線少了中限為舊的規

線，請修正為最新的規線。 

感謝指正，已修正圖 3.1-7、圖

3.1-8。 

2.報告於水位推估方法評析方面，建

議以水位變化趨勢線來比較等風

險推演法及逐旬推演法，較能展現

季節變化下 2 法之差異並易於了

解。 

系統分析成果有水位之變化圖，因水

庫不同高程之水位變化對應之蓄水

狀況變化不同，低水位時同樣變化幅

度之蓄水量變化，較高水位時小，故

以水量變化進行分析。 

五、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書面資料） 

1.本計畫系統相關操作及維護手冊

建請補充於附錄。 

詳附錄六。 

2.本計畫工作項目包括北區水資源

管理系統維護及諮詢，建請補充計

畫執行過程之維護及諮詢重點紀

錄於附錄。 

補充工作月報於附錄。 

3.水利署目前正研議水庫警戒水位

與水資源預警燈號，是否可納入本

系統或建議於後續階段擴充。 

於水庫警戒水位研議成果，據以調整

系統預警分析功能。 

4.以逐旬推演法及等風險法推估未

來水庫入流，其推估方法特性及限

制，建議於系統適當加註說明，以

利操作人員評估參考。 

水庫蓄水狀況推估階採用水平衡分

析，主要差異為流量之選用。流量統

計方式詳 3.1 節。 

六、張委員庭華 

1.簡報資料第 6頁工作進度之工作項

目完成時間誤植。 

感謝指正，工作進度詳表 1.3-1。 

2.水質資料來源端之取得及讀取許

可應無問題，此次計畫無法將濁度

觀測結果納入接收及展示範圍之

原因請說明。 

水質資料取得非本次工作範圍，建議

納入後續擴充。 

3.期末報告書第 7頁所載針對 3座水

庫調度模擬，然實際係有石門、翡

翠、寶山及寶山第二水庫等四座水

感謝指正，已修正為 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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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庫，建議報告酌予修正或詳予說

明，以利閱讀。 

4.本計畫建立之系統操作手冊請納

入成果報告書內，以利相關人員使

用本系統。 

本系統於民國 98 年進行改版，本年

度僅增加功能，進行手冊編撰(附錄

六)。 

七、吳委員啟順 

1.水庫調度風險推演法模擬，如何模

擬請重點加強說明，如假設、旬統

計期間、排序等，另模擬結果與實

際蓄水情形，請作比較。 

 

2.簡報新增部分如第 7、13、14、15

頁及結論建議，請納入報告。 

遵照辦理，已補充於 3.1節。 

3.水質訊息建議後續納入系統，其項

目、位置、頻率，及是否採既有資

料旁收等，請於報告內補充說明。

水質訊息建議納入後續擴充，其項

目、位置、頻率及取得方式，建議於

後續擴充中辦理。 

4.本年度水庫幾次水位下降引起缺

水危機，因及時雨而有驚無險通

過，針對本系統今年歷次缺水危機

時模擬情形及系統是否有待改進

地方，建議詳細說明。 

本年度工作以系統維護及部份功能

擴充，系統中之逐旬推演法與目前局

內之算法相同，其與等風險法之推估

結果於不同水庫有不同結果，探討結

果詳 3.1節。 

八、李委員珮芸 

1.「摘要」之後段有關水文測站建議

存廢及雙溪水文站持續監測乙

節，請調整於「結論與建議」。 

遵照辦理，已調整至「結論與建議」

之建議項下。 

2.圖 3.1-1應為水庫水位推估模組運

作流程而非等風險推演法運作流

程，請修正。另請補充 2種推演法

的推算方式。 

遵照辦理，已修正及補充計算流程。

3.第 8頁倒數第 4行起，請修正為圖

3.1-4為石門水庫等風險推演法試

算成果畫面，圖 3.1-5 為石門水庫

逐旬推演法計算成果；圖 3.1-7 為

翡翠水庫等風險推演法試算成果

畫面，圖 3.1-8為翡翠水庫逐旬推

演法計算成果。 

遵照辦理，已修正各圖之圖號。 

4.第 13 頁，依逐旬推演法及等風險 補充石門水庫豐水期之分析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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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法分析比較看來，對於石門水

庫而言其結果似乎差異不大，其原

因為何？若以豐水期的流量分析

是否結果相同？另寶山寶二水庫

的推估結果亦請一併補充於報告

書。 

山、寶二水庫之分析，詳 3.1 節。 

5.第四章，針對北部地區水文測站建

議存廢乙節，所提中央氣象局因擴

充為氣象站及變更站碼，建議變更

站號並持續收集資料，但測站存廢

又建議廢站，似乎不合，請修正。

另因一區處貢寮堰仍有取水且建

議恢復雙溪(2)水文站蒐集，由於

基隆地區目前以新山水庫為枯旱

預警評估指標，該站因需定期以

ASDL 收集，考量效益不大已簽核

廢站，故是否繼續蒐集請再評估或

有替代方案。 

遵照辦理，修改測站狀況之用詞及台

電所屬測站之建議，詳表 4-1、表

4-2。 

7.第五章，請補充教育訓練辦理情

形。 

遵照辦理，補充辦理情形照片及講義

(附錄三)。 

8.每個月所提送北水局審查之工作

月報請補充於附錄。 

遵照辦理，補充於附錄二。 

九、經管課 

1.即時資訊展示操作結果尚有項須修

正如下： 

 

