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 
成果報告 

 

Planning and Design of Utilization and Treatment of 

Dredged Sludge from Shimen Reservoir 
 

Completion Report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執行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098-D-11-27-2-128-00-6 



 
 

 
 
 

 

 

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 
成果報告 

 

Planning and Design of Utilization and Treatment 

of Dredged Sludge from Shimen Reservoir 
 

Completion Report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執行單位：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i 

6650C 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 

 

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 
成果報告 

摘要 

石門水庫共興建有13座大型沉澱池，其容量共約380萬m3，佔地面積約70公
頃。自民國74年起，以每年約存滿1至2個沉澱池之抽泥量，由1號往13號沉澱池施

作，至民國84年時，此13座沉澱池均已填滿。由於沉澱池採用重力式沉降原理，

所需壓密時間甚長，且含水量過高，需尋求更有效率及經濟的方法，加以脫水、

清運及再利用。 

根據「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2008），
石門水庫淤泥可採用高效率的脫水設備，達到短時間減少體積目的，則既有13座
沉澱池可轉換為多功能之淤泥處理專區，除了設置泥水分離區、淤泥脫水區、泥

餅轉運區外，更可將泥餅再利用區（包括園藝、混凝土、燒製廠）設置於專區內，

以減少原料運送距離。另外，結合石門水庫周邊遊憩資源，處理專區亦可設置泥

餅再利用展示館區、生態園區（包括親水、遊憩、住宿區）及蓄水池區等，充分

發揮既有13座沉澱池之地利優勢。 

本計畫主要辦理內容包括下列三個子項： 

1. 「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擬在既有法規及評估規

劃的基礎上，提出具體、可行的「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

計畫」，以確認淤泥脫水示範廠規模及資源化處理作業流程。若上述示範

計畫經實施結果評估可行，將作為北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北水局）後續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專區」長期計畫決策參考。 

2. 「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有關淤泥脫水後之應用方

面，依據「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案」

（中興公司，2008）之初步規劃成果，本計畫擬針對可行區域進行地形測

量、填土工作規劃、國有林地使用申請、淤泥填置細部實施計畫。 

3. 「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有關原本屬於大漢溪之淤泥

再回歸到大漢溪方面，依據「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劃」（中興公司，

2008）之初步規劃成果，辦理「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石門

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之可行性評估後，北水局就成果評估其可行性後

擇一工程，辦理規劃、細設工作。 

茲將上述三項工作項目之規劃及設計成果，摘述如下： 

1. 「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 

本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主要包含淤泥機械脫水及運送

至資源利用地點，考量水庫淤泥脫水處理所需之技術係屬相當專業之技

術服務，在國內尚未有量產的經驗，脫水後淤泥資源再利用之產業亦未

成形，以及鼓勵淤泥脫水、泥餅運送及資源利用等異業廠商透過共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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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式，發揮淤泥處理成本最低化及資源再利用最大化之效益，並達到

推廣淤泥多元化處置之目標。考慮本計畫招標作業時間十分有限，為了

節省北水局將最有利標招標文件呈報水利署核定及投標廠商撰寫服務建

議書的時間，本計畫建議採用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為同一標案，並以異

質採購最低標方式決標。承包廠商將出資興辦脫水設施及運送泥餅，北

水局再依泥餅生產量及運送量計費。 

本試辦計畫採用功能性招標文件，廠商投標之估價單主要項目為淤

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本計畫為測試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之效率及成

本，鼓勵承包廠商發揮其最大產能及儘可能降低每噸泥餅生產及運送費

用，在1套淤泥脫水設備（或處理池面積小於400m2）的限制條件下，承

諾泥餅生產及運送數量至少各為等值乾泥重量 SW =13,460噸（參考泥餅

體積V =10,000m3），上限數量各為等值乾泥重量 SW =40,380噸（參考

泥餅體積V =30,000m3），以實做數量計價，亦即泥餅生產及運送量愈多，

則獲利愈高。相對的，若實際泥餅生產及運送量各未達基本數量13,460
等值乾泥噸時（10,000m3泥餅），將於工程款扣除未達基本數量部份×100
元/等值乾泥噸（約135元/m3泥餅，以含水量30%計算）。有關淤泥脫水

及泥餅運送數量均以北水局設置地磅站所稱重數據為準。例如：承包商

於規定期限內僅完成合格之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等值乾泥重量均為

10,000噸時，則承包商僅可領取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工程款=10,000×（淤

泥脫水費單價+泥餅運送費單價）-3,460×（100+100）元。 

本計畫於試辦計畫招標文件明確定義，資源利用地點不包括單純土

方回填功能（含合法土資場或需土單位或個人）之地點，且規定脫水後

之泥餅將全部運送至加工利用廠（場）等資源利用地點。本試辦計畫將

由承包廠商負責將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並取得運送地點所有人的

同意書或證明。執行期間將派員依北水局既有運送作業規定進行查核運

送數量及地點。若發現泥餅運送至非加工利用廠（場）等資源利用地點

時，則該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均不計量與計價，並依規定罰款。 

本計畫依據淤泥脫水方式、試辦場地及規模以及招標方式之評估及

研究成果，完成「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招標文

件（含設計圖、規範及預算）之編擬工作。惟因北水局於100年2月時，

考量該局目前已無多餘預算經費且本計畫契約期限將屆，繼續執行恐不

符公共利益，經北水簽陳水利署同意本案辦理契約終止，致本計畫未能

實際執行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之示範計畫及相關評估工作。 

因此需待未來北水局於經費較為充允時，再依據本計畫編擬完成之

「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招標文件成果，重新辦

理後續發包作業、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示範計畫執行及評估工作。 

2. 「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 

針對前期「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

(1/2)」研究初步選出較可行之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音及新屋等3處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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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進行進一步現勘及研析，本計畫初步認為以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之填

置場址為最可行，該場址為3處海岸段中，唯一不涉及與海岸水體接觸，

對海岸環境衝擊最小，且其預估可填置淤泥量體大，較具經濟規模效益，

故本計畫以該場址進行後續相關之調查及規劃。 

由於觀音樹林仔海岸段預定填築區域西北側（臨海側）局部砂丘地

勢較高，以及西南端臨近既有民宅或建物與海貿礦場礦業之影響，致可

填置面積及淤泥數量皆較前期研究（面積約50公頃，數量約150萬m3）

粗估為少。若填築高程EL.7m及填築高度約3.0~3.5m時，其可填築面積

約33公頃，填置淤泥數量約90萬m3。另針對淤泥填置區之植生規劃，本

計畫亦提出以淤泥作為植生介質與回填材料之方法，以及防風林復育植

物及苗木栽植法。將低窪地現有表土層厚度約50cm刨除後暫置，以淤泥

回填至既有道路高程後，再將表土層覆回，最後以生態綠化工法復育既

有防風林植物群落，營造複層式林帶。 

經本計畫拜會林務局溝通並與北水局討論後，確定調整縮減原規劃

水庫淤泥填置之規模及數量，改以林務機關之植生考量為主。即不採大

面積集中填築水庫淤泥之方式，僅就局部植生較差區域進行填置，以儘

量減低對該防風林既有防風定砂功能之影響。調整後填置面積由原先33
公頃減少至約12公頃，淤泥填置高度亦配合縮減，最終填置淤泥數量則

由90萬m3大幅減少至約13萬m3。惟林務局於現地會勘後，仍函覆考量該

區域為海岸第一線迎風面，立地條件嚴苛，恐擾動原已穩定之海岸砂地，

造成飄砂情形加劇，不利後續造林，建請另覓其他適當地點辦理。 

囿於本計畫契約原訂執行範圍，有關針對桃園鄰近縣市（如新竹）

海岸另覓可行地點，或利用桃園觀音地區多處大型坑洞等其他填置水庫

淤泥方案之可行性及相關調查規劃，建議宜另案辦理之。惟本計畫仍特

別針對新竹縣新豐鄉垃圾掩埋場海岸進行現勘及初步調查，提供北水局

參考。該場址因臨鄰海岸，涉及與海岸水體接觸，其工程複雜度及對海

岸環境衝擊皆大於前述之觀音海岸段（樹林仔海岸）場址，未來若有後

續規劃及設計，將針對海岸生態之影響及漂砂動態平衡特別予以注意。 

3. 「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 

政府近年來在水庫淤泥應視為河川既有自然產物之基礎下，提出水

庫淤泥返回其來處（集水區保育工程應用）與回歸其去處（回歸水庫下

游河道中）之可能方法。若水庫淤泥回歸下游河道成為可行，則亦可大

量增加淤泥的最終去處。水利署也與環保署溝通協調平時能以放淤或抽

泥等行為加速水庫清淤，可預見未來在符合水污染防制法及不污染河川

水質之情況下，水庫淤泥回歸下游河道將成為可行之方式。本計畫之「石

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設計」及「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

程規劃及設計」都將秉持國土復育之觀念下，構思一有效之方式讓淤積

物回到大漢溪河道中。 

中興公司針對「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設計」及「石

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之地形、水文、地質、工程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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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調查、河川治理計畫等基本資料蒐集研析並作初步可行性評估，以

利北水局評估擇定方案辦理。 

北水局於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會（民國99年3月25日），對於「石門

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案，裁示採用「石門水庫下游河道

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方案，故本計畫水工模型係以「石門水庫下游河

道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方案進行試驗，並依據水工模型試驗成果評選

出最優之堆置方案及範選，進行相關之工程細部規劃設計。 

本計畫水工模型試驗以不同流量（300 m3/s、500 m3/s、1,000 m3/s、
1,700 m3/s、3,500 m3/s、6,100 m3/s）及不同含水量之淤泥（100%及

150%），共進行12組案例試驗。試驗結果顯示案例11、12之沖淤效果較

佳︰於沖刷30分鐘後（現場240分鐘），即可達到約50%之沖刷率，沖刷

時間結束後（現場800分鐘）皆可達到85%以上的沖刷率，且含水率150%
案例之沖刷率更可達到95%。由以上說明可判定，此較小淤泥鋪設範圍，

沖淤效果良好，因此於本試辦工程於細部設計階段，即採用此範圍。另

由水工模型試驗案例1至案例12可知，放淤之石門淤泥與設置之透水堤在

各重現期流量下，無造成洪水明顯溢堤之現象。 

本計畫亦依據上述河道自然排渾方案評估及水工模型試驗成果，完

成「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試辦工程」招標文件（含設計圖、規範

及預算）之編擬工作。由於目前因經濟部正在草擬『經濟部水庫淤積物

回歸河道（放淤）作業要點（草案）』，對於水庫之淤積物回歸河道已

在進行相關之法規研擬，因此建議「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試辦工

程」應還需待此法規通過才再予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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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Design of Utilization and Treatment 
of Dredged Sludge from Shimen Reservoir 

ABSTRACT 
The Shimen Reservoir (the Reservoir) has 13 large capacity sedimentary pools 

with the total volume of 3.8 million m3, which occupied a total area of about 70 hectares. 
Starting from 1985, the sludge in the Reservoir had been steadily pumped to these 
sedimentary pools numbered from No.1 to No.13 at a rate of filling up 1 to 2 
sedimentary pools per year.  By 1995, the 13 sedimentary pools were fully saturated 
with sludge. Due to gravity setting, sludge consolidation in these pools took a long time 
and water content of the sludge remained high.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for more 
efficient methods to dewater, clean, and reuse the slud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Report of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for 
Multi-treatment of Shimen Reservoir’s Sludge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2008), the sludge volume of the Reservoir could be reduced in a shorter time by using 
highly efficient dewatering equipment, and the area of the 13 sedimentary pools could 
be converted into a specialized multi-function sludge treatment area (the Area). Within 
the Area, besides setting up the water-sediment separation zone, sludge dewatering zone,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ation zone, the sludge cake re-utilization zone (as materials for 
horticulture, concrete, and kiln firing facilities) can also be set up to shorten the 
transportation distances of materials. Moreover, by combining the surrounding 
recreational resources, an exhibition hall for sludge-cake re-utilization, an ecological 
park that includes facilities for swimming, water-sporting and accommodation, and a 
water retention pond c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Three sub-projects of the Project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Pilot Project of Dewatering and Treatment and Reuse of the Sludge of the 
Shimen Reservoir－based on existing regulations and laws to assess and plan 
the size of sludge dewatering demonstration plant and treatment procedures of 
sludge reuse. If the result was feasible, it w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decision 
making for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o conduct long-term 
multi-function sludge treatment specialized area project. 

2. Utilization of the Shimen Reservoir’s Sludge for Landfill in Taoyuan Coastal 
Area－regarding the reuse of dewatered sludge,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result 
of Schem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of Applying the Sludge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to the Coastal Works in Taoyuan (1/2)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2008), carried out topographical survey of 
feasible zones, planning of sludge filling, application of use permit of 
state-owned forest areas, and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plan of sludge filling. 

3.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eleasing the Shimen Reservoir’s Sludge Back to the 
River Channel － based on Shimen Reservoir After Bay Improvement 
Preliminary Project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Ltd., 2008), carried out 
the feasibility study of Construction of the After Bay’s Diversion Chann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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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men Reservoir, and Engineering Works for Releasing Sludge Back to 
the Downstream River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hen chose one of the feasible schemes to carry out planning 
and detailed design work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results of the above-mentioned 3 sub-projects were 
excerpted as follows:  

1. Pilot Project of Dewatering and Treatment and Reuse of the Sludge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This sub-project was to study the sludge dewatering method and sludge 
transportation to the place for sludge reuse. Main considerations were: (1)so far, 
there was no relevant technology of sludge dewatering in Taiwan, (2)the 
industry of dewatered sludge reuse had not been formed, and (3)the target, then, 
was to encourage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including sludge 
dewatering, sludge-cake transportation, sludge reuse to make the lowest cost of 
sludge treatment, to maximize the benefit of sludge reuse, and to promote 
multiple sludge treatment schemes. In view of very limited time for bid 
invitation, suggestion was made to combine sludge dewatering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ation into one bid and award the bid to the lowest bid by 
heterogeneous procurement method, in order to save time for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o submit the document of most advantageous 
bid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and for the tenders to 
prepare the bids.  The contractor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sludge 
dewatering facil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of dewatered sludge-cake.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ill pay the contractor according to 
the volume of sludge-cake produced and transported. 

The performance-based tendering was adopted, and the major items on the 
estimate sheet of the bid were the volumes of dewatered sludge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ed. The purpose was to test the efficiency and cost of 
sludge dewatering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ation and to encourage the 
contractor to maximize its productivity and reduce the cost of sludge 
dewatering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ation as low as possible. With the 
restriction on having 1 sludge-dewatering facility (or the area of treatment 
pond was less than 400m2), the contractor should promise that the volume of 
sludge-cake produced and transported to be at least equivalent to the dried 

sludge’s weight SW =13,460 tons (referred to sludge’s volume V =10,000m3) 

respectively, and the maximum volume be equivalent to dried sludge’s weight 

SW =40,380 tons (referred to sludge’s volume V =30,000m3) respectively. The 

payment was based on quantity achieved, i.e. the more volume of sludge-cake 
produced and transported, the more profits the contractor may earn. However, 
if the volume of sludge-cake produced and transported was less than the base 
quantity of 13,460 tons equivalent (the sludge’s volume of 10,000 m3) 
respectively, a charge of insufficient volume x $100/tons of equivalent dried 
sludge (about $135/m3 sludge-cake, with water content of 30%) would be 
deducted from the payment. The volume of dewatered sludge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ed should comply with the weighing of the weigh station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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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For example, if, within the 
stipulated period, there was only 10,000 tons of dewatered sludge produced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ed respectively, the payment that the contractor could 
receive would be 10,000 x (the unit prices of dewatered sludge and sludge-cake 
transported respectively)－3,460x(100+100). 

The tendering document clearly defined that the locations for sludge reuse did 
not include the places for earth backfilling (including legal earth resource fields, 
or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that need earth for backfill), and stipulated the 
locations that dewatered sludge-cake were to be transported. The contractor 
should transport the sludge-cake to the sludge reuse locations and obtain the 
owners’ agreement or approval for using such location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inspectors would check and inspect the transportation 
volume and lo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s existing transport regulations. If the sludge-cake were transported to 
non-sludge reuse locations (plants), the volume of those dewatered sludge and 
sludge-cake would not be paid, and the contractor would be fined instead. 

According to sludge dewatering method, pilot location and its size, and the 
assessment of tendering method and study result, the tendering documents 
(including design drawings, specifications, and project budget) was drafted. 
However, in February 2011,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remaining budget and the 
contract was near to its term, after approved by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erminated this project. Therefore,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sludge dewatering, pilot project of sludge reuse, 
and relevant assessments were not carried out. 

It was expected that once having sufficient budget in the future,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ill resume the tendering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of sludge dewatering, pilot project of sludge reuse, and 
relevant assessments, according to the drafted tendering documents of Pilot 
Project of Dewatering and Treatment and Reuse of the Sludge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2. Utilization of the Shimen Reservoir’s Sludge for Landfill in Taoyuan Coastal 
Are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ult of Schem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of 
Applying the Sludge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to the Coastal Works in Taoyuan 
(1/2), 3 feasible coastal areas, including Dayuan, Guanyin and Sinwu, were 
selected for sludge filling and carried out further in-situ investigations and 
analysis. The outcome indicated that the most feasible location was the coastal 
area of Guanyin Shulinzih, where it was not in contact with water, thus having 
the least impact on coastal environment, and was estimated to have a larger 
backfill volume. Therefore, subsequent relevant investigations and planning 
were conducted at the Guanyin Shulinzih location.  

However, because of higher terrain of partial sand dunes on the northwest side 
(sea side) of the identified location and affects from the existing houses or 
buildings on the southwest side and operation of Haimou Mine, it was found 
that the area and volume of sludge filling would be less than those estim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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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area of about 50 hectares and volume of about 
1,500,000m3). If the filling elevation was EL.7m and the height was 3.0~3.5m, 
the area and volume of sludge filling would be only about 33 hectares and 
900,000m3. Regarding vegetation planning for the sludge filling area, proposals 
were made for using sludge as vegetation media and backfill material, and for 
restoration of windbreaks forest and seedling planting. The existing topsoil of 
the low-lying lands would be excavated about 50cm thick and temporarily 
stockpiled. Then the sludge would be filled to the elevation of the access road 
and covered with the excavated topsoil. And finally, by using eco-technology, 
the original windbreaks planting would be restored and created into a 
multi-layer-type forest belt. 

After communicated with the Forestry Bureau and discussed with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he size and volume of sludge filling of the 
previous plan were reduced, taking note of the Forestry Bureau’s suggestion to 
focus on planting restoration. Hence, sludge would not be centralized filled in 
large areas, but in partial areas where there were less vegetation instead. After 
adjustment, the area of sludge filling was reduced from 33 hectares to 12 
hectares and the volume was reduced from 900,000 m3 to 130,000 m3, owing 
also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height of sludge backfilling. However, after the 
Forestry Bureau carried out its in-situ investigation, it formally informed the 
project to seek other appropriate locations for sludge backfilling, considering 
that the location is situated at the first line of windward coast and sludge filling 
may disturb the stability of the sand dunes and intensify sand drift and affect 
afforestation in the future. 

It was suggested to conduct other projects to carry out feasibility study and 
relevant investigation and planning of sludge filling at the coastal areas in the 
cities and counties (ex. Hsinchu) around Taoyuan, or large-sized potholes in 
Taoyuan Guanyin areas. Nonetheless, an in-situ investigation and preliminary 
survey at the coastal area of the refuse landfill in Sinfong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were specially condu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Being right on the shore and in contact with water, 
this location posed higher complexity and impact on coastal environment than 
the site of Guanyin Shulinzih. If there are any further planning and design at 
the aforesaid location, it was suggested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n 
coastal ecology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of drift sand. 

3.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eleasing the Shimen Reservoir’s Sludge Back to the 
River Channel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the possible methods for 
returning reservoir’s sludge to where it comes from (applic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catchment areas) by releasing it back to 
the river itself (reservoir’s downstream river). If returning reservoir’s sludge to 
the downstream river channel is feasible, it can provide a large area for sludge 
disposal. In order to hasten sludge dredging of reservoirs,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has communicated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to devise measures to release or pump sludge into the 
downstream river.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reservoir’s sludge released back to 
downstream river will be a feasible method, which will be compli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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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 and the river water quality will not be 
contaminated.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land restoration, both 
project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fter Bay’s 
Diversion Channel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and Planning and Design of 
Engineering Works for Releasing Sludge Back to the Downstream River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would plan an effective way to release the sludge back to the 
Dahan Riv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jects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fter Bay’s Diversion Channel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and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eleasing Sludge Back to the Downstream River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Sinotech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bas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topography, hydrology, geology, cadastral survey, and river management plans, 
and conducted preliminary feasibility studies, to provide feasible schemes for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o select the implementation 
project from one of them. 

In the first interim review meeting of this project held on March 25, 2010, the 
project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eleasing Sludge Back to the Downstream 
River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was selected by the Northern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Thereafter, the hydraulic model tests were conducted based 
on the project of Planning and Design of Releasing Sludge Back to the 
Downstream River of the Shimen Reservoir.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 the 
optimal plan and layout of sludge release works were selected for relevant 
detailed planning and design.  

A total of 12 cases of hydraulic model tests were performed by adopting 
different discharges (300 m3/s、500 m3/s、1,000 m3/s、1,700 m3/s、3,500 m3/s、
6,100 m3/s) and different water content of sludge (100% and 150%). The test 
results of Cases No. 11 and 12 had higher efficiency in sluicing: After a 
30-minute sluicing (in-situ: 240 minutes), the sluicing rates of both Cases 
No.11 and 12 were about 50%; after the sluicing was completed (in-situ: 800 
minutes), the sluicing rates for both cases were more than 85%. Moreover, the 
sluicing rate of the case with water content of 150% was even up to 95%. From 
the above description, it could be determined that the smaller area of sludge 
deposit is, the higher efficiency in sluicing will be. The area of sludge deposit 
was then adopted in the detailed design of this pilot project. As also shown by 
the hydraulic model test, the sludge release and permeable embankments 
provided did not cause significant embankment overflow under the discharges 
of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of the scheme of releasing sludge back to the river 
channel and the results of hydraulic model test, this project drafted the 
tendering documents (including design drawings, specifications, and project 
budget) for the Pilot Project of Releasing the Shimen Reservoir’s Sludge Back 
to the River Channel. However, because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s 
drafting the “Guidelines for Operation of Releasing Reservoirs’ Sludge Back to 
River Channels (Draft),”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ilot 
Project of Releasing the Shimen Reservoir’s Sludge Back to the River Channel 
be withheld until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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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目的及工作範圍 

1.1 計畫緣起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北水局）為辦理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

理規劃及設計委託技術服務工作（以下簡稱本計畫），於民國98年11月4日以案

號98pt53號之技術服務工作招標公告邀請國內富經驗之技術顧問機構辦理本技

術服務工作。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公司）爰依投標須知規

定，參與本技術服務工作投標。經北水局邀集成立之評選委員會評審合格，於民

國98年12月30日決標由中興公司承辦本技術服務工作。 

石門水庫共興建有13座大型沉澱池，其容量共約380萬m3，佔地面積約70公

頃。自民國74年起，以每年約存滿1至2個沉澱池之抽泥量，由1號往13號沉澱池

施作，至民國84年時，此13座沉澱池均已填滿。由於沉澱池採用重力式沉降原理，

所需壓密時間甚長，且含水量過高，需尋求更有效率及經濟的方法，加以脫水、

清運及再利用。 

根據「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

2008），石門水庫淤泥可採用高效率的脫水設備，達到短時間減少體積目的，則

既有13座沉澱池可轉換為多功能之淤泥處理專區，除了設置泥水分離區、淤泥脫

水區、泥餅轉運區外，更可將泥餅再利用區（包括園藝、混凝土、燒製廠）設置

於專區內，以減少原料運送距離。另外，結合石門水庫周邊遊憩資源，處理專區

亦可設置泥餅再利用展示館區、生態園區（包括親水、遊憩、住宿區）及蓄水池

區等，充分發揮既有13座沉澱池之地利優勢。 

本計畫擬在既有法規及評估規劃的基礎上，提出具體、可行的「石門水庫淤

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以確認淤泥脫水示範廠規模及資源化處理作

業流程。若上述示範計畫經實施結果評估可行，將作為北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

北水局）後續辦理「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專區」長期計畫決策參考。 

有關淤泥脫水後之應用方面，依據「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

劃及實施計畫(1/2)案」（中興公司，2008）之初步規劃成果，本計畫擬針對可行

區域進行地形測量、填土工作規劃、國有林地使用申請、淤泥填置細部實施計畫。 

有關原本屬於大漢溪之淤泥再回歸到大漢溪方面，依據「石門水庫後池改善

初步規劃」（中興公司，2008）之初步規劃成果，辦理「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

建工程」、「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之可行性評估後，北水局就成果評估

其可行性後擇一工程，辦理規劃、細設工作。 

中興公司將秉持高品質高效率，卓越創新技術服務之經營理念，提供高水準

的服務成果，協助北水局完成本計畫工作，確保水庫之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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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的 

1. 確認淤泥脫水示範廠規模及資源化處理作業流程，俟「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

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經評估可行，以供北水局是否繼續辦理「石門水庫

淤泥利用處理專區」長期計畫決策參考。 

2. 完成「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之規劃及細部實施計畫編

定。 

3. 完成「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工程規劃，若法規可行時將進行細部

設計及發包作業。 

1.3 工作範圍 

本計畫之工作重點包含： 

1.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 

（1）擬定淤泥脫水處理規模及資源利用之各種可行方案； 

（2）評估招標方式； 

（3）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規劃； 

（4）編製設計圖、規範及預算； 

（5）試辦計畫現地執行期間之諮詢及監督工作； 

（6）試辦計畫評估。 

2.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 

（1）國內水庫淤泥填置案例資料分析； 

（2）填土區域地形測量工作； 

（3）填築工法及規模評估； 

（4）釐清相關法令及程序； 

（5）淤泥清運作業規劃； 

（6）國有林地使用申請書； 

（7）淤泥填置工作細部實施計畫。 

3.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 

（1）資料蒐集及研析； 

（2）規劃階段； 

（a）水工模型試驗； 

（b）工程佈置規劃； 

（c）規劃及設計原則。 

（3）細部設計階段； 

（a）細部設計圖說； 

（b）發包文件及預算書。 

4. 出席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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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定工作進度 

本計畫預定工作執行進度（北水局99年3月15日同意備查）如圖1.4-1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月

  
  
  
 工

作
項
目
 

30
60

90
12

0
15

0
18

0
21

0
24

0
27

0
30

0
33

0
36

0
39

0
42

0
天

（
一

）
工

作
執

行
計

畫

（
二

）
石

門
水

庫
淤

泥
脫

水
處

理
及

資
源

利
用

試
辦

計
畫

一
擬

定
淤

泥
脫

水
處

理
規

模
及

資
源

利
用

之
各

種
可

行
方

案
#D

IV
/0

!
#D

IV
/0

!

二
評

估
招

標
方

式
#D

IV
/0

!
#D

IV
/0

!

三
淤

泥
脫

水
處

理
及

資
源

利
用

試
辦

計
畫

規
劃

#D
IV

/0
!

四
編

製
設

計
圖

、
規

範
及

預
算

#D
IV

/0
!

五
試

辦
計

畫
現

地
執

行
期

間
之

諮
詢

及
監

督
工

作
#D

IV
/0

!
#D

IV
/0

!
#D

IV
/0

!
#D

IV
/0

!
#D

IV
/0

!
#D

IV
/0

!

六
試

辦
計

畫
評

估
#D

IV
/0

!

（
三

）
石

門
水

庫
淤

泥
填

置
於

桃
園

海
岸

之
實

施
計

畫

一
國

內
水

庫
淤

泥
填

置
案

例
資

料
分

析

二
填

土
區

域
地

形
測

量
工

作

1
平

面
控

制
測

量
#D

IV
/0

!

2
高

程
控

制
測

量
#D

IV
/0

!
#D

IV
/0

!

3
陸

域
1/

1,
00

0地
形

測
量

#D
IV

/0
!

4
測

量
報

告
及

簽
證

#D
IV

/0
!

三
填

築
工

法
及

規
模

評
估

#D
IV

/0
!

四
釐

清
相

關
法

令
及

程
序

#D
IV

/0
!

#D
IV

/0
!

五
淤

泥
清

運
作

業
規

劃
#D

IV
/0

!
#D

IV
/0

!

六
國

有
林

地
使

用
申

請
書

#D
IV

/0
!

七
淤

泥
填

置
工

作
細

部
實

施
計

畫
#D

IV
/0

!

（
四

）
石

門
水

庫
淤

泥
河

道
自

然
排

渾
規

劃
及

設
計

一
資

料
蒐

集
及

研
析

#D
IV

/0
!

#D
IV

/0
!

二
規

劃
階

段

1
水

工
模

型
試

驗
#D

IV
/0

!
#D

IV
/0

!

2
工

程
佈

置
規

劃
#D

IV
/0

!
#D

IV
/0

!

3
規

畫
及

設
計

原
則

#D
IV

/0
!

三
細

部
設

計
階

段

1
細

部
設

計
圖

說
#D

IV
/0

!
#D

IV
/0

!

2
發

包
文

件
及

預
算

書
#D

IV
/0

!

10
25

43
62

66
74

74
76

82
88

89
94

98
10

0

備
註

：
圖

示
  

  
  

  
  

  
完

成
工

項
報

告
並

辦
理

簡
報

。

工
作
期
間
  
  

  
 

累
計

總
進
度

期
初

簡
報

(9
9年

2月
6日

)第
1次

期
中

簡
報

(9
9年

3月
8日

)

第
2次

期
中

簡
報

(9
9年

6月
6日

)

第
3次

期
中

簡
報

(9
9年

11
月

3日
)

期
末

簡
報

(1
00

年
3月

11
日

)

圖
1.

4-
1 

 預
定
工
作
執
行
進
度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4 
 

6650C 

1.5 標準作業流程 

本計畫之作業流程如圖1.5-1所示。 

 

 

 

 

 

 

 

 

 

 

 

 

 

 

 

 

 

 

 

 

 

 

圖1.5-1  本計畫作業流程圖 

4. 撰寫期初、中、期末報告

5. 提送期初、中、期末報告

2. 甄選協力單位 

工作開始 

1. 擬定品質計畫書 

3. 審核協力單位工作成果 

6. 處理業主審查意見

7. 提送正式評估規劃報告 

否 
業主認可 

是 

9. 設計成果確效

8. 試辦計畫之諮詢及監督 

工作完成 

拜會相關主管機關

，釐清相關行政程序

及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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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 

2.1 前期研究成果 

根據「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

2008），有關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評估成果及結論如下： 

1. 石門水庫淤泥之特性 

石門水庫淤泥特性調查與試驗目的係為瞭解不同淤泥狀態之物化特性，主要

就沉澱池淤泥及經脫水後之濾餅與濾液等分別取樣進行試驗。沉澱池淤泥取

樣則由石門水庫後池下游之12號沉澱池內，以挖土機等陸地作業機具直接取

得淤泥樣品；經脫水後之濾餅與濾液取樣則係配合該計畫大型脫水測試期

間，取得不同脫水技術所產出之濾餅及濾液樣品。物理特性調查包含一般物

理性質試驗、夯實試驗、加州載重比試驗、沉降試驗、三軸透水試驗、單向

度壓密試驗、以及三軸壓縮試驗等項目。此外，為釐清石門水庫淤泥是否可

應用作為磚瓦、水泥製品、水泥用料、培養土、回填土等各類資源化用途，

已就以往文獻資料所缺乏之淤泥化學特性，進行補充調查，包含有固含量、

陰離子組成、有機物含量、重金屬含量、液相水質等樣品分析。 

（1）沉澱池淤泥試驗結果綜合評析 

總結石門水庫12號沉澱池淤泥之特性如下： 

（a）物理性質 

12號沉澱池淤泥的土壤分類屬於CL，比重介於2.72～2.73，液性限度

介於37～43，塑性指數介於13～19，含水量介於39.9～45.2%，與文

獻資料相近。因沉澱池淤泥之自然含水量略大於液性限度，顯示此沉

澱池的淤泥容易受到擾動而呈流體狀。 

（b）力學性質 

沉澱池淤泥不論在作為回填土或是現地處理時，其承載力會較一般土

壤為低，於需考量承載力因素之案例，應進行整體評估。 

（c）化學性質 

（i）淤泥pH值介於6.8～7.6間而言，屬於中性範圍，對淤泥後續處理原則

上無特別影響，且單以pH值範圍而論，水庫淤泥適合植物生長，但

沉澱池淤泥的有機物、氮、磷等有機質營養源含量並不高，若欲做

為培養土，需搭配其他砂性有機土質作為部分摻配用料，或是額外

添加氮磷等肥料。 

（ii）淤泥氯離子含量僅10-5kg/m3，在後續製作成混凝土時，應無造成鹽

化或海砂屋等疑慮。 

（iii）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分析水庫淤泥重金屬成分，含量最高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6 
 

6650C 

者為鐵（56,962mg/kg）與鋁（27,295mg/kg），此與一般地層表土

中一般鐵、鋁氧化物成分皆較高之情形相仿，此應與淤泥係由石門

水庫上游集水區表層土壤沖刷至水庫區有關；而以XRF分析氧化物

成分時，主要為SiO2（62.16%）、Al2O3（18.06%）、Fe2O3（6.86%），

與製造紅磚原料之成分比例接近，而Na2O與K2O之加總為3.49%，

可在製程中採用添加矽料調整成分比例，即可符合低鹼度水泥所需

成分要求（小於3%），因此水庫淤泥亦具有作為水泥製造所需黏土

之可行性。 

（iv）水庫淤泥之砷、鎘、銅、鎳、鉛、鋅、鉻等有毒重金屬含量均遠低

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此結果應可排除水庫淤泥本身有重金屬

污染之問題；此外，由導電度與化學需氧量等項目，呈現沉澱池底

層的水相未有遭受外來污染之跡象。 

（2）濾餅及濾液試驗結果綜合評析 

總結經脫水後濾餅及濾液之特性如下： 

（a）濾餅物理性質 

本計畫之濾餅係將7號沉澱池淤泥加水攪拌為泥漿後再經脫水而得，其

土壤分類屬於CL，比重介於2.70～2.73，液性限度介於24～40，塑性

指數介於9～20。壓濾式脫水技術產出濾餅的含水量均能有效控制於

30%以內；加熱式脫水技術可由加熱溫度及時間控制濾餅含水量，甚

至可將含水量控制到1.0%左右，惟其耗能較高；真空式脫水技術產出

濾餅的含水量尚未能控制於30%以內，尚有改善空間。 

（b）濾餅力學性質 

由於經由壓濾式或真空式等物理脫水方式對淤泥之力學性質影響有

限，因此濾餅不論在作為回填土或是現地處理時，其承載力仍會較一

般土壤為低，於需考量承載力因素之案例，均應進行整體評估。 

（c）濾液化學性質 

各類現地淤泥脫水試驗設備經過測試後，絕大多數濾液水質項目皆可

符合土石加工業放流水標準要求；惟壓濾式脫水機所產生之濾液SS含

量偏高，後續建廠時需另外規劃固液分離設備加以處理。 

2. 大型脫水設施現地測試 

中興公司曾邀請有意願之廠商提出現地脫水測試計畫書，經北水局核定後，

以適當規模機組，於石門水庫沉澱池現地，將7號沉澱池淤泥加水攪拌為泥漿

方式進行脫水測試。俟現地脫水測試完成後，再由各家廠商提出脫水測試簡

報，並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定出較佳之大型脫水設備予以獎勵。

中興公司彙整所有參與廠商測試之成果，評估其個別運用在石門水庫淤泥脫

水之適用性。 

（1）現地脫水測試過程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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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脫水測試期間，中興公司每天均派員進行測試與紀錄工作。由於現地僅

能以吊稱及太空包量測濕土重量kg，為了符合契約採用體積m3計量方式，擬

定泥餅體積計算書如圖2.1-1所示。 

為了驗證各種型式脫水機的效率，於泥餅產出時均取樣量測含水量，再換算

為產出乾泥量，定義脫水機效率值=產出乾泥量/耗電量。 

現地測試工作於97年3月31日至4月7日期間可說是適應期，除了連續下3天大

雨而無法測試外，原計畫將攪拌池及調節池放置於#7沉澱池之淤泥上，經過

數天下雨，攪拌池底部發生不均勻沉陷，導致攪拌桿與底座摩擦；調節池亦

發生傾斜，以致無法拌泥。經參與測試廠商的協調與努力，移動攪拌池及調

節池至混凝土地坪上，再調整攪拌桿底座及抽泥泵浦管路。另外，挖土機所

挖取泥塊無法通過格柵掉入攪拌池，故緊急增購鐵船一個，以挖土機挖取泥

塊至鐵船內，經初步攪拌後再送至攪拌池，攪拌池及調節池終於試運轉正常。 
 

假設脫水後泥餅參數如下： 

1. 比重 GS=2.73 、 s =2.73t/m3 =土粒單位重 

2. 孔隙比 e=1.22(參考第二次期中報告表 3.2-1) 

3. 濕土體積=V、濕土重量=W 、濕土含水量=ω 

4. 濕土間空隙體積 VP=xV0.5V 

5. 泥餅的總體積▽=V+VP=1.5V 

 

求泥餅體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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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石門水庫現地脫水試驗泥餅體積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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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泰及太和公司於97年4月8日至4月30日期間進行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機之

測試工作，由於它們的設備都是自設工廠的產品，並且在市場上已有多個案

例，故現地測試過程尚稱順利。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分別如圖2.1-2

及圖2.1-3所示。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機的原理及操作過程分別如圖2.1-4及圖

2.1-5所示。 
 
 

 
 

圖2.1-2  健泰公司之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機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 
 
 

 
 

圖2.1-3  太和公司之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機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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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健泰公司之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機的原理及操作過程 
 

 
 

圖2.1-5  太和公司之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機的原理及操作過程 

台灣優技公司特地從日本訂製管路攪拌式脫水機，由於其為小型展示機，非

工廠量產機種，需要特別設計、製造及空運，終於97年5月16日完成1批脫水

測試工作，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如圖2.1-6所示。管路攪拌式脫水機

的原理是將固化劑以高壓空氣吹送至管路攪拌器的下端，較濃稠的泥漿從旁

邊的入口擠入，經管路攪拌器內的螺旋桿攪拌後，鬆散的泥塊即可由上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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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排出。為了驗證加入固化劑的泥塊不會造成環境污染，本團隊特地取得

鬆散的泥塊進行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試驗結果符合國家標準如圖

2.1-7所示。 
 

 
 

圖2.1-6  台灣優技公司之管路攪拌式脫水機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 
 

      
 

圖2.1-7  台灣優技公司之泥塊進行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報告 

名浚公司在上述期間都全程參與，但是其真空脫水機仍處於研發階段，經過

不斷的修理、更換及調整過程，終於97年4月24~25日及5月1~2日完成2批脫

水測試工作，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如圖2.1-8所示。真空脫水機的構

造大體上分成3層，上層放置待脫水的泥漿，中層為慮料層，下層為密閉空間，

其原理是當啟動真空馬達將下層的空氣抽出後，上層的泥漿受大氣壓力的作

用，將泥漿中的水分透過慮料層向下排出，剩下的泥漿就成為泥餅。 

金隆億公司特地從南非訂製加熱脫水機，在上述期間都放置於現場，由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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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量的電力始能運轉，已超出申請臨時用電的負荷，金隆億公司被迫僅於

97年5月14日租用特大型發電機進行加熱脫水機的測試工作，正當高溫的泥

餅由輸送帶送出時，遺憾的事情發生，一場及時大雷雨將泥餅淋濕，因此，

未將全乾（含水量0%）的泥餅稱重，亦無法計算效率值，測試成果統計資料

及測試設備如圖2.1-9所示。 
 

 
 

圖2.1-8  名浚公司之真空脫水機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 
 

 
 

圖2.1-9  金隆億公司之加熱脫水機測試成果統計資料及測試設備 

（2）現地脫水測試評審與評估 

中興公司於現地脫水測試前請7位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於97年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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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沉澱池辦理現地測試評審工作，並於97年5月14日在北水局會議室辦理

現地測試成果評審會，評審委員根據「現地測試評審辦法」辦理評審並提出

書面審查意見，經綜合整理如表2.1-1所示。 

表2.1-1  綜合整理評審委員審查意見表 

評審  
委員  

金隆億公司  
(加熱式 ) 

健泰公司  
(板框膜式 ) 

名浚公司  
(真空式 ) 

台灣優技公司  
(管路攪拌式) 

太和公司  
(板框膜式 ) 

A 
耗能甚鉅，惟

可使淤泥完全

不含水份  

泥餅含水量可

達30%以下  
耗能量低，惟

泥餅含水量未

達30%以下  

以添加固化劑

方式達到脫水

目的  

泥餅含水量可

達30%以下  

B 
產出泥餅適用

於水泥生料  
有效測試數據

最多  
以環保觀點，

具前瞻性，但

未成熟  

DTM工法兼

具中間處理與

最終處理模式  

產出泥餅含水

量穩定  

C 

產出泥餅含水

量可達0%，若

有特殊需求亦

可行  

自動化操作，

擴充性良好  
操作環境安

靜，研發中產

品，操作穩定

性待確認  

需加固化劑，

若有特殊需求

亦可行  

設備可拆解，

有擴充性  

D 

無實際運轉數

據資料  
以機械擠壓為

脫水原理，是

否會有其脫水

率之上限  

採真空原理，

有節能的效

果，符合綠建

材概念  

固化成本較

高，若能搭配

處置後用途，

則具競爭性  

以機械擠壓為

脫水原理，是

否會有其脫水

率之上限  

E 
產出泥餅強度

甚高，惟耗電

成本較高  

生產效率符合

要求，未添加

固化劑  

生產效率最

高，設備機動

性較大  

未見實際操作

情形，亦無操

作資料供評審  

生產效率符合

要求，未添加

固化劑  

F 
在含水量較高

下加熱脫水，

不符能源效益  

試驗期間操作

實在，簡報資

料完整  

非正統污泥脫

水設備，操作

技術亦不成熟

產出物可直接

作為培養土，

但市場有限  

已發展成熟的

技術，具自動

清洗設備  

G 
處理流程及設

備較複雜，運

轉費亦較高  

若改用連續高

壓泵，可降低

時間及成本  

含水量偏高，

不適合運輸  
較適用於高處

理費或再生產

品具高價值者  

泥餅含水量符

合規定，但操

作成本偏高  

中興公司為了廣徵市面上已有應用之大型脫水設備，除了上述現地試驗的展

示機外，並參觀廢棄土處理業者操作大型脫水機的過程如圖2.1-10所示，其

處理廢棄土的程序，首先將循環水與廢棄土攪拌為泥漿，經篩選機將粗石、

細砂、泥漿水及垃圾分類，其中泥漿水再打入混凝膠凝池內進行初步沉澱，

較濃稠的泥漿沉澱於池底部，再利用6”隔膜泵浦以15kg/cm2高壓力打入大型

脫水機進行脫水，完成後的泥餅直接掉入堆放槽，由卡車運至資源再利用廠。 

依據現場脫水紀錄顯示，星泉科技公司之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設備所採用板

框規格為2×2×0.095m，每部機有80片板框，每片泥餅厚度為4cm，每批脫水

泥餅數量約10m3，僅耗時15分鐘就完成一個循環，脫水效率非常高。 

另外，日商大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亦提供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設備資料如圖

2.1-11~2.1-12所示，其處理廢棄土的程序與上述星泉科技公司類似，在沉澱

過程中加入多元氯化鋁（Poly Aluminum Chloride，PAC）與消石灰，並採

用40kg/cm2超高壓力打入大型脫水機進行脫水，故產生的泥磚具有8kg/cm2

的抗壓強度，據大豐營造公司表示，該泥磚置於水中不會溶解，作為回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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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時，不會發生沉陷現象。 
 
 

3.脫水後泥餅掉入堆放槽 

2.泥漿送入高壓大型脫水機 

1.膠凝劑加入泥漿中加速沉澱 
 

 

圖2.1-10  星泉科技公司之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設備 
 
 

 
 

圖2.1-11  日商大豐營造公司之板框膜片壓濾式脫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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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2  日商大豐營造公司於田子浦港浚渫脫水系統全景 

綜合上述資料與評審委員的意見，各類型脫水機的評估結果如下，其相關測

試數據及評估比較表如表2.1-2所示。 

（a）板框膜片式壓濾機 

（i）市面上(如淨水場及砂石場)普遍使用於污泥脫水之設備，本次測試即

有太和環保與健泰營造兩家廠商參與，另外星泉科技及日商大豐亦

提供類似機型資料。 

（ii）淤泥含水量從脫水前約200%左右，降至18.6-28.9%之間，脫水效率

值為109.12~126.4kg/度。 

（iii）整體處理效能最穩定，建議採用。 

（b）管路攪拌式脫水機 

（i）本次試驗產出泥塊3,110.03kg，僅耗時約0.5小時，若能引進前期泥

水分離設備，先將含水量降至50%以下，則本套設備可充分發揮迅

速脫水功能。 

（iii）所使用固化劑的90%成份為飛灰，具有廢棄物回收再利用的環保理

念；固化劑經毒性溶出試驗，符合國家標準；固化劑使用量佔產出

乾泥量之8.04%。 

（iii）若前期處理及後期泥塊應用的配套措施完善，可列入考慮採用。 

（c）真空脫水設備 

（i）本設備仍處於研發階段，經過不斷的修理、更換及調整過程，未能持

續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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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僅靠大氣壓力施加壓力，淤泥含水量從脫水前約200%左右，降至

32.8-40.7%之間，每批循環需要2天時間，脫水效率值130.91kg/度

為所有機型中最高者。 

（d）加熱脫水設備 

（i）耗電量過大，本次測試期間僅運轉一次。 

（ii）該次產出最終泥餅含水量低於1%，但是可依需求調整輸送帶轉速，

產出不同含水量之泥餅。 

表2.1-2  各式機械脫水設備相關測試數據及評估比較表 

測試數據及

評比項目  
板框膜片式  

(健泰 ) 
板框膜片式

(太和 ) 
管路攪拌式  
(台灣優技 ) 

真空式  
(名浚 ) 

加熱式  
(金隆億 ) 

有效測試天數  19天  19天  1天  4天  1天  
泥餅含水量  18.6~28.9% 24.1~28.9% 25.7~33.4% 32.8~40.7% 無測試數據

產出泥餅量  26,734.54kg 30,209.48kg 3,110.03kg 9425.76kg 無測試數據

耗電量  245度  239度  25度  72度  無測試數據

效率值  109.12kg/度  126.4kg/度  124.4kg/度  130.91kg/度  無測試數據

固化劑添加量  0 0 250kg(8.04%) 0 0 

設備來源  國產  國產  
日本引進  
(展示機 ) 

國產  
(尚處研發階段 ) 

南非引進

技術及設備

自主成熟度  
○  ○  △  × △  

操作穩定性  ○  ○  ○  △  × 
經濟性  

(含固化成本) 
○  ○  

△ 

(固化成本) 
○  × 

評比符號說明：○(佳)，△(普通)，×(不佳) 

未來若石門水庫13座沉澱池可規劃為淤泥利用處理專區，因機械脫水硬體設

備（含地盤改良）投資較大，建議由北水局分階段分區開標的方式，標的內

容為長期、低權利金用地費用，由承包廠商依市場機制選用適當脫水設備，

所產出合格的淤泥，再由北水局以適當的價格收購，如此最適當脫水設備必

定能脫穎而出。 

3. 淤泥資源利用評估成果 

石門水庫之「新抽取淤泥」及「沉澱池淤泥」兩者特性不同，於再利用或處

置上需予以區分，其中「新抽取淤泥」具高流動性且較均質，抽泥時配合適

當篩分及脫水處理，即可獲得質純且性質均勻之泥餅，可提升應用面及符合

產業界需求，應用性較佳；而「沉澱池淤泥」雜質多、含水量變化大且非脫

水設備能直接處理，欲降低含水量或固化為回填材料，需有大面積處置或最

終堆置場所，應用性較差。 

水庫淤泥經由脫水、固化、造粒、烘培、煆燒、冷結等不同中間處理後，再

製作成為水泥、磚瓦、水工材料、輕質骨材、固化混凝土、高強度土壤、填

料、土壤改良、砂丘地綠化工程或其他資源等，歷年來已具備多項研究成果，

並指引出各項可能之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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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僅將淤泥應用於燒結輕質骨材、透水性混凝土鋪面、固化混凝土塊及

人行步道磚與植草磚等，說明如下： 

（1）燒結輕質骨材 

一般輕質骨材單位重約小於2,000kg/m3以下，又稱陶粒，可生產顆粒尺

寸約2~25mm（隔間用尺寸約4~8mm；結構用尺寸約5~15mm），可產

製單位重約400~800kg/m3左右。因此，若以骨材單位重600kg/m3計算，

大約1m3的水庫淤泥將可生產1m3的輕質骨材，即可百分百應用。 

目前已具有量產設備的輕質骨材之產業僅有台南縣金碩實業公司，其銷

售單價約2,000元/m3，而市面上大多數輕質骨材(陶粒)約有超過90%採用

大陸生產材料，其建材用產業界之代理銷售單價約2,000~3,000元/m3。

目前陶粒產品以作為建物輕質隔間之應用最為廣泛與技術純熟，一般常

用的8cm厚板售價約800~850元，採用陶粒：水泥：砂用量體積比約6：3：

1(陶粒約佔60%)，並可依業主需求產製各種規格及樣式如圖2.1-13所示。 
 

       

圖2.1-13  陶粒與陶粒版          圖2.1-14  透水舖面底層與複合層 
 

（2）透水性混凝土鋪面 

透水性混凝土鋪面係先將淤泥與其他可資源化無機物料混和後，以

950~980℃的燒成條件，燒結成陶瓷質粒料，可取代天然砂石做為透水性

預拌混凝土的填充材料使用。預拌型透水混凝土地鋪面材，係以骨材的

填充為主體，其燒結粒料填充比例約佔整體用料比的65~75%左右，佐以

卜特蘭水泥及特殊水泥樹脂強化劑，在水泥固結過程不產生垂流的情況

下做常溫固化；此工法可搭配現行一般預拌混凝土設備現場澆注施作。

透過協力廠商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協助，該計畫淤泥在透水

預拌混凝土材料上之應用有二種樣式：(a)透水舖面底層與(b)透水舖面複

合層如圖2.1-14所示。 

（3）固化混凝土塊 

中興公司為探討添加石門水庫淤泥用於混凝土及CLSM之可行性，特別委

請立順興資源科技公司及明氏公司測試一系列配比設計，其混凝土及

CLSM之配比設計分別如表2.1-3及表2.1-4所示。由上述試驗結果可知，

混凝土中水庫淤泥用量約佔細骨材的85%，即淤泥用量約佔全部重量

20%；而CLSM中水庫淤泥用量佔細骨材的100%，即淤泥用量佔全部重

量27%。配比材料包括水泥、爐石、細骨材（淤泥）、粗骨材、水及MC

減水早強劑(無添加固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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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公司另測試添加固化劑的三種配比設計，包括175kgf/cm2、

210kgf/cm2及245kgf/cm2如表2.1-5所示，其所使用之固化劑係由麗普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係由數種材料拌和而成，外觀呈黑色粉末狀。於

實際應用時可先將此類固化劑摻入淤泥漿中攪拌，拌和過程中黏稠狀的

泥漿逐漸轉變為流動狀的泥水。 

表2.1-3  添加石門水庫淤泥及MC附加劑之混凝土配比設計 

 
 

表2.1-4  添加石門水庫淤泥及MC附加劑之CLSM配比設計 

 
 

表2.1-5  添加石門水庫淤泥及固化劑之混凝土配比設計 

 
 

由於石門水庫淤泥主成分為粉土及黏土，依據現行混凝土技術規範之規

定，此類材料被視為有害物質，一般混凝土之限制含量為不得大於5%，

而承受磨損之混凝土則限制含量為不得大於3%。因此，若欲大量使用淤

泥製成混凝土構件，除考慮技術及經濟性外，尚須就法規面檢討是否有

解套方案，或就此類再生利用產品制訂合宜之規範。中興公司經測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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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參照一般混凝土施工規範，已初擬「水庫淤泥混凝土」規範(草案)

提供北水局參考，建議於適當時機提送工程會審議，以便納入施工綱要

規範中，如此水庫淤泥混凝土才可普遍推行於全台灣。 

（4）人行步道磚與植草磚 

傳統人行步道磚及植草磚是由舖面連鎖磚、襯墊砂、不織布、碎石級配、

沃土及植草所組成，為充分發揮人行步道磚及植草磚採用石門水庫淤泥

的特色，前期規劃設計強調各個組成如下： 

（a）人行步道磚及植草磚 

組成材料包括石門水庫淤泥或加工製品（佔全部重量50%以上）、水

泥、粒料、化學添加劑或其他無機物質等，依照適當配比，添加適量

之水，拌和均勻，以高壓冷結或高溫燒結方式而成，其品質需符合CNS 

14995 A2288的規定。新發窯業廠股份有限公司以石門水庫淤泥燒結

的人行步道磚及植草磚如圖2.1-15所示。 
 

   

圖2.1-15  以石門水庫淤泥燒結的人行步道磚及植草磚 

（b）襯墊砂 

主要組成材料為石門水庫淤泥，以高溫燒結方式而成。 

（c）輕質骨材級配 

主要組成材料為石門水庫淤泥，以高溫燒結方式而成，其品質需符合

CNS 3691 A2046的規定。 

（d）沃土及植草 

沃土主要組成材料為石門水庫淤泥及木屑等有機肥料混拌而成；植草

草種應為本地生長或適於本計畫區域內生長者為原則，可使用之草種

如下：百喜草、百慕達草、假儉草或台北草等。 

依照上述要求，有關人行步道磚施工示意圖如圖2.1-16所示；植草磚施工

示意圖如圖2.1-17所示。 

經彙整上述各類產業應用市場初步調查與評估結果，綜整產業概況、需求

量、進料性質、廠商概估處理成本、關鍵課題、可推動及發展方向摘要列表詳，

如表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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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6  人行步道磚施工示意圖         圖2.1-17  植草磚施工示意圖 

表2.1-6  產業應用市場概況、需求調查及關鍵課題等摘要列表 

用途 概           況 
年需求量 

(萬噸) 
進料性質 

廠商概估 
處理成本 

關鍵課題 
可推動及 
發展方向 

水泥 

民間具備技術及自償利基 
水泥原料年需約3千萬噸，淤

泥約佔5~10%，可直接製成
高經濟物料 

台泥蘇澳廠概

估約30-50 
 含 水 量 約

15-25% 以

下 
雜質量低 

約300-500元/噸
會受燃料價格影

響 

目前台泥願協助處

理，惟距離較遠而

影響清運成本 
自來水泥餅單價高

而有排擠效應 

台泥蘇澳廠評

估可討論合作

方式 

普通 
紅磚 

民間具備技術及自償利基 
龜山及鶯歌磚廠位於山坡地 
經濟部(2007)調查北桃磚廠

曾採用水庫淤泥 

北桃地區概估

約100 
 含 水 量 約

10-20% 
不含雜質、快

乾劑 

約400元 /噸 (約
1.2-1.5元 /塊)會
受燃料價格影響

北桃僅2家設土資

場 
工程餘土充裕及自

來水泥餅單價高而

有排擠效應 

需輔導磚廠成

為合法收容業
者 

指定 
窯燒 
製品 

民間具備技術及銷售經驗，曾
使用水庫淤泥，可生產地磚、

特種磚瓦、輕質細骨材等多樣

化產品 
此類業者因WTO及市售國外

產品多而壓縮生存空間 

依業主需要，
概估約10-20
 

 含 水 量 約
25-40% 

不含樹枝等

雜質 

會受燃料價格影
響 

其產品成本高，需公
共工程配合採用或制

定輔導機制 

可由政府委託
民間代工 

農業 
或 

園藝 
用土 

民間具備技術及銷售經驗 
並無特別法規，因缺乏政府輔
導，多為民間自行採用 

係採用碳化稻殼、堆肥、椰

纖、椰土等拌合，黏土約佔
30% 

概估約10-20  含 水 量 約

40-100% 
無化學藥物

約650元/噸，受

加工種類影響 
有機物含量少、排水

及通氣性不佳，需
加工改良 

市場不明確 
自來水泥餅單價高

而有排擠效應 

建立認證制度

或指定公共工
程客土、綠地

植栽 

透水性

混凝土

鋪面 

民間具有利用技術及類似產

品 
採透水鋪面之人行道、停車
場、廣場等漸成趨勢，國內並

具有類似施工規範 
整體性施工便利，淤泥佔

50-60%有利於去化 

北桃地區概估

約25 
含 水 量 約

25-40% 
約800-900元/噸 淤泥需燒結成粒料 

需公共工程指定 
可考慮納入既

有資源化廠經

營 

固化 
製成 
混凝土 

民間具有利用技術，但缺乏銷

售市場 
藉由水泥、化學摻料等固化材
料(固化劑)拌合固結利用 

依業主需要 含 水 量 約

0-100% 
隨固化劑用量變

動 
混凝土國家標準或

規範，限制小於200
號篩含量須小於
3~5% 

需大量堆置場所 

可 用 於

CLSM 、消波

塊、人工魚礁
等 

燒結 
輕質 
骨材 

民間具備技術及銷售經驗，曾

使用水庫淤泥，可百分百應用 
由於技術門檻較高，且超過九

成採用非國內自製生產，國內

較缺乏業者生產 

初 期 概 估 約

5-10 
 含 水 量 約

15-30% 
有機物含量

<1%，不含

雜質 

約3,500元/噸，

會受燃料價格影
響 

需脫水、無雜質 
初期成本高 
目 前 僅 有 1 家 業

者，仍待輔導協助 

可先推動應用

於輕質隔間板

備註：淤泥體積及重量之數量換算，以淤泥單位重1.75ton/m3
推估 

2.2 擬定淤泥脫水處理規模及資源利用之各種可行方案 

2.2.1 淤泥脫水方式評估 

依據委託技術服務說明書的要求，淤泥相關脫水處理技術包括機械方式、重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20 

 
6650C 

力加壓方式（砂腸袋）等相關工法，由於此兩工法的經濟效能、操作方式與產業

界應用成熟度等方面差異性甚大，不可相提並論，為避免遺珠之憾，中興公司將

各別提出試辦計畫，說明如下： 

1. 機械脫水方式 

參考「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2008）

之機械脫水資料及大型脫水設施現地測試結果，並蒐集國內外相關資料，目

前常見各種機械脫水方式之原理、特性及優劣點如表2.2-1所示。 

表2.2-1  各種機械脫水方式之原理、特性及優劣點說明 

機械脫  
水方式  

原理、特性  優劣點  
相關  
廠商  

板框膜片

式壓濾機  

1.以機械擠壓為脫水原理。  
2.為國內市面上 (如淨水場及砂石場 )
普遍使用於污泥脫水之設備。  

3.無須添加固化劑。  
4.淤泥含水量從脫水前約 200%左

右，降至18.6-28.9%之間，脫水效

率值為109.12~126.4kg/度。  
5.具自動清洗設備。  

1.為已發展成熟之技術，整

體處理效能穩定，可參考

之資料數據較多。  
2.自動化操作，設備可拆

解，擴充性良好。  

健泰、  
太和、  
星泉、  
日商大豐

管路攪拌

式脫水機  

1.以機械攪拌並添加固化劑達到脫

水目的。  
2.固化劑90%為飛灰，具資源再利用

環保理念；經毒性溶出試驗，符合

國家標準；固化劑使用量佔產出乾

泥量之8.04%。  
3.固化成本較高，若能搭配處置後用

途，則具競爭性，如產出物作為道

路路床及路體、結構物或堤防背填

土、培養土等。  

1.亦為已發展成熟之技術，

整體處理效能穩定，可參

考之運轉資料數據較多，

惟國內尚在引進階段。  
2.自動化操作，可連續式處

理，處理數量大(北海道水

替事業之SICX-60機型：

360t/hr、飛島建設之 E3
系統：25~30m3/hr)。  

3.固化成本較高。  

台灣優技

、日商北

海道水替

事業協同

組合、日

商飛島建

設株式會

社 ( 粒 状

固 化 工

法 ) 

真空脫  
水設備  

1.利用真空原理及大氣壓力達到脫

水目的。  
2.僅靠大氣壓力施加壓力，淤泥含水

量從脫水前約 200%左右，降至

32.8-40.7%之間，含水量較高。  

1.操作環境安靜，生產效率

大，設備機動性較大，惟

穩定性待確認。  
2.採真空原理，耗能量低，

有節能效果，符合綠建材

概念。  
3.仍處研發階段，未成熟。  

名浚  

加熱脫  
水設備  

1.利用加熱達到脫水目的。  
2.產出最終泥餅含水量可低於1%，

並可依需求調整輸送帶轉速，產出

不同含水量之泥餅。  

1.耗能甚鉅，惟可使淤泥完

全不含水份。  
2.在含水量較高下加熱脫

水，不符能源效益。  
3.處理流程及設備較複雜，

運轉費亦較高。  

金隆億  

 

根據「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

2008），「未來若石門水庫13座沉澱池可規劃為淤泥利用處理專區，因機械

脫水硬體設備（含地盤改良）投資較大，建議由北水局分階段分區開標的方

式，標的內容為長期、低權利金用地費用，由承包廠商依產業界機制選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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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脫水設備，所產出合格的淤泥，再由北水局以適當的價格收購，如此最適

當脫水設備必定能脫穎而出。」。 

本計畫將提出「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為了能廣納

各種淤泥脫水工法參與競標，需訂立一個公平、公正與公開的競標規則，以

便統一計量與計價。由於各種淤泥脫水工法產生泥餅的含水量與體積有很大

的差異，但是產生「等值乾泥重量 SW （噸）」是共同的標準，也是共同可計

量的方式，將於招標文件採用功能性規範，廠商投標之估價單主要項目為淤

泥脫水及泥餅運送之等值乾泥重量 SW ，不限定淤泥脫水工法，但是含水量需

小於40%，凡是含水量超出40%者不予計量及計價（參考既有沉澱池淤泥含水

量介於39.9～45.2%，採用脫水工法應優於自然壓密工法）。故歡迎各種淤

泥脫水工法參與「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惟為方便

評估試辦計畫之預算、數量（體積）、含水量、工期與試驗場地等資料，仍

以板框膜片式壓濾機為參考對象，有關含水量、等值乾泥重量及參考泥餅體

積之定義說明如下： 

（1）含水量w（%）：w =Ww/Ws=水重/乾泥重，於北水局設置之地磅站取得

泥餅土樣並稱重W後，送至微波爐或烤箱烘乾後，經稱重及計算可求得

乾土重Ws及水重Ww=W-Ws。每日不定時抽驗含水量一次，視需要可增加

抽驗次數，抽驗所得含水量代表該日（或該批）生產泥餅的含水量。若

抽驗結果含水量超出40%者，則該日（或該批）已完成淤泥脫水及泥餅

運送的部分均不予計量及計價。 

（2）等值乾泥重量 SW （噸）：當鬆散泥餅運送至北水局的地磅站稱重W（噸）

後，即可利用公式換算為等值乾泥重量 SW =
w

W

1
。 

（3）參考泥餅體積V （m3）：在相同重量條件下，不同含水量之淤泥體積必

定不同，為方便說明招標文件，統一以淤泥單位重1.75噸/m3推估，故參

考泥餅體積V =W /1.75。 

為方便檢視在不同的含水量條件下，等值乾泥重量 SW （噸）與參考泥餅體積

V （m3）之對應關係，列舉常用對照表如表2.2-2所示。 

若採用化學固化劑達到脫水目的，則添加固化劑的重量需小於等值乾泥重量

的10%，且於計量時需扣除固化劑的重量。所產生的泥餅需依「廢棄物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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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進行「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送至

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進行檢驗，檢驗項目包括

銀（Ag）、砷（As）、鋇（Ba）、鎘（Cd）、鉻（Cr）、銅（Cu）、汞（Hg）、

鉛（Pb）及硒（Se），其結果不但需符合國家標準，並且該泥餅需被資源利

用廠所接受。每批固化劑與淤泥拌合後應會同中興公司取樣檢驗一次，每次

取樣及檢驗費用由承包廠商提供；若經檢驗不合格，則採用該批固化劑所產

生的泥餅均不予計量及計價。 

表2.2-2  含水量、等值乾泥重量、地磅站稱重與參考泥餅體積之對應關係表 

含水量 w（%）  等值乾泥重量 SW （噸） 地磅站稱重W（噸） 參考泥餅體積V（m3）

25 1.000 1.250 0.714 
30 1.000 1.300 0.743 
35 1.000 1.350 0.771 
40 1.000 1.400 0.800 
25 0.800 1.000 0.571 
30 0.769 1.000 0.571 
35 0.741 1.000 0.571 
40 0.714 1.000 0.571 
25 1.400 1.750 1.000 
30 1.346 1.750 1.000 
35 1.296 1.750 1.000 
40 1.250 1.750 1.000 

 

2. 重力加壓脫水方式（泥腸袋） 

參考「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

2008），並蒐集國內外相關資料，目前常見各種重力加壓脫水方式之原理、

特性及優劣點如表2.2-3所示。 

（1）由於既有沉澱池排水不良，淤泥堆積多年後含水量仍然較高，故北水局

嘗試將既有沉澱池土方清挖至其它沉澱池上方，以進行翻曬工程如圖

2.2-1所示，例如將9號沉澱池土方清運至8號及10號池翻曬，期能騰出更

多空間供後續庫底淤泥浚渫暫置。該計畫工期由98年10月至99年10月，

預計共翻曬土方約30萬m3，仍有待日後評估翻曬脫水成效。 

（2）蒐集文獻研究報告及目前產業界之重力加壓方式（泥腸袋）工法如圖2.2-2

所示（僅供參考），由於各個廠家的型式、尺寸、功能及操作方式等差

異相當大，北水局將另案辦理「石門水庫淤泥重力加壓脫水試辦計畫」，

得標廠商首先提出內徑約1m、長度約3m之泥腸袋，材質為地工織物或透

水但不透泥的過濾材料，將水庫淤泥灌入泥腸袋內部，測試其材質適用

於淤泥脫水工作，經北水局認可後再進行大型泥腸圈圍堤沉澱池試驗。 

（3）圖2.2-2小型泥腸袋僅能測試各種材料的適用性，尚無法驗證工程的實用

性，因此，北水局將繼續進行泥腸圈圍堤沉澱池試驗，泥腸圈的構造有

如特大型的游泳圈，內徑約1m，圍堤直徑約5、10及20m三種型式，首

先將水庫淤泥灌入泥腸圈內部，先在地面上形成中空的圓型圍堤，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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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灌入淤泥及排水後，圍堤呈現飽滿狀而不會坍陷，再於圍堤內填入水

庫淤泥，需不斷的補充淤泥及排水，直到圍堤內淤泥面與圍堤等高，如

此重復堆疊至5層，成為地面露天的沉澱池，另外於圍堤四周佈設排水

溝，利用重力排水方式達到脫水目的，如圖2.2-3所示。本試驗目的將研

究不同圍堤大小可能影響脫水的路徑與效率，並進一步分析成本效益。 

表2.2-3  各種重力加壓脫水方式之原理、特性及優劣點說明 

重力加壓

脫水方式  
原理、特性  優劣點  

傳統沉澱

池 ( 自 然

壓密及翻

曬 ) 

1.利用重力式沉降原理，將經由抽砂

管抽出之淤泥藉由自重進行壓密作

用，降低含水量達到脫水目的。  
2.所需壓密時間長，含水量高，不易

清運及再利用。  
3.石門水庫之13座大型沉澱池為國內

最典型案例，容量共約380萬m3，佔

地面積約70公頃。  

1.作業簡便，成本低。  
2.排水壓密時間長，曠日費時。

3.需大面積土地置放及翻曬。  

砂 (泥 )腸
袋脫水  

1.利用地工合成材料織成之砂 (泥 )腸
袋達到脫水目的。  

2.砂 (泥 )腸袋原材料具折疊後體積及

重量小、運送輕便，透水與保留土

體之功能。  
3.填充淤泥及脫水後之砂 (泥 )腸袋，可

應用於構築海堤、防波堤、人工砂

灘、圍堤造陸及離岸堤等，亦適用

於攔河堰、固床工、丁壩、基礎工

程、護坡、擋土牆及堤防等工程。  
4.常配合添加固化劑或藥劑使用。  

1.目前國內較常見應用於污水

或淨水廠之淤泥處理，應用於

水庫淤泥處置方面仍在測試

研究階段，尚無實際案例。  
2.填充淤泥及脫水後之砂 (泥 )腸
袋，可應用層面廣泛，利於淤

泥資源再利用之推廣。  

加藥沉澱  

1.利用化學藥劑及化學變化促使淤泥

加速沉降及凝固，達到脫水目的。  
2.可與機械脫水、砂 (泥 )腸袋脫水等結

合使用。  

1.淤泥沉降及凝固速度快，惟固

化成本高，致處理費用較其他

重力式加壓脫水方式高。  
2.添加劑或固化劑會有影響環

境及後續利用之疑慮。  
 

 

圖2.2-1  石門水庫9號沉澱池現有翻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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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盟鑫公司地工泥腸袋 Geotube          （b）堅伯威公司地工泥腸袋 

     
 

（c）沅展公司高透水土石籠袋 （d）卓氏公司電滲管袋  （e）七洲企業 PET 織布袋 

圖2.2-2  產業界之重力加壓方式（泥腸袋）工法示意圖（僅供參考） 
 

5m,10m,20m

地工織物或透水
但不透泥之濾材 1m

注入口注入口

5m,10m,20m

地工織物或透水
但不透泥之濾材 1m

注入口注入口

 
剖面A-A排水溝

A A

剖面A-A排水溝 剖面A-A排水溝

A AA A

 

1. 泥腸圈構造  2. 灌滿第一層泥腸圈圍堤  
A A

剖面A-A排水溝

A AA A

剖面A-A排水溝 剖面A-A排水溝 剖面A-A排水溝

A A

剖面A-A排水溝 剖面A-A排水溝

A AA A

3. 填滿第一層泥腸圈圍堤內部  4. 灌滿第二層泥腸圈圍堤  

剖面A-A排水溝

A A

剖面A-A排水溝 剖面A-A排水溝

A AA A

剖面A-A排水溝 剖面A-A排水溝

A AA A

5. 填滿第二層泥腸圈圍堤內部  6. 逐步完成第五層泥腸圈圍堤沉澱池  

圖2.2-3  泥腸圈圍堤沉澱池試驗工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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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監造單位將於試驗期間檢測濕泥的含水量，記錄試驗數量及時間，最後

提出評估報告，包括各型泥腸圈圍堤沉澱池的整體費用及效率等資料，

以供北水局參考。本項脫水後淤泥塊及泥腸圈圍堤不需外運，可供相關

單位長期觀摩對象。 

2.2.2 試辦場地與規模 

1. 為配合石門水庫庫區浚渫抽泥管線及淤泥輸送之條件，選定7號沉澱池現有混

凝土地坪，規劃以臨時設施方式設置泥水分離槽及淤泥脫水廠房，將淤泥脫

水為泥餅，所需面積約30m×60m，如圖2.2-4所示，惟目前7號沉澱池現有混

凝土地坪堆放大量消波塊及預拌淤泥混凝土設備，將於招標文件中特別編列

場地清理費，暫時將大量消波塊及預拌淤泥混凝土設備吊運至7號沉澱池泥土

地面上。本計畫為試辦性質，為測試脫水功率，採用物理機械方式脫水者，

限制採用一套設備；採用化學固化劑方式脫水者，限制處理池（含其他處理

設備）面積需小於400m2（例如20m×20m）。 

 

圖2.2-4  泥水分離槽及淤泥脫水廠房配置圖 

2. 因本計畫為短期試辦性質，僅由北水局提供7號沉澱池現有混凝土地坪，而脫

水設備及廠房等需由得標廠商新購或租用，考慮成本及效益，以產業界普遍

使用且前期計畫表現較優的板框膜片式壓濾機為評估對象，但是不排除得標

廠商採用其它機型。為達成計畫期間內（預定6個月）去化至少1萬m3泥餅為

目標，參考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廠房配置如圖2.2-5所示。 

3. 板框膜片式壓濾機為廣泛應用之淤泥脫水設備，依據台灣區環保設備工業同

業公會2007年資料，國內目前有十五家廠商進口、經銷或生產此一設備。市

售的大型機種濾板尺寸有多種商用規格，常見者有2.0m、1.5m、1.3m或1.0m

等，濾板片數可依所需產出泥餅體積，由廠商自行設計。前期「石門水庫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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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2008）曾邀請健泰公司

提供板框膜片式壓濾機進行脫水試驗，其濾板片數為30片，搭配濾板尺寸為

1.0m×1.0m，每一批次之泥餅產生量為0.85m3；同時，另邀請太和公司提供

板框膜片式壓濾機進行脫水試驗，其濾板片數為20片，搭配濾板尺寸為1.25m

×1.25m，每一批次之泥餅產生量為1.0m3，其規模均屬於小型（展示）機種。

就本試辦計畫而言，其目的是找出產業界最佳機型，以便後續辦理「石門水

庫淤泥利用處理專區」長期計畫決策參考。因此，本試辦計畫以目前產業界

採用高效能的機型為評估對象，規劃濾板片數為102片，搭配濾板尺寸為2.0m

×2.0m，每一批次之泥餅產生量為18m3，參考規格如附錄二所示，惟上述規

格不列入發包文件中。 

地平面

污泥
泵浦

油壓箱
系統

乾泥餅存槽

P

氣動閥

天車吊荷重
2 Ton

地平面

操作平台

10615

45
00

400 400

400*400H型鋼

長10m*寬5m*高4.5m

PP

6000

10
00

30
00

45
00

45
00

1500 15003000

2000*2000

13845

操作
平台

300*300H
型鋼

地平面
 

圖2.2-5  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廠房立面圖 

4. 參考產業界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操作程序，並考慮濾布清洗、午餐、晚

餐及維修而停機等因素，整體估計每個脫水批次時間約為60分鐘如表2.2-4

所示，若每天操作11小時，則每天共可操作11個批次，亦即每天泥餅產生量

為198m3；若每月以25工作天計算，每月泥餅產生量為4,950m3之泥餅，因

此以一套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僅需5個月時間即可生產24,750m3之泥

餅，如表2.2-5所示。若每日及每月工時延長，並加強脫水機的效率，縮短脫

水批次時間，加上設廠及試車時間，具有以6個月時間生產25,000~30,000m3

泥餅之可能性。為配合本計畫的期程，初步擬定試辦脫水期間為  年 月至  

年 月。 

5. 由於淤泥脫水的成本與脫水廠的規模息息相關，參考產業界實際生產泥餅的

經濟規模及操作經驗，本試辦計畫受限於經費與工期考量，本報告僅以1台高

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及1組相關週邊配備為分析標的。其5個月機具設備

費、耗材費、維修費、操作人事費、操作電力費等合計13,612,725元，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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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如附錄二所示，本附錄所示機械規模僅供北水局參考，非屬試辦計畫之