(1)即時資訊展示無縱卷軸可移

動，部分資料超出畫面請修正：
分頁畫面 超出畫面資料項 
平日 6 分 台北（南勢溪流量） 
平日放大單 1 台北（南勢溪流量、九芎根雨量、碧湖雨量、翡翠雨量）、桃園（鎮

西堡雨量、白石雨量）、新竹（白蘭雨量）、宜蘭（澳花雨量） 
平日放大 4 分 桃園（西丘斯山雨量、鎮西堡雨量、白石雨量、石門水庫放水量、

石門水庫降雨量） 
颱洪放大單 1 台北（碧湖雨量、九芎根雨量、翡翠雨量） 

已調整版面。另不同瀏覽器會有些許

差異，宜以調度中心投影電腦設備投

影結果為主準。 

(2)請於即時資訊展示頁面左側彈

出式選攔中加入各文字、圖標說

明及其數值的單位： 

a.文字說明請包含紅色、藍色及黑

色字體代表意義。 

b.圖標說明請包含綠三角、黃三

左側為彈出式功能選單，無法顯示相

關說明，目前將滑鼠移到資料旁會顯

示資料日期及單位訊息。另圖面紅線

為供水分區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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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藍方塊及紅梯形。 

c.另請說明各畫面紅線所框區域

定義，以供水區、縣市別或集水

區。 

(3)馬祖地區資料： 

a.請確認雨量站位於北竿還是南

竿。 

b.四座海淡廠（北竿、南竿、東引

及西莒）即時出水資料查詢時以

cms 表示，建議改以噸為單位；

另目前所抓取資料四座海淡廠

於 11 月上旬末均有明顯峰值，

似有誤，請確認。 

c.各水庫有效蓄水量單位建議使

用萬噸，並至少取數值至小數後

2 位；為避免混淆，歷線圖查詢

縱軸勿以萬噸乘 10 的負 6 次方

表示；后沃及勝利水庫歷線圖單

位有誤。 

 

a.馬祖雨量站站位於南竿鄉四維

村，據以修正系統資料位置。 

b.資料單位調整，遵照辦理。海淡出

水量資料讀取方式為一次讀取一

段期間之資料，非逐日讀取，且未

進行轉換或計算，應為資料問題。

 

 

c.資料單位調整、圖座標軸調整及單

位標示錯誤問題，配合修正。 

(4)點入數值有誤或缺值部分： 
時期 項目 點入數值有誤或缺值資料項 
平日 水庫 西勢(水位)、翡翠(蓄水量)、寶山(水位)、寶二(蓄水量)、永和山(蓄

水量) 
供水 新山、暖暖、貢寮、宜蘭供水合計(點不進去)、宜蘭、松羅、羅東、

英士、四季、南山、金洋、澳花、東澳、南澳、花蓮供水合計、和

平、花蓮、池南、水璉、鳳林、豐濱、瑞穗、富源、崙山、舞鶴、

港口、松浦、玉里 
新竹地區二區支援三區、三區支援二區資料有誤 

雨量 大尖山、火燒寮、瑞芳、竹東、土場 
流量 雙溪(2)、竹林大橋、永興橋 

颱洪 水庫 新山、西勢、翡翠、石門、寶山、寶二 
雨量 大尖山、火燒寮、瑞芳、竹東 
水位 介壽橋、三峽橋、玉峰、竹林大橋、上坪 

  

颱洪時期時資料為水利署防災中心

有進駐期間才有資料。平日部份合計

資料並未建立查詢；水公司基隆、宜

蘭、花蓮營運資料整理後，需經資料

蒐集系統匯入資料庫才會有資料，由

本計畫匯入，因資料庫之一致性設定

會遭系統刪除；其餘部份已進行系統

修正。 

(5)石門及寶二水庫歷年平均水位

出現小區域峰值，請確認是否正

確。另請加入石門及寶二水庫滿

庫水位高：245及 150 公尺。 

峰值問題應為歷史資料中曾出現異

常水位資料；石門及寶二水庫滿庫水

位高：245 及 150公尺，配合增列。

2.結論與建議第一點：後續納入濁度

資料之建議，請說明資料抓取路徑

(本局原水濁度自動監測系統或水

利署相關資料庫)；另是否須同時

更新監控與通訊系統以利資料傳

送。 

資料抓取路徑及方式，需與資料來源

管理課室協商，方能確定是否須同時

更新監控與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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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論與建議第二點：有關等風險推

演法及逐旬推演法比較 

 