招標文件。若每台壓濾機每天操作11個批次(11小時)，每個批次產生18m3泥

餅，每月以25工作天計算，亦即5個月可產生24,750m3泥餅。換算淤泥脫水

的直接成本約為550元/m3泥餅，惟上述估算尚未考慮廠房建設費、600m3泥

水分離槽建設費、場地整理費、地磅及管理站規費、間接費、雜項費、利潤、

保險及稅管費等。另外，本試辦計畫屬於短期性質且僅使用1套脫水設備（週

邊設備無法分配共同使用），承包廠商需另外支付臨時脫水廠房拆除費、

600m3泥水分離槽拆除費、脫水機具與設備搬遷費、淤泥管線安裝費、臨時

用電申請及架設費等，估計本試辦計畫淤泥脫水的成本為900元/m3泥餅（約

669元/等值乾泥噸，以含水量30%計算），如表2.2-5所示。 

表2.2-4  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脫水批次時間分析 

項目  操作程序  
時間

(分 )
攤至每一批

次時間 (分 )
備註  

1.油壓缸前進，濾板閉合 1 1  
2.進料過濾 (一次壓 ) 20 20  
3.膜片擠壓 (二次壓 ) 10 10  
4.泥餅吹乾   
5.污泥回吹   
6.膜片洩壓  

5 5 
 

7.油壓缸後退定位  1 1  
8.勾板濾餅脫落  8 8  

9.輸送機排泥  10 0 
泥餅若直接落入泥餅槽，則

無需輸送機；若採用輸送機

型式，非屬要徑時間。  

正常操作  

小計  70 45  
週期性清洗  清洗濾布  60 5 每日一次  

午休、保養及

維修  
停機時間  26,640 10 每半年一次，每次停機三天

每批次時間總計  60  
 

6. 關鍵問題 

無論物理機械方式或化學固化劑方式試驗工作可以順利進行，先決條件是： 

（1）試驗場地：面積需足以容納物理機械方式或化學固化劑方式之試驗設備、

暫置空間、轉運空間、試驗辦公室等；試驗期間不會受到外界無理的干

擾，車輛得以順利進出試驗場地。 

（2）試驗淤泥：石門水庫抽泥船（另案）所供應淤泥之期間與數量必須與本

試驗工作相配合，以確保試驗工作適時與適量完成。本項協調工作有賴

北水局統一調度。 

（3）為取得地方政府之瞭解及支持，本計畫將協助北水局向地方政府說明本

計畫之內容及其效益。為減少周遭民眾可能之抗爭及阻力，亦將配合北

水局需求，備妥相關資料、照片或影片等，提供及協助北水局於適當時

機召開地方說明會，讓民眾瞭解本計畫之內容及化解民眾之疑慮及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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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5  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直接與間接成本分析 

項次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1 
高效能板框膜片

式壓濾機  
台  1 11,000,000 11,000,000  

2 週邊設備  組  1 1,625,000 1,625,000  
3 耗材費  組  1 209,000 196,333 5 個月期間

4 維修費  組  1 12,222 12,222 5 個月期間

5 操作人事費  人次 4 175,000 700,000 5 個月期間

A 

6 操作電力費  組  1 79,170 79,170 5 個月期間

A 小計  13,612,725  
5 個月可產生泥餅=18m3/批次×11 批次 /天×25 天/月×5 月=24,750m3 泥餅  
淤泥脫水的直接成本約為 13,612,725 元 /24,750m3 泥餅=550 元 /m3 泥餅  

7 
廠房建設及拆除

費  
式  1 1,300,000 1,300,000  

8 
600m3 泥 水 分 離

槽建設及拆除費  
式  1 2,600,000 2,600,000  

9 
脫水機具與設備

搬遷費  
式  1 190,000 190,000  

10 淤泥管線安裝費  式  1 500,000 500,000  

B 

11 
臨時用電申請及

架設費  
式  1 240,000 240,000  

B 小計  4,830,000  

C 
管 理 費 及 利 潤

(A+B)*15% 
式  1 2,766,409 2,766,409  

D 
營 業 稅

(A+B+C)*5% 
式  1 1,060,457 1,060,457  

A+B+C+D 淤泥脫水費用總計  22,269,590  
淤泥脫水的總成本約為 22,269,590 元 /24,750m3 泥餅=900 元 /m3 泥餅  

 

2.3 評估招標方式 

1. 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示（工程企字第 09500191630 號及

09500227540號函）、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66條及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5

條已明確定義政府採購決標方式認定原則，說明如下，有關政府採購決標方

式說明如圖2.3-1所示。 

（1）異質採購：指不同廠商所供應之工程、財物或勞務，於技術、品質、功

能、效益、特性、實績經驗、財務狀況、如期履約紀錄或價格等，有差

異者。 

（2）異質採購採最有利標決標：其差異情形較大者，適用「機關異質採購最

有利標作業須知」，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者，應先行處理後，

再宣布最有利標。 

（3）異質採購採最低標決標：其差異情形較小者，適用「機關異質採購最低

標作業須知」，經審查合於標準之優良廠商開價格標，採最低標決標。 

2. 依據上述政府採購決標方式認定原則，套用於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

計畫的主要內容，就異質採購最有利標及異質採購最低標說明其適用性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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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所示。 
 

 

圖2.3-1  政府採購決標方式說明圖 

3. 本試辦計畫主要包含淤泥機械脫水及運送至資源利用地點，考量水庫淤泥脫

水處理所需之技術係屬相當專業之技術服務，在國內尚未有量產的經驗，脫

水後淤泥資源再利用之產業亦未成形，以及鼓勵淤泥脫水、泥餅運送及資源

利用等異業廠商透過共同合作模式，發揮淤泥處理成本最低化及資源再利用

最大化之效益，並達到推廣淤泥多元化處置之目標。另為了測試淤泥脫水、

泥餅運送及資源利用等流程的一貫化與順暢性，承包廠商可充份發揮其協調

與合作的機制，若採用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為同一標案，有意願的廠商可異

業結盟為聯合承攬廠商，經由異質採購最有利標方式（需提送服務建議書）

選出最適合的廠商，再透過議價程序可得到最合理的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價

格。惟考慮本計畫招標作業時間十分有限，為了節省北水局將最有利標招標

文件呈報水利署核定、投標廠商撰寫服務建議書及公開評選的時間，本計畫

建議採用淤泥脫水及泥餅運送為同一標案，並以異質採購最低標方式決標（需

提送施工計畫書，符合規格標要求）。承包廠商將出資興辦脫水設施及運送

泥餅，北水局再依泥餅生產量及運送量計費(已包含生產及運送機具、操作及

維護費等，不另計價)。 

4. 本試辦計畫採用功能性招標文件，廠商投標之估價單主要項目為淤泥脫水及

泥餅運送數量。本計畫為測試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之效率及成本，鼓勵承包

廠商發揮其最大產能及儘可能降低每噸泥餅生產及運送費用，在1套淤泥脫水

設備（或處理池面積小於400m2）的限制條件下，承諾泥餅生產及運送數量

最有利標決標 最低標決標 

採購法第 56 條、最有利

標評選辦法、採購評選

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

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等。 

1、採分段開標，資格、

規格符合者，再開價

格標，最低標決標。 
2、資格、規格標之訂定

及審查，借重專家學

者之專業審查機制。 

最低標決標 

異質採購 同質採購 

採購標的物明確者，依

採購法第 52條第 1項第

1 款、第 2 款，以最低標

決標。 

「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

作業須知」 
「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

標作業須知」 
對於標價偏低廠商，依

採購法第 58條規定程序

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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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各為等值乾泥重量 SW =13,460噸（參考泥餅體積V =10,000m3），上限

數量各為等值乾泥重量 SW =40,380噸（參考泥餅體積V =30,000m3），以實

做數量計價，亦即泥餅生產及運送量愈多，則獲利愈高。相對的，若實際泥

餅生產及運送量各未達基本數量13,460等值乾泥噸時（10,000m3泥餅），將

於工程款扣除未達基本數量部份×100元/等值乾泥噸（約135元/m3泥餅，以含

水量30%計算）。有關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均以北水局設置地磅站所稱

重數據為準。例如：承包商於規定期限內僅完成合格之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

等值乾泥重量均為10,000噸時，則承包商僅可領取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工程

款=10,000×(淤泥脫水費單價+泥餅運送費單價)-3,460×（100+100）元。標

準合約中逾期罰款的規定不適用。 

表2.3-1  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決標方式比較表 

決標  
方式  

分標方式 特點  

淤泥脫水與

泥餅運送併

為一標  
( 異 業 共 同

投標) 

1.透過採購評選的機制，選出產業界最佳淤泥脫水機型及最大泥

餅產量，達到試辦計畫的目的。  
2.透過服務建議書預知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與項目，達到多

元化資源利用的目的。  
3.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異業結合，發揮合作與協調的機制。  
4.透過議價機制，可協調出較合理價格。  

異質

採購

最有

利標  淤泥脫水與

泥餅運送分

為二標  
(分開投標 )

1.透過採購評選的機制，選出產業界最佳淤泥脫水機型及最大泥

餅產量，達到試辦計畫的目的。  
2.透過服務建議書預先了解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與項目，達

到多元化資源利用的目的。  
3.若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為不同廠商，將有界面不協調的問題。

4.業主需辦理2次招標作業，且各標總價較小，廠商投標意願較低。

淤泥脫水與

泥餅運送併

為一標  
( 異 業 共 同

投標) 

1.透過規格標的篩選機制，僅能選出符合規定淤泥脫水機型及泥

餅產量。  
2.透過施工計畫書預先了解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與項目，達

到多元化資源利用的目的。  
3.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異業結合，發揮合作與協調的機制。  
4.若有3家以上廠商投標，將可獲得最低價格。  

異質

採購

最低

標  淤泥脫水與

泥餅運送分

為二標  
(分開投標 )

1.透過規格標的篩選機制，僅能選出符合規定淤泥脫水機型及泥

餅產量。  
2.透過施工計畫書預先了解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與項目，達

到多元化資源利用的目的。  
3.若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為不同廠商，將有界面不協調的問題。

4.業主需辦理2次招標作業，且各標總價較小，廠商投標意願較低。

5.若有3家以上廠商投標，將可獲得最低價格。  
 

5. 本試辦計畫招標文件將明確定義，資源利用地點不包括單純土方回填功能（含

合法土資場或需土單位或個人）之地點，且規定脫水後之泥餅將全部運送至

加工利用廠（場）等資源利用地點，資源利用地點列舉如下：(1)紅磚及窯燒

製品、透水步道及植草磚等工廠；(2)水泥廠；(3)園藝用土區；(4)陶粒(輕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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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材)廠；(5)淤泥混凝土拌合廠、消波塊或人工魚礁施工場地；(6)控制性低

強度混凝土拌合廠；(7)其它北水局認可資源利用地點。本試辦計畫將由承包

廠商負責將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並取得運送地點所有人的同意書或證

明，經北水局核定後開始運送泥餅。另中興公司將派員依北水局既有運送作

業規定進行查核運送數量及地點。若發現泥餅運送至非加工利用廠（場）等

資源利用地點時，則該淤泥脫水及泥餅運送數量均不計量與計價，並於工程

款扣除違約數量部份×100元/等值乾泥噸，若因扣減數量導致各未達基本數

量等值乾泥重量13,460噸時，將於工程款再扣除各未達基本數量部份×100

元/等值乾泥噸。例如：承包商於規定期限內僅完成合格之淤泥脫水及泥餅運

送等值乾泥重量均為15,000噸時，但是其中5,000噸運至非加工利用廠（場）

等資源利用地點時，則承包商僅可領取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工程款=10,000×

(淤泥脫水費單價+泥餅運送費單價)-5,000×（100+100）-3,460×（100+100）

元。 

6. 參考北水局近期辦理石門水庫沉澱池淤泥運送至回填地點運費（契約價）如

表2.3-2所示，本表已扣除土方挖裝費之外，尚有土方運輸費（取運距50km

為原則）、收容處理費、雜項工作費、勞工安全衛生費、品質管制費、環境

保護費、利潤及管理費及營業稅等，因本計畫泥餅全部運送至加工利用廠（場）

等資源利用地點，非單純土方回填功能之地點，非營建剩餘土石方管理範圍，

暫時不估算土方臨時稅（「桃園縣營建剩餘土石方臨時稅自治條例」中規定

營建剩餘土石方按10元/m3徵收），若未來執行試辦計畫時仍需繳納土方臨時

稅，則由得標廠商依實際繳納金額檢據核銷。根據表2.3-2之分析結果，近期

沉澱池淤泥運送案例的平均契約總價為387.53元/m3。 

由於泥餅運輸費用會隨運距增加而提高，間接會影響資源化廠家使用水庫泥

餅的意願，原則上，運送距離以不超過50km為較佳方案，故編列試辦計畫預

算時以運送距離50km為基準，運送距離較遠或較近均不限制，運費亦不增

減。依據上述原則，本計畫指定泥餅運送至資源利用地點，將編列預算運送、

雜項、間接、利潤、保險及稅管等費為250元/m3，另外收容處理費為150元

/m3，合計為400元/m3（約297元/等值乾泥噸，以含水量30%計算）。 

表2.3-2  石門水庫沉澱池淤泥運送至回填地點運費一覽表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32 

 
6650C 

2.4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相關法規 

1. 設置淤泥脫水廠之法規 

本試辦計畫將於7號沉澱池區設置淤泥脫水試驗場，設置時間預定為100年1

月至100年6月，地籍資料為大溪鎮新溪洲段第0295-0000號，地目為田，使

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編定類別為農牧用地，依據「區域計畫法-非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規定，容許使用項目為「（十五）水庫、河川、

湖泊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施」，依該規則第6-1條可由北水局備妥下

列文件：（1）非都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2）使用計畫書；（3）土地

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4）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水務局）申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桃園縣政

府水務局）、使用地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局）及有關機關（桃園

縣政府地政局）許可後，可設置臨時性之淤泥脫水試驗場。 

2. 淤泥脫水廠之環保法規 

在廢棄物清理法中，目前無適當事業別分類可供參考；而參考環保署97.05.23

所訂定「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與本案較相關事業行業別有浚渫

產生物(泥砂水)水質淨化處理場，其浚渫產生物(泥砂水)水質淨化處理場是指

將含泥砂之原水或廢水，以浚渫作為導入至沉澱池或池塘中，予以沉澱、分

離後放流之事業(不包括在河川、水庫槽體內自然沉澱或利用水力排除沉澱堆

積淤泥之排渾)。排放水主要規範為COD≦100mg/L、SS≦30mg/L、BOD≦

30mg/L、真色色度≦550，其他水質項目則參見「放流水標準」規定。 

3. 泥餅運送至資源廠之法規 

目前無水庫淤泥送往資源處理場的相關法令，僅有「經濟部水庫淤泥利用處

理作業要點」第13項規定：「水庫淤泥運出處理專區或提供使用者，其流向

管理應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案規定辦理。」；再就「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理方案」中與本計畫泥餅送往資源處理場（廠）相關條文，如第參、二、3.

節：「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屬可再利用物料，工程主辦機關得估算其處理成

本及價值，列入競標之工程項目，並明定於預算及納入工程契約書。前項可

再利用物料之處理，不受本方案規定之限制，惟工程主辦機關須於發包後上

網記載土質種類及數量。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為調度

或回收再利用營建剩餘土石方，得將原編列土石方處理費用或購買土石方費

用變更為土石方相關作業（含挖填及運輸等）費用。」，故本計畫可於發包

文件上編列相關費用，由得標廠商直接將泥餅送往資源處理場（廠）即可。 

2.5 試辦計畫招標文件編擬 

本計畫依據前述第2.2節針對淤泥脫水方式、試辦場地及規模以及第2.3節針

對招標方式之評估及研究成果，完成「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

畫」招標文件（含設計圖、規範及預算）之編擬工作，並已於99年9月13日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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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水局進行審核。 

茲將「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招標文件之重點摘要說

明如下： 

1. 工程位置、內容及工期 

（1）工程位置：桃園縣大溪鎮 

（2）工程內容：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至少各為等值乾泥重量
SW =13,460

噸（參考泥餅體積V =10,000m3，以含水量30%估算），上限數量各為

等值乾泥重量
SW =40,380噸（參考泥餅體積V =30,000m3，以含水量

30%估算），以實做數量計價。 

（3）工期：180日曆天。 

2. 共同投標廠商資格 

必須為淤泥脫水及資源利用廠家異業共同投標，至多5家共同投標，其營業項

目包含（1）淤泥脫水廠商及（2）資源利用廠商至少各符合一項，若投標廠

商具有（1）及（2）營業項目時，得單獨投標： 

（1）淤泥脫水廠商：（至少符合一項） 

B601010 土石採取業； 

E101011 綜合營造業（乙級以上）； 

E103101 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 

E401010 疏濬業； 

I101061  工程技術顧問業； 

J101060 廢(污)水處理業； 

J101101 營建廢棄物共同清理業。 

（2）資源利用廠商：（至少符合一項） 

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 

C901030 水泥製造業； 

C901040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C901050 水泥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 

C901060 耐火材料製造業； 

E103091 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 

3. 「施工計畫書」格式內容與審查項目及配分 

本招標作業依『機關異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辦理，共同投標廠商於投標

時需檢附審查規格標所需「施工計畫書」20份，以供北水局成立之審查委員

會及工作小組進行書面審查，審查結果總平均得分達70分（含）以上者，方

列為合格廠商，並獲得參加價格標開標資格。得標廠商必須依審查合格之「施

工計畫書」確實執行合約工作，若「施工計畫書」與合約規定不相符者，北

水局有權要求得標廠商修正，並依合約規定執行；若合約執行過程中，得標

廠商需修正「施工計畫書」時，必須獲得北水局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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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施工計畫書」格式內容與審查項目及配分如下： 

（1）格式內容：施工計畫書應以A4尺寸紙張直放中文橫寫印刷，頁數以30

頁（不包括封面、封底、目錄、附錄或附件）為原則，建議採用雙面

列印。所提送之文件應以中文撰寫，若有外文，均需譯成中文，並經

公證。 

（2）審查項目及配分： 

（A）共同投標廠商的工作經驗與信譽………………………………10% 

（B）淤泥脫水方式、機具配置與能量、操作流程與成果…………40% 

（C）運送及資源利用方式、機具配置與能量、操作流程與成果…30% 

（D）作業組織與預定進度……………………………………………10% 

（E）工業安全衛生、環境保護、品質管理…………………………10% 

4. 淤泥含水量及等值乾泥重量之定義 

為了「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能廣納各種淤泥脫水工

法參與競標，需訂立一個公平、公正與公開的競標規則，以便統一計量與計

價。由於各種淤泥脫水工法產生泥餅的含水量與體積有很大的差異，但是產

生「等值乾泥重量
SW （噸）」是共同的標準，也是共同可計量的方式，本招

標文件採用功能性規範，廠商投標之估價單主要項目為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

之等值乾泥重量
SW ，不限定淤泥脫水工法，但是含水量需小於40%，凡是含

水量超出40%者不予計量及計價（參考既有沉澱池淤泥含水量介於39.9～

45.2%，採用脫水工法應優於自然壓密工法）。故歡迎各種淤泥脫水工法參

與「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有關含水量、等值乾泥

重量及參考泥餅體積之定義說明，詳見第2.2.1節。 

針對每日（或每批）脫水後之泥餅，中興公司將派員不定時於北水局設置之

地磅站抽驗含水量一次，視需要可增加抽驗次數，抽驗所得含水量代表該日

（或該批）生產泥餅的含水量。若抽驗結果含水量超出40%者，則該日（或

該批）已完成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的部分均不予計量及計價。 

5. 化學固化劑 

若採用化學固化劑達到脫水目的，則添加固化劑的重量需小於等值乾泥重量

的10%，且於計量時需扣除固化劑的重量。所產生的泥餅除了需符合含水量

需小於40%的規定外，尚需依「廢棄物清理法-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進

行「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送至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環境

檢驗測定機構」進行檢驗，檢驗項目包括銀（Ag）、砷（As）、鋇（Ba）、

鎘（Cd）、鉻（Cr）、銅（Cu）、汞（Hg）、鉛（Pb）及硒（Se），其結

果不但需符合國家標準，並且該泥餅需被資源利用廠所接受。每批固化劑與

淤泥拌合後應會同中興公司取樣及檢驗一次，每次取樣及檢驗費用由承包廠

商提供；若經檢驗不合格，則採用該批固化劑之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的部分

均不予計量及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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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試辦場地位置、面積及設備 

為配合石門水庫庫區浚渫抽泥管線及淤泥輸送之條件，選定7號沉澱池現有混

凝土地坪，規劃以臨時設施方式設置泥水分離槽及淤泥脫水廠房，將淤泥脫

水為泥餅，所需面積約30m×60m，如圖2.2-4所示（本圖標示設備及配置僅

供參考，不作為投標及審查依據）。惟目前7號沉澱池現有混凝土地坪堆放大

量消波塊及預拌淤泥混凝土設備，故於詳細價目表之雜項工作費內編列場地

清理費，承包廠商可暫時將大量消波塊及預拌淤泥混凝土設備吊運至7號沉澱

池泥土地面上。本計畫為試辦性質，為測試脫水功率，採用物理機械方式脫

水者，限制採用1套設備；採用化學固化劑方式脫水者，限制處理池（含其他

處理設備）面積需小於400m2（例如20m×20m）。 

7. 資源利用地點 

明確定義資源利用地點不包括單純土方回填功能（含合法土資場或需土單位

或個人）之地點，且規定脫水後之泥餅將全部運送至加工利用廠（場）等資

源利用地點，資源利用地點列舉如下：(1)紅磚及窯燒製品、透水步道及植草

磚等工廠；(2)水泥廠；(3)園藝用土區；(4)陶粒(輕質骨材)廠；(5)淤泥混凝土

拌合廠、消波塊或人工魚礁施工場地；(6)控制性低強度混凝土拌合廠；(7)

其它經北水局認可資源利用地點。本試辦計畫將由承包廠商負責將泥餅運送

至資源利用地點，並取得運送地點所有人的同意書或證明，經北水局核定後

開始運送泥餅。另中興公司將派員依北水局土方清運六聯單（機關/監造/保全

/收容場/廠商/駕駛）進行查核運送數量及地點。若發現泥餅運送（或日後轉

運）至非加工利用廠（場）等資源利用地點時，則該批淤泥脫水及泥餅運送

數量均不計量與計價，並於工程款扣除違約數量部份×100元/等值乾泥噸，

若因扣減數量導致各未達基本數量等值乾泥重量13,460噸時，將於工程款再

扣除各未達基本數量部份×100元/等值乾泥噸。例如：承包商於規定期限內

僅完成合格之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等值乾泥重量均為15,000噸時，但是其中

5,000噸運至非加工利用廠（場）等資源利用地點時，則承包商僅可領取淤泥

脫水及泥餅運送工程款=10,000×(淤泥脫水費單價+泥餅運送費單價)-5,000×

（100+100）-3,460×（100+100）元。 

8. 北水局之協調及調度 

北水局將負責統一調度及協調下列工作： 

（1）試驗場地：北水局將提供7號沉澱池現有混凝土地坪，並申請設置臨時

性之淤泥脫水試驗場地，以期於試辦期間不會受到外界無理的干擾，車

輛得以順利進出試驗場地。若有特殊情況發生需改變試驗場地時，將由

北水局與承包廠商另行商議或中止契約。 

（2）試驗淤泥：石門水庫抽泥船（另案）所供應淤泥之期間與數量將與本試

辦工作相配合，以確保試驗工作適時與適量完成。若有特殊情況發生無

法適時與適量供應水庫淤泥時，將由北水局與承包廠商另行商議或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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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 

9. 詳細價目表 

本試辦計畫採用功能性招標文件，詳細價目表主要項目為淤泥脫水費及泥餅

運送費。本計畫為測試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之效率及成本，鼓勵承包廠商發

揮其最大產能及儘可能降低每噸泥餅生產及運送費用，在1套淤泥脫水設備

（或處理池面積小於400m2）的限制條件下，承包廠商需承諾泥餅生產及運

送數量至少各為等值乾泥重量
SW =13,460噸（參考泥餅體積V =10,000m3，

以含水量30%估算），上限數量各為等值乾泥重量
SW =40,380噸（參考泥餅

體積V =30,000m3，以含水量30%估算），以實做數量計價，亦即泥餅生產

及運送量愈多，則獲利愈高。相對的，若實際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量各未達

基本數量等值乾泥重量13,460噸時，將於工程款扣除各未達基本數量部份×

100元/等值乾泥噸（約135元/m3泥餅，以含水量30%估算）。有關淤泥脫水

及泥餅運送數量均以北水局設置地磅站所稱重數據為準。例如：承包商於規

定期限內僅完成合格之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等值乾泥重量均為10,000噸時，

則承包商僅可領取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工程款=10,000×(淤泥脫水費單價+泥

餅運送費單價)-3,460×（100+100）元。標準合約中逾期罰款的規定不適用。 

詳細價目表中淤泥脫水費單價包括為完成此項工作所需各項費用，例如機具

設備及搬遷費、材料費、專利費、維修費、操作人事費、操作水電費、廠房

建設及拆除費、泥水分離槽建設及拆除費、泥餅暫置區遮雨棚建設及拆除費、

淤泥管線安裝及拆除費、臨時用電申請及架設費等，由於本試辦計畫採用功

能性招標文件，廣納各種淤泥脫水工法，所需工項與成本必定不同，為方便

工務作業起見，僅以淤泥脫水成果之等值乾泥重量為計量與計價標的，不另

編列其他計價項目。 

詳細價目表中泥餅運送費單價包括為完成此項工作所需各項費用，例如泥餅

儲存及挖裝費、泥餅運輸費（取運距50km為原則，運送距離較遠或較近均不

限制，運費亦不增減）、監視錄影設備及操作費、地磅及管制站使用規費、

收容處理費等項目，由於本試辦計畫採用功能性招標文件，為方便工務作業

起見，僅以泥餅運送之等值乾泥重量為計量與計價標的，不另編列計價項目。

因本計畫泥餅全部運送至加工利用廠（場）等資源利用地點，非單純土方回

填功能之地點，非屬營建剩餘土石方管理範圍，暫時不估算土方臨時稅（「桃

園縣營建剩餘土石方臨時稅自治條例」中規定營建剩餘土石方按10元/m3徵

收），若未來執行試辦計畫時仍需繳納土方臨時稅，則由承包廠商依實際繳

納金額檢據向北水局核銷。 

詳細價目表中雜項工作費單價包括為完成此項工作所需各項費用，例如試辦

場地整理及復舊費、試辦場地安全圍籬設置及維護費、進出道路維修費、中

興公司及承包廠商臨時辦公、試驗及儲藏室費、烘乾泥餅樣品所需微波爐或

烤箱費、測試泥餅含水量所需儀器費、水電及通訊費、敦親睦鄰費、工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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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牌費等項目，由於本試辦計畫採用功能性招標文件，為方便工務作業起見，

僅以雜項工作為計量與計價標的，不另編列計價項目。本項工作以式為計量

單位，每期請款時依下列比例計價：（該期實際完成泥餅運送之等值乾泥重

量/詳細價目表泥餅運送之等值乾泥重量）×雜項工作費，亦即依實作數量計

價。 

本試辦計畫已編列勞工安全衛生費、品質管制費、環境保護費、保險費、利

潤及管理費等，前述工作以式為計量單位，每期請款時依下列比例計價：（該

期實際完成泥餅運送之等值乾泥重量/詳細價目表泥餅運送之等值乾泥重量）

×前述工作費，亦即依實作數量計價。承包廠商應依國家法規及施工補充說明

書附件辦理勞工安全衛生、品質管制、環境保護及保險等工作，並設置足夠

相關設施。廠商應遵守「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勞工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

扣款標準及限制表」之規定，違反者依規定扣款。 

10.其他 

（1）由於本試辦場地附近，尚有其他廠商辦理施工工程，投標廠商應於施工

計畫書內，妥善規劃運輸路線及鄰近居民互動情形，以維護人、車、機

具安全，並於施工前與前述相關人員進行協調，以避免造成本身或鄰近

工程廠商設備、人員之災害損失，或互為影響施工工程之進行。 

（2）本試辦計畫淤泥脫水與泥餅運送期間，如有涉及鄰近居民互動之情形，

廠商應主動負責辦理與民眾間之相關協調工作或辦理補償(助)措施，是

項敦親睦鄰費用已含於雜項工作費內，不另給價。 

（3）廠商應逐日記錄施工資料，於每期估驗前，提供機關作為估驗參考資料。 

（4）廠商規劃泥餅運輸路線時，應配合本地區土方運送車輛限制或管制情形，

並納入施工計畫書運輸管制措施中，倘未妥善規劃，導致因政府相關管

制措施致延宕時，不得要求展延工期。若有違反相關法規，其一切法律

責任及損失（含工期）由廠商負責。 

（5）廠商應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治設施管理辦法」辦理空氣污染防治，

所需費用已包含於「環境保護費」項內。廠商未依規施作致使機關遭受

當地政府處罰時，乙方應負罰款之責。 

（6）廠商應配合機關或上級機關辦理工程查核或督導，並依據「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作業辦法」及「經濟部水利署工程督導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7）淤泥脫水過程所產生之餘水將流放至6號沉澱池或附近溝渠，其水質需

符合環保署97.05.23所訂定「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之「放流

水標準」，排放水主要規範為COD≦100mg/L、SS≦30mg/L、BOD≦

30mg/L、真色色度≦550。經抽驗含水量高於40%或不符「毒性特性溶

出程序（TCLP）」之泥餅，必須由承包商自費運離試驗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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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 

3.1 前期研究成果 

依據「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中興公

司，2008）第八章可行性評估，初步選出較可行之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音及新

屋等3處海岸段，其初步評估成果及結論如下： 

1. 大園海岸段 

按桃園縣政府於民國97年辦理「桃園縣竹圍漁港浚渫土方陸上處置場設置計

畫書」所規劃之最大範圍方案，如圖3.1-1所示，將堤線由現有新生地東側轉

角點，向北延伸150m海堤，保留南崁溪出海口寬度在250m以上，再以50m

半徑圓弧轉向西，沿著±0.0m水深線，接以弧形之生態景觀海堤連接至現有

東防砂堤。若依桃園縣政府之規劃案，總堤線長達622.5m，可供之填方量約

40萬m3，填築面積約98,560m2。 
 

港區範圍

 

 

圖3.1-1  竹圍漁港海埔新生地開發海堤佈置圖 

由於該範圍目前已有部分區域完成填築，建議新生地生態景觀海堤可採淤泥

混凝土製作，此外若可採用石門水庫淤泥直接進行填築，一方面可以大量提

供填築之土石方，以快速增加竹圍漁港之用地面積，同時可以協助處理石門

水庫目前於沉澱池堆置之淤泥。但該新生地規劃原目的係去化竹圍漁港航道

浚渫土方，若以石門淤泥填築，尚須進一步與桃園縣政府協調。 

2. 觀音海岸段 

於觀音鄉樹林仔海堤旁風力發電機至工業區間區域，有一大面積之低漥地，

現為生長不良之防風林。由於海岸砂丘目前高度約與工業區高程相當，故位

於低漥地之防風林並無法發揮功能。經比對海岸防風林地籍圖，如圖3.1-2所

示，發現該區域為林務局之保安林地，須依森林法提出申請。初步估算面積

約50萬m2，可堆置淤泥體積約150萬m3，回填淤泥後種植防風林，使其得以發

揮防風定砂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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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林範圍 

(1106 號) 

大堀溪 

樹林溪 

觀 音 工 業 區 

預定填置區域 

 

圖3.1-2  樹林仔海岸段防風林地籍套繪圖 

經本團隊進一步查詢，該海岸防風林為編號1106號保安林，依「保安林經營

準則」第3條之分類，屬「飛砂防止保安林」。 

3. 新屋海岸段 

（1）短期規劃區 

新屋鄉公所為解決永安漁港以南濱海公路飛砂問題，並增加遊憩使用面

積，規劃於新屋鄉海岸3個潮間帶區域進行海岸填地計畫。然計畫範圍位

於海岸潮間環境及生態帶敏感區位，在計畫實施時，需注意相關法令之

限制以及海岸環境生態，施工方式需審慎評估，以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及

海岸防護安全降低等不利影響。新屋鄉公所規劃的3個區域分別位於永安

漁港南岸停車場到新濱二號橋、綠色走廊至觀海亭間及漂流木公園至福

興宮間，相關位置如圖3.1-3所示。 

（2）中長期規劃區 

若以堆置石門水庫淤泥為目的，此上述三短期規劃區所能填置石門淤泥

量相對較少，並不符經濟效益。但若欲處理大量淤泥並以新屋鄉海岸做

為填置預定範圍，則可以海埔地開發方式以海堤圈圍填土，開發範圍需

依淤泥規劃處理量進行規劃。由於填置範圍屬海岸範圍，依據「環境影

響評估法」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8條，「填

海面積10公頃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未來開發面積若超過10公

頃則需依法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另外人工岬灣亦可規劃為長期養灘方案。未來本區域砂灘可於新濱二號

橋以南新建一馬刺型突堤並與永安漁港南外廓防波堤形成二人工岬頭，

並於其間養灘，營造海灘新風貌。同時以置換法將後灘原有砂源向海側

補充進行養灘，以擴展砂灘面積並保護侵蝕之海岸，而後灘之窪地再以

淤泥進行回填植生，如圖3.1-4所示。惟應用之面積尚須經進一步生態調

查及數值模擬分析結果，才可進行規劃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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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泥填築區(後灘) 

採後灘挖出之砂進行養灘

 

圖3.1-3  新屋鄉填土規劃區位置示意圖  圖3.1-4  以淤泥置換砂源養灘示意圖 

3.2 現地勘查及初步研析 

本團隊特地於民國98年11月23日至上述可能填置場址進行現勘，如圖3.2-1

所示，發現新屋海岸段之永安漁港南岸停車場至新濱二號橋間（容量約5萬m3），

新屋鄉公所已自行完成填築；另大園海岸段現地亦已有部分區域完成填築，且由

於該新生地係規劃去化竹圍漁港航道浚渫土方之用，因此初步排除上述2處地點

作為未來石門水庫淤泥之填置場址。 

   

（a）新屋海岸之永安漁港南岸停車場    （b）觀音樹林仔海岸段現勘 

圖3.2-1  本團隊至桃園海岸可能填置場址進行現勘 

經本團隊針對其餘可能填置場址進一步比較及研析，包括觀音海岸段、新屋

海岸段之短期方案（綠色走廊至觀海亭、漂流木公園至福興宮間）及中長期方案

（海埔地開發、人工岬灣養灘）。其中新屋海段段因填置於海岸潮間環境及生態

帶敏感區位，且海埔地開發須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理用地變更，相

較於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位現有海岸砂丘及台電公司風力發電機陸側至觀音工業

區間地勢較低漥之防風林地），所涉及層面及技術皆較複雜，對海岸生態環境衝

擊亦大。因此本團隊初步認為現階段以觀音樹林仔海岸段之填置場址為最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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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預估可填置淤泥量體大，較具經濟規模效益，故本計畫將以該場址進行後續

相關之調查及規劃。 

3.3 基本資料蒐集與彙整 

為利資料蒐集及計畫執行，本團隊特地於民國98年11月12日及11月23日分

別拜訪林務局新竹林區管理處海岸林工作站、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崎頂試驗

站，並至青草湖水庫浚渫淤泥之最終填置場（新竹海水淡化廠預定地）進行現勘，

且蒐集青草湖及阿公店水庫淤泥填置案例之執行措施、施工方式、工作期程、運

輸計畫、回填輾壓及填置後之利用情形等資料，作為本計畫未來相關規劃之參

考。茲分別說明如下： 

1. 青草湖水庫 

青草湖水庫興建於民國44年，水源來自於客雅溪，為新竹縣第1座水庫，壩

高17m、壩長149m，集水面積約30km2，蓄水面積約24.85公頃（滿水位），

總蓄水量1,097,000m3，計畫有效蓄水量約845,505m3，目的用以輔助香山地

區水田灌溉用水，風景秀麗兼具灌溉功能。後來因淤泥淤積、上游濫建、濫

墾帶來大量汙泥，使得其灌溉功能日益減弱，遂於民國76年由台灣省政府正

式公告廢除水庫使用功能，惟仍保留觀光遊憩並由新竹市政府負責管理。 

新竹市政府歷年對青草湖水庫之維護及改善工程如表3.3-1所示。其中於民國

79年7月及80年2月分別辦理浚渫，其土方分別為65,000m3及40,000m3，合

計總浚渫土方為105,000m3，浚渫後水庫底平均高程標高約31m。民國86年6

月豪雨及接連兩次颱風後，上游大量泥砂下移，導致庫容再次減少。未浚渫

前，湖底平均淤泥高度約為33～34m。為此民國87年再一次展開浚渫工程，

總浚渫土方為66,700m3。而經過此次浚渫後，其庫底平均高程標高約32.5m，

另因排砂暗渠的操作形成寬約6m之穩定深水槽，故水庫淤積部分大多以左右

側為主。歷次清淤方式均採用排空庫內蓄水直接以陸面機械開挖方式，浚渫

淤泥則因承包商無法找到適合之棄土場，經新竹市政府協助後改運至南寮漁

港作為海埔新生地，平均發包運費約136元/m3（運距約12km）。 

表3.3-1  新竹市政府歷年辦理青草湖水庫改善工程表 

年度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內 容  清除土方量(m3) 經費(元 )

79 青草湖風景區整治工程  浚渫、環湖橋、拆除碼頭 65,000 17,986,542
80 青草湖風景區整治第二期工程  環湖道路、浚渫  40,000 11,480,000
83 青草湖風景區整治工程  湖濱綠化  – 7,460,000
84 青草湖風景區公共設施工程  湖濱步道及湖中水草清除 – 9,057,000
87 青草湖浚渫工程  湖底浚渫  – 7,980,000
88 青草湖溢洪道口擋土牆改善工程 擋土牆  – 562,000
89 青草湖風景區公共設施工程  人行道改善、賞鳥棧道  – 7,800,000
90 青草湖風景區河道整治工程  河道整治、石籠設施  – 4,300,000
97 青草湖水庫重生計畫  水庫淤積浚渫  160,000 35,700,000

資料來源：修改自「青草湖水庫重生規劃」，黎明工程顧問公司，92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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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92年7月之淤積測量結果，青草湖水庫蓄水容量為95,183m3，僅為

原完工時容量之8.68%；蓄水面積為66,010m2，僅為原完工時容量之

26.56%，顯示青草湖水庫淤積相當嚴重。 

民國91年因竹科水荒，經建會決議由水利署辦理青草湖水庫重生計畫。青草

湖重生計畫於民國92年4月由經濟部水利署委託黎明工程顧問公司辦理，當

年12月完成基本調查、可行性分析評估及相關工程規劃。水庫重生工程規劃

內容主要包括新建排洪渠道、溢洪道改善、水庫清淤、出水及灌溉渠道、景

觀遊憩等工程。民國97年經濟部水利署編定補助款1.1億元，核准新竹市政府

於民國97年度先行墊付1億元依序辦理清淤、鳳凰橋改善、溢洪道改善等三

項工程內容。其中第一項清淤工程於民國97年7月17日開標，合約規定於開

工後120個工作天須疏濬約16萬m3土方，其清淤方式採排空庫內蓄水直接以

陸面機械開挖方式，浚渫淤泥則清運至新竹南寮漁港南岸之海水淡化廠預定

地填築。有關青草湖水庫重生清淤工程之清淤土處理計畫書詳附錄三。 

另本團隊特地於民國98年11月23日至南寮漁港南岸之海水淡化廠預定地現

勘，青草湖水庫清淤之淤泥主要堆置於海水淡化廠東南側，分二階填築，填

築後進行草種噴植，生長情形良好，現地已一片綠意如圖3.3-1所示。 

2. 阿公店水庫 

阿公店水庫建於燕巢鄉、岡山鎮與田寮鄉交界之阿公店溪中上游，壩址位於

其支流濁水溪與旺萊溪兩大支流交會處，截溪築壩蓄水而成，興建目標以防

洪為主，灌溉、給水次之。阿公店水庫在台灣水利工程史上，具有多方意義，

它是台灣第一座多目標水庫，費時最久（民國31年~民國42年），壩型為滾

壓式土壩，長2,380m，居遠東之冠，壩高31m；水庫東西最寬1.3km，原設

計有效蓄水量為2,005萬m3，由於泥砂淤積致容量僅剩595萬m3，淤積高達約

71%，淤量亦冠全台各水庫。 
 

 海淡廠預定地 新竹垃圾焚化廠 台灣海峽

 

圖3.3-1  青草湖水庫清淤之淤泥填置於海水淡化廠預定地現況 

經濟部為使其恢復功能再造其生命第二春，遂提報「阿公店水庫更新工程計

畫」，並奉行政院核定自民國86年7月開始實施，民國94年6月完成，完工後

有效蓄水容量可恢復至1,916萬m3。該更新工程總清淤數量達1,120萬m3，施

工方式採空庫明挖，主要清淤工程由大棟營造工程公司承攬。為使阿公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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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能永續經營，爰採排濁蓄清空庫防淤之積極作法，水庫更新後於汛期（6

月1日~9月10日）採空庫防淤操作，為國內第一座大規模更新改善水庫之指

標水庫。 

該更新工程計畫一期工程以陸面機械開挖之浚渫土方量約774萬m3，除約174

萬m3以農地改良之「回饋方案」運至水庫鄰近鄉鎮外，其餘約600萬m3由大

棟營造工程公司自尋土資場與合法收容場所，原永安海埔地堆置場取銷，並

以表3.3-2列之20處受土場如期完工。 
 

表3.3-2  阿公店水庫更新工程計畫水庫浚渫工程第一期受土場與數量表 

編號  受土場  實際結算數量 (m3) 備註欄  

1 高雄大學第一、三工區  1,866,508.5 運距約 18~20km 

2 西青埔垃圾掩埋場  461,529.0 運距約 15km 

3 續辦高雄大學第一、三工區  675,729.7 運距約 18~20km 

4 雄衛公司廢棄物掩埋處理場  57,137.2 運距約 7~8km 

5 楠梓區海專東側區段徵收工程  184,193.4 運距約 15km 

6 高雄大學下鹽田區段徵收第三段工程  501,729.4 運距約 20km 

7 德奇鋼鐵 (股）公司建築需土開發案  80,306.0 運距約 18km 

8 增運西青埔垃圾掩埋場工程  265,463.4  

9 
旗山圓潭子段農地砂石開發案（一）  
地號 2020、2027 

155,983.6 運距約 40km 

10 高雄大學校區整地景觀工程  254,299.6  

11 台南等五家窯業公司受土案  193,424.1 運距約 22~35km 

12 永新工業區開發需土案  492,589.0 運距約 10km 

13 義守大學燕巢分校開發需土案  124,946.7 運距約 10km 

14 瑩建有限公司土石方資源場  103,890.7 運距約 12km 

15 旗山圓潭子段農地砂石開發案（二）  108,070.4 地號 2060、2061 

16 西濱快速道路替代案  148,937.1  

17 高雄興陽磚廠替代案  83,713.4 運距約 38km 

18 旗山圓潭子段農地砂石開發案（三）  67,465.8 地號 2122 

19 旗山圓潭子段農地砂石開發案（四）  110,231.7 地號 2186、2195 

20 美濃鎮吉洋段農地砂石開發案  63,851.3 運距約 30km 

 小計  6,000,000.0 實方、測量方  
 

3. 海岸林工作站及崎頂試驗站 

為瞭解及釐清未來填置於桃園海岸地區之保安林地，須依森林法申辦國有林

地使用之行政流程及相關規定，本團隊特地於民國98年11月12日至管理桃園

地區海岸林之林務局新竹林區管理處海岸林工作站進行拜訪。另外為瞭解國

內應用水庫淤泥進行植生試驗之情形，以利本計畫淤泥填置區域之植生復育

規劃，本團隊亦於民國98年11月12日及11月23日至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崎

頂試驗站進行訪談，蒐集該試驗站歷年「提升砂丘定砂技術研究」及「應用

水庫淤泥改善砂丘地植生試驗研究」之成果及相關資料，作為本計畫後續規

劃之參考，如圖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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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  拜訪林務局新竹林管處海岸林工作站及水利署水規所崎頂試驗站 

3.4 地形測量成果 

本計畫已針對桃園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位於現有海岸砂丘及台電公司風力發

電機陸側至台61線西濱快速公路間，地勢較低漥之防風林的預定填置區域（如圖

3.4-1所示），完成比例尺1/1,000地形測量及地籍圖套繪工作。測量區域大致座

落於大堀溪以北、樹林溪以南以及台61線西濱快速公路以西至海岸之間區域（面

積約50公頃），呈東北-西南方向長（長約2,000m）、西北-東南方向短（寬約

200~300m）之帶狀區域，測量成果詳「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

畫填土區域地形測量工作測量成果報書」。 

測量區域地形高程呈東南及西北兩側高、中間低之帶狀谷地，東南側（臨台

61線西濱快速公路側）地形高程約EL.4~9m，西北側（臨海側）之地形高程約

EL.6~12m。中間帶狀谷地地勢約略呈東北高（高程約EL.3.5~4.0m）、西南低（高

程約EL.2~3m）。 

預定填置區域

台 61(西濱快速公路) 

樹林溪

大堀溪 

海貿礦場礦業 

觀音工業區

海岸砂坵 

 

圖3.4-1  觀音樹林仔海岸預定填置區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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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對照圖3.4-1及測量地形圖可知，位於基地東南側邊緣與西南端區域，有數

棟民宅或建築存在，於規劃填築範圍時將予以避開或與其保持適當之緩衝距離；

另亦可清楚判釋，位於基地西南端有可通往預定填築區域之既有道路，一條經由

海貿礦場礦業可銜接至填置區域海側之台電公司風力發電機施工便道，另一條則

穿過樹林仔小村落（移民新村）可通至填置區域。此外位於基地東南側之民宅附

近，亦有一條道路可通至預定填築區域邊緣。 

另由地籍圖套繪成果初步研判，預定填築區域內除林務局所屬公有林地外，

可能有部分土地係為私有地之情形，本計畫將進一步蒐集地籍資料及清查相關土

地權屬之情形。 

3.5 填築工作規劃 

3.5.1 規劃原則 

經本團隊至觀音樹林仔海岸段現勘結果及初步評估，由於該場址係利用現有

海岸砂丘及台電公司風力發電機陸側至台61線西濱快速公路間，呈東北-西南方

向之帶狀地勢較低漥之防風林區域作為填置空間（如圖3.5-1所示），並以接近台

電公司風力發電機旁之現有施工道路或砂丘高程為最後預定填築高程，因此該填

置區域應無高填坡之邊坡穩定安全問題。 

海岸砂丘 

(最大高度 7~8m) 

風力發電機 

現有施工便道 

地勢低漥區域(預定填置區域) 

風機設備室 

觀音工業區 

 

圖3.5-1  觀音樹林仔海岸預定填置區域之現地地形(往北拍攝) 

另由於該區域係位處海岸地區之保安林地（1106號保安林，屬飛砂防止保安

林），且本計畫僅規劃利用其地勢較低漥之地形特性作為水庫淤泥填置空間，對

於完成填置之土地無進一步開發利用計畫（未涉及使用地變更），故僅須針對完

成填置區域上方進行防風林植生復育。因此其關鍵課題係著重於如何規劃較利於

防風林植生復育之填置方式（如表土收集貯存及復原、地下水流動、土壤排水

等），以營造適宜植物生長之環境，提高苗木栽植之成活率，儘速恢復其防風及

定砂功能為優先考量，迥異於一般以基礎承載力及避免不均勻沉陷為重點之整地

工程。 

3.5.2 填土規模評估 

綜合上述規劃原則及配合基地周邊現地高程，並考量填築完成面之排水規

劃，初步將填築區域以中間為界劃分為A（北）、B（南）兩區，如圖3.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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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2  填土區域分區圖 

各區之地形特性及填土規劃如下： 

1. A區（北區） 

此區域西北側（臨海側）之地形高程約EL.7~10m，東南側（臨台61線西濱

快速公路側）之地形高程約EL.7~9m，中間帶狀谷地之高約EL.3.5~4.0m。 

配合其西北、東南兩側之現地地形高程，其預定填築高程暫訂以EL.7m為基

準，扣除西北與東南側局部地勢高於EL.7m及台電公司風力發電機施工便道、等

面積約2公頃之無法填築區域後，可填築面積約13公頃，填築厚度約3.0~3.5m，

初估可填置淤泥數量約36萬m3。若預定填築高程提高至EL.7.5m，則初估可填置

淤泥數量增加至42萬m3 

另為避免此區域完成填築面之地表逕流流向與B區（南區）相同，皆往西南

方向匯流，導致整體填築區域之地表逕流流向過於單一及集中，易產生地表沖蝕

及土壤沖刷之現象。A區（北區）完成填築面之排水規劃方向，係向西北或向西

分散導排。 

2. B區（南區） 

此區域西北側（臨海側）之地形高程約EL.6~12m，東南側（臨台61線西濱

快速公路側）之地形高程約EL.4~8m，中間帶狀谷地之高約EL.3.5~4m。 

配合其西北、東南兩側之現地地形高程，其預定填築高程暫訂亦以EL.7m為

基準，扣除西北側（臨海側）局部地勢高於EL.7m及台電公司風力發電機施工便

道面積約7公頃，以及西南端因臨近既有民宅或建物與海貿礦場礦業面積約8公頃

等之無法填築區域後，可填築面積約20公頃，填築厚度約3.0~3.5m，初估可填置

淤泥數量約50萬m3。若預定填築高程提高至EL.7.5m，則初估可填置淤泥數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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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至約60萬m3。而B區（南區）完成填築面之排水規劃方向，則順應地勢以向西

南或向西導排較佳。 

由上述初步填土規模評估可知，由於基地西北側（臨海側）局部砂丘地勢較

高，以及西南端臨近既有民宅或建物與海貿礦場礦業之影響，致可填築面積僅約

33公頃，若填築高程EL.7m及填築度度約3.0~3.5m時，其可填置淤泥數量達90

萬m3，較前期研究粗估面積約50公頃，可填置淤泥數量約150萬m3較少。若將填

築高程提高至EL.7.5m，即填築度度約3.5~4.0m時，則可填置淤泥數量可增加至

約100萬m3。 

3.5.3 填土方式評估 

由第3.5.1節填土規劃原則可知，本計畫僅規劃利用預定填築區域地勢較低漥

之地形特性作為淤泥填置空間，對於完成填置之土地無進一步開發利用計畫，僅

針對完成填置區域上方進行防風林植生復育，故無一般整地工程以基礎承載力及

避免不均勻沉陷為重點之考量，於填置完成後允許些微之自然沉陷發生。 

為避免影響植被之生長及復育，本計畫初步規劃淤泥填置不加固化劑，且由

於較無基礎承載力及土壤強度之要求，因此初步擬定填土夯實度僅需達到最大乾

密度之80%即可。因此於填築作業前，須先以石門水庫沉澱池內或經脫水過後待

清淤之淤泥，進行夯實實驗以求出乾土單位動與含水量之夯實曲線關係，並求得

最佳含水量及最大乾密度。至於進行淤泥填築時之含水量控制，由前期研究可知

石門水庫淤泥之含水量約介於39.9%~45.2%，其含水量應大於最佳含水量，較適

合採用濕側夯實。一般濕側夯實所得之剪力強度較乾側土壤低，由於本區域夯實

後之土壤強度較無要求，因此建議採濕側夯實。惟若清運至填築區域之淤泥，其

含水量仍過高致無法進行輾壓及夯實時，則須分區予以堆堆及曝曬或翻晒，以降

低含水量至適合夯實之標準。 

填土作業進行時，須先將地表植被及表土清除，然後由下向上分層填土整

平，每層填土厚度約30~50cm並予以適度滾壓至要求之夯實度。以一般經驗及經

濟考量而言，大約滾壓6~10次即可達最需之標準，但仍須於進行現地抽驗夯實的

單位重，以達到品質之控制。 

由於預定填置範圍係呈東北-西南方向長、西北-東南方向短，縱長方向帶狀

谷地之地勢為東北高、西南低，考量施工中排水以及填築面與冬季季風風向關係

等因素，建議淤泥填置順序可由東北側地勢較高區域，逐漸往西南側地勢較低區

域，並配合現地地形以呈東西方向或西北-東南方向，每10~20m之帶狀分區填置

較為適當，如圖3.5-2所示。另外亦可採由A、B區之交界處，向東北、西側兩側

進行分區填築方式，即A區（北區）由西南往東北側填築，B區（南區）由東北側

往西南側填築，以增加施工面及填築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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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觀音海岸砂丘低窪地應用淤泥植生初步建議 

1. 觀音海岸現況 

觀音鄉樹林仔海堤旁風力發電機至工業區之低漥地，現為生長不良之防風

林，主要植群為木麻黃、黃槿、林投、草海桐、白水木、馬鞍藤等，如圖3.6-1

及圖3.6-2所示。由於海岸砂丘目前高度約與工業區高程相當，位於低漥地之

防風林功能不佳。經查該區域為林務局之保安林地，若可依森林法提出申請，

加以回填淤泥種植防風林，應可使防風林得以發揮防風定砂之功能外，亦可

解決淤泥之堆置問題。 
 

 

圖3.6-1  砂丘與工業區間之防風林現況照片 

 

圖3.6-2  觀音海岸砂丘低窪地現況斷面示意圖 

2. 應用水庫淤泥改善砂丘地植生試驗研究之瞭解 

本團隊於民國98年11月23日至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崎頂試驗站參訪，該試

驗所於97年度於崎頂試驗站進行「應用水庫淤泥改善砂丘地植生之試驗研

究」，如圖3.6-3所示，其中對於利用石門水庫淤泥進行植生試驗已有初步成

效。試驗方式以石門水庫淤泥上覆厚度40cm現地海砂，直接栽種木麻黃、黃

槿、草海桐等防風林植物，在無灌溉的情況下，發現植株之生長情形良好，

甚至優於無淤泥為植生介質的對照組，如圖3.6-4所示。 

3. 初步建議方案 

（1）淤泥作為植生介質與回填材料 

將低窪地現有表土層厚度約50cm刨除後暫置，以淤泥回填至既有道路高

程後，再將表土層覆回，最後以生態綠化工法復育既有防風林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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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3.6-5所示。此方案係參考應用崎頂試驗站研究成果的原則處置淤

泥，既可保存既有表土層之植生介質，並可保留表土層中豐富的植物種

子庫，有助於植被的復育。施作前，建議於植物根部生存空間（地表下

1.5m）避免放置沉澱池表層含外來棄土的淤泥。若因淤泥較為軟弱，重

型機具不易施作時，建議可採寬約6m的帶狀空間逐步施作。 
 

 

圖3.6-3  石門水庫淤泥於海岸砂丘地植栽示意圖 
 

應用淤泥 未應用淤泥

 

圖3.6-4  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砂丘植生之現況 
 

原地面

表土層覆回 

淤泥

回填 

 

圖3.6-5  觀音海岸砂丘低窪地回填淤泥後植被復育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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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風林復育植物及苗木栽植法 

海岸防風林若以木麻黃純林為主，易罹蟲害，故建議防風林之復育植物

以既有之木麻黃、黃槿、林投、草海桐、白水木、馬鞍藤等，並營造為

複層式林帶。林帶寬度越寬效果越佳，建議80m以上。種植間距為每間

隔1m栽植苗木一株，行距2m，但在地形較為崎嶇之處可採用半規則或不

規則之間距栽植。栽植時先挖植穴，深寬各30cm，穴內可適量施用有機

肥及客土，初期必須適度灌溉。每隔15~20m設擋風柵一道，其材料為桂

竹、鉛線、竹枝或田菁桿等，柵高1.2m。擋風柵亦可以活的長根竹替代，

生態效果更佳，栽種季節以梅雨季3、4月為最佳。 

3.7 長根竹試驗計畫 

依據「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2008）

第8.3.4節所述，利用長根竹（中文學名為蓬萊竹，英文學名為Hedge Bamboo）

進行植生復育，具有短時間內快速穩定坡地及復育地表的特性。此為日本近年來

研究出成功維護生態的新工法，即利用天然植物來復育大自然。長根竹分布至台

灣與日本；台灣原生種長根竹竹桿長5~7m，根部可長達10m，桿直徑1~3cm，

細長，不畏強風，5~10年後每一叢直徑有1m以上，其地下莖合軸叢生，無橫軸

根，獨立性圓圈狀繁殖，地下根細毛極為濃密，伸長直下可與土壤緊密抓附，可

適用於礫石層、砂質層與黏土層等，具耐乾旱與抗鹽份等特性。 

植物學者從數百種竹類中發現，無觀賞目的又無經濟價值的長根竹，具短時

間內快速穩定坡地及復育地表的特性，經多年重覆試驗求證，已證實其獨特性。

利用長根竹無横軸根且獨立圓圈狀繁殖的特性，將達竹幹長度1.5倍以上深度之

根，牢牢抓住邊坡及鬆散之土層，產生良好之護坡及定砂效用，如圖3.7-1所示；

在環境土質適應測試方面，經鹼性値高之火山灰堆積地土壤、瓦礫土及海水淹沒

潮間土之測試發現，其竹苗在一定時間之養護後，均能將其根深入土層中，證實

此工法可應用之範圍廣泛。 

 

圖3.7-1  長根竹地下根生長狀況檢視及崎頂試驗站生長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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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公司將主動免費於2沉澱池試種長根竹，以評估其於石門水庫淤泥土質

之生長情形，並評估應用於觀音樹林仔海岸段淤泥填置區植生復育之可行性。該

試種計畫預定於99年4月梅雨季左右開始，至100年3月本計畫結束時，將有約1

年之觀察時間，應足以完整評估其適應性及生長復育情形。 

3.8 淤泥清運作業規劃 

1. 交通衝擊影響分析 

依據「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中興公

司，2008）第8.2.1節，若以中長期規劃方案，預計每年輸送60萬m3之石門

水庫淤泥，以運輸車輛平均載重35噸、約15m3之貨車運送，每日施工時間以

8個小時計算，為避免與上、下班尖峰交通時段重疊以減少對既有交通之衝

擊，建議清運時間為每日AM8：30～PM4：30，則預估每日所衍生之交通量

約為189輛（單向），尖峰小時衍生之交通量約24車次（單向）。因輸送淤

泥衍生之交通量皆不大，對相關道路影響不大，相關道路之服務水準皆可維

持與施工前之服務水準等級相同，如表3.8-1所示。 

本計畫將參考上述前期成果，針對本計畫規劃之最大可能運輸規模及交通運

量，進行詳細之交通量調查及衝擊影響分析。 

表3.8-1  交通衝擊分析表 

無計畫  短期(5 萬 m3，3 個月 ) 長期(60 萬 m3，1 年 )

道路
名稱  方向  調查地點  

尖峰
小時
交通
量  

尖峰小
時交通
量 /道路
容量  
(V/C) 

服
務
水
準  

尖峰
小時
交通
量  

尖峰小
時交通
量 /道路
容量  
(V/C) 

服
務
水
準  

尖峰
小時
交通
量  

尖峰小
時交通
量 /道
路容量
(V/C) 

服
務
水
準  

往北  1,303 0.40 B 1,318 0.41 B 1,350 0.42 B 
台 4 

往南  
石門~台 3 乙

線交岔路口  1,351 0.42 B 1,367 0.42 B 1,398 0.43 B 
往北  980 0.30 A 996 0.31 A 1,027 0.32 A 台 3

乙  往南  
員樹林~大坪  

975 0.30 A 991 0.30 A 1,022 0.31 A 
往東  1,517 0.34 A 1,533 0.35 A 1,564 0.36 A 縣  

112 甲  往西  
南興~員樹林  

1,340 0.30 A 1,356 0.31 A 1,387 0.32 A 
往東  3,232 0.45 B 3,248 0.45 B 3,279 0.46 B 

台 66 
往西  

南勢~113 甲

線交岔路口  3,049 0.42 B 3,065 0.43 B 3,097 0.43 B 
往北  459 0.16 A 475 0.17 A 506 0.18 A 

台 61 
往南  

沙崙段~北港村  
619 0.22 A 635 0.23 A 666 0.24 A 

註1：資料來源–「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中興工程顧問

公司，97年6月。該計畫係依據交通部公路總局92~95年度公路平均每日交通量調查統計資

料推算施工年(97年)之交通量。 
註2：公路總局之平均每日車輛數= (星期五車輛數×5＋星期六車輛數＋星期日車輛數) ÷ 7，為假

日及非假日之平均資料。 
註3：21噸以上運輸車輛視為大型車，換算小客車當量數為2PCU。 

 

2. 淤泥運送路線規劃 

為降低淤泥運送車輛對地區道路之影響，規劃路線主要行駛省道等級以上之

道路，儘量避免鄉道等地區道路。因此，規劃未來運送路線係由省道台4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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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台3乙線或省道台3線，經縣112甲線接省道台66線（觀音–大溪快速公

路），再經省道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往北接觀音海岸，總長度約45km，

相關路線示意圖如圖3.8-1所示。 
 

 

圖3.8-1  石門水庫淤泥運輸路線示意圖 

惟石門水庫沉澱池附近，除本計畫之淤泥運輸外，北水局可能有其他應用淤

泥之運輸計畫，此等不同計畫之交通衝擊及對當地居民生活品質之影響，須

由北水局協調決定不同計畫之優先次序，並與當地居民溝通取得同意後實施。 

另經本團隊針對觀音樹林仔海岸段填置場址附近之現有道路及交通動線現勘

發現，若由台61線（西濱快速公路）向北跨越大堀溪橋樑後，利用廻轉道廻

轉至南向後再穿越台61線下方箱涵可接至玉林路一段，沿玉林路一段至新大

堀溪橋後北轉（右轉），再沿大堀溪北側堤內現有道路及台電公司風力發電

機施工便道，可通行至填置區域，其交通動線如圖3.8-2之黃色箭頭所示。上

述現有交通動線較不利之因素有：(1)需利用台61線廻轉道廻轉，且須穿越通

往玉林路一段之台61線下方箱涵，動線較不順暢。(2)於沿大堀溪北側堤內現

有道路通行至預定填置區域間，現存一處礦場（海貿礦場礦業工程），致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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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道穿越該礦區，若須使用該段道路，必須先行取得同意或租用。 

由於考量本計畫運輸之淤泥量體龐大、車輛車次較為頻繁、施工時間可能為

期數年，為維持淤泥清運期間進出填置區域之交通動線順暢，本計畫將就用

地及成本等因素進一步評估，採用上述現有通道（如圖3.8-2之黃色箭頭所

示），或另於台61線（西濱快速公路）與工業五路交匯附近之南向道路海側

適當處，新闢專用施工便道（如圖3.8-2之藍色箭頭所示）接引至填置區域。 
 

預定填置區域

台 61(西濱快速公路) 

樹林溪

大堀溪 

玉林路一段

新大堀溪橋

海貿礦場礦業 

建議闢設施工

便道位置 

工業五路 

玉林路二段 

 

圖3.8-2  觀音樹林仔海岸段預定填置場址周邊之交通動線圖 

3.9 相關法令及申請程序 

1. 法令檢討 

有關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之防風林地（保安林地）可能涉

及之主要相關法令如表3.9-1所示。由於該預定填置區域位海岸地區，不屬山

坡地範圍，因此無需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惟相關規劃仍須按水土保持技術規

範之規定辦理。至於環評實施與否，需進一步與主管機關洽談後決定。 

2. 國有林地使用申請 

依據森林法及施行細則之第八條規定，申請國有林地使用須填具申請書載明

相關事項(如表3.9.1所示)，檢附有關證件及書圖文件，經由林地之管理經營

機關（新竹林區管理處海岸林工作站），在國有林報請中央主管機關（林務

局），在公有林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辦理。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54 

 
6650C 

表3.9-1  水庫淤泥填置於觀音樹林仔海岸防風林地可能涉及之相關法令 

項目  法   規  條      文  

環評  

環境影響評估法之「開

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第 16 條  

依森林法規定之林地或森林之開發利用，其砍伐林木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皆

伐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下或同一保護區或重要棲息環

境最近五年內累積皆伐面積 2,500 平方公尺以下，經

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

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皆伐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下或

同一濕地最近五年內累積皆伐面積 2,500 平方公尺以

下，經國家重要濕地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三、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

保護區。但皆伐面積 500 平方公尺以下或同一自然保

護區最近五年內累積皆伐面積 2,500 平方公尺以下，

經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主管機關及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四、位於海拔高度 1,500 公尺以上。但皆伐面積 500 平方

公尺以下，經林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五、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

告之一般保護區，皆伐面積二公頃以上。  
六、皆伐面積四公頃以上。  
前項屬平地之人工造林、受天然災害或生物為害之森林，

經林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林務  森林法第 8 條  

國有或公有林地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為出租、讓與或撥

用：  
一、學校、醫院、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所必要者。  
二、國防、交通或水利用地所必要者。  
三、公用事業用地所必要者。  
四、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或森林遊樂區內經核准用地所

必要者。  
違反前項指定用途，或於指定期間不為前項使用者，其出

租、讓與或撥用林地應收回之。  

林務  森林法施行細則第 8 條  

另森林法施行細則第八條規定，申請出租、讓與或撥用國

有林地或公有林地者，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列事項，檢附

有關證件，經由林地之管理經營機關，在國有林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在公有林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辦理：  
一、申請者之姓名或名稱。  
二、需用林地之所在地、使用面積及比例尺五千分之一實

測位置圖（含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及用地明細表）。

三、需用林地之現況說明。  
四、興辦事業性質及需用林地之理由。  
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使用計畫。  
前項申請案件，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或依水土保持法規定應提出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水土

保持申報書者，經各該主管機關審查核定後，始得辦理出

租、讓與或撥用程序。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M00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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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申辦情形說明 

由第3.9節之法令檢討可知，與本計畫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觀音樹林仔海岸林

地申請流程有關之政府部門，主要為環保署、林務局，因此本計畫會同北水局相

關人員，先後於99年3月11日、99年3月17日分別拜會環保署及林務局，釐清後

續申辦程序、涉及之法令規定，以及就本案之可行性及未來可能面臨之阻礙進行

溝通。茲將與環保署、林務局討論溝通之主要項目及結論整理於表3.10-1。 

表3.10-1  與環保署、林務局討論溝通之主要項目及結論 

拜會單位  溝通及釐清項目  結論  

環保局  
(99.3.11) 

釐清本案是否適用環境影響

評估法之「開發行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 16 條第 2 項「屬

平地之人工造林、受天然災

害或生物為害之森林，經林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  

1.本案水庫淤泥填置之觀音樹林仔海岸林地位屬國

有林地，故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所述之林業主管機

關為農委會林務局。  
2.本案水庫淤泥填置完成後之植生復原及造林工

作，若經主管機關農委會林務局認定同意符合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所列之行為，即可免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林務局  
(99.3.17) 

1.說明本案石門水庫淤泥填

置於觀音樹林仔海岸林地

之初步規劃內容。  
2.釐清本案可能涉及之森林

法規，以及森林法施行細

則第八條規定申辦國有林

地租用之流程及需填具檢

附之書圖文件。  
3.針對本案申辦之可行性及

可能面臨之阻礙進行溝通

討論。  

1.本案淤泥填置面積及數量較大 (面積約 33 公頃，數

量約 90 萬 m3)，宜以分區填築方式，並以逐區填

築後，逐區立即進行植生復育及造林工作，以減輕

對周遭環境影響。  
2.本案位於觀音樹林仔海岸之防風林地，為海岸第一

線迎風面，其防風定砂功能相當重要。由航照圖顯

示林務局往年似有於該區進行植生造林工作，其現

地植生是否確為不良，且本案是否造成擾動已穩定

之海岸砂地，宜安排現地會勘方可確認。  
3.本案觀音樹林仔海岸林地位屬保安林地，且於水庫

淤泥填置完成後，將進行植生復原及造林工作，故

其租用申辦流程涉及林務局內部單位眾多，包括林

政管理組 (用地管理 )、集水區治理組 (保安林之經

營管理 )、造林生產組 (造林作業 )、新竹林區管理

處、新竹林區管理處海岸林工作站等。  
4.考量本案淤泥填置數量及規模較大，擬申請租用面

積亦大，其申辦涉及林務局內部單位眾多，且其現

地植生情況有待現勘進一步瞭解及確認。因此請北

水局將規劃內容及相關書圖資料，正式行文林務局

並安排辦理現地會勘，以利林務局進行評估審核。

經上述與環保署、林務局進行討論並釐清申辦程序後，為減少大面積及大規

模填置淤泥可能對現有防風林防風定砂功能以及周遭環境產生影響之疑慮，本計

畫復於99年4月9日再次赴現地針對現地各區域植生情形進一步詳細勘查，並於99

年4月12日第一次工作會議中與北水局進行討論後，確定調整原先大面積集中填

置淤泥之規劃構想，改以針對現地植生情況較差之數個區域（如低漥地、雜草地

或裸露地等），進行個別小面積分區之填置方式，以減緩對現地防風林之防砂定

砂功能的影響。調整後之規劃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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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林務機關植林需求為主，不以大量填築水庫淤泥為考量，以填築淤泥改

善海岸低窪砂地保水性、提高防風林存活率，創造兩機關合作雙贏案例。 

2.著重規劃較利於防風林植生復育之填置方式，營造適宜植物生長環境，提

高苗木栽植成活率，以儘速恢復其防風及定砂功能為優先考量。 

即以防風林植生現況較差之低漥地、雜草地或裸露地，以及遭海砂入侵之砂

丘等局部區域，作為淤泥填置之優先區域。此外，泥堆置方式亦為配合減少現地

開挖及擾動面積，除第3.6節所述以淤泥作為植生介質及回填材料之層狀填置方式

外，亦建議比照水利署水規所崎頂試驗站研究成果（97年度「應用水庫淤泥改善

砂丘地植生之試驗研究」），採用溝槽（寬3m×深2m）填置淤泥並上覆40cm現

地砂土方式辦理。調整後之淤泥填置區域位置如圖3.10-1所示，調整後填置面積

由原先33公頃減少至約12公頃，淤泥填置高度亦配合縮減，最終填置淤泥數量則

由90萬m3大幅降至約13萬m3。各填置區域面積、數量及填置方式如下： 

1.台電第16~17號風機間，東南側低漥之雜草地：面積約5公頃，建議採「以

淤泥作為植生介質及回填材料」之方式進行填置，以平均填置淤泥高度2m

計（表層回覆厚度1~1.5m之現地砂土），約可填置數量約100,000 m3，

其現地照片詳見附錄四之照片1~2。 

2.台電第16~17號風機間之入侵裸露砂丘區域：面積約1.5公頃，建議比照水

利署水規所崎頂試驗站，採溝槽填置淤泥方式進行填置，可填置數量約

7,000 m3，其現地照片詳見附錄四之照片3。 

3.台電第17~18、18~19、19~20號風機間，東南側之雜草地及裸露地：面積

約5公頃，建議比照水利署水規所崎頂試驗站，採溝槽填置淤泥方式進行

填置，可填置數量約24,000 m3，其現地照片詳見附錄四之照片4~8。 

 
圖3.10-1  調整後建議淤泥填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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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調整淤泥填置位置、數量及填置方式等規劃內容後，北水局於99年5

月3日將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觀音樹林仔海岸林地之淤泥填置與植生復育造林之

規劃內容及相關書圖資料，正式行文林務局（水北養字第09905002440號函，詳

附錄四），並訂於99年5月10日會同林務局相關單位承辦人員進行現地會勘。 

林務局於現地會勘後，於99年6月2日函覆（林政字第0991610155號函，詳

附錄四）考量該區域為海岸第一線迎風面，立地條件嚴苛，本計畫將表面刨除後

填置淤泥，再覆以原有表土，恐擾動原已穩定之海岸砂地，造成飄砂情形加劇，

不利後續造林，建請另覓其他適當地點辦理。 

鑑於與林務局進行初步溝通討論後，本計畫亦配合林務局之意見，調整縮減

填置規模及數量，改以林務機關之植生考量為主，不採大面積集中填築水庫淤泥

之方式，僅就局部植生較差區域進行填置，以儘量減低對該防風林既有防風定砂

功能之影響，惟如前所述，林務局考量該區域為海岸第一線迎風面，立地條件嚴

苛，恐擾動原已穩定之海岸砂地而未予同意。北水局遂指示本計畫再行評估鄰近

海岸區域可行地點。 

囿於有關針對桃園鄰近海岸區域(如新竹)另覓可行地點之相關調查規劃工作

已超出本計畫契約執行範圍，惟本計畫仍特別針對新竹縣新豐鄉垃圾掩埋場西側

海岸進行現勘及初步調查，如圖3.10-2及圖3.10-3所示，提供北水局參考。該基

地因臨鄰海岸，涉及與海岸水體接觸，其工程複雜度及對海岸環境衝擊皆大於前

述之觀音海岸段(樹林仔海岸)，經初步評估不宜作為淤泥埴置場址。 

由於前述「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之工作內容，係沿續

前期「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所選出桃園地

區可能之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音及新屋等3處海岸段，選擇對環境衝擊最小，

最為可行之場址，辦理進一步之詳細調查及規劃。其中大園、新屋海岸段因位潮

間環境及生態敏感區域，需進行填海造地或海埔地開發，其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

皆較觀音樹林仔海岸段大，相關申辦及環評程序所涉及法令層面較複雜，工程技

術難度及成本亦較高。此外因涉及潮間環境，仍需蒐集建立較長期之海岸監測及

生態調查資料(如潮汐、海流、生態、氣侯變遷對海岸之影響…等)，並進行相關

模擬分析後，方可進一步規劃設計，無法於短期內達成填置淤泥之目的。 

因此經本計畫第3.1節評估結果，考量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之填置場址為3處海

岸段中，唯一不涉及與海岸水體接觸，對海岸環境衝擊最小，且其預估可填置淤

泥量體大，較具經濟規模效益，故以為最可行之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作為建議場

址。惟在前述林務局(土地所有機關)未予同意之情況下，未來仍將持續配合各級

政府之各項工程，尤其以重大公共工程案(如台北港擴建、社子島開發)，積極利

用公共工程土方交換作業提供淤泥作為填方之用，以增加石門水庫淤泥之去化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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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0-2  新竹縣新豐鄉垃圾掩埋場西側海岸航照圖 

 

 

 

 
圖3.10-3  新竹縣新豐鄉垃圾掩埋場西側海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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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 

4.1 基本資料蒐集 

中興公司將針對「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設計」及「石門水庫

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之地形、水文、地質、工程用地地籍調查、河川

治理計畫等基本資料蒐集研析並作初步可行性評估，以利北水局評估擇定方案辦

理。 

4.1.1 地形資料蒐集 

石門水庫位於淡水河最南之支流—大嵙崁溪上；此溪自石門以上沿溪長

83km，谷地最寬20km。流域地勢大致向北傾斜，山脈走向與岩層走向平行，大

致為北東70°~80°，各脈山峰高度自東南向西北逐漸降低，自石門以下始出山地。 

水庫區域介於拉號及石門間，滿水時浸水面積可擴展至角板山附近。淹沒區

內河床坡度約為百分之一；河谷地形約可分為東、中及西三段。東段為竹頭角以

東至角板山一帶，一部份為較狹之河谷，一部份則為稍開闊之河階地。中段河谷

係自竹頭角至新柑坪之間，長約3km，包含了有竹頭角、阿姆坪、大溪坪及新柑

坪等廣闊階地，河谷開暢而平緩。西段河谷為新柑坪以西至壩址間之地段，其間

除石牛山附近有稍廣闊階地與河谷出現外，餘皆為狹窄之峽谷地帶。 

水庫區左岸為雄厚山嶺，地形變化大，高度通常自600餘公尺起至近千公尺

左右。右岸則有枕頭山與溪洲山挺峙於水庫東北及西北方，兩者之間為高度約

300m以上之丘陵地帶。溪洲山脊向西南西延伸至大壩壩址，高度自500餘公尺降

至300m左右；山脊為厚層堅實之砂岩層所組成，為水庫北緣之界牆；脊軸與地

層走向平行，其橫斷面上銳下闊，基部寬約300m，頂部高出河床約170m，東南

坡面傾向與地層傾向一致，構成一向庫區傾斜之順向坡；山脊之西北坡面則為一

逆傾坡。 

壩址下游則為台地地形；台地表層多為紅土及礫石堆積，不整合覆蓋於已褶

曲之頭嵙山層礫岩及泥岩之上。 

大漢溪為淡水河三大支流之一，在台北盆地以南至石門水庫之間，大漢溪流

路呈東北方向流入台北盆地。大漢溪以西屬桃園台地，大漢溪以東屬丘陵地，石

門後池位於石門水庫下游高程在200至800m之間。在桃園大溪、龍潭一帶大漢溪

河谷兩岸之河階地相當廣泛發達，本河階群的成因主要由於台北盆地的陷落，大

漢溪改道注入台北盆地，導致大漢溪河流侵蝕力復活，由桃園台地面向下切割，

產生階數發達的河階群；本區以大坪、二坪、舊溪洲及內柵等階地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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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水文資料蒐集 