(1)請探討石門及翡翠水庫推算結

果有差異的原因，並說明兩水庫

建議使用之推演法。 

分析結果詳 3.1節；石門水庫因需供

給大量農業用水，需於期作開始供灌

前評估水量是否足以滿足需求，如於

期作中發現水量不足，將造成嚴重影

響，建議石門水庫宜採較保守之逐旬

推演法，翡翠水庫主要供給公共用

水，限水機動性較高，可選用等風險

推演法。 

(2)請說明寶山及寶二水庫推算情

形。 

遵照辦理，補充詳 3.1 節。 

(3)等風險推演法因所有推估值均

從起始點推算，所得各點均為過

去曾發生過之水文變化歷程，故

無法推出極值，請評估氣候變遷

下此方法適用性。 

氣候變遷為長期趨勢，水庫水位推估

針度未來幾個月之用水管理，為短期

水源調度。 

4.結論與建議第三及第四點：有關管

理系統旁收之水庫營運資料(防災

中心資料庫)及水文資料(水利署

水文資料庫)，請建立於水利署每

年統一進行檢核後之校正及補整

工作流程。 

防災中心之水庫營運資料為各水庫

管理單位每日人工輸入，宜定期函請

各單位提供檢核後資料，匯入本系統

資料庫。水利署水文資料，每年進行

檢核後會存入資料庫，可建立資料讀

取功能或函請資料，再匯入本系統資

料庫。檢核動作本於權責由資料管理

單位辦理，本系僅須取得並更新。 

5.依期中審查意見 11.2回覆，水源調

度使用之流量資料每旬進行更

新，是否意即圖 3.1-1 流量統計分

析程式每旬均會更新結果；另水利

署水文資料庫流量是否以率定曲

線推算所得，若然，河川局每年提

供前一年檢核過之修正流量資料

後，請說明本管理系統如何進行更

新。 

流量旬統計由圖 3.1-1流量統計分析

程式計算；水利署水文資料庫有存放

換算過之流量資料，並非查詢時再換

算，可直接取得檢核過流量資料，再

匯入資料庫即可。 

6.結論與建議第五點：請協助管理系

統代操作廠商利用缺漏資料檢核

功能完成今年 3至 4月缺漏資料補

缺漏資料檢核僅能得知何時資料有

缺，補料補整仍需另取得資料後再匯

入資料庫，已取得缺漏之水庫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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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工作，另亦請協助完成表 4-1 及

4-2 所列建議修正後續收、廢止及

復收等作業。 

並提供另案廠商進行補整。表 4-1及

4-2 之資料可提供另案廠商進行資料

蒐集調整。 

7.結論與建議第六點：有關行動通訊

設備可擴充之應用功能，請具體說

明。 

補充詳結論與建議。 

8.細部文字及編排意見共 8點如下：  

(1)圖 1.3-1缺漏資料查核功能下方

上指箭號似為誤植，請說明或修

正。 

遵照辦理，已取消該箭號。 

(2)表 1.3-1 本案 8月 4 日決標，工

作起始日期應為決標日。 

遵照辦理，以已修正表 1.3-1 之起始

時間。 

(3)第 7 頁「…未來流量之估算方

式，。」多了逗號。 

感謝指正，已刪除該逗號。 

(4)第 8 頁「圖 3.3-1」應為「圖

3.1-1」；「圖 3.1-2」應為「圖

3.1-4」；「圖 3.1-4」應為「圖

3.1-5」；另缺漏圖3.1-2及 3.1-6

說明。 

感謝指正，圖號已修正，並依新增內

容重整圖號。 

(5)圖 3.1-10及 3.1-12橫座標請改

以民國年表示；另二圖應為有效

蓄水量推估而非水位推估。 

感謝指正，已修正橫座標及圖名。 

(6)第 20頁「…新竹四區時水庫、降

雨資料」應為「…新竹四區水庫、

降雨時資料」。 

感謝指正，已調整該段文字。 

(7)表 3.2-2 基隆-供水-平日項「暖

暖」後多了一個空格；新竹-水

源-平日項「永和山營運資料」

應為「永和山水庫營運資料」。 

感謝指正，已刪除空格及補上漏字。

(8)表 4-1 及 4-2「備駐」應為「備

註」。 

感謝指正，已修正。 

玖、結論 

1.本報告所列測站代碼調整、廢站、

無提供資料測站及測站資料缺漏

等資料庫系統維護工作請精誠公

司配合辦理。 

配合提供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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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旬推演法及等風險推演法之推估

公式、邊界條件等算式請補充說

明，另亦請補充寶山及寶二水庫水

庫等水庫之推估結果及分析。 

遵照辦理，補充計算原則、流程及分

析結果，詳 3.1節。 

3.結論與建議請分別撰寫，並對建議

事項補充說明建議之理由或依據。

遵照辦理，調整及補充結論與建議。

4.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各單

位意見補充及修正，修正報告請先

送業務課審核後，再依契約期限提

送正式報告。 

依結論辦理後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