石門水庫集水區水文氣象站分佈如圖4.1-1所示，統計民國45年至96年之

一、二及三日流域平均暴雨量值資料顯示，一日最大暴雨平均約為288mm、二日

最大暴雨約為383mm、三日最大暴雨約為411mm。而歷年最大一日暴雨可達

770mm、歷年最大二日暴雨可達1,285mm、歷年最大三日暴雨可達1,421mm，

均發生於52年葛樂禮颱風過境期間。 

石門水庫民國15~86年之平均年逕流量為1,394.66百萬m3，經增補民國

87~95年之年逕流量，重新統計年逕流量為1,421.61百萬m3，兩者相差不大，顯

示流量之長期變化不大。 

 

 

圖4.1-1  石門水庫集水區代表雨量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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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地震及地質資料蒐集 

蒐集自1604年迄2005年止之地震資料。其中1897年以前資料係自明清代史

料內整理出，均屬規模較大之災害地震；而1898年以後則為以儀器實測之地震資

料，依地震測站、儀器及資料之品質又可劃分為數個階段，即：(1)1935年以前，

(2)1935~1972年，(3)1973年以後迄1991年二月及(4)1991年二月以後。由歷史地

震資料之分析可知，石門水庫所處之台灣西北部地區為地震發生頻度較少地區，

惟三百年來此區域仍有多次淺源災害性地震發生，其最大者規模達7.1。 

本區域內存有數條主要區域性逆衝斷層，自西向東計有新店、屈尺及石槽斷

層等，其中以通過壩址下游附近之新店斷層最重要，須謹慎評估；而通過庫區阿

姆坪附近之屈尺斷層亦須加以注意。在淹沒區內主要地質構造除較大之屈尺斷層

外，尚有五寮、水流東、內灣等斷層，其走向略平行地層走向，亦呈東北東向，

向東南傾斜。 

水庫區域位於雪山山脈帶及西部麓山帶兩地質分區內如圖4.1-2所示。出露之

地層以第三紀為主，在淹沒區以上之地層由中新世早期及漸新世略顯輕微變質之

砂岩及硬頁岩組成；於淹沒區與壩址附近則為中新世未變質之砂岩與頁岩；而於

壩址下游後池附近，地層屬於更新世之頭嵙山層與全新世之台地堆積層。 

 

(資料來源：中央地質調查所桃園圖幅1996年、中壢圖幅1990年) 

圖4.1-2  區域地質圖 

受區域性逆衝斷層之影響，本區域地層多呈東北東走向，與水庫縱長之方向

略成斜交，呈中至高角度向東南傾斜，傾角介於40°~8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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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工程用地調查 

依據營建署製作之土地使用分區圖套疊本計畫區域衛星影像及可能工程用

地範圍如圖4.1-3所示，本計畫工程用地土地使用類別多屬於一般農業區及遊憩用

地，中興公司將針對「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設計」與「石門水庫

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所劃定之工程設施位置，套疊本區之地籍圖資進

行篩選，以得知需用土地使用情形及初步推估徵收費用。 

 

圖4.1-3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圖 

4.1.5 河川治理計畫 

台灣省水利局民國82年3月之『大漢溪治理基本計畫(由石門都市計畫界起至

三峽河匯流口止)』為工址附近之河川治理計畫，該計畫範圍為大漢溪T051三峽

河匯流口～T090A石門都市計畫界，保護標準為100年重現期洪水。本計畫區域

一百年頻率洪峰設計流量為8,700cms，河段之計畫洪水量圖如圖4.1-4所示。台

灣省水利處於民國82年核定公告大漢溪治理計畫線。 
 

 

單位：m/s 

圖4.1-4  大漢溪各河段計畫洪水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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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方案研擬評估 

4.2.1 各方案工程佈置規劃之研擬評估 

政府近年來在水庫淤泥應視為河川既有自然產物之基礎下，提出水庫淤泥返

回其來處(集水區保育工程應用)與回歸其去處(回歸水庫下游河道中)之可能方

法。若水庫淤泥回歸下游河道成為可行，則亦可大量增加淤泥的最終去處。水利

署也與環保署溝通協調平時能以放淤或抽泥等行為加速水庫清淤，可預見未來在

符合水污染防制法及不污染河川水質之情況下，水庫淤泥回歸下游河道將成為可

行之方式。本計畫之「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設計」及「石門水庫

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都將秉持國土復育之觀念下，構思一有效之方式

讓淤積物回到大漢溪河道中。 

1.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 

（1）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 

利用現有沉澱池或徵收治理範圍之河道，以技術考量規劃透水性囚砂

池，作為平常抽砂暫置地，於洪水期再利用水力排砂排放至下游河道，

因此，嘗試規劃以下2個方案︰ 

a.方案一 

本方案利用11號沉澱池基地位置，於最靠近河道處設置一出口閘門，

再興設一引水道從後池引水，於洪水期再利用水力排砂將蓄積於沉澱

池內之淤泥，藉由新設沉澱池出口閘門排放至下游河道。 

上述規劃構想需有引水道設施從後池引水，利用閘門啟閉，於颱風期

間開啟閘門引水以射流之方式沖擊11號沉澱池內之淤泥；由於既有沉

澱池(沉澱池現況斷面示意圖可詳圖4.2-1)之出水渠年久失修，故建議

於此新設引水道經過之每座沉澱池邊設置溢流口，使沉澱池頂部之清

水經溢流口流入此引水渠內，則平時可作為降低沉澱池水位之排水

路；沉澱池因新設引水道經過修築後之示意圖可詳圖4.2-2。 
 

 
圖4.2-1  沉澱池現況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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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沉澱池修築後斷面示意圖 

由於後池堰右岸溪洲圳入口常有淤積現象，依據「石門水庫水門操作

規定96年6月21日(修正)」後池右岸溪洲圳閘門之基本資料為：控制閘

門一座，直徑0.35m，閘門底標高131.85m，最大放水量0.18cms。故

未來此引水道之入口設於後池堰溪洲圳取水口旁，入口端渠底標高可

設於131.0m，低於溪洲圳閘門底標高，颱風時開啟此新設引水道閘門

引水，於引水同時也將溪洲圳入口附近之淤泥一併沖刷帶走，如此可

解決溪洲圳入口常有淤積之現象。由於此引水量仍遠低於颱洪時溢流

量，並不會改變後池堰之水理狀況。 

本計畫考量11號沉澱池外溪洲堤防浮覆地附近之地表高程，初步將引

水道縱坡訂為1/145.0，水路長度約2,820m，依此數據檢討引水道於不

同引水流量與渠寬之流速與水深關係如表4.2-1所示。 

受限於引水量愈大則引水道之規模要愈大，引水道寬度影響沉澱池用

地，寬度愈寬則將佔用沉澱池空間愈大，擬建議引水道以最大引水量

40cms、渠寬5m、渠高4m來設計，於進口(後池端)、各沉澱池邊及水

道出口(溪洲堤防浮覆地端)設置閘門控制水量。近幾年颱風來臨時，石

門水庫之洩洪量如表4.2-2所示。由此可知，於颱洪期間應有40cms之

水量可引至引水道。其相關設施如表4.2-3所示。引水道路線平面圖如

圖4.2-3所示。引水道入口與溪洲圳入口位置圖如圖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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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方案一引水道於不同引水流量與渠寬之流速與水深關係表 

30m 20m 10m 5m 渠寬 
流量 流速 水深 流速 水深 流速 水深 流速 水深

100 4.26 0.78 4.92 1.02 6.02 1.66 6.45 3.10 
80 3.91 0.68 4.52 0.88 5.58 1.43 6.11 2.62 
60 3.49 0.57 4.05 0.74 5.05 1.19 5.68 2.11 
50 3.25 0.51 3.78 0.66 4.74 1.06 5.41 1.85 
40 2.98 0.45 3.47 0.58 4.37 0.91 5.07 1.58 
30 2.66 0.38 3.10 0.48 3.94 0.76 4.66 1.29 
20 2.27 0.29 2.65 0.38 3.39 0.59 4.10 0.98 
10 1.72 0.19 2.02 0.25 2.61 0.38 3.25 0.62 

流量單位: cms；流速單位: m/s；水深單位: m。 
 

表4.2-2  近年石門水庫之洩洪量統計表 

颱風名稱 時間(年/月) 洩洪量(cms) 
敏督利 93/7 350.75 

蘭寧 93/8 1,208.33 
艾利 93/8 8,593.85 
納坦 93/10 957.00 

南瑪都 93/12 243.63 
海棠 94/7 3,198.61 
瑪莎 94/8 5,166.40 
泰利 94/8 3,689.31 
龍王 94/10 1,368.60 
珍珠 95/5 104.66 

碧利斯 95/7 660.00 
凱米 95/7 146.05 
桑美 95/8 384.37 
珊珊 95/9 979.32 
聖帕 96/8 1,844.40 
韋帕 96/9 2,593.69 

柯羅莎 96/10 5,300.39 
 

表4.2-3  方案一相關設施表 

引水道： 
引水道長度 2,820m 
引水道斷面 5m(寬) x 4m(高) 
引水道進口端渠底高程 EL.131.0 m 
引水道尾端渠底高程 EL.111.55 m 
引水道渠底坡度 1/145.0 
設計引水量 4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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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  方案一引水道路線平面圖 

 

 

圖4.2-4  方案一引水道入口與溪洲圳入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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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對於此方案的進行，給予以下提醒、建議︰ 

（i）引水路工程入口閘門位置，目前暫定於溪洲圳入口附近設置，但

此規劃會是於既有後池堰右側土石壩上開口設置閘門，若機關就

成果擇定此方案施行細部設計，需注意引水道入口閘門的設置，

需不可破壞原有土石壩之功能。 

（ii）根據上述目前規劃的引水路入口閘門位置，會有對壩體安全上的

顧慮，建議可另行評估將閘門開口位置設置於後池右邊的護岸，

以減少對壩體的破壞，但此設置是垂直於水流的方向，可能導致

閘門口有泥砂淤積現象，因此，還需詳細評估施行的可能性。 

（iii）根據經濟部水利署於2010年2月23日所做的「台灣水庫淤積處理

對策」簡報中，石門水庫繞道排砂案目前正在規劃中(路線規劃圖

可詳圖4.2-5)，預計民國100年完成可行性規劃、工期為5~7年；

其繞道排砂隧道出口及其消能池可能會利用10號、11號沉澱池，

若繞道排砂案確定可行，其排砂能力將大於新建引水道之效果，

故建議此引水道暫時不要興建，將此用地預留給繞道排砂規劃案

之排砂道出口使用。 

（iv）若繞道排砂規劃案之排砂道出口改由其他地點，不影響引水道出

口位置時，還需考量到水利法、河川管理辦法及水庫蓄水範圍使

用管理辦法等相關法規修改完成後，才能興建。 

（v）目前北水局已完成排砂管更新改善工程，若未來修法完成後亦可

利用此排砂管於適當位置導引入引水道中，增加排砂效果。 

（vi）目前水工模型試驗對於「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

是擬定以11號沉澱池位置進行淤泥沖刷試驗，若有上述相關變因

產生時，則會依照貴局所訂定之沉澱池位置，進行水工模型試驗。 
 

 

圖4.2-5  石門水庫繞道排砂案之規劃路線圖 

約為 10 號、11 號沉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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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案二 

此規劃理念，是配合爾後於報告中會提及之「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

工程規劃」內容裡，有關水庫淤泥堆置地點為堆置區(3)︰溪洲浮覆地

時的方案規劃。 

本方案規劃透水堤作為平常抽砂暫置地，再興設一引水道從後池引

水，於洪水期利用水力排砂將蓄積於透水堤內之淤泥排放至下游河

道。而從平面位置圖4.2-6上，11號沉澱池下游側之凹地(溪洲堤防之浮

覆地)為距離下游河道最近之地點，適合規劃為透水堤。 

（a）透水堤 

規劃理念為利用溪洲堤防浮覆地之天然凹地作為透水堤，於該處

之水道治理計畫線施作透水堤。平時庫區抽泥船利用北區水資源

局既設之排砂管將清淤之泥水排放至該區，讓含水量極高之泥水

於此區沉澱，透水堤將泥過濾阻擋在堤內，過濾後之水則由堤身

滲出流入大漢溪，颱風來臨時則利用本計畫新設之引水道從後池

引水，利用水流力量將透水堤之淤泥衝入大漢溪內，藉此作法讓

原本屬於大漢溪之泥砂能再回歸到河道內。透水堤位置可詳圖

4.2-6。 

 
圖4.2-6  透水堤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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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身係利用石門水庫上游清淤之卵礫石及泥砂組成過濾系統，達

到將泥過濾阻擋在堤內，避免泥水污染大漢溪之目的。透水堤本

身於颱風期間進行水力排砂時允許破壞，破壞後再利用石門水庫

上游清淤之卵礫石及泥砂重建，兼具土石再利用之目的。 

堤身的規劃，可詳之後於報告中會提及「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

工程規劃」所指出的”透水堤規劃”內容；由於過濾系統卵礫石泥

砂級配配置之過濾效果與石門水庫淤泥特性有關，建議未來實施

前應先行試驗，找出最佳之佈置方式。 

（b）引水道之規劃佈置 

上述透水堤需有引水道設施從後池引水，故需興設一引水道利用

閘門啟閉，於颱風期間開啟閘門引水以射流之方式沖擊囚砂池內

之淤泥，利用水力將囚砂排放至大漢溪下游河道；由於既有沉澱

池之出水渠年久失修，故建議於此新設引水道經過之每座沉澱池

邊設置溢流口，使沉澱池頂部之清水經溢流口流入此引水渠內，

則平時可作為降低沉澱池水位之排水路。 

本計畫考量後池及溪洲堤防浮覆地附近之地表高程，初步將引水

道縱坡訂為1/146.2，水路長度約3,070m，依此數據檢討引水道

於不同引水流量與渠寬之流速與水深關係如表4.2-4所示。受限於

引水量愈大則引水道之規模要愈大，引水道寬度影響沉澱池用

地，寬度愈寬則將佔用沉澱池空間愈大，擬建議引水道以最大引

水量40cms、渠寬5m、渠高4m來設計，於進口(後池端)、各沉澱

池邊及水道出口(溪洲堤防浮覆地端)設置閘門控制水量。近幾年

颱風來臨時，石門水庫之洩洪量如表4.2-2所示。由此可知，於颱

洪期間是有40cms之水量可引至引水道。其相關設施如表4.2-5

所示。引水道路線平面圖如圖4.2-7所示。 

方案二之引水道規劃與方案一差別在於，引水道是經過11號沉澱

池，而沒有在其設置出口閘門；引水道之出口是設置在溪洲堤防

的水道治理計畫線上，並於其施作透水堤；其功能在平時則有似

閘門阻擋淤泥的功能，而颱洪期間，則可利用水流力量將透水堤

沖毀與淤泥衝入大漢溪內，達到河道自然排渾的效果。 

綜上所述，對於此方案的進行，給予以下提醒、建議︰ 

（i）本方案也會遇到與方案一所提及的相關問題(如:引水道入口閘門問

題、繞庫排砂規劃的影響、法規上的問題…等)。 

（ii）考慮到透水堤水利排砂規劃，會涉及修法等問題，可知相對方案

一，方案二於推動上更為不易，因此，建議以方案一為「石門水

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之優先考量；以下的工程佈置相關

內容，則以方案一為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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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方案二引水道於不同引水流量與渠寬之流速與水深關係表 

30m 20m 10m 5m 渠寬

流量 流速 水深 流速 水深 流速 水深 流速 水深

100 4.25  0.78 4.91 1.02 6.00 1.67  6.43  3.11 
80 3.90  0.68 4.51 0.89 5.56 1.44  6.10  2.62 
60 3.48  0.57 4.04 0.74 5.04 1.19  5.66  2.12 
50 3.24 0.51 3.77 0.66 4.72 1.06 5.39 1.86
40 2.97 0.45 3.46 0.58 4.36 0.92 5.06 1.58
30 2.65 0.38 3.09 0.49 3.93 0.76 4.64 1.29
20 2.26 0.29 2.64 0.38 3.38 0.59 4.09 0.98
10 1.72 0.19 2.01 0.25 2.60 0.38 3.24 0.62

流量單位: cms；流速單位: m/s；水深單位: m。 
 

表4.2-5  方案二相關設施表 

1.透水堤(堆置區(3))： 
透水堤面積 10 公頃 
透水堤高度 1.0m 
透水堤堤長 800m 
設計囚砂量 75,000m3 
2.引水道： 
引水道長度 3,070m 
引水道斷面 5m(寬) x 4m(高) 
引水道進口端渠底高程 EL.135.0m 
引水道尾端渠底高程 EL.114.0m 
引水道渠底坡度 1/146.2 
設計引水量 40cms 

 

 
圖4.2-7  方案二引水道路線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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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案一之引水路新建工程初步佈置 

利用11號沉澱池基地位置，於最靠近河道處設置一出口閘門，再新設

一引水道從後池引水，於洪水期再利用水力排砂將蓄積於沉澱池內之

淤泥，藉由新設沉澱池出口閘門排放至下游河道；11號沉澱池最靠近

河道的寬度約有100m，對於此處所要設置的引水道出口閘門，目前暫

估為有5孔(寬5m x 高4m)的閘門，但還需經水理分析才可知此閘門的

設置是否妥當。 

上述規劃構想需有引水道設施從後池引水，利用閘門(1孔)啟閉，於颱

風期間開啟閘門引水以射流之方式沖擊11號沉澱池內之淤泥；由於既

有沉澱池之出水渠年久失修，故建議於此新設引水道經過之每座沉澱

池邊設置溢流口(可利用閘門板控制溢流口之高程)，使沉澱池頂部之清

水經溢流口流入此引水渠內，則平時可作為降低沉澱池水位之排水路。 

此引水道之入口設於後池堰溪洲圳取水口旁，入口端渠底標高設於

131.0m，低於溪洲圳閘門底標高，利用颱風洩洪時開啟此新設引水道

閘門引水，於引水同時也將溪洲圳入口附近之淤泥一併沖刷帶走，如

此可解決溪洲圳入口常淤積之現象。由於此引水量仍遠低於與颱洪時

溢流量，不會改變後池堰之水理狀況。相關平面佈置如圖4.2-3所示，

其相關設施如下： 

引水道： 
引水道長度 2,820m(其中 300 m 為暗渠) 
引水道斷面 5m(寬) x 4m(高) 
引水道進口端渠底高程 EL.131.0m 
引水道尾端渠底高程 EL.111.55m 
引水道渠底坡度 1/145 
設計引水量 40cms 
引水道入口閘門(1 孔) (寬 5m x 高 4 m) x 1 
新設沉澱池閘門(5 孔) (寬 5m x 高 4m) x 5 

 

目前北區水資源局正在進行排砂管更新改善工程，若未來修法完成後

亦可利用此排砂管於適當位置導引入引水道中，增加排砂效果。圖4.2-8

為閘門標準斷面圖。圖4.2-9為引水道暗渠標準斷面圖，圖4.2-10為引

水道明渠標準斷面圖，圖4.2-11為引水道縱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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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8  閘門標準斷面示意圖 

 

 
圖4.2-9  引水道暗渠標準斷面示意圖 

 

 
圖4.2-10  引水道明渠標準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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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1  引水道縱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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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案一之工程數量與工程費用估算 

依上述工程佈置方案估算工程費，將參照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

87年9月「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列手冊」之原則與方式編列，其中

工程成本包含直接工程費及間接工程費等項目，按99年1月物價估列。 

所需工程費約為232.06佰萬元，工程數量及工程費如表4.2-6所示。 

表4.2-6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方案一工程費估算表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複價 
1.直接工程費： 

1.1 混凝土 m3 18,330 3,154 57,812,820
1.2 鋼筋 kg 1,466,400 28 41,059,200
1.3 模版 m2 36,660 342 12,537,720
1.4 挖方 m3 167,790 51 8,557,290
1.5 填方 m3 111,390 51 5,680,890

1.6 
入口閘門 
(寬 5mx 高 4m – 1 孔) 

座 1 10,000,000 10,000,000 

1.7 
沉澱池出口閘門 
(寬 5mx 高 4m – 5 孔) 

座 1 50,000,000 50,000,000 

直接工程費小計  185,647,920
2.間接工程費: 

2.1 直接工程費 x25%  46,411,980
合計(1+2) 232,059,900

 

2.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 

（1）透水堤規劃 

水庫淤泥於下游河道堆置，於洪汛期完成沖淤前，為防止淤泥因雨天逕

流或自體排水攜帶細料流入河道，在鄰水側填築透水堤，整體工程初步

規劃如圖4.2-12所示。茲說明如下： 

(1) (2)

透水堤
(濾料區)

囚砂區河道側

1:2.5
1:2.5

(1)利用義興防砂壩淤積料
(2)利用羅浮橋下游側淤積料(或是沉澱池淤積料)

~2.0m
~1.5m

 

圖4.2-12  河道放淤透水堤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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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透水堤： 

係利用石門水庫上游清淤之河床料組成過濾系統，達到將泥過濾阻

擋在囚砂區池內，避免平時流入大漢溪主河道。透水堤本身於颱風

期間進行水力排砂時允許破壞，破壞後再利用石門水庫上游清淤之

卵礫石及泥砂重建，兼具土石再利用之目的。堤身之過濾系統初步

佈置如圖4.2-12。由於石門水庫淤泥屬ML、CL，因此濾料區應可

利用水庫中羅浮橋下河床料作為濾層，防止囚砂區之泥砂隨著水流

流過濾層，若為考量透水堤承受洪汛前大雨侵蝕，必要時在透水堤

外側以義興防砂壩之較粗河床料鋪面。因堆置區高度不若一般土石

壩，且設置目的在高流量河水亦當沖毀，使用期限短，濾層設計可

不用如土石壩濾層規範般嚴謹，初期透水堤可填築寬度較大濾層，

經由執行歷次實地經驗，找出最佳之佈置方式。若考量施工簡易性

及土石壩自然堆砌安息角度，建議以1:2.5之自然穩定坡度作為透水

堤之堆置角度。 

（b）堤高： 

透水堤之堤高以2m左右為原則。 

（c）堤長： 

透水堤之堤長配合堆置區範圍。 

（2）水庫淤泥堆置地點 

評估水庫淤泥河道沖淤堆置地點選擇應考量條件有： 

（a）汛期有足夠流量或流速可到達區域。 

（b）平時水位不到達區域，且有足夠場地可供堆置、運輸。 

（c）堆置區運輸設施可到達、運輸距離適當。  

經以上述條件評估可供選擇之水庫淤泥堆置區，包含後池堰底河床至90

斷面間區域(堆置區(1))、第十三號沉澱池外河床(堆置區(2))及溪洲浮覆地

(堆置區(3))等三處，此三處可行性堆置區之面積、高度、堤長與堆置區設

計囚泥量如表4.2-7所列，而相關斷面及堆置區位置則如圖4.2-13所示。 

表4.2-7  可行性堆置區列表 

 堆置區  (1) 堆置區  (2) 堆置區  (3) 

堆置區面積(m2) 80000 20000 100000 

堆置區高度(m) 2.0 2.0 1.0 

堆置區堤長(m) 600 550 800 

堆置區設計囚泥量(m3) 1.20x105 0.30x105 0.75x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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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3  後池堰至85斷面間之航照圖與斷面位置 

以下分別說明各堆置區之相關資料及優劣點： 

（a）石門水庫後池堰底河床至90斷面間區域(堆置區(1)) 

石門水庫後池堰，堰高10m，距下游約160m有溪洲大橋；近後池堰河

道寬約350m，但至下游620m處之河道寬縮至約120m(後池堰下游河段

臨榮安二村河岸堤防外)，如圖4.2-14所示，因此，進行沖淤時可能導

致靠近後池堰處之淤泥無法完全往下游推移，此為不利條件，因此這

區域堆置水庫淤泥時，需在大流量時方可達成完全沖淤，但靠近斷面

90處之區域，由於斷面窄縮流速增大，因此可作為沖淤時之適當地點，

但其成效與可沖淤範圍必須藉由試驗或是數值模擬進行驗證。此區域

之透水堤興建時，在堆置及填築透水粒料施工中皆不用到公路（溪洲

大橋）等道路，此堆置區基地面積初估可有長600m，寬350m，堆置

高度2m之範圍，估計可每次堆置沖淤淤泥量約1.2x105m3。 

此堆置區設置淤泥堆置需考量後池堰在平時不溢流狀態時不被主河道

之水流沖毀或是破壞，或是經由透水堤滲流之水流其含砂濃度不超過

大漢溪水質標準，且平時之主河道應維持靠近左岸處，盡量利用後池

堰之排砂道進行放流，保持下游鳶山堰之正常取供水操作。後池堰下

游河道現況如圖4.2-15所示，圖上顯示該區域僅剩粗顆粒之卵礫石堆

置，且河床岩盤已經裸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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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m

600m

 
圖4.2-14  石門水庫後池堰底河床至90斷面間區域 

 
圖4.2-15  後池堰底河道現況 

（i）優點 

․ 利用後池堰放流水量及堰高位能，放流沖淤能量較足。 

․ 堆置範圍廣，可容納約1.2x105m3淤泥 

（ii）缺點 

․ 後池堰附近河道幅地較大出口狹窄，沖淤時堆置淤泥大部分可能

就近沉積。 

․ 近溪洲大橋，設置堆置區後對橋墩之影響應加以考量。 

（b）第十三號沉澱池旁堤防外河床(堆置區(2)) 

第十三號沉澱池旁堤防外河床受歷年洪水沖刷，目前河床岩盤已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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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位於第十三號沉澱池及十二號沉澱池之間有一圳渠排放口，如圖

4.2-16所示，堆置區設置在其上游側並不受影響。本區域以沿堤防基腳

外側堆置，粗估以寬60m，長550m堆置2.0m高之水庫淤泥堆置區，總

體積為3.0x104m3。圖4.2-17顯示目前第十三號沉澱池旁堤防外河床現

況，圖上顯示該區域亦僅剩粗顆粒之卵礫石堆置，且河床岩盤已經裸

露，可見歷年颱風豪雨經由水庫放流之細料泥砂無法沉積於此區域，

因此亦可作為臨時淤泥堆置區之參考。 

圳渠排放口

550m

60m

 
圖4.2-16  第十三號沉澱池旁堤防外河床區域 

 
圖4.2-17  第十三號沉澱池旁堤防外河床現況 

（i）優點 

․ 除可當水庫淤泥堆置洪汛沖淤區，同時可作堤防基礎保護工、避

免河床岩盤長期裸露風化情形。 

․ 以高灘地進行填築，不違反現行法令許可，適合在法規有疑慮前

試辦區域。 

（ii）缺點 

․ 可供填築面積較小，因此可堆置之淤泥量有限。 

․ 河床岩盤有多處有大沖蝕溝，施工填築臨時道路費用較高且透水

堤之興建困難度亦相對較高。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79 

 
6650C 

（c）溪洲浮覆地(堆置區(3)) 

溪洲堤防位於大漢溪斷面86至斷面87之間之右岸，其位置如圖4.2-18

及圖4.2-19所示。其在河川治理範圍外有一廣大浮覆地，平時近水庫淤

泥沉澱池(第11號及第12號沉澱池)。溪洲浮覆地面積初估面積有

100,000m3，因此可堆置大量水庫淤泥。但大部分區域不位於主流河道

上，因此進行沖淤時，主河道之水流無法到達此區域或是此區域直接

受到水流之沖擊，且此區域地形在高水位時容易形成迴流區，堆置之

淤泥無法隨水流被帶至下游，且透水堤亦無法被水流沖毀進而將堆置

之淤泥帶至主河道，因此若規劃為沖淤區，水庫淤泥堆置位置原則選

擇於近河道，以利發揮沖淤功效。 

本區域除河川區域範圍為水利機關轄管，其河川治理區域線外土地需

辦理相關使用同意程序；另本區域亦是水庫繞庫排淤隧道出口，因此

堆置區在設置時，必須在使用許可上、搭配沉澱池沖淤評估上以及水

庫繞庫排淤上進行綜合考量，所以設置堆置區困難度相對較高。 
 

800m

250m

箱型渠圳

 
圖4.2-18  溪洲浮覆地區域 

 
圖4.2-19  溪洲浮覆地河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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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優點 

․ 面積最大，可堆置大量水庫淤泥。 

․ 緊鄰第11號及第12號沉澱池，可搭配第11號沉澱池之沖淤操作或

其他沉澱池之沖淤聯合操作。 

（ii）缺點 

․ 上游有一2mx2m箱型渠圳進入，排水路線需規劃，以利平時排

水，避免影響淤泥堆置。 

․ 部分區域有私設池塘，工程設施佈置時需考量土地徵收問題。 

․ 非位於主流河道，可行性堆置區有限，需增建引水道設施，達沖

淤功能。 

․ 溪洲浮覆地目前被另案規劃為石門水庫繞道排砂規劃案之排砂

道出口，因此必須進行綜合考量。 

（3）堆置區河流沖淤可行性評估 

（a）堆置區之流場與泥砂啟動適用性評估 

堆置區之淤泥主要來自石門水庫，因此由石門水庫沉澱池之淤泥樣本

即可得知堆置區之泥砂粒徑，如圖4.2-20所示。該試體全數通過#200

號 篩 網 ， 因 此 粒 徑 低 於 0.075mm 。 沉 泥 (silt ， 粒 徑 介 於

0.004mm~0.02mm) 含量約佔 60 ％，其餘為黏土 (clay ，粒徑小

0.004mm)，其中值粒徑為0.008mm，密度為1.865(g/cm3)。 

 
圖4.2-20  石門水庫淤砂粒徑分布圖 

而堆置區之透水堤濾料則來自於石門水庫上游，根據水保局之石門水

庫庫區整體治理調查規劃報告中之河床質調查，石門水庫上游之河床

粒徑平均值大小介於25mm~64mm之間，如表4.2-8所示，其採及位置

則如圖4.2-21所示，若根據 Fortier and Scobey(1926)之泥砂啟動速度

資料來源︰水利規劃試驗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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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4.2-22)可知，透水堤之粗細濾料粒徑介於0.008mm~64mm之

間，若是考量非黏性土壤之顆粒，則啟動流速介於 2ft/s(Silt 

loam)~6.5ft/s(Coarse gravel)之間，約為0.6m/s~2m/s之間，若是考量

乾硬之黏性土壤(Stiff clay)，則泥砂啟動流速約為5ft/s(約為1.5m/s)，

此外，參考Vanoni(1977)利用石英砂所作之泥砂啟動圖(圖4.2-23)，可

知粗細濾料粒徑介於0.008mm~64mm之間時，則啟動流速介於

0.6m/s~3m/s之間，由上述可知透水堤之粗粒料如果採用64mm以上之

顆粒時，其泥砂啟動流速需要2m/s~3m/s，細濾料如果沒有黏滯性時需

要0.6m/s的啟動流速，若是堆置之石門淤泥若屬乾硬之黏性土讓(水分

已排除)，則沖刷之水流速度約為1.5m/s，若以0.6m/s之水流作為此堆

置區之設置標準時，則採用之粗顆粒建議採用5mm(Vanoni,1977)，若

以1.5m/s之水流作為此堆置區之設置標準時，則採用之粗顆粒建議採

用10mm(Vanoni,1977)，若以2.0m/s之水流作為此堆置區之設置標準

時，則採用之粗顆粒建議採用20mm(Vanoni,1977)，此時粗細濾料皆

可被水流帶至下游。 

表4.2-8  石門水庫上游河床質粒徑基本性質 

試坑編號  各代表粒徑(mm) 

D10 D20 D30 D35 D40 D50 D65 D75 D90 
孔    號  

平均粒
徑

Dn(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最大粒
徑 (mm) 

粒徑 4.76
㎜以下砂
質含量

(%) 
卡拉溪 A-1 36.4 1.0 1.6 2.3 3.0 4.0 12.0 33.0 70.0 225.0 300.0 25.2 

卡拉溪 A-2 37.5 1.2 2.1 3.0 3.8 4.6 20.0 45.0 72.0 145.0 300.0 17.4 

卡拉溪 A-3 44.4 1.6 2.6 3.7 4.2 8.0 27.0 55.0 84.0 290.0 280.0 13.6 

雪霧鬧溪 A-1 61.0 1.3 5.2 17.0 22.0 30.0 42.0 80.0 125.0 300.0 320.0 13 

雪霧鬧溪 A-2 52.5 0.8 70.0 11.0 13.0 17.0 26.0 60.0 105.0 300.0 300.0 16.5 

雪霧鬧溪 A-3 62.5 0.5 5.0 13.0 16.0 21.0 37.0 73.0 130.0 297.0 280.0 20.4 

榮華溪 A-1 51.4 0.8 2.0 4.0 9.0 18.0 30.0 76.0 120.0 310.0 350.0 21.2 

榮華溪 A-2 64.0 1.0 3.0 13.0 20.0 33.0 60.0 125.0 220.0 305.0 320.0 16.1 

榮華溪 A-3 52.0 0.3 5.0 10.0 11.0 15.0 25.0 60.0 96.0 230.0 350.0 19.2 

上奎輝野溪 A-1 28.5 0.9 1.4 2.1 2.6 3.0 4.3 9.0 20.0 305.0 200.0 27.9 

上奎輝野溪 A-2 25.5 1.2 2.6 5.0 7.0 9.0 21.0 50.0 90.0 305.0 280.0 16.6 

上奎輝野溪 A-3 37.5 0.4 7.9 11.0 12.0 17.0 20.0 34.0 49.0 90.0 170.0 13.3 

霧峰溪 A-1 34.0 0.8 1.4 2.4 3.1 4.6 11.0 70.0 300.0 320.0 300.0 26.4 

霧峰溪 A-2 26.3 1.0 1.7 2.6 3.1 4.0 7.0 20.0 43.0 100.0 300.0 24.4 

霧峰溪 A-3 24.9 1.1 1.8 2.3 2.7 3.0 3.7 5.7 20.0 240.0 350.0 23.2 

霧峰溪支流 A-1 49.1 3.0 12.0 23.0 30.0 40.0 67.0 100.0 150.0 310.0 300.0 14.3 

桃 A042-A-1 52.9 0.9 1.8 3.0 4.0 6.0 30.0 160.0 300.0 320.0 400.0 23 

桃 A042-A-2 45.5 0.6 6.0 11.0 13.0 15.0 22.0 50.0 80.0 207.0 250.0 18.3 

庫志溪 A-1 46.1 1.2 12.0 17.0 20.0 25.0 36.0 100.0 290.0 320.0 280.0 14 

庫志溪 A-2 31.7 0.7 2.1 11.0 14.0 17.0 22.0 40.0 50.0 70.0 300.0 23.8 

庫志溪 A-3 40.6 0.8 1.5 11.0 14.0 20.0 25.0 39.0 50.0 80.0 300.0 26.6 

庫志溪 A-4 39.4 1.2 2.4 5.0 11.0 13.0 20.0 34.0 48.0 200.0 350.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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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坑編號  各代表粒徑(mm) 

D10 D20 D30 D35 D40 D50 D65 D75 D90 
孔    號  

平均粒
徑

Dn(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mm 

最大粒
徑 (mm) 

粒徑 4.76
㎜以下砂
質含量

(%) 
庫志溪 A-5 30.2 0.9 1.3 2.0 2.5 3.0 5.0 16.0 30.0 100.0 400.0 49.5 

庫志佳志溪匯流-A-1 25.9 0.8 1.2 1.7 2.0 2.2 3.0 12.0 20.0 80.0 200.0 60 

宇內溪 A-1 56.2 5.0 13.0 20.0 22.0 27.0 38.0 50.0 80.0 140.0 280.0 10.1 

宇內溪 A-2 56.1 0.3 10.0 12.0 13.0 18.0 34.0 79.0 102.0 270.0 280.0 14.2 

義興溪 A-1 34.5 0.8 10.0 13.0 16.0 18.0 23.0 37.0 50.0 90.0 300.0 18.9 

三民溪 A-1 40.3 3.0 7.2 12.0 15.0 20.0 24.0 46.0 63.0 100.0 300.0 14.4 

三民溪 A-2 46.2 2.0 10.0 13.0 17.0 20.0 28.0 45.0 55.0 205.0 250.0 12.6 

角板山野溪  44.1 0.7 2.0 3.7 5.0 10.1 10.8 30.0 70.0 200.0 300.0 34.8 

 資料來源：水保局(2008) 

 
資料來源：水保局(2008)  

圖4.2-21  石門水庫集水區河砂粒徑採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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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2  泥砂啟動流速圖[Fortier and Scobey,1926] 

 

圖4.2-23  泥砂啟動流速圖[Vanoni,1977] 

本評估報告除了利用Fortier and Scobey(1926)及Vanoni(1977)之試驗

結果，進行堆置區之流場與泥砂啟動適用性評估外，本評估報告亦利

用二維水理模式，進行石門後池堰到85斷面間之河道水理模擬，探討

各重現期流量下，此區域之流場分布與水深分布狀態，進行堆置區之

流場與泥砂啟動適用性評估。二維水理模式係基於元素中心式有限體

積法(cell-centered finite volume method)所建立，因此可適用於非結構

性網格。此外，模式使用水面坡降法(surface gradient method)進行底

坡源項的處理，使得模式能夠進行複雜地形之水流模擬。詳細之模式

理論說明可參考Guo(2007)等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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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評估報告選定重現期2年、20年及200年之洪峰流量條件下之水理模

擬，進行可行性堆置區範圍內之流場與水位模擬，模擬結果與「石門

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劃」（中興公司，2008）之HEC-RAS一維水位模

擬結果進行比較，以作為二維水理模式準確性之參考依據。 

模擬前，首先依據石門後池堰到85斷面間之河道範圍及地形資料，進

行二維網格的生成，並利用BOSS公司商業軟體SMS(Surface Water 

Modeling System)之編置網格功能，可獲得非結構性之計算網格，其

網格總數為1952個，如圖4.2-24所示；圖中並標示出斷面之位置，以

及三個堆置區範圍。圖4.2-25則為模擬演算範圍內之地形等值圖。 

接著，設定邊界條件，河道兩岸邊界為不透水邊界；其餘內部的演算

元素均為水流計算之範圍。上游入流邊界給定流量，2年、20年以及200

年重現期洪峰流量分別為1,700m3/s、6,100m3/s以及10,400m3/s。下

游出流邊界(85斷面)給定水位，2年、20年以及200年重現期水位分別

為99.54m、102.46m以及104.25m。在初始水流條件方面，所有計算

網格給定水位為110m，初始水流流速為零。CFL為0.5。曼寧係數視高

灘或主深槽而定，分別為0.04與0.025。亂流運動黏滯係數之參數C給

定為0.1。 

圖4.2-26為各重現期洪峰流量條件下之流場模擬結果，顯示在2年重現

期時之水流集中在主深槽，高灘地水流緩慢；20年重現期時，高灘地

之水深已達1m以上；200年重現期時，高灘地之水深更已達2.48m以上

且後池堰附近有迴流產生。圖4.2-27、圖4.2-28以及圖4.2-29則分別為

各重現期洪峰流量條件下之水位、水深以及流速等值線圖。茲將各斷

面水位模擬結果，與「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劃」（中興公司，2008）

之HEC-RAS一維水位模擬結果進行比較，彙整於表4.2-9，結果顯示，

本模式與北水局之各斷面水位大致吻合。依據各重現期洪峰流量條

件，將所獲得之水深、流速以及水位模擬結果，依據所選區之堆置區

(1)、(2)以及(3)範圍，進行平均值、最小值以及最大值的彙整，如表

4.2-10所列。由表中可知，在重現期2年之流況下堆置區(3)的平均水深

僅0.21m，但堆置區(1)及堆置區(2)之水可達0.69m~0.93m之間；堆置

區 (3)的平均流速僅0.04m/s，但堆置區 (1)及堆置區 (2)之水可達

1.16m/s~1.34m/s之間，但重現期20年之流況下堆置區(3)的平均水深

可達1.04m，但堆置區(1)及堆置區(2)之水可達2.1m~2.36m之間；堆置

區(3)的平均流速可達1.74m/s，但堆置區(1)及堆置區(2)之平均流速可

達2.19m/s~2.74m/s之間；由於石門水庫近年於颱風時之洩洪量如表

4.2-2所示，約介於100m3/s ~8,593m3/s之間，其中出現1,000m3/s之洩

洪量機會約50％，且大漢溪重現期2年、5年及20年之流量分別為

1,700m3/s、3,500m3/s及6,100m3/s，因此，考量此一透水囚砂池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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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係作為每年定期沖淤之地區，且由堆置區之流場與泥砂啟動適用

性評估可知，堆置區之泥砂啟動需要0.6m/s~2m/s(石門水庫淤泥

0.008mm及透水堤濾料5mm、10mm及20mm)之流速，而要達到此流

速之流量約略等於重現期20年之流量；由上述可知，堆置區(3)之透水

堤應小於1.5m，透水堤濾料應小於10mm，方能被重現期20年之水量

帶到下游，堆置區(1)及堆置區(2)之透水堤應小於2.0m，透水堤濾料應

小於20mm，方能被重現期20年之水量帶到下游，但是以重現期20年

之水量進行堆置區(1)、(2)及(3)之設計則不符合堆置區可逐年被洪水沖

刷之原則，因此建議水工模型試驗可針對重現期20年內之流量

(6,100m3/s)進行試驗，規劃出堆置區實際可行性範圍，並與本評估模

擬結果進行比較，檢定驗證本模式之模擬結果，將可再進一步評估出

堆置區之適切範圍與堆置高度。 

表4.2-9  各重現期流量下之水位模擬結果與北水局結果之比較(單位：m) 

重現期 2 年 20 年 200 年 
流量

(cms) 
1700 6100 10400 

斷面 
本研究

二維 
北水局報

告一維 
本研究

二維 
北水局報

告一維 
本研究

二維 
北水局報

告一維 
85 100.78 99.54 103.35 102.46 105.30 104.25 
86 103.57 102.99 105.45 105.53 108.39 107.2 
87 107.44 106.9 110.43 109.33 112.02 111.11 
88 110.87 111.84 115.80 114.66 117.06 116.31 
89 114.33 114.11 116.90 116.35 118.35 117.86 
90 116.82 116.35 120.12 119.62 122.03 121.38 

 
 

表4.2-10  各堆置區之水理模擬結果彙整 

重現期 2 年 20 年 200 年 

流量(cms) 1700 6100 10400 
堆置區 (1) (2) (3) (1) (2) (3) (1) (2) (3) 

流速

(m/s) 

平均值 1.34 1.16 0.04 2.74 2.19 1.74 4.17 3.19 3.03 

最大值 1.88 1.51 0.12 3.60 2.26 2.12 5.03 3.73 3.11 

最小值 0.65 0.50 0.01 2.42 2.01 0.22 3.26 3.08 3.02 

水位(m) 
平均值 122.93 109.37 106.53 125.29 112.96 110.42 127.66 117.54 112.77 

最大值 123.74 110.82 106.87 125.83 113.00 110.81 128.11 117.82 112.88 

最小值 122.20 108.64 104.32 124.78 112.92 110.02 127.44 117.11 112.13 

水深(m) 
平均值 0.93 0.69 0.21 2.36 2.10 1.04 3.13 2.71 2.48 

最大值 1.25 1.21 0.42 2.55 2.42 1.87 4.46 3.02 2.61 

最小值 0.67 0.43 0.03 2.06 1.05 0.64 3.01 2.29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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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4  石門後池堰至85斷面之水理模擬演算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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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5  水理模擬演算範圍內之地形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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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6  各重現期流量條件下之流場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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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7  各重現期流量條件下之水位模擬結果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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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8  各重現期流量條件下之水深模擬結果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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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9  各重現期流量條件下之流速模擬結果等值圖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91 

 
6650C 

（b）法規面可行性評估 

（i）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7款規定：「事業：指工廠、礦場、廢水

代處理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另第7

條第1項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

排放廢 (污) 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流水標準」。 

 行政院環保署於97年5月23日環署水字第0970036765A號公告

修訂『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其中有關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事業（58）第(3)款，定義如下：「浚渫產出物(泥

砂水)水質淨化處理場：將含泥砂之原水或廢水，以浚渫作為導

入至沉澱池或池塘中，予以沉澱、分離後放流之事業(不包括在

河川、水庫槽體內自然沉澱或利用水力排除沉澱堆積淤泥之排

渾)。」 

 水利署98年2月13日「加強河川水質水量有效管理聯繫會報」第

7次會議紀錄決議事項： 

 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管制「浚渫產出物（泥砂水）水質淨化處

理場」之事業，其排放之廢（污）水必須符合放流水標準，

始得排放於地面水體。反之，若未符合「浚渫產出物（泥砂

水）水質淨化處理場」管制定義，自免受水污染防治法事業

管制。 

 水利機關（構）為確保水庫容量在非颱洪時期，以自然排砂

之方式（含虹吸及挖取運至河川下游如高灘地…等）浚渫

者，當重視水質污染防治之規劃及設計，未來仍應檢討規劃

訂定減低對河川水質影響之對策。 

（ii）水利法 

 水利法第54-1條：為維護水庫安全，水庫蓄水範圍內禁止下列

行為：三、棄置廢土或廢棄物。六、排放不符水污染防制主管

機關放流水標準之污水。 

 水利法第78條規定：「河川區域內，禁止下列行為：一、填塞

河川水路。五、棄置廢土或其他足以妨礙水流之物。…」。 

 水利法第78條之1規定：「河川區域內之下列行為應經許可：…

三、採取或堆置土石。…」。 

（iii）環境影響評估法 

 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條「第

十條 土石採取，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一、

採取或堆積土石（不含磚、瓦窯業業者之窯業用土採取）及其

擴大工程，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之第六目「申請開發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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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頃以上，或在河床採取，沿河身計其長度一千公尺以上，

或採取土石方四十萬立方公尺以上者。」，本案堆積土石之開

發規模若達上述規定，似應進行環評程序。 

 行政院環保署88.8.18環署廢字第0055912號函示，水庫淤積泥

土並非屬廢棄物管理範疇；惟如挖除淤泥擬進行再利用，應詳

細評估挖除過程對水庫水體產生之影響，及可能危害水源取用

之安全。挖除淤泥之去向應追蹤，避免不當堆置造成水體二度

污染。 

（iv）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依據環保署93.12.22公告第一批至第七批公私場所應申請設

置、變更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之公告條件：同一公私場所，

其地平面上粉粒狀物堆置場(如礦物、土石等)之總設計或實際堆

置體積在三千立方公尺以上或堆置量在六萬公噸／年以上者

（包括堆置場單一製程或其他製程中具有堆置場者）。 

（v）飲用水管理條例 

 第5條︰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

之地區，不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行為。前項污染水源水質之行

為係指：八、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第14條之1︰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事由，造成飲用水水源水質

惡化時，自來水、簡易自來水或社區自設公共給水之供水單位

應於事實發生後，立即採取應變措施及加強飲用水水質檢驗，

並應透過報紙、電視、電台、沿街廣播、張貼公告或其他方式，

迅即通知民眾水質狀況及因應措施。 

（vi）水土保持法施行細則 

 第4條：六、於山坡地或森林區內開發、經營或使用行為：（三）

堆積土石：土石在五千立方公尺以上者。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

水土保持技師、相關專業技師或聘有上列專業技師之工程顧問

機構規劃、設計及監造。 

 第35條：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至

第二十七條規定執行緊急處理；執行緊急處理時，主管機關應

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並於各該主管機關公告處公告之：一、

土砂或渣物淤塞河床或水道；六、有礙防洪、排水、灌溉、其

他水資源保護或水利設施；七、違反特定水土保持區管制事項，

有直接影響水土保持功能或目的之虞；八、其他有妨礙公共安

全事項。主管機關執行前項之緊急處理時，準用前條之規定。 

（vii）法規面可行性評估之綜合說明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58）第(3)款已定義在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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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槽體內自然沉澱或利用水力排除沉澱堆積淤泥之排渾不受

水污染防治事業管制，故以水力排砂方式排淤尚符合水污染防

治法相關規定，惟仍應檢討規劃訂定減低對河川水質影響之對

策，且經由透水堤之滲流水應符合放流水標準。 

 水利署98年2月13日「加強河川水質水量有效管理聯繫會報」第

7次會議紀錄決議事項第2點說明自然排砂之方式包含虹吸及挖

取運至河川下游如高灘地等，惟以抽泥船將淤泥抽至河道下游

是否亦屬自然排砂仍有待釐清。 

 水利法第78、第78-1條已就河川區域內棄置或堆置土石有所規

範，如將淤泥放置河川下游高灘地（或透水性土堤內）屬棄置

廢土，則該行為乃禁止事項，但依據行政院環保署88.8.18環署

廢字第0055912號函示，水庫淤積泥土並非屬廢棄物管理範疇；

如屬堆置土石，則只要經許可即可辦理。 理故將非屬廢棄物管

範疇之淤泥放置河川下游之行為，究竟屬棄置廢土或堆置土石

理或不屬於廢棄物管 範疇，仍須由水利署釋示。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堆置區河身計其長度一千公尺以上，或

採取土石方四十萬立方公尺以上者應進行環評程序。目前本案

所規劃之堆置區皆未達上述規模，所以不受環境影響評估法之

限制，但仍需注意堆置情形以免造成水體二度污染。 

 依據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其地平面上粉粒狀物堆置場(如礦

物、土石等)之總設計或實際堆置體積在三千立方公尺以上或堆

置量在六萬公噸／年以上者（包括堆置場單一製程或其他製程

中具有堆置場者）。本案堆積土石之開發規模若達上述規定，

有可能受取締，但若經評估之堆置區所堆置淤泥及透水堤，不

屬於粉粒狀物堆置場﹙屆時填築面保護需列為規劃考量，使堆

置區較無揚塵情況﹚，則可不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之限制。 

（c）石岡壩河道放淤經驗應用於石門水庫下游河道之可行性評估 

根據中區水資源局(2009.12)之「石岡壩放淤辦理情形及成效資料報

告」，石岡壩進行河道放淤之位置如圖4.2-30所示，清淤之砂石未經過

篩選而直接挖運，放淤地點位於石岡壩副壩下游約160m處，並利用平

鋪方式放淤5萬m3之石岡壩上游砂石，放淤工作於98年6月18日至98年

7月10日止，計運載14工作天，98年8月7日莫拉克颱風來襲，其洪水

流量高達約5,400m3/s，將放淤之河床料幾乎全被沖流失，依颱風洪水

過後所作地形及斷面測量前後比較，除中央河道部份沖刷加劇外，河

道兩側之變化較小，另停留於現場河床料約僅剩全部50,000m3之2%～

3%，於現場量測停留之石塊其粒徑均大於50cm以上（如圖4.2-31所

示），故本次放淤經由莫拉克颱風洪水除將河床料帶往下游，此外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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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下游河道之護甲層所停留之砂石，對於河道沖刷應有所幫助。其建

議事項中說明放淤工程可篩選部分粒徑較大（約30cm以上）之石塊，

以增加護甲層補充及減少對下游河床之沖刷，以及建議可於枯水期（每

年約十月至翌年四月）進行放淤工程，並可考慮於經由溢洪道直接載

運至副壩下游，以減少砂石載運所需的管控人力及避免對鄰近交通、

住家商店的影響。 

綜合上述報告內容可知，石岡壩之河道放淤砂石，係採集上游側之乾

砂石進行放淤，且放淤量僅5萬m3，與石門水庫擬進行放淤之淤泥性質

(含水量高且具黏性)不同，且莫拉克颱風流量達5,400m3/s，現場流速

可達4.5m/s，因此粒徑小於30cm之砂石均被水流帶至下游，但無法依

此判斷當流量小於5,400m3/s時(重現期5年流量4,500 m3/s時流速約

4.3m/s；重現期2年流量2,600m3/s時流速約3.5m/s)是否可以每年成功

地進行河道放淤，但石岡壩已成功進行上游砂石之河道放淤，可見當

流量大於5,400m3/s時，石岡壩可成功進行河道放淤，此外，由此次放

淤之經驗可知，由於放淤砂石並非直接鋪排於河道水體中，而是放淤

在主河道之兩側，因此平時對於河道水體之水質並無影響；由表4.2-11

可知，於平時(如日期980716~980804)經中水局於石岡壩取水口處及埤

豐橋附近所作之濁度觀測數據(為60NTU以下)，其放淤後對於河道濁度

影響不大，但是石門水庫之淤泥含水量高且具黏性，因此必須有沉澱

池或是透水囚砂池進行暫置，所以必須透過水工模型試驗方能確定其

放淤成效。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95 

 
6650C 

石岡壩

河道放
淤地點

水質量測點
(石岡壩)

水質量測點
(埤豐橋)

 
圖4.2-30  石岡壩河道放淤地點 

 

 
圖4.2-31  莫拉克颱風過後停留砂石之粒徑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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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1  石岡壩放淤後水質濁度變化情形表 

日期  時間  水位(m) 放流量 (m3/s) 石岡壩 (NTU) 埤豐橋 (NTU) 備註  

980716 15:00 271.17  20.00  3 7.28 
980717 16:00 270.99  11.66  5.22 10.2 
980718           
980719           
980720 16:00 271.30  5.23  30 60 
980721 15:30 271.12  6.12  20 40 
980722 15:00 271.04  6.06  15 30 
980723 15:30 271.05  2.92  19 36 
980724 16:00 271.03  2.89  9 20 
980725           
980726           
980727           
980728 16:00 271.04  1.98  9 15 
980729 16:00 271.07  2.50  16 30 
980730 16:00 270.89  1.11  12 26 
980731 16:00 270.95  1.85  10 20 
980801           
980802           
980803 15:30 271.13  3.22  15 30 
980804 15:30 271.06  5.36  13 36 

由
左
表
可
知
，
砂
石
放
於
河
道
兩
側
之
放
淤
，
對
於
平

時
河
道
水
質
之
水
體
並
無
影
響
。 

980805 15:00 270.83  20.65  56 80  
980806 15:30 270.98  112.91  86 127  
980807 14:30 271.20  272.11  167 234 莫拉克颱風

980808           莫拉克颱風

980809 16:00 274.89  5409.79      莫拉克颱風

980810 16:00 271.79  1141.39  3500 4000   
980811 16:00 271.40  734.49  3500 4000   
980812 16:00 271.12  388.24  1850 1900   
980813 16:00 271.32  253.94  1000 1100   
980814 16:00 270.67  357.56  900 1000   
980815             
980816             
980817 16:00 271.54  244.53  1000 1000   
980818 16:00 271.39  254.98  800 900   
980819 16:00 271.71  132.67  353 600   
980820 16:00 271.70  113.07  350 500   

 

（4）「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之工程數量與工程費用估算 

目前所規劃的堆置區(2)及堆置區(3)，會位於另案規劃之石門水庫繞道排

砂規劃案之排砂道出口，因此，應以堆置區(1)為優先考量施作；於下所

提出的工程數量、工程概估費用與下節的模型試驗安排構想，皆以堆置

區(1)進行規劃。 

依據堆置區(1)的工程佈置進行估算工程費，將參照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民國87年9月「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列手冊」之原則與方式編列，

其中工程成本包含用直接工程費及間接工程費等項目，按99年1月物價估

列。 

所需工程費約為4.35佰萬元，工程數量及工程費如表4.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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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2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堆置區(1)之工程費估算表 

項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複價 
1.直接工程費：  

1.1 運費  – 羅浮橋至後池大橋  m3 12,300 283 3,480,900
直接工程費小計   3,480,900

2.間接工程費 : 

2.1 直接工程費 x25%  870,225
合計(1+2) 4,351,125

備註 : 設置堰堤之濾料來源為羅浮橋下游側淤積料(或是沉澱池淤積料)，因此，濾料之施

築堰堤及抽泥至堆置區的項目、費用，並沒有在工程費估算中。  

综整「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工程規劃」，依以上報告內容，主要提

出「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

此兩方案進行評估，經多方考量，建議採用「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

之堆置區(1)的規劃，為「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工程規劃」的執行方案，

評估出採用此方法的流程圖，可詳圖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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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2  「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工程規劃」總評估流程圖 

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工程規劃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

工程規劃 

方案一: 

引水道長度 2820m； 

2 座閘門 

(引水道出入口) 

評估︰ 

方案二於法規上需克服的困難度較

高，因此，先以方案一為優先考量。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 

工程規劃 

方案二: 

引水道長度 3070m；

1 座閘門、1 座透水堤

((引水道入、出口) 

堆置區(1): 

後池堰底河

床至 90斷面

間區域 

堆置區(2): 

第 13 號沉澱

池旁堤防外

河床 

堆置區(3): 

溪洲浮覆地 

 

評估︰ 

堆置區(2)及堆置區(3)位於繞道排砂

規劃案之排砂道出口，因此，先以堆

置區(1)為優先考量。 

進行「方案一」之 

工程佈置、數量估算 

 

工程經費估算約 2.3 億元 

進行「堆置區(1)」之 

工程佈置、數量估算 

 

工程經費估算約 4.35 佰萬元 

综合評估︰ 

評估項目

規劃項目 
法規上可行性

之考量 
工程經費 
之評估 

繞道排砂案 
之影響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

工程規劃」之方案一 
待法規修正後

才能施行。 
劣 

(約 2.3 億元) 
有影響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 
工程規劃」之堆置區(1) 

待法規修正後

才能施行。 
優 

(約 4.35 佰萬元) 
無影響 

 

「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工程規劃」建議採用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之堆置區(1) 

執行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99 

 
6650C 

4.2.2 模型試驗之規劃及設計原則 

石門水庫共興建有13座大型沉澱池，其容量共約380萬m3，佔地面積約70公

頃。自民國74年起，以每年約存滿1至2個沉澱池之抽泥量，由1號往13號沉澱池

施作，至民國84年時，此13座沉澱池均已填滿。由於沉澱池採用重力式沉降原理，

所需壓密時間甚長，且含水量過高，難以清運及再利用。因此，本項工作包括配

合辦理「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

劃」之可行性評估，機關就成果得評估其可行性後擇一工程，辦理規劃、細設，

並進行水工模型試驗。研究團隊針對「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石

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分別擬定各別之水工模型試驗，其試驗範圍與

位置如圖4.2-33所示。 

（1）針對「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擬定11號沉澱池之淤泥沖刷

試驗。 

﹙2﹚針對「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擬定下游主河道(堆置區(1)位於此處)

之淤泥沖刷試驗。 

11號沈澱池

下游主河道

 
圖4.2-33  石門水庫淤泥之沖刷試驗範圍 

水庫動床模型以相似理論為基礎，模型相似律必須同時滿足水流動力相似及

泥砂動力相似性，以下利用模型比例尺1/64進行試驗泥砂之水流動力相似及泥砂

動力相似進行說明︰ 

（1）「水流動力相似」說明 -  

因採等比模型幾何比例尺 L = h =64(λ為原型對模型之比值，L及h分別

表幾何水平長度及垂直方向水深)利用原型與模型水流福祿數(Froude 

Number) 相同可得流速比例尺 u  =
2/1

L =8 、水流時間比例尺

t =
2/1

L =8、流量比例尺 Q  =
2/5

L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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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泥砂動力相似」說明 - 

（a）沖刷相似 

經前人研究[陜西省水利水土保持廳,1989]發現粘性淤泥乾密度 d 與臨

界沖刷流速 cu 可建立迴歸關係式為： cu =a d b，其中a、b係數可利用水

槽沖刷試驗求之；根據文獻[張,1999]係數a與b分別為0.74與1.52。沖刷

相似要求臨界沖刷流速比例尺
cu 與流速比例尺 u 相等，由上述之關係式

可以推出：
cd

 =
b

uc

/1  =
b

u
/1 =81/1.52=3.93。 

（b）輸砂相似 

由於橫向沖蝕之輸砂特性，粘性細顆粒只要能被沖刷起動，即可容易地

被水流帶走，水流含砂量不是決定於挾砂能力而是決定於水流對粘性淤

泥的沖刷過程。在水流沖刷力和淤泥抗沖力都與原型相似的前提下，沖

刷過程中沖刷起來的淤泥體積 sv 及沖刷過之水體積 v，應與原型相似，因

此含砂量比例尺為： s =
v

vsd


 = 3

3

L

Ld


 =

d
 ，而由沖刷相似推導得

d
 = b

u
/1 ，故可推得 s =

d
 =3.93。 

（c）庫床變形相似 

由底床沖淤連續方程式描述庫床變化，並依相似律及本研究採等比模型

之關係，可得庫床變形之時間比例尺為
s

L
t

d




 
2/1

 ，另由於 s =
d

 ，因

此可得庫床變形時間比例尺為： t = 2/1
L =8，由此可知水流時間比例尺與

輸砂時間比例尺是相同的[張崇山,1993]。 

因此本計畫根據上述比例尺進行石門水庫淤泥之沖刷試驗，詳細比例尺如表

4.2-13所列。 

表4.2-13  石門水庫淤泥之沖刷試驗模型比例尺 

模型比例尺 長度 流速 時間 流量 粘性淤泥乾密度 含泥量

關係式 L  
2/1

L  
2/1

L  
2/5

L  
52.1/1

L  
52.1/1

L
1/64 1/64 1/8 1/8 1/85 1/3.93 1/3.93

 

1.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 

本工程規劃係利用11號沉澱池基地位置，於最靠近河道處設置一出口閘門，

再興設一引水道(建議流量最大為40m3/s，引水道渠底坡度為1/145)從後池引

水，於洪水期再利用水力排砂將蓄積於沉澱池內之淤泥，藉由新設沉澱池出

口閘門排放至下游河道。希望藉由這方式減少機械清淤成本。上述規劃構想

需有引水道設施從後池引水，利用閘門啟閉，於颱風期間開啟閘門引水以射

流之方式沖擊11號沉澱池內之淤泥。本試驗之試驗位置與試驗範圍如圖

4.2-34及圖4.2-35所示，11號沉澱池大小約為450m*300m，若模型比例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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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100、1/81、1/64、1/49、1/36及1/25，則模型尺寸、模型需砂量及模型

最大流量如表4.2-14所列，若考量此項試驗須於本評估報告決議後(60天)至

本項委辦計畫須於150天內試驗完畢，則整各試驗期程僅90天，因此考量水

工模型製作需要30天，成果報告撰寫及修正試驗約需30天之工作日數，以及

本項試驗招標文件之試驗組數為10組，因此以每組試驗能在3天內完成(1天整

備，1天試驗及1天整理之模型砂量約6m3)之模型比尺進行考量，並在經費許

可範圍內進行試驗，則模型比尺1/64為最佳之比尺，此比例下模型試驗範圍

約7.03m*4.69m，本試驗建議模型流量以0.00122m3/s(現地流量40m3/s)、

0.00092m3/s( 現 地 流 量 30m3/s) 、 0.00061m3/s( 現 地 流 量 20m3/s) 、

0.00031m3/s(現地流量10m3/s)及、0.00015m3/s(現地流量5m3/s)為主，試驗

之泥砂則採用2種不同乾密度之11號沉澱池泥砂，總共進行10組沖刷試驗，

求出沖刷流量與含泥率之關係。 

表4.2-14  第11號沉澱池淤泥沖刷試驗之模型佈置表 

模型  
比例尺  

沉砂池尺寸(m) 模型尺寸 (m) 
模型需砂量

(m3) 
Qp_max 
(m3/s) 

Qm_max 
(m3/s) 

1/100 450*300*10 4.5*3.0*0.10 1.35 40 0.00122 

1/81 450*300*10 5.56*3.7*0.12 2.54 40 0.00122 

1/64 450*300*10 7.03*4.69*0.16 5.15 40 0.00122 

1/49 450*300*10 9.18*6.12*0.20 11.47 40 0.00122 

1/36 450*300*10 12.5*8.33*0.28 28.94 40 0.00122 

1/25 450*300*10 18*12.0*0.40 86.40 40 0.00122 
 

 

圖4.2-34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佈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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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位置

引水道

閘門

 

圖4.2-35  第11號沉澱池淤泥之沖刷試驗範圍 

2.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 

本計畫辦理「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時，如經機關評估為

辦理「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時，則本計畫之模型試驗則

以石門水庫下游河道(堆置區(1)位於此處)淤泥之沖刷試驗為主，試驗範圍如

圖4.2-36所示，試驗區範圍與各項性質如表4.2-15所列，試驗範圍之上游以

後池堰為界，下游則以距離後池堰1,000m為界(約為斷面90位置之下游側之

河道窄縮段)，因此現地範圍約為1,000m×450m，若模型比例尺採用1/100、

1/81、1/64、1/49、1/36及1/25，則模型尺寸、模型需砂量及模型最大流量

如表4.2-15所列，若考量此項試驗須於本評估報告決議後(60天)至本項委辦

計畫須於150天內試驗完畢，則整各試驗期程僅90天，因此考量水工模型製

作需要30天，成果報告撰寫及修正試驗約需30天之工作日數，以及本項試驗

招標文件之試驗組數為10組，因此以每組試驗能在3天內完成(1天整備，1天

試驗及1天整理之模型砂量約6m3)之模型比例尺進行考量，且模型試驗場地

最大供水量為0.3m3/s，因此考量最大模型比例尺、經費及試驗場地設備限制

下，模型比例尺1/64為最佳之比例尺，當模型比例尺採用1/64時，模型範圍

則為15.63m×7.03m，由於石門水庫近年於颱風時之洩洪量如表4.2-2所示，

約介於100m3/s ~ 8,593m3/s之間，其中出現1,000m3/s之洩洪量機會約50

％，且大漢溪重現期2年、5年及20年之流量分別為1,700m3/s、3,500m3/s及

6,100m3/s，因此，考量此一透水囚砂池之設置，係作為每年定期沖淤之地區，

且由堆置區之流場與泥砂啟動適用性評估可知，堆置區之泥砂啟動需要

0.6m/s~2m/s(石門水庫淤泥0.008mm及透水堤濾料5mm、10mm及20mm)

之流速，而要達到此流速之流量約略等於重現期20年之流量，因此，本試驗

建議模型最大流量以0.186m3/s(現地流量6,100m3/s)最為模型試驗之最大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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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以作為每年定期沖淤之參考試驗，其餘試驗流量則建議為0.107m3/s(現

地流量3,500m3/s)、0.052m3/s(現地流量1,700m3/s)、0.031m3/s(現地流量

1,000m3/s)及、0.015m3/s(現地流量500m3/s)為主，試驗之泥砂則採用2種不

同乾密度之石門水庫放淤泥砂，總共進行10組沖刷試驗，求出沖刷流量與含

泥率之關係。 

表4.2-15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淤泥沖刷試驗之模型佈置表 

模型比例尺  現地範圍 (m) 模型尺寸 (m) 模型需砂量(m3) Qp_max(m3/s) Qm_max(m3/s)

1/100 1000*450*5 10.00*4.50*0.05 2.25 6,100 0.061 

1/81 1000*450*5 12.35*5.56*0.06 4.23 6,100 0.103 

1/64 1000*450*5 15.63*7.03*0.08 8.58 6,100 0.186 

1/49 1000*450*5 20.41*9.18*0.10 19.12 6,100 0.363 

1/36 1000*450*5 27.78*12.50*0.14 48.23 6,100 0.784 

1/25 1000*450*5 40.00*18.00*0.20 144 6,100 1.952 
 
 

 
圖4.2-36  下游主河道淤泥之沖刷試驗範圍 

3. 透水堤濾料試驗規劃 

本計畫辦理「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之方案二或「石門水庫下

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時，需經由透水堤之規劃設計，建置臨時淤泥堆置處，

因此透水堤之濾料組成將影響堆置區之設置功能，所以進行石門水庫下游河

道放淤工程規劃模型試驗時，應針對數種不同粒徑組成之濾料，進行透水性

試驗及量測滲流之水流泥砂濃度；試驗之泥砂粒徑資料應參考石門水庫上游

進行清淤處之泥砂粒徑，包含阿姆坪附近之泥砂顆粒粒徑、義興壩附近泥砂

顆粒粒徑、復興橋附近泥砂粒徑及羅浮橋附近泥砂粒徑，或是水庫中上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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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易於取得泥砂來源處之泥砂顆粒粒徑，作為透水堤濾料泥砂之選擇，根據

「石門水庫庫區集水區各樣坑採樣粒徑分析成果」（水保局，2008）報告指

出，石門水庫上游泥砂粒徑平均值約為42.5mm；北水局(2001)「石門水庫集

水區攔砂壩淤積調查及清淤計畫」報告指出，義興壩泥砂粒徑平均值約為

94.3mm；「骨材篩分析試驗報告」指出，羅浮泥砂過篩80%之粒徑約為

4.75mm(4號篩)、過篩70%之粒徑約為2mm(10號篩~16號篩)、過篩60%之粒

徑約為1mm(16號篩~30號篩)；水規所(2006)「水庫淤泥排放於下游河道及應

用於水庫集水區保育之研究」報告指出，石門水庫淤泥粒徑約為0.008mm，

此外，考量抽泥船每天3,000m3之抽泥量進行試驗，若以每天抽泥八小時之

時數計算，每秒之抽泥量應為0.1m3/s，因此根據上述之試驗材料與抽泥量，

透水堤濾料試驗採用羅浮泥砂為主要參考依據，表4.2-16初步建議透水堤濾

料試驗應進行之試驗粒徑與組數(基本上需具備三組透水堤試驗)，試驗佈置

則建議如圖4.2-37所示，單純探討粒徑與透水堤厚度之影響，本項試驗主要

針對防止抽砂淤泥經由透水堤滲流到主河道之粒徑，因此並不考量大粒徑之

泥砂顆粒，試驗結果包含滲流時間、滲流濃度、粒徑與透水堤頂厚度關係，

本項試驗之成果可提供現場進行透水堤濾料施工時之參考。 

表4.2-16  透水堤濾料試驗組數列表 

模型比例尺 1/64 模型比例尺 1/1 

試驗抽泥量 
(m3/s) 

粒徑 
透水堤 
厚度 粒徑 

透水堤 
厚度 粒徑 

透水堤 
厚度 

0.0016 5mm 
0.2m 
0.1m 

0.05m 
2mm 

0.2m 
0.1m 

0.05m 
1.0mm 

0.2m 
0.1m 

0.05m 
 
 

 

圖4.2-37  透水堤濾料試驗佈置圖 

於颱洪期間，河道的自然放淤會造成水體的濁度升高，直接影響到下游的鳶

山堰與板新淨水場的取水水質，因此，颱洪期間應考慮用水源調度的方法解

決民生用水問題，相關水源調度如下︰根據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98年

修訂之石門水庫原水濁度異常緊急應變作業手冊(如圖4.2-38所示)，為兼顧水

庫蓄水與穩定供水之操作策略，作為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調整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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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在汛期時，當原水濁度達到1,000NTU且水位達232m時，即進行抽水，

輸出1,400,000CMD的水量，提供南桃園、北桃園部份地區、桃園水利會灌

區及北桃園部分的供水需求，此外北桃園之剩餘部分用水量，則依靠鳶山堰

與三峽堰之取水，以及大湳淨水場與板新淨水廠之原水處理，提供北桃園之

日常用水量。圖4.2-38內含板新淨水場於汛期之水源調度規劃。 

4.3 水工模型試驗成果 

4.3.1 試驗目的及工作內容 

1. 試驗起源及目的 

依據民國99年3月25日於北水局所招開「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

委託技術服務」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對於「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

設計」案是以「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及「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

兩不同方案進行評估，北水局就成果評估其可行性後，選擇「石門水庫下游河道

放淤工程」此方案。 

本試驗構想源自於水庫淤泥回歸下游河道之觀念，於石門水庫後池堰下游大

漢溪河道上尋找合適地點，利用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之粗顆粒級配料堆疊成一透

水圍堰，於平時將石門水庫下游抽出之泥水儲存於圍堰之上游面，透過粗顆粒級

配料可過濾泥水至允許排放程度的清水，而剩餘淤泥則堆置在圍堰之上游面，於

防汛期時再利用石門水庫之洩洪沖刷此淤泥及圍堰，讓淤泥及粗粒料回歸下游河

道。 

為配合辦理「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研究團隊特進行本水工模型試

驗工作，主要目的在分析不同重現期之洪水條件及不同放淤淤泥之乾密度下，試

驗評估各方案之放淤效果，並提供為後續工程規劃及設計之參考依據。 

2.試驗範圍及內容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之工作範圍為石門水庫後池堰至其下游

1,000m範圍內之河道。其工作重點包含：基本資料蒐集調查與彙整、模型建

造與檢驗、水工模型試驗及方案修正，詳細說明如下： 

（1）基本資料蒐集調查與彙整： 

「蒐集水工模型製作所需之地形圖、航照圖、堤線、橋樑設計圖、河道

斷面圖及歷年颱洪水位及流量等資料。 

（2）模型建造與檢驗： 

（a）模型建造：將依河道地形、斷面資料及水工構造物設計圖，依模型與

實體比1/64之模型比尺建造水工模型。 

（b）模型檢定驗證：進行模型之率定、驗證，將依據公告水位及流量資料，

作為模型率定河道水理特性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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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2009)，石門水庫原水濁度異常緊急應變作業手冊 

圖4.2-38  石門水庫原水濁度異常緊急應變作業流程(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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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工模型試驗： 

依據本計畫工作項目，進行水工模型試驗，試驗量測包括模型經放淤沖

刷後不同斷面之地形高程。並依據試驗成果分析評估各方案之效益與報

告撰寫。詳細之試驗條件與項目將於第4.3.2節進行說明。 

4.3.2 模型製作及驗證試驗 

1. 水工模型規劃 

本計畫辦理「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時，經北水局評估為

辦理「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因此水工模型之試驗範圍以石門水庫

下游河道淤泥之沖刷試驗為主，試驗範圍如圖4.3-1，試驗範圍之上游以後池

堰為界，下游則以距離後池堰1000公尺處為界(約為斷面90位置上游側之河

道窄縮段)，因此現地範圍約為1000公尺*450公尺。但由數值模試模擬重現期

2年之流場及重現期20年之流場後發現，如圖4.3-2所示，距離後池堰下游約

700公尺處之流場已呈現均勻流況，因此本試驗之下游側邊界以距離後池堰

下游約700公尺為界。 

 

圖4.3-1  下游主河道淤泥之沖刷試驗範圍 

(a) 275000

2746500

2747000

2747500

(b) 275000

2746500

2747000

2747500

 

圖4.3-2  (a)重現期2年之流場(b)重現期20年之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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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淤泥堆置範圍 

（1）二維水理模式之檢定驗證 

利用二維水理模式，進行石門後池堰到85斷面間之河道水理模擬，探討各重

現期流量下，此區域之流場分布與水深分布狀態，進行堆置區之河流沖淤可行性

評估。二維水理模式係基於元素中心式有限體積法(Cell-Centered Finite Volume 

Method)所建立，並使用水面坡降法(Surface Gradient Method)進行底坡源項的

處理，使得模式能夠進行複雜地形之水流模擬。詳細之模式理論說明可參考Lai

等(2010)之研究。 

選定重現期2年與20年之洪峰流量條件，進行可行性堆置區範圍內之水理模

擬，模擬結果與北水局(2008.12)之「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劃」HEC-RAS一

維水位模擬結果進行比較，以作為二維水理模式之參數檢定工作依據。 

模擬前首先，依據石門後池堰到85斷面間之河道範圍及地形資料，進行二維

網格的生成，並利用BOSS公司商業軟體SMS(Surface Water Modeling System)

之編置網格功能，可獲得結構性之計算網格，其網格總數為1,800個，如圖4.3-3

所示；圖中並標示出斷面之位置，以及二個堆置區範圍，且附上航照地形圖，加

以對照。圖4.3-4則為模擬演算範圍內之地形等值圖。 

接著，設定邊界條件，河道兩岸邊界，為不透水邊界；其餘內部的演算元素

均為水流計算之範圍。上游入流邊界給定定流量，2年與20年重現期洪峰流量分

別為1,700 m3/s及6,100 m3/s。下游出流邊界(85斷面)給定定水位，2年及20年重

現期水位分別為99.54 m與102.46 m。在初始水流條件方面，於所有計算網格給

定水位為110 m，初始水流流速為零。曼寧係數視高灘或主深槽而定，分別為0.04

與0.025。亂流運動黏滯係數給定為0.01 m2/s。 

最後，將各斷面水位模擬結果，與北水局(2008.12)之「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

劃」HEC-RAS 一維水位模擬結果進行比較，彙整於表 4.3-1，結果顯示，本模式

與北水局之各斷面水位相吻合；另將比較結果顯示於圖 4.3-5。圖 4.3-6 與圖 4.3-7

分別為重現期 2 年與 20 年洪峰流量條件下之水位及水深等值線，顯示在 2 年重

現期時之主深槽最大水深達到 3 公尺；20 年重現期時之主深槽最大水深則高達 5

公尺。圖 4.3-8 為重現期 2 年與 20 年洪峰流量條件下之流速等值線，顯示最大流

速發生於束縮段，在 2 年重現期時之主深槽最大流速約為 7 m/s；20 年重現期時

之主深槽最大流速則高達 8 m/s。另外，圖 4.3-9 為重現期 2 年與 20 年洪峰流量

條件下之流場；結果顯示，2 年重現期時，水流集中在主深槽；20 年重現期時，

高灘地水流範圍明顯增大。 

（2）五種流量條件下之堆置區河流沖淤可行性評估 

在進行模式參數檢定之後，使用經校正之參數(高灘地與主深槽之曼寧係數分

別為0.05與0.025，亂流運動黏滯係數為0.005 m2/s)，進行五種流量條件(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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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s、3,500 m3/s、1,700 m3/s、1,000 m3/s、500 m3/s )下之水理模擬，並依據

各流量條件下所獲得之水深與流速模擬結果(如圖4.3-10與圖4.3-11所示)，將堆置

區(2)與(3)範圍內之流速與水深所佔面積，彙整於表4.3-2。由表中可知，以堆置

區(2)而言，當流量為500 m3/s時，堆置區高度大於2 m之堆置範圍為零；但當流

量達到1,000 m3/s時，會出現堆置區高度大於2 m之堆置範圍(69.5 m2)；由此可

得知，要有1 m ~ 2 m的堆置區(2)堆置高度時，至少需要之流量為1,000 m3/s。同

理，由表4.3-2可得知，要達到1 m ~ 2 m的堆置區(3)堆置高度時，至少需要之流

量為3,500 m3/s。此外，當流量為6,100 m3/s時，所獲得的堆置區(2)最大堆置範

圍為401,150% m2，約為流量500 m3/s時堆置區(2)最大堆置範圍之5.3倍。最後，

以堆置區(3)而言，要達到最大堆置範圍為2,513.3 m2，之所需流量為6,100 m3/s。 

此外，根據重現期 2 年與 20 年模擬堆置區(1)之水深與流速知結果，如圖 4.3-12、

圖 4.3-13 及圖 4.3-14 所示，可圈選出可行性之淤泥堆置區，且依據本計畫之評

估報告分析內容可知，當流速超過 2 公尺/秒時，後池堰之放流量即可將透水堤及

淤泥沖刷至下游，因此，根據檢定完成之數值模式之水深與流速模擬結果，本試

驗採用透水堤高度 2 公尺，以及數值模式模擬之可行性堆置範圍，進行淤泥沖刷

試驗。 

 

表4.3-1  重現期2年與20年之水位模擬結果與北水局結果之比較(單位：公尺) 

重現期 2 年 20 年 

流量(cms) 1700 6100 

斷面 本研究二維 
北水局報告 

一維 
本研究二維 

北水局報告 
一維 

85 99.51  99.54  102.21  102.46  

86 103.01  102.99  105.55  105.53  

87 106.18  106.90  109.23  109.33  

88 111.21  111.84  113.87  114.66  

89 113.02  114.11  115.78  116.35  

90 117.05  116.35  119.39  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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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  堆置區(2)與(3)之流速或水深所佔面積之分析結果彙整 

流量條件(cms) 範圍 
所佔面積(m2) 

堆置區(2) 堆置區(3) 

6100 

流速大於 1 m/s 4011.5 2513.3 
流速大於 2 m/s 3107.3 502.5 
水深大於 1 m 3570.5 1368.4 
水深大於 1.5 m 2982.1 1096.1 
水深大於 2 m 2380.1 822.9 

3500 

流速大於 1 m/s 3771.7 1834.1 
流速大於 2 m/s 2903.9 103.2 
水深大於 1 m 3109.5 1129.5 
水深大於 1.5 m 2578.1 867.4 
水深大於 2 m 1993.2 545.5 

1700 

流速大於 1 m/s 3657.4 1017.3 
流速大於 2 m/s 2743.2 0 
水深大於 1 m 3075.5 645.7 
水深大於 1.5 m 2460.7 116.1 
水深大於 2 m 1845.3 0 

1000 

流速大於 1 m/s 893.1 0 
流速大於 2 m/s 100.5 0 
水深大於 1 m 339.7 0 
水深大於 1.5 m 104.2 0 
水深大於 2 m 69.5 0 

500 

流速大於 1 m/s 754.3 0 
流速大於 2 m/s 94.6 0 
水深大於 1 m 257.6 0 
水深大於 1.5 m 10.2 0 
水深大於 2 m 0 0 

 
 
 

 

圖4.3-3  石門後池堰至85斷面之水理模擬演算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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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水理模擬演算範圍內之地形等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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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  本研究二維與北水局報告一維之85至90斷面模擬水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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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  重現期2年與20年之水位模擬等值線圖 

重現期2年

重現期 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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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  重現期2年與20年之水深模擬等值線圖 

重現期2年

重現期 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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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  重現期2年與20年之流速模擬等值線圖 

重現期 2 年 

重現期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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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  重現期2年與20年之流場模擬結果 

重現期 2 年 

重現期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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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  重現期2年與20年之堆置區水深分析圖 

重現期 2 年 

重現期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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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  重現期2年與20年之堆置區流速分析圖 

重現期 2 年 

重現期2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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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3-12  重現期2年與20年堆置區(1)之水深與流速分析圖 

 

 

圖4.3-13  重現期2年(1,700m3/s)堆置區(1)量測斷面之水深與流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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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  重現期20年(6,100m3/s)堆置區(1)量測斷面之水深與流速圖 

 

3. 模型相似率 

水庫動床模型以相似理論為基礎，模型相似律必須同時滿足水流動力相似及

泥砂動力相似性，以下利用模型比尺1/64進行試驗泥砂之水流動力相似及泥砂動

力相似進行說明︰ 

（1）「水流動力相似」說明 

因採等比模型幾何比尺 L = h =64 (λ為原型對模型之比值，L 及h 分別

表幾何水平長度及垂直方向水深)利用原型與模型水流福祿數(Froude 

Number)相同可得流速比尺 u  =
2/1

L =8、水流時間比尺 t =
2/1

L =8、

流量比尺 Q  =
2/5

L  =85。 

（2）「泥砂動力相似」說明 

（a）沖刷相似 

經前人研究[陜西省水利水土保持廳,1989]發現粘性淤泥乾密度 d 與臨

界沖刷流速 cu 可建立迴歸關係式為： cu =a d b，其中a、b係數可利用水

槽沖刷試驗求之；根據文獻[張,1999]大埔水庫係數a與b分別為0.74與
1.50；跟據[賴,1998]阿公店水庫之係數a與b則分別為1.65與1.96。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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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與表4.3-3之淤泥粒徑比較，可看出石門水庫之淤泥粒徑組成與阿

公店水庫淤泥極為類似，因此本模型之兩組乾密度可參考阿公店水庫之

係數，並依照中值粒徑之比例採用細數1.65及1.96此外，根據北區水資源

局「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報告中指出，沉澱池淤泥(第
12號沉澱池，約靜置1~2年時間)之含水量介於39.9%~45.2%之間，石門

抽泥靜置16天後之含水量則介於81.8%~98.5%，因此本試驗考量40%(乾
密度1.24t/m3)及80%(乾密度0.97 t/m3)之含水量來進行試驗，換算成模型

之含水量則為116%(乾密度0.43t/m3)及229%(乾密度0.34 t/m3)，但考量

堆置區範圍之淤泥量約為8萬立方公尺，若以抽泥船每日3000立方公尺之

抽泥量，則約需27天才能堆置設定高度1.6公尺，因此假設27天之淤泥含

水量為60%，則換算成模型之含水量約為174%(0.38 t/m3)，因此，本試

驗考量實際沖淤之時機，可能為淤泥堆置後1~2年，或是堆置完成後約1~2
個月後進行沖淤，所以選擇含水量100%及150%作為試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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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  淤泥粒徑組成 

表4.3-3  模型含水量推估 

 大埔水庫 阿公店水庫 石門水庫 

指數a及b 0.74及150%2 1.65及1.96 1.65及1.96 
D50(mm) 0.0300 0.0066 0.0060 

原型含水量 40% 60% 80%
模型含水量 116% 174% 229%

平均 
  

145%  
 
沖刷相似要求臨界沖刷流速比尺

cu 與流速比尺 u 相等，由上述之關係式

可以推出：
cd

 =
b

uc

/1  =
b

u
/1 =81/1.96=2.89。 

（b）輸砂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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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橫向沖蝕之輸砂特性，粘性細顆粒只要能被沖刷起動，即可容易地

被水流帶走，水流含砂量不是決定於挾砂能力而是決定於水流對粘性淤

泥的沖刷過程。在水流沖刷力和淤泥抗沖力都與原型相似的前提下，沖

刷過程中沖刷起來的淤泥體積 sv 及沖刷過之水體積v ，應與原型相似，

因此含砂量比尺為： s = d sv

v

 


= 
3

3
d L

L

 


= 
d

 ，而由沖刷相似推導得

d
 = 1/b

u ，故可推得 s = 
d

 =2.89。 

（c）庫床變形相似 

由底床沖淤連續方程式描述庫床變化，並依相似律及本研究採等比模型

之關係，可得庫床變形之時間比尺為
1/ 2

d L
t

s

 



 ，另由於 s = 

d
 ，因

此可得庫床變形時間比尺為： t = 1/ 2
L =8，由此可知水流時間比尺與輸

砂時間比尺是相同的[張崇山,1993]。 

因此本計畫根據上述比尺進行石門水庫淤泥之沖刷試驗，詳細比尺如表4.3-4

所列。 

表4.3-4  石門水庫淤泥之沖刷試驗模型比尺 

模型比尺 長度 流速 時間 流量 粘性淤泥乾密度 含泥量

關係式 L  
2/1

L  
2/1

L  
2/5

L  
52.1/1

L  
52.1/1

L
1/64 1/64 1/8 1/8 1/85 1/2.89 1/2.89

 

4. 實驗案例設定 

本試驗擬進行兩組含水量(100%及150%)及六組流量(6100*1、3500*2、

1700*2、1000*2、500*2、300*1m3/s)，共十組不同案例的淤泥沖刷試驗，藉此

討論在不同含水量(乾容重)、流量及沖刷時間下，淤泥沖刷的成效，表4.3-5為十

組案例的配置。 

表4.3-5  淤泥沖刷試驗案例配置 

流量  300m3/s 500 m3/s 1000 m3/s 1700 m3/s 3500 m3/s 6100 m3/s

 100% 100% 100% 100%  100% 
含水量  

150%  150% 150% 150% 150%   

 

5. 模型製作 

本計畫中之水工模型屬定床模型，故需有河道地形高程或斷面資料，用以塑

製模型；模型河道斷面塑造係依據實測之詳細河道地形及斷面資料新建之。模型

建造範圍上游以後池堰為界，並向上游延伸約200公尺為整流段，下游段則以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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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後池堰約700公尺處為界(約為斷面90位置上游側之河道窄縮段)；採用之後池堰

下游測地形為民國95年之細部測量結果，後池堰地形則採用97年之測量結果。其

興建過程如圖4.3-16，模型範圍及佈置如圖4.3-17所示，量測斷面位置則如圖

4.3-18所示，共有五個斷面，每各斷面上有10個量測點： 

(1)模型佈置的選定與整地， 

(2)進行模型建造範圍之放樣， 

(3)模型基準點標高之設定， 

(4)堤防之定線與建置， 

(5)橫斷面陰版製作與架設， 

(6)地形依陰版之設定回填， 

(7)橋樑的製作與架設， 

(8)地形之塑造， 

(9)上游邊界入口及靜水池之設定， 

(10)尾水板之架設。 

(11)量測斷面設定 

 

 

圖4.3-16  模型興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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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7  模型範圍及佈置 

斷面1

斷面2

斷面3

斷面4

斷面5

 
圖4.3-18  量測斷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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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量測設備、透水堤材料與淤泥 

本模型試驗中主要量測項目為河道中之流速、水位及底床高程，因此水位與

流速量測之儀器說明如下： 

（1）水位針尺 

水位針尺(如圖4.3-19所示)用於量測斷面之水面高程，以瞭解各方案之洪水

水位，該針尺除本身具有刻度外，另有滑動游標尺，其精度為±0.1mm。 

 
圖4.3-19  水位針尺 

（2）流速儀 

本試驗使用使用日本ALEC電子式二維流速儀(ACM-200P)量測水流流速，其

最大量測流速為2.5m/s，其精度±0.02m/s，電子式二維流速儀如圖4.3-20所示。 

 

圖4.3-20  電子式二維流速儀(ACM-2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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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之透水堤粒徑則根據羅浮泥砂粒徑，進行縮比，然後採用4種均勻泥砂

粒徑及石門淤泥之級配，作為本試驗之透水堤粒料，級配完成之試驗透水提粒料

粒徑組成如圖4.3-21所示，此外，由於放淤之石門淤泥粒徑已達粉土或黏土之粒

徑大小，因此無法利用縮比後之粒料進行試驗，因此本試驗僅以泥砂動力相似、

輸砂相似定律及含水量來反應淤泥沖刷行為，本試驗採用之淤泥如圖4.3-22所

示，其來源為現有沉澱池之淤泥。 

 

圖4.3-21  透水堤之粒徑組成 

 

圖4.3-22  試驗淤泥 

7. 模型驗證 

由於本試驗區域缺乏歷史颱洪事件之洪水痕跡可供驗證、以及實際量測水位

之資料可供比對，因此為了驗證試驗模型之準確性，本試驗採用試驗地形與航照

地形之流路相似性、後池堰之水位流量關係性，以及試驗區域之水位與數值模擬

之比較，作為本試驗模型之驗證方法，以下分別針對此三個驗證內容進行說明: 

（1）地形相似性 

本試驗在進行水工模型製作時曾進行現地踏勘考察，發現在模型範圍下游

處，由於岩層走向和河川垂直，且該處之地形經長年累月沖刷，因此在河床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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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如齒，而形成俗稱的狗齒地形，圖4.3-23與圖4.3-24為模型製作狗齒地形的範

圍，狗齒地形的範圍則如圖中圈選處。圖4.3-25為物模與地形與航照圖比較，由

航照圖可看出，後池堰下游主深槽偏向左岸，模型與之相比有相同之趨勢，因此

應可初步驗證，模型與現場之地形是相符的，圖4.3-26則為物模地形平時流況與

航照圖比較，由圖可看出物模之主深槽也是偏向左岸，水流至接近下游處分為兩

股再匯入下游，此現象也與航照圖之現況大致相符。 

1

5

1

間距~3m(模型~4.7cm一條)

4條溝
~12.5m

 

圖4.3-23  物模狗齒地型之製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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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4  物模狗齒地型之製作(2) 

 

 
圖4.3-25  物模地型與航照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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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堤處
破堤處

 

圖4.3-26  物模地型平時流況與航照圖比較 

（2）流量驗證 

後池堰之水位流量關係性，本試驗採用2年重現期(1700 m3/s)及20年重現期

(6100 m3/s)之流量，進行後池堰之水位流量率定關係之驗證，表4.3-6 為驗證之

結果，由圖上可知後池堰模型之水位流量關係已相當符合率定曲線之值。 

表4.3-6  重現期水位流量率定結果 

量測位置 模型水位(m) 率定曲線水位(m) 誤差(%) 模型水位(m) 率定曲線水位(m) 誤差(%)

左1 138.60 138.67 0.050% 140.60 140.89 0.206%

左2 138.66 138.67 0.004% 140.70 140.89 0.135%

左3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4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5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6 138.60 138.67 0.050% 140.80 140.89 0.064%

左7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8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9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10 138.66 138.67 0.004% 140.90 140.89 0.007%

左11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12 138.66 138.67 0.004% 140.80 140.89 0.064%

左13 138.66 138.67 0.004% 140.70 140.89 0.135%

左14 138.66 138.67 0.004% 140.70 140.89 0.135%

左15 138.60 138.67 0.050% 140.70 140.89 0.135%

左16 138.66 138.67 0.004% 140.70 140.89 0.135%

左17 138.66 138.67 0.004% 140.70 140.89 0.135%

左18 138.60 138.67 0.050%

後池堰

1700m3/s 6100m3/s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129 

 
6650C 

（3）流況驗證 

本試驗為使水工模型之河道流況能符合現場狀況，因此對模型河床糙度進行

調整，以確實反應出河道原型之水理特性。本計畫主要試驗範圍為石門水庫至斷

面90上游測之窄縮段，於驗證階段各結構物均以現況設置，該河段之模型糙度之

率定，分別比較2年(1700 m3/s)與20年(6100 m3/s)頻率洪水之計畫水位和模型試

驗量測，如圖4.3-27至圖4.3-36所示，該試驗量測資料則列於表4.3-7及表4.3-8

中。2年及20年頻率洪水之平均誤差分別為0.23m及0.6m，比較結果顯示模型試

驗水位與計畫水位趨勢相同且數值接近，也就是說目前水工模型試驗之河床糙度

可反應出2年與20年頻率洪水流量條件下之水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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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7  第1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1,7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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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8  第2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1,7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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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9  第3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1,7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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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0  第4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1,7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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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1  第5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1,7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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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2  第1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6,1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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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3  第2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6,100 m3/s) 

114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128

13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高
程

(m
)

累距 (m)

底床高程 物模水位高程 數模水位高程

 

圖4.3-34  第3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6,1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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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5  第4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6,100 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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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6  第5號斷面之水位比較(流量6,100 m3/s) 

 

表4.3-7  2年(1,700 m3/s)頻率洪水試驗之量測資料 

累距 (m) 42.26 63.40 84.53 105.66 126.79 147.93 169.06 190.19

底床高程 (m) 117.43 119.00 118.00 117.36 117.53 117.46 117.41 117.91

物模水位高程(m) 120.83 121.03 120.77 120.52 120.72 120.17 119.97 119.51

數模水位高程(m) 120.90 120.66 120.36 120.13 119.80 119.71 119.60 119.56

累距 (m) 54.74 82.11 109.48 136.85 164.22 191.59 218.96 246.33

底床高程 (m) 119.16 117.87 119.53 119.30 118.97 118.85 119.49 118.28

物模水位高程(m) 121.46 121.37 121.15 120.95 121.20 121.31 122.07 122.18

數模水位高程(m) 121.66 121.49 121.27 120.84 121.04 121.28 121.55 122.13

累距 (m) 67.07 100.61 134.15 167.68 201.22 234.76 268.29 301.83

底床高程 (m) 121.28 119.81 120.65 121.70 121.20 120.88 120.88 121.10

物模水位高程(m) 122.50 122.29 122.20 122.54 122.52 122.37 122.30 122.44

數模水位高程(m) 122.29 122.30 122.41 122.45 122.53 122.73 122.72 122.95

累距 (m) 80.26 120.39 160.52 200.65 240.78 280.91 321.04 361.17

底床高程 (m) 121.62 122.12 121.19 122.00 122.56 122.43 122.07 121.15

物模水位高程(m) 123.00 123.36 123.46 123.48 123.70 123.83 123.69 122.69

數模水位高程(m) 123.39 123.32 123.37 123.51 123.81 123.78 123.79 123.81

累距 (m) 78.28 117.42 156.56 195.69 234.83 273.97 313.11 352.25

底床高程 (m) 122.00 122.00 123.00 122.82 122.48 122.12 122.00 122.00

物模水位高程(m) 123.77 124.10 124.12 124.10 124.06 123.90 124.23 124.53

數模水位高程(m) 124.08 124.18 124.17 124.18 124.19 124.01 124.16 124.37

第1號斷面

第2號斷面

第3號斷面

第4號斷面

第5號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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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8  20年(6,100 m3/s)頻率洪水試驗之量測資料 

累距 (m) 42.26 63.40 84.53 105.66 126.79 147.93 169.06 190.19

底床高程 (m) 117.43 119.00 118.00 117.36 117.53 117.46 117.41 117.91

物模水位高程(m) 124.76 124.67 124.50 124.20 124.36 124.41 124.44 124.40

數模水位高程(m) 125.36 125.27 125.10 124.80 124.96 125.01 125.04 125.00

累距 (m) 54.74 82.11 109.48 136.85 164.22 191.59 218.96 246.33

底床高程 (m) 119.16 117.87 119.53 119.30 118.97 118.85 119.49 118.28

物模水位高程(m) 125.22 125.12 124.96 124.64 124.89 124.99 125.72 125.64

數模水位高程(m) 125.03 124.59 124.15 124.07 123.72 123.12 124.85 124.89

累距 (m) 67.07 100.61 134.15 167.68 201.22 234.76 268.29 301.83

底床高程 (m) 121.28 119.81 120.65 121.70 121.20 120.88 120.88 121.10

物模水位高程(m) 125.22 125.47 125.15 124.82 125.15 126.14 125.46 125.71

數模水位高程(m) 125.50 124.58 124.56 124.65 125.01 125.13 125.27 125.44

累距 (m) 80.26 120.39 160.52 200.65 240.78 280.91 321.04 361.17

底床高程 (m) 121.62 122.12 121.19 122.00 122.56 122.43 122.07 121.15

物模水位高程(m) 125.20 126.17 125.67 126.00 125.71 126.07 125.79 124.37

數模水位高程(m) 124.60 125.10 125.30 125.32 125.37 125.41 125.44 125.43

累距 (m) 78.28 117.42 156.56 195.69 234.83 273.97 313.11 352.25

底床高程 (m) 122.00 122.00 123.00 122.82 122.48 122.12 122.00 122.00

物模水位高程(m) 125.32 124.91 125.44 125.46 125.91 126.33 126.55 126.71

數模水位高程(m) 125.27 124.33 124.69 125.01 125.05 125.53 126.71 126.84

第1號斷面

第2號斷面

第3號斷面

第4號斷面

第5號斷面

 
 

4.3.3 試驗結果與分析 

1. 透水堤試驗 

本試驗利用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之粗顆粒級配料堆疊成一透水圍堰，於平時

將石門水庫下游抽出之泥水儲存於圍堰之上游面，透過粗顆粒級配料可過濾泥水

至允許排放程度的清水，而剩餘淤泥則堆置在圍堰之上游面，於防汛期時再利用

石門水庫之洩洪沖刷此淤泥及圍堰，讓淤泥及粗粒料回歸下游河道。本計畫辦理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時，皆需經

由透水堤之規劃設計，建置臨時淤泥堆置處，因此透水堤之濾料組成將影響堆置

區之設置功能與受到法規之限制，所以進行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及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模型試驗時，應針對數種不同粒徑組成之濾料，

進行透水性試驗及滲流之水流泥砂濃度；試驗之泥砂粒徑資料應符合石門水庫上

游義興壩附近泥砂顆粒粒徑、復興橋附近泥砂粒徑及羅浮橋附近泥砂粒徑，或是

水庫中上游其他易於取得泥砂來源處之泥砂顆粒粒徑，作為試驗泥砂之選擇。 

根據「石門水庫庫區集水區各樣坑採樣粒徑分析成果」(水保局,2008)報告指

出，石門水庫上游泥砂粒徑平均值約為42.5mm；羅浮泥砂過篩80%之粒徑約為

4.75mm(4號篩)、過篩70%之粒徑約為2mm(10號篩~16號篩) 、過篩60%之粒徑

約為1.2mm(16號篩~30號篩)；因此，透水堤試驗之粒徑選擇5mm、2mm、

1.2mm、0.83mm及羅浮泥砂作為透水堤之試驗粒料，圖4.3-37為試驗佈置圖，

圖上顯示，模擬之石門抽泥水樣從右側進入淤泥堆置區，當堆置量超過0.8倍之透

水堤高度時，淤泥則從渾水出口排出，保持堆置區之淤泥量，待透水堤有滲流水

流出時，即開始取樣並分析滲流濃度，表4.3-9為透水堤試驗之組數與結果，共進

行了10場透水堤試驗，每場試驗從透水堤有滲流水流出開始計時，每場試驗總時

間為30分鐘。圖4.3-38為利用羅浮泥砂作為透水堤之試驗結果，由圖上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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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堤頂5cm之案例已可將淤泥留滯在堆置區內並排出清水，圖4.3-39-1為利用

1.2mm粒徑之土樣進行透水堤試驗，由圖上可看出透水堤頂10cm之案例仍有部

分泥水滲流出來，可見此粒徑過濾泥水之效果有限，圖4.3-39-2則為利用0.83mm

粒徑之粒料進行之透水堤試驗，由試驗結果可知透水堤頂寬15cm時，能將淤泥留

滯在堆置區內並排出清水，表4.3-9為其他試驗組數之綜整結果，由表中可看出明

顯有效之過濾效果為羅浮泥砂及粒徑為0.83mm之粒料，其透水堤效果能將13萬

ppm左右之淤泥過濾成500ppm以下之滲流水，因此，羅浮泥砂可直接進行現地

試驗或利用0.83mm之粒徑作為透水提之過濾層。 

由於本項試驗之透水提高度僅6cm，且由透水堤試驗結果可知透水堤頂10cm

時即可達到明顯良好之效果，因此建議北區水資源局可進行現地試驗，探討透水

堤不同堆置高度之寬度之效果，若以透水堤堆置高度2公尺而言，透水堤頂的堆

置寬度則建議為3公尺，而本工作之模型試驗因為模型比尺為1/64，因此石門水

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之模型試驗，採用透水堤頂的堆置寬度為5cm進行試驗，試

驗內容主要分析不同重現期之洪水條件及不同放淤淤泥之含水量(乾密度)下，試

驗評估各方案之放淤效果，並提供為後續工程規劃及設計之參考依據。 

表4.3-9  透水堤試驗粒料及結果 

1.2mm
5cm 10cm 15cm 5cm 15cm 10cm 5cm 15cm 10cm 15cm

128289 146001 135474 150938 150938 116176 127086 127086 153513 153513

999.4 875.7 519.2 250.6 229.9 9417 118075 26890 139173 38119

15min(ppm) 604.3 543.6 353.5 200.8 182.1 5075 6599 3553 7957 5180

30min(ppm) 486.4 454 312.2 189.8 188.8 3436 5003 1674 6364 2673

粒徑 5mm2mm0.83mm羅浮粒料

延

時

即時(ppm)
原始溶液(ppm)
堤寬

 
 

 

圖4.3-37  透水堤試驗佈置圖 

(a)  (b)  

圖4.3-38  透水堤頂端寬5cm之試驗案例(a)上游側淤泥沉降(b)下游側清水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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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39-1  透水堤頂端寬10cm之試驗案例 

 

圖4.3-39-2  透水堤頂端寬15cm之試驗案例 

2.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方案分析（案例1～案例10） 

本試驗主要目的為進行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並以十組不同案例(已於之前

說明)進行試驗，並提供為石門水庫現場放淤工程之參考。 

表4.3-9為試驗時間之推估，本試驗收集93年至98年之主要颱洪資料，並依

據本試驗之試驗流量整理出不同流量之發生時間長度，並進行模型時間比尺的換

算，進而推估出不同流量條件下，後池堰可針對不同流量進行放流之時間。表

4.3-10則為進行模型試驗時，不同流量條件時下游尾水板及後池堰進行取樣的時

間，並以後池堰之出流濃度與下游出流之泥砂濃度推估淤泥隨時間變化之沖刷歷

程。 

本試驗所有案例皆鋪設相同體積之淤泥及相同範圍之透水土堤，圖4.3-40為

淤泥鋪設範圍及量測斷面位置，量測斷面自下游起算共分為5個斷面，每個斷面

取8個位置進行量測，淤泥鋪設範圍自第2號斷面至第5號斷面共分為3個堆置區。

淤泥堆置區域約為50000平方公尺，淤泥總體積約為80000立方公尺，根據之前

數值模擬結果以及之前透水堤試驗結果，將鋪設之透水堤及淤泥換算成水工模型

試驗時，透水堤鋪設高度約為3.125公分，淤泥鋪設高度則約為2.5公分，圖4.3-41

為淤泥鋪設厚度之檢驗。圖4.3-42則為土堤鋪設高度之檢驗，高度約為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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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章節分別針對10組不同案例之試驗結果進行說明，探討不同含水量及流

量條件下淤泥沖淤的能力，案例說明從較小之流量及含水量依序說明。 

表4.3-9  試驗時間之推估 

流量大於 500m
3
/s  流量大於 1000m

3
/s 流量大於 1700m

3
/s 流量大於 3500m

3
/s 流量大於 6100m

3
/s

颱風事件 時間 颱風事件 時間 颱風事件 時間 颱風事件 時間 颱風事件 時間 

艾利 75 艾利 47 艾利 38 艾利 17 艾利 11 

海棠 36  海棠 26  海棠 7  海棠 0  海棠 0  

馬莎 65  馬莎 40  馬莎 31  馬莎 16  馬莎 0  

泰利 54  泰利 19  泰利 10  泰利 0  泰利 0  

科羅莎 50  科羅莎 29  科羅莎 23  科羅莎 12  科羅莎 0  

韋帕 28  韋帕 18  韋帕 14  韋帕 0  韋帕 0  

聖帕 32  聖帕 15  聖帕 8  聖帕 0  聖帕 0  

鳳凰 26  鳳凰 15  鳳凰 3  鳳凰 0  鳳凰 0  

辛樂克 7  辛樂克 6  辛樂克 4  辛樂克 0  辛樂克 0  

薔蜜 4  薔蜜 2  薔蜜 1  薔蜜 0  薔蜜 0  

平均(hr) 38  平均(hr) 22  平均(hr) 14  平均(hr) 5  平均(hr) 1  

模形(min) 283    163   104    34    8  

試驗 min(現場 hr) 180(24)   150(20)   100(13.3)   30(4)   8(1.1)

表4.3-10  模型取樣時間 

流量為300m
3
/s 流量為500m

3
/s 流量為1000m

3
/s 流量為1700m

3
/s 流量為3500m

3
/s 流量為610m

3
/s

取樣時間(分) 取樣時間(分) 取樣時間(分) 取樣時間(分) 取樣時間(分) 取樣時間(分)
1 1 1 1 0.5 0.5
5 3 3 3 1 1
7 5 5 5 3 2

10 7 7 7 5 3
15 10 10 10 7 4
30 15 12 12 9 5
60 30 15 15 11 6
90 45 30 30 13 7
120 60 45 45 15 8
150 90 60 60 20
180 120 90 80 30
210 150 120 100
240 180 150  

 

（1）實驗案例(案例1)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300m3/s，淤泥含水量為15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240

分鐘，對應到現場沖刷時間為1920分鐘，本項試驗之目的為探討平時後池堰排砂

道放流量為180m3/s時，後池堰溢流量達120m3/s之情況下，淤泥堆置區受到後池

堰溢流量之影響，可供平時遭遇降雨事件，淤泥堆置區受到小流量衝擊之案例測

試。圖4.3-43~圖4.3-45為沖刷1分鐘、15分鐘及24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

現況，拍攝角度為自右岸向左岸拍攝之右視圖，其餘案例之拍攝角度同此案例。

由圖4.3-43及圖4.3-44可發現，當上游放流流量為300 m3/s時，土堤僅被浸濕，

並無遭沖毀之現象，且水流也無法漫過土堤，由圖4.3-45可看出，土堤在放流經

過240分鐘後，仍未被沖毀，且由於放流量過低，因此水流無法漫過土堤，也無

法將淤泥帶至下游。由於在試驗時間結束後，土堤仍完好無缺，且放流量過低導

致無法有效提升水位高程，並使其漫流過土堤對淤泥進行沖刷，因此本試驗案例

判定為因上游放流量過低，而無法對下游放淤沖刷有實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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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置區(A)

堆置區(B)

堆置區(C)

 

圖4.3-40  淤泥鋪設範圍及量測斷面位置 

 
圖4.3-41  淤泥鋪設厚度(約2.4公分) 

 

圖4.3-42  土堤鋪設高度(約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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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堆置區

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43  流量3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堆置區(C)

堆置區(B)

堆置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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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4  流量3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140 

 
6650C 

 

圖4.3-45  流量3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240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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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案例(案例2)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500m3/s，淤泥含水量為10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180

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1440分鐘，圖4.3-46~圖4.3-50為沖刷1、5、7、15

及18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情況。以圖4.3-46為例，左邊三張圖分別為C、

B及A堆置區之右視圖，右邊三張圖分別為C、B及A堆置區之上視圖，其餘案例之

圖示設定同此案例。由圖4.3-46及圖4.3-49可看出，第1分鐘時水流已漫過土堤，

並將淤泥帶至下游處，第5分鐘開始，迎水面土堤中央處有部分被沖毀，第7分鐘

開始，堆置區B、C之側向土堤也有部分遭沖毀，第15分鐘時，迎水面土堤約有

1/3被沖毀，由圖4.3-50中可看出，在沖刷180分鐘後，迎水面土堤約有半數遭沖

毀，因此在C堆置區處，未遭沖毀的土堤後方累積較多的淤泥，遭沖毀的土堤後

方淤泥量則相對較少，而側向土堤雖有沖刷現象，但多數土堤僅有高程變低，並

未露出原始底床，因此第A、B堆置區留下較多淤泥。 

圖4.3-51~圖4.3-55為沖刷18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可

清楚看出，由於第1號斷面並未鋪設淤泥，因此原始底床高程與沖刷後高程並無

變化，第2~5號斷面中央處之沖刷後底床高程則比原始底床高程略高，顯示在各

量測斷面中央處皆殘留未被完全沖刷的土堤及淤泥， 

圖4.3-56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

生在開始沖刷的5分鐘後，由於第5分鐘時，迎水面土堤遭破壞，因此水流帶走較

多淤泥，造成下游濃度升高。圖4.3-57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知，

在下游發生尖峰濃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增加，在第10分鐘後，才趨於平緩，並

呈類線性關係。且沖刷速率從第10分鐘後至第180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

淤泥及透水堤沖刷量可依據第10分鐘後至第18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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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堆置區

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46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堆置區(C) 

堆置區(B) 

堆置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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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7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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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8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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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9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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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0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80分鐘後之沖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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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1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114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128

13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高
程

(m
)

累距 (m)

原始底床高程 沖刷後底床高程 沖刷後水位高程

 

圖4.3-52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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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3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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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4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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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5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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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6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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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7  流量500 m3/s，含水量100%時之淤泥體積變化 

第1號斷面

第2號斷面

第3號斷面

第4號斷面

溪洲橋

 

圖4.3-58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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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驗案例(案例3)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5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5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18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1440分鐘。圖4.3-59至圖4.3-63為沖刷1、5、7、

15及18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59至圖4.3-62可看出，第1

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水流僅漫過透水堤，並緩慢將淤泥帶往下游，第5分鐘開始，

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已有部分遭沖毀，因此淤泥被大量帶往下游，第7分鐘開始，

B、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有部分遭沖毀，第15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

已露出原始底床，由圖4.3-63中可看出，在沖刷180分鐘後，迎水面透水堤中央

處幾乎全遭沖毀，但右岸之透水堤則相對較為完好，因此在C堆置區處，未遭沖

毀的透水堤後方累積較多的淤泥，遭沖毀的透水堤後方淤泥量則相對較少，而側

向透水堤雖有沖刷現象，但多數透水堤僅有高程變低，並未露出原始底床，但由

於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已崩坍，因此第A、B堆置區之淤泥順勢被帶往下游，僅B

堆置區右岸及C堆置區接近下游處留下較多淤泥。 

圖4.3-64至圖4.3-68為沖刷18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可

清楚看出，雖第1號斷面並未鋪設淤泥，但左岸沖刷後高程卻比原始高程為高，

判斷是崩坍後之透水堤未被帶至下游，而淤積在第1號斷面靠近左岸處，第2~4

號斷面中央處之沖刷後底床高程則比原始底床高程略高，第5號斷面為透水堤鋪

設位置，且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垮，因此沖刷後高程約略等於原始底床高程，圖

中顯示，在各量測斷面中央處皆殘留未被完全沖刷的透水堤及淤泥，但河道右

岸，亦即鋪設淤泥中央處之沖刷效果則較為顯著。 

圖4.3-69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

生在開始沖刷的5分鐘後，由於第5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遭水流破壞，因此帶走

大量淤泥，造成下游濃度飆升。圖4.3-70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

知，在發生尖峰濃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在第7分鐘後，才趨於平緩，並

呈類線性關係，緩慢增加，直至沖刷90分鐘後，都未有激烈變動，且沖刷速率從

第20分鐘後至第60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透水堤沖刷量可依據第20

分鐘後至第6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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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59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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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0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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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1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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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2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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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3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90分鐘後之沖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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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4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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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5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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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6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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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7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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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8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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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9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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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0  流量500 m3/s，含水量150%時之泥砂沖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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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1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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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驗案例(案例4)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1,0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0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15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1200分鐘。圖4.3-72至圖4.3-76為沖刷1、5、7、

15及15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72至圖4.3-75可看出，第1

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已遭水流淹沒，第5分鐘開始，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已遭水

流破壞，且B、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有部分遭沖毀，第7分鐘開始，迎水面透

水堤中央處幾乎全數遭沖毀，C堆置區側向透水堤被沖毀的部分增加，第15分鐘

時，迎水面透水堤幾乎全數被沖毀。由圖4.3-76中可看出，在沖刷150分鐘後，

迎水面透水堤及第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毀，但第B、C號堆置區之

側向透水堤雖有崩坍現象，但仍殘留少許基座，且由於本案例含水比較低的關

係，各堆置區下層仍有部分淤泥未被沖刷至下游。 

圖4.3-77至圖4.3-81為沖刷15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可

清楚看出，由於第1號斷面並未鋪設淤泥，因此原始底床高程與沖刷後高程並無

顯著變化，第2~4號斷面中央處之沖刷後底床高程則比原始底床高程略高，第5

號斷面為透水堤鋪設位置，且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垮，因此沖刷後高程約略等於

原始底床高程，圖中顯示，在各量測斷面中央處皆殘留未被完全沖刷的透水堤及

淤泥，但河道右岸之沖刷效果則較為顯著。 

圖4.3-82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

生在開始沖刷的5分鐘後，由於第5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產生崩坍，因此帶走大

量淤泥，造成下游濃度飆升。圖4.3-83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知，

在發生尖峰濃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在第10分鐘後，沖刷率趨於平緩，並

呈類線性關係，緩慢增加，直至沖刷150分鐘後，都未有激烈變動，且沖刷速率

從第15分鐘後至第150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透水堤大於第150分鐘

後之沖刷量可依據第15分鐘後至第15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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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2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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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3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162 

 
6650C 

 

圖4.3-74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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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5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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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6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50分鐘後之沖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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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7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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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8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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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9  流量1,000 m3/s ，含水量10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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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0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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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1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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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2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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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3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00%時之泥砂沖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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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4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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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驗案例(案例5)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10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5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15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1200分鐘。圖4.3-85至圖4.3-89為沖刷1、5、7、

15及15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85至圖4.3-88可看出，第1

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出現崩坍現象，第5分鐘開始，迎水面透水堤中央偏

右岸處遭沖毀，B、C號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有部分遭沖毀，第7分鐘開始，迎

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幾乎全數遭沖毀，C堆置區側向透水堤被沖毀的部分增加，第

15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幾乎全數被沖毀。由圖4.3-89中可看出，在沖刷150分

鐘後，迎水面透水堤及B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毀，但C堆置區之側向

透水堤雖有仍殘留少許基座，而A堆置區下層底泥殘留未被沖走，B、C堆置區右

岸之淤泥幾乎全數被沖走，僅堆置區左側留下較多淤泥。 

圖4.3-90至圖4.3-94為沖刷15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可

清楚看出，由於第1號斷面並未鋪設淤泥，因此原始底床高程與沖刷後高程並無

顯著變化，第2~4號斷面中央處之沖刷後底床高程則比原始底床高程略高，第5

號斷面為透水堤鋪設位置，且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垮，因此沖刷後高程僅距左岸

200m處殘留透水堤，其餘斷面則約略等於原始底床高程，圖中顯示，在各量測

斷面中央處皆殘留未被完全沖刷的透水堤及淤泥，但河道右岸之沖刷效果則較為

顯著。 

圖4.3-95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

生在開始沖刷的5分鐘後，由於第5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產生崩坍，因此帶走大

量淤泥，造成下游濃度飆升。圖4.3-96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知，

在發生尖峰濃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在第10分鐘後，沖刷率趨於平緩，並

呈類線性關係，緩慢增加，直至沖刷150分鐘後，都未有激烈變動，且沖刷速率

從第15分鐘後至第150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透水堤大於第150分鐘

後之沖刷量可依據第15分鐘後至第15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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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5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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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6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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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7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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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8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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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9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50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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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0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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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1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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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2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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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3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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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4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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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5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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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6  流量1,000 m3/s，含水量150%時之泥砂沖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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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7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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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驗案例(案例6)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17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0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10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800分鐘。圖4.3-98至圖4.3-102為沖刷1、5、7、

15及10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98至圖4.3-101可看出，第

1分鐘時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已遭水流破壞，第5分鐘開始，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

遭沖毀，B、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有部分產生崩坍，第7分鐘開始，迎水面透

水堤中央處幾乎全數遭沖毀，C堆置區側向透水堤被沖毀的部分增加，第15分鐘

時，迎透水堤幾乎全數被沖毀。由圖4.3-102中可看出，在沖刷150分鐘後，迎水

面透水堤及B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毀，但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雖有

仍殘留少許基座，而A堆置區下層底泥殘留未被沖走，B、C堆置區右岸之淤泥幾

乎全數被沖走，僅堆置區左側留下較多淤泥。 

圖4.3-103至圖4.3-107為沖刷15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

可清楚看出，由於第1號斷面並未鋪設淤泥，因此原始底床高程與沖刷後高程並

無顯著變化，第2~4號斷面中央處之沖刷後底床高程則比原始底床高程略高，且

第4號斷面之右岸也有少許淤泥淤積，第5號斷面為透水堤鋪設位置，且透水堤幾

乎全數遭沖垮，因此沖刷後高程約略等於原始底床高程，圖中顯示，在各量測斷

面中央處皆殘留未被完全沖刷的透水堤及淤泥，除C堆置區外，河道右岸之沖刷

效果則較為顯著。 

圖4.3-108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本案例之第一尖峰濃

度發生在開始沖刷的1分鐘後，第二尖峰濃度發生在開始沖刷的7分鐘後，第三尖

峰濃度則發生在沖刷後15分鐘。圖4.3-109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

可知，在發生尖峰濃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因此在第1~3、5~7及10~15分

鐘分別出現劇烈沖刷現象，自第15分鐘後，沖刷率趨於平緩，並呈類線性關係，

緩慢增加，直至沖刷100分鐘後，都未有激烈變動，且沖刷速率從第30分鐘後至

第60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透水堤大於第60分鐘後之沖刷量可依據

第30分鐘後至第6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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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堆置區

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98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堆置區(C) 

堆置區(B) 

堆置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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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9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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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0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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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1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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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2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00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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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3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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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4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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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5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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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6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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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7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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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8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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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09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之泥砂沖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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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0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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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驗案例(案例7)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17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5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10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800分鐘。圖4.3-111至圖4.3-113為沖刷1、15及

45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111及圖4.3-112可看出，第1分鐘

時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出現崩坍現象，第15分鐘後，迎水面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

毀，B、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僅餘部分基座。由圖4.3-113中可看出，在沖刷

45分鐘後，僅第B、C堆置區殘留少許透水堤基座，其餘幾乎全數遭沖毀。且A、

B堆置區淤泥幾乎全數遭沖刷，C堆置區之右岸則殘留較多淤泥。 

圖4.3-114至圖4.3-118為沖刷15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

可清楚看出，各斷面沖刷後高程約略等於原始底床高程，顯示在斷面上之透水堤

及淤泥幾乎全遭沖毀。 

3號堆置區

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111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堆置區(C) 

堆置區(B) 

堆置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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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2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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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3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4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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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4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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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5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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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6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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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7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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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8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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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19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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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號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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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0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7) 

 

（8）實驗案例(案例8)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35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0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3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240分鐘。圖4.3-121至圖4.3-125為沖刷1、5、7、

15及3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121至圖4.3-124可看出，由

於流量甚大，因此第1分鐘後水流已淹沒透水堤，並使透水堤遭受破壞，第5分鐘

後，迎水面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毀，B、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產生大量崩坍現

象，第7分鐘後，迎水面透水堤除右岸處，已全數沖毀，並露出用來標記原始底

床的白線，側向透水堤也遭沖毀，第15分鐘後，除A堆置區之部分側向透水堤，

其餘已全數沖毀。由圖4.3-125中可看出，在沖刷30分鐘後，第A、B堆置區淤泥

幾乎全數遭沖刷，C堆置區之右岸則殘留較多淤泥。 

圖4.3-126至圖4.3-130為沖刷3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

可清楚看出，各斷面沖刷後高程約略等於原始底床高程，顯示在斷面上之透水堤

及淤泥幾乎全遭沖毀。 

圖4.3-131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由於本案例之流量

較大，透水堤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沖毀，因此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生在開始沖刷

的1分鐘後。圖4.3-132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知，在發生尖峰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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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自第15分鐘後，沖刷率趨於平緩，並呈類線性關係，

緩慢增加，直至沖刷30分鐘後，都未有激烈變動，且沖刷速率從第15分鐘後至第

30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透水堤大於第30分鐘後之沖刷量可依據第

15分鐘後至第3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3號堆置區

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121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堆置區(C) 

堆置區(B) 

堆置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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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2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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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3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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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4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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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5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30分鐘後之沖刷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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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6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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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7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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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8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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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29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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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0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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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1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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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2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之泥砂沖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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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3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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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實驗案例(案例9)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35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5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3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240分鐘。圖4.3-134至圖4.3-138為沖刷1、5、7、

15及30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134至圖4.3-137可看出，由

於流量甚大，因此第1分鐘後水流已淹沒透水堤，並使透水堤遭受破壞，第5分鐘

後，迎水面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毀，B、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產生大量崩坍現

象，第7分鐘後，迎水面透水堤除右岸處，已全數沖毀，並露出用來標記原始底

床的白線，第15分鐘後，除C堆置區之部分側向透水堤，其餘已全數遭淹沒，並

大量崩坍。由圖4.3-138中可看出，在沖刷30分鐘後，B、C堆置區淤泥幾乎全數

遭沖刷，C堆置區之右岸則殘留較多淤泥。 

圖4.3-139至圖4.3-143為沖刷30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

可清楚看出，各斷面沖刷後高程約略等於原始底床高程，顯示在斷面上之透水堤

及淤泥幾乎全遭沖毀。 

圖4.3-144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由於本案例之流量

較大，透水堤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沖毀，因此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生在開始沖刷

的1分鐘後。圖4.3-145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知，在發生尖峰濃

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自第15分鐘後，沖刷率趨於平緩，並呈類線性關係，

緩慢增加，直至沖刷30分鐘後，都未有激烈變動，且沖刷速率從第15分鐘後至第

30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透水堤大於第30分鐘後之沖刷量可依據第

15分鐘後至第3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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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堆置區

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134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堆置區(C) 

堆置區(B) 

堆置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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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5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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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6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204 

 
6650C 

 

圖4.3-137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1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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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8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沖刷30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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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39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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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0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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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1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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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2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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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3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5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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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4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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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5  流量3,500 m3/s，含水量100%時之泥沙沖刷量 

第1號斷面

第2號斷面

第3號斷面

第4號斷面

溪洲橋

 

圖4.3-146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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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實驗案例(案例10) 

本試驗案例流量採用61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0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

8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64分鐘。圖4.3-147至圖4.3-150為沖刷1、5、7及8

分鐘後，各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147至圖4.3-149可看出，由於流量

甚大，因此第1分鐘後水流已淹沒透水堤，第5分鐘後，迎水面透水堤幾乎全數遭

沖毀，B、C堆置區之側向透水堤也產生大量崩坍現象，第7分鐘後，迎水面透水

堤幾乎全數沖毀。由圖4.3-150中可看出，在沖刷8分鐘後，由於沖刷時間不夠長，

因此在各堆置區皆有未沖刷之淤泥。 

圖4.3-151至圖4.3-155為沖刷8分鐘後，各量測斷面底床及水位高程，由圖可

清楚看出，除A堆置區中央靠近下游處以外，各斷面沖刷後高程約略等於原始底

床高程，顯示在斷面上之透水堤及淤泥幾乎全遭沖毀。 

圖4.3-156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由於本案例之流量

較大，透水堤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沖毀，因此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生在開始沖刷

約30秒後。圖4.3-157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知，在發生尖峰濃

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由於沖刷時間不足，故沖刷率並無緩和現象，但沖

刷速率從第4分鐘後至第8分鐘皆維持一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透水堤大於第8分

鐘後之沖刷量可依據第4分鐘後至第8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210 

 
6650C 

3號堆置區

2號堆置區

1號堆置區
 

圖4.3-147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1分鐘後之圖示 

 

堆置區(C) 

堆置區(B) 

堆置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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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8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5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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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49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7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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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0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沖刷8分鐘後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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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1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第1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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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2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第2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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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3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第3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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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4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第4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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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5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第5號斷面之底床及水位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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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6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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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7  流量6,100 m3/s，含水量100%時之泥砂沖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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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8  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案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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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成果評估（案例1～案例10） 

於上所述之10組不同流量及含水量的案例中，除案例1(流量過小)及案例7(濃

度採樣時間較少)外，其餘8場試驗均有詳細之泥砂濃度沿時間歷程之變化量。在

此以不同流量之試驗案例為比較依據，分別探討含水量100%及150%沿時間歷程

之泥砂沖刷率。 

表4.3-11為不同流量下，數值模擬之平均流速，由表可得知在未鋪設淤泥及

透水堤時，第2及第5號斷面之平均流速。若以評估報告中堆置區河流沖淤可行性

評估結果，可知試驗範圍內之流速皆大於0.6m/s，因此可沖刷粒徑大於5mm之透

水堤顆粒，但若要沖刷粒徑大於64mm之透水堤顆粒，則流量必須大於

1700m3/s，堆置區之流速才能大於3m/s。 

表4.3-12為各案例沖刷90分鐘內之沖刷量，圖4.3-159及4.3-160則為含水量

100%與含水量150%時，不同流量條件下沖刷90分鐘後之泥砂沖刷率，由表

4.3-12、圖4.3-159及圖4.3-160可看出，在含水量為100%與150%時，流量越大

的案例沖刷率也相對較高，若以沖刷率大於50%作為評估標準，以流量1700 m3/s

進行含水量100%及150%的淤泥沖刷，在90分鐘內，皆能達到50%以上之沖刷

率。而表4.3-13為各案例到達沖刷平衡後之泥砂沖刷率推估公式，由於各案例之

沖刷曲線會隨時間趨緩(圖4.3-159及圖4.3-160)，待斜率已無明顯變化時，便將該

時間定義為沖刷平衡時間。但沖刷率達到穩定之時間並不一定隨著流量增加或縮

短，而是要看堆置區之堆置高度，但若假設堆置區之水深在高於淤泥堆置高度的

前提下，沖刷速率仍滿足本試驗之結果，則可利用表4.3-13之沖刷速率進行現場

沖刷量之推估。表4.3-14即為沖刷後上下游透水堤之斷面水位高程及水深，若以

流量1700 m3/s為例，堆置區平均水深可達1.85m，因此，堆置區最多可堆置1.85 

m高之淤泥，而本試驗案例所堆置之淤泥高度約略為1.6 m，因此在現場尚有0.25 

m之空間可鋪設淤泥，在此可利用表4.3-13之公式，推估若於現場鋪設與第5號斷

面水位高程等高之淤泥，則可堆置約10萬立方公尺之淤泥，且需要約204分鐘之

沖刷時間，才能將鋪設淤泥全數沖刷至下游河道，表4.3-15為推估經表4.3-13之

各試驗案例最終沖刷時間後，將剩餘淤泥沖刷至下游河道所需的時間。 

各案例經一定時間沖刷後，皆會留下未沖刷淤泥，除案例1流量過低，而未

有沖刷現象外，由案例2~案例10可看出淤泥未遭沖刷的範圍有一可循的規則，無

論流量大小，C堆置區之右岸皆會殘留淤泥，A、B堆置區則會視流量及含水量的

不同，在河道中央處(即堆置區偏左方處)留下為數不一的淤泥，如流量較大，且

含水量較高，則未遭沖刷的範圍會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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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1  不同流量之平均流速(數模) 

 案例名稱 第2號斷面之平均流速(m/s) 第5號斷面之平均流速(m/s)

流量300 1.06 1.22

流量500 1.93 2.00

流量1000 2.33 2.39

流量1700 4.57 3.27

流量3500 2.57 4.36

流量6100 3.57 5.16  
 

表4.3-12  各案例沿時間歷程之沖刷量 
案例1 案例2 案例3 案例4 案例5 案例6 案例8 案例9 案例10

流量300 流量500 流量500 流量1000 流量1000 流量1700 流量3500 流量3500 流量6100

模型 原型 含水量150% 含水量100% 含水量150% 含水量100% 含水量150% 含水量100% 含水量100% 含水量150% 含水量100%
0 0 0.00 13.5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 8 0.00 13.57 298.11 1253.32 108.32 7402.38 14601.68 19078.53 15329.39
3 24 0.00 1571.15 6296.63 11670.39 19055.42 14314.64 29619.63 36165.03 29743.30
5 40 0.00 4009.88 33350.57 23490.33 26825.12 17602.19 40917.15 48304.53 41213.98
7 56 0.00 7151.28 36746.25 24238.36 33428.05 30183.40 47339.53 57913.81 50721.29

10 80 0.00 8240.54 38542.71 24884.38 36662.98 35261.51 50565.56 66129.47

15 120 0.00 10632.70 40055.27 25815.32 38118.08 46980.93 58438.67 78505.80
30 240 0.00 15761.19 40261.69 27214.92 40268.72 53428.88 63399.64 92062.20
45 360 0.00 19309.03 40370.00 28027.84 41670.52 59093.71 67222.09
60 480 0.00 23251.86 40614.34 28743.93 42713.79 62279.71 70277.96
90 720 0.00 27879.98 41751.71 29443.93 43754.56 62700.41

時間(min)

 
 

表4.3-13  各案例到達沖刷平衡後之泥砂沖刷量推估公式 

  現場沖刷平衡時間(min) 推估公式

80~1440 y = 0.002x + 0.1004
240~720 y = 0.0003x + 0.4204 
120~720 y = 0.0003x + 0.2802 
120~720 y = 0.006x + 0.4103 
120~480 y = 0.0037x + 0.4551 
120~240 y = 0.0036x + 0.5679 
120~240 y = 0.0096x + 0.6977 
32~64 y = 0.0527x + 0.1745 

案例8(流量3500，含水量100%)

案例9(流量3500，含水量150%)

案例10(流量6100，含水量100%

案例名稱

案例2(流量500，含水量100%)

案例3(流量500，含水量150%)

案例4(流量1000，含水量100%)

案例5(流量1000，含水量150%)

案例6(流量1700，含水量100%)

 

y：沖刷量(立方公尺)，x：沖刷時間(分) 

表4.3-14  各案例沖刷結束後之平均水位高程 

  第2號斷面之平均水位(水深)(m) 第5號斷面之平均水位(水深)(m)

120.42(1.48) 123.77(1.46)

120.50(1.57) 123.91(1.61)

120.60(1.67) 123.74(1.45)

120.93(2.00) 124.05(1.80)

121.09(2.16) 124.15(1.85)

122.86(3.93) 124.91(2.51)

122.86(3.93) 124.90(2.50)

124.72(5.79) 125.91(3.61)

案例8(流量3500，含水量100%)

案例9(流量3500，含水量150%)

案例10(流量6100，含水量100%

案例名稱

案例2(流量500，含水量100%)

案例3(流量500，含水量150%)

案例4(流量1000，含水量100%)

案例5(流量1000，含水量150%)

案例6(流量1700，含水量100%)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219 

 
6650C 

表4.3-15  現場完全沖刷所需時間 

可鋪設之最大淤泥量(立方公尺) 沖刷所需時間(分)
86516 2826
94016 1089
86016 1586

103516 1025
106016 1631
139016 851
138516 374

194016 262

案例6(流量1700，含水量100%)

案例8(流量3500，含水量100%)

案例9(流量3500，含水量150%)

案例10(流量6100，含水量100%

案例名稱

案例2(流量500，含水量100%)

案例3(流量500，含水量150%)

案例4(流量1000，含水量100%)

案例5(流量1000，含水量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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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59  含水量100%時之泥砂沖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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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60  含水量150%時之泥砂沖刷率 

4.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方案分析（案例11、案例12） 

考量到本試辦工程若於前述之範圍內(石門水庫後池堰至其下游1,000m範圍

內之河道) 施行，可能會因天候、經費及民眾觀感等諸多不確定因素下而無法施

作，因此，特別進行案例11、12之探討；此所討論之試驗案例(案例11、12)與之

前所探討之案例(案例1~10)相較下，是屬於較小範圍之沖刷試驗，可降低此試辦

工程失敗的風險，並以此依據進行細部設計。 

試驗案例(案例11、12)是屬於較小範圍之沖刷試驗，圖4.3-161為本次試驗之

淤泥鋪設範圍，試驗之透水堤如圖4.3-162所示，高度為3cm，對應現場之透水堤

高度約為1.9m。圖4.3-163為淤泥鋪設厚度，為2.4cm，對應現場鋪設厚度約為

1.53m。圖4.3-164為鋪設完成後河道之俯視圖，換算為現場尺寸後，較靠近上游

之透水堤長度為90m，對邊之透水堤長度為60m，透水堤寬度為125m，因此淤泥

體積約為15,000 m3。透水堤之上底為3.2m，下底為12.7m，因此透水堤體積約

為4,200 m3。總鋪設體積約為19,200 m3(現場)。圖4.3-165、166則為未沖刷前，

淤泥鋪設範圍之右視圖及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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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61  淤泥鋪設範圍(案例11、12) 

 
圖4.3-162  透水堤高度 

 
圖4.3-163  淤泥鋪設厚度 

：原鋪設範圍 

：本次試驗鋪設範圍 

90m

60m

N=2746612.6129
E=275885.1351

※ 右側為 97 座標系統 

N=2746618.3135 
E=275796.0291 

N=2746740.5561
E=275772.4154

N=2746735.5996
E=275826.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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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64  淤泥鋪設完成後之俯視圖 

 
圖4.3-165  未沖刷前之右視圖 

 
圖4.3-166  未沖刷前之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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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案例(案例11) 

本案例流量採用1700 m3/s，淤泥含水比為10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100

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為800分鐘。圖4.3-167至圖4.3-176為沖刷1、5、7、15

及100分鐘後，淤泥堆置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167及圖4.3-168可看出，第1分

鐘後水流已淹沒透水堤，圖4.3-169及圖4.3-170為第5分鐘後之沖刷現況，由圖可

看出迎水面透水堤中央處已遭沖毀，並將淤泥大量帶往下游，第7分鐘後之沖刷

情形如圖4.3-171及圖4.3-172所示，圖中顯示迎水面透水堤幾乎全數遭沖垮，僅

右岸處殘餘較厚之土堤，堆置區左側之土堤高度以目視判斷，其厚度也僅餘原先

堆置高度的一半以下。圖4.3-173及圖4.3-174為沖刷15分鐘後之現況，由圖可看

出，淤泥持續被帶往下游，土堤遭沖毀之速率雖相對較為緩慢，但仍具沖刷現象。

第100分鐘後之堆置區現況則如圖4.3-175及圖4.3-176所示，由圖可看出，在河道

右岸及淤泥堆置區中央處留下較多淤泥，土堤則全數遭沖毀。 

圖4.3-177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由於本案例之流量

較大，透水堤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沖毀，因此本案例之尖峰濃度發生在開始沖刷

約5分鐘後。圖4.3-178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由圖可知，在發生尖峰濃

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但沖刷速率從第10分鐘後即開始趨緩，且呈現緩慢

增加之趨勢，因此淤泥及透水堤大於第10分鐘後之沖刷量可依據第10分鐘後至第

10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推估。 

 

 
圖4.3-167  沖刷1分鐘後之右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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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68  沖刷1分鐘後之俯視圖 

 

 

圖4.3-169  沖刷5分鐘後之右視圖 

 

 

圖4.3-170  沖刷5分鐘後之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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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71  沖刷7分鐘後之右視圖 

 

 

圖4.3-172  沖刷7分鐘後之俯視圖 

 

 

圖4.3-173  沖刷15分鐘後之右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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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74  沖刷15分鐘後之俯視圖 

 

 

圖4.3-175  沖刷100分鐘後之右視圖 

 

 

圖4.3-176  沖刷100分鐘後之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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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77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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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78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00%時之泥砂沖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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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驗案例(案例12) 

本試驗案例之淤泥鋪設範圍及透水堤高度與案例11相同，流量同樣採用1700 

m3/s，淤泥含水比則為150%，模型沖刷時間設定為100分鐘，對應現場沖刷時間

為800分鐘。圖4.3-179至圖4.3-188為沖刷1、5、7、15及100分鐘後，淤泥堆置

區的沖刷現況，由圖4.3-179及圖4.3-180可看出，第1分鐘後水流已沖毀部分透水

堤，同時水流也將淤泥大量帶往下游，圖4.3-181及圖4.3-182為第5分鐘後之沖刷

現況，由圖可看出迎水面透水堤除河道右岸處，其餘部分幾乎全數遭沖毀，第7

分鐘後之沖刷情形如圖4.3-183及圖4.3-184所示，圖中顯示除河道右岸處殘留較

多淤泥外，其餘區域之沖刷現象相當顯著。圖4.3-185及圖4.3-186為沖刷15分鐘

後之現況，由圖可看出，淤泥持續被帶往下游，土堤遭沖毀之速率雖相對較為緩

慢，但仍具沖刷現象，沖淤現象也逐漸達到平衡。第100分鐘後之堆置區現況則

如圖4.3-187及圖4.3-188所示，由圖可看出，在河道右岸及淤泥堆置區中央處留

下較多淤泥，土堤則全數遭沖毀。 

圖4.3-189為沿時間歷程之上下游濃度變化，由圖可看出，由於本案例之流量

較大，且淤泥含水量較高，因此透水堤在相對案例11更短的時間內被沖毀，本案

例之尖峰濃度發生在開始沖刷約30秒後。圖4.3-190則為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

量，由圖可知，在發生尖峰濃度後淤泥沖刷量也隨之激增，但沖刷速率從第10分

鐘後漸趨平緩，並於第10分鐘至第100分鐘皆維持相對穩定之斜率，因此淤泥及

透水堤大於第10分鐘後之沖刷量可依據第10分鐘後至第100分鐘之沖刷速率進行

推估。 

 

圖4.3-179  沖刷1分鐘後之右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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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80  沖刷1分鐘後之俯視圖 

 

 

圖4.3-181  沖刷5分鐘後之右視圖 

 

 

圖4.3-182  沖刷5分鐘後之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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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83  沖刷7分鐘後之右視圖 

 

 

圖4.3-184  沖刷7分鐘後之俯視圖 

 

 

圖4.3-185  沖刷15分鐘後之右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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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86  沖刷15分鐘後之俯視圖 

 

 

圖4.3-187  沖刷100分鐘後之右視圖 

 

 

圖4.3-188  沖刷100分鐘後之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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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89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之上下游濃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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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90  流量1,700 m3/s，含水量150%時之泥砂沖刷量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233 

 
6650C 

5.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成果評估（案例11、案例12） 

本次試驗之兩案例皆於模型試驗中進行100分鐘的沖刷，對應現場之沖刷時

間為800分鐘，由圖4.3-191及表4.3-16可知，兩案例於沖刷30分鐘後(現場240分

鐘)，即可達到約50%之沖刷率，沖刷時間結束後(現場800分鐘)皆可達到85%以

上的沖刷率，且含水率150%案例之沖刷率更可達到95%，由此可判定，此次較

小淤泥鋪設範圍之位置具有相當成效。若現場流量不足，則可以表4.3-17之公式

進行計算，表中之沖刷平衡時間乃以圖4.3-191進行推估，由圖可判定，兩案例於

沖刷10分鐘後，沖刷率逐漸趨緩，且呈現趨勢較為一致之現象，因此本研究訂於

模型沖刷10分鐘後(現場80分鐘)為沖刷平衡時間，因此若於現場流量不足時，可

視現場所需之沖刷量，以表4.3-17之公式推估所需之沖刷時間。 

另本次放淤試驗除探討放淤成效外，亦可得另一結論，圖4.3-192及圖4.3-193

黑線部分為本次沖刷結束後，未完全沖刷之區域，由圖4.3-192可看出，堆置區左

側殘留部分淤泥，且右側堆置區也因沖刷量不足，而留下淤泥，由圖4.3-193可看

出，由於本案例之含水比較高，因此僅於堆置區右側殘留較多淤泥。本次試驗皆

於堆置區右側殘留部分淤泥，此現象雖對沖刷成效有負面影響，但由於在此次堆

置區之河道右岸曾產生破堤，若經長年累月，淤泥產生固化現象後，將能達到保

護基腳之功能，對整體河道之邊坡穩定性將會產生一定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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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91  各案例沿時間歷程之沖刷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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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6  各案例沿時間歷程之累積沖刷量 

時間(分)_現場 0 4 8 24 40 56 72 96 120 240 360 480 640 800

時間(分)_模型 0 0.5 1 3 5 7 9 12 15 30 45 6 80 100

案例11累積沖刷量(立方公尺) 0 61.96 369.90 4266.54 7271.80 8170.29 8931.15 9643.69 9974.90 11492.50 12883.56 14370.08 16366.78 19732.03

案例11累積沖刷體積百分比(%) 0 0.27 1.59 18.35 31.28 35.14 38.41 41.48 42.90 49.43 55.41 61.81 70.39 84.87

案例12累積沖刷量(立方公尺) 0 45.92 3326.26 5250.57 6341.05 6961.93 9258.98 9695.38 10594.31 13789.72 16040.79 16812.86 19165.84 22077.90

案例12累積沖刷體積百分比(%) 0 0.20 14.31 22.58 27.27 29.94 39.82 41.70 45.57 59.31 68.99 72.31 82.43 94.96  

 

表4.3-17  各案例到達沖刷平衡後之泥砂沖刷量推估公式 

沖刷平衡時間(min) 推估公式

80~800 y=0.004x+0.350

80~800 y = 0.005x + 0.385

案例11(流量1700，含水量100%)

案例12(流量1700，含水量150%)

案例名稱

 
y：沖刷量(立方公尺)，x：沖刷時間(分) 

 

 

圖4.3-192  河道右岸淤積示意圖(案例11) 

 

 

圖4.3-193  河道右岸淤積示意圖(案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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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試辦工程規劃及設計 

本試辦工程除需考量到主堰體外，還須配合其他相關措施以達整體工程之完

整性；以下將分別說明本案之相關工作項目及施作辦法。 

1. 用地考量 

本案目前規劃所需之用地範圍需涵蓋堤堰範圍、施工便道及淤泥輸送管路；

經套繪地籍資料(如圖4.3-194所示)並與 貴局確認後可知，目前位於大漢溪河

道土地多屬北水局經管土地，僅於相鄰區域榮安二村222、230、244等為私

地，但此部份並無涵蓋於本計畫範圍內。 

  

圖4.3-194  工區用地之影響範圍圖 

 

2. 工區測量 

因目前之測量資料所屬為96年度成果，因此，為使承商於施工時更能掌握現

地狀況，於施工前應先行施作量測工作；所需測量範圍為︰堤堰範圍、施工

便道及淤泥輸送管路等工區範圍。 

3. 施工便道 

堤堰之慮料需藉由卡車運送至築堤範圍，但考量到於河道中之堰體與既有道

路無法銜接，因此，需規劃施工便道與以連結；有關施工便道之平面佈設示

意圖可詳圖4.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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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95  施工便道之平面佈設示意圖 

4. 透水堤堰規劃、設計 

依據前述案例11、12之水工模型試驗結果可知，其所規劃之範圍沖淤效果良

好，因此，於此之試辦工程堤堰築設範圍以此為依據；有關透水堤堰之佈設

位置可詳圖4.3-196。 

 

圖4.3-196  透水堤堰之佈設位置圖 

依據4.3.3節之透水堤試驗可知，藉由羅浮橋下游側之濾料堆疊成一梯形之透

水堤(上底為3m、下底為13m、高度為2m(坡度之高寬比為1:2.5))，其型式之

堤堰可將淤泥過濾出允許排放至大漢溪的清水，以達到透水堤與堤堰中之淤

泥於平時並不會造成河道污染，而是於颱洪期間藉由水流沖刷回歸下游河道。 

5. 淤泥輸送管佈設 

目前所規劃之路線主要是考量減少用地紛爭，因此，佈設位置是銜接後池堰

已設置之排砂管後，沿公告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之河道外側佈設管路；有關

水流方向

透水堤工區範圍

≧3.5 寬施工便道

後池 

施工便道入口大門

後池 

水流方向

透水堤堰佈設位置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237 

 
6650C 

佈設示意圖可詳圖4.3-197。因本案為試辦工程，因此須要求承商於本工程結

束前進行管線拆除、復舊工作。 

 

圖4.3-197  淤泥輸送管平面示意圖 

6. 水質監測 

為避免淤泥堆置於堤堰內時會有污染河道水質的狀況，因此，規劃於下述之

時機及位置進行水質取樣、分析以監控堤堰之濾水效果。 

（1）取樣時機︰抽泥工作開始至抽泥工作完成後1個月。 

 取樣位置︰水質監測點1 (對照組)；水質監測點2、3 (實驗組) 

（2）取樣時機︰颱洪期間。 

 取樣位置︰水質監測點1 (對照組)；水質監測點4 (實驗組) 

上述之水質監測點位置說明︰ 

水質監測點1 – 後池大橋。 

水質監測點2 – 透水堤工區下游河道約150m處之河道窄縮處。 

水質監測點3 – 12、13號沉澱池間靠近河道處。 

水質監測點4 – 大溪橋(人行橋)。 

以上之說明即為本試辦工程主要之工作內容，其目的是使石門水庫之淤泥回

歸下游河道。 

水流方向

透水堤工區範圍

淤泥輸送管 

後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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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1. 水庫淤泥經由脫水、固化、造粒、烘培、煆燒、冷結等不同中間處理後，再

製作成為水泥、磚瓦、水工材料、輕質骨材、固化混凝土、高強度土壤、填

料、土壤改良、砂丘地綠化工程或其他資源等，歷年來已具備多項研究成果，

並指引出各項可能之應用方式。 

2. 本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主要包含淤泥機械脫水及運送至資源利

用地點，考量水庫淤泥脫水處理所需之技術係屬相當專業之技術服務，在國

內尚未有量產的經驗，脫水後淤泥資源再利用之產業亦未成形，以及鼓勵淤

泥脫水、泥餅運送及資源利用等異業廠商透過共同合作模式，發揮淤泥處理

成本最低化及資源再利用最大化之效益，並達到推廣淤泥多元化處置之目

標。考慮本計畫招標作業時間十分有限，為了節省北水局將最有利標招標文

件呈報水利署核定及投標廠商撰寫服務建議書的時間，本計畫建議採用淤泥

脫水及泥餅運送為同一標案，並以異質採購最低標方式決標（需提送施工計

畫書，符合規格標要求）。承包廠商將出資興辦脫水設施及運送泥餅，北水

局再依泥餅生產量及運送量計費（已包含生產及運送機具、操作及維護費等，

不另計價）。 

3. 本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招標文件將明確定義，資源利用地點不

包括單純土方回填功能（含合法土資場或需土單位或個人）之地點，且規定

脫水後之泥餅將全部運送至加工利用廠（場）等資源利用地點。本試辦計畫

將由承包廠商負責將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並取得運送地點所有人的同

意書或證明。另中興公司將派員依北水局既有運送作業規定進行查核運送數

量及地點。若發現泥餅運送至非加工利用廠（場）等資源利用地點時，則該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均不計量與計價，並依規定罰款。 

4. 本計畫已依據第2.2節針對淤泥脫水方式、試辦場地及規模以及第2.3節針對

招標方式之評估及研究成果，完成「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

計畫」招標文件（含設計圖、規範及預算）之編擬工作，並已於99年9月13

日提送北水局進行審核。 

5. 針對前期「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研究

初步選出較可行之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音及新屋等3處海岸段，進行進一步

現勘及研析，本團隊初步認為以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之填置場址為最可行，該

場址為3處海岸段中，唯一不涉及與海岸水體接觸，對海岸環境衝擊最小，且

其預估可填置淤泥量體大，較具經濟規模效益，故本計畫以該場址進行後續

相關之調查及規劃。 

6. 由於觀音樹林仔海岸段預定填築區域西北側（臨海側）局部砂丘地勢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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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南端臨近既有民宅或建物與海貿礦場礦業之影響，致可填置面積及淤

泥數量皆較前期研究（面積約50公頃，數量約150萬m3）粗估為少。若填築

高程EL.7m及填築高度約3.0~3.5m時，其可填築面積約33公頃，填置淤泥數

量約90萬m3。 

7. 經99年3月17日拜會林務局溝通，以及於99年4月12日第一工作會議中與北水

局討論後，確定調整縮減原規劃水庫淤泥填置之規模及數量，改以林務機關

之植生考量為主。即不採大面積集中填築水庫淤泥之方式，僅就局部植生較

差區域進行填置，以儘量減低對該防風林既有防風定砂功能之影響。調整後

填置面積由原先33公頃減少至約12公頃，淤泥填置高度亦配合縮減，最終填

置淤泥數量則由90萬m3大幅減少至約13萬m3。惟林務局於辦理現地會勘

後，仍函覆考量該區域為海岸第一線迎風面，立地條件嚴苛，恐擾動原已穩

定之海岸砂地，造成飄砂情形加劇，不利後續造林，建請另覓其他適當地點

辦理。 

8. 有關「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方案一相關設施佈置情形如表

4.2-3所示，「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方案二相關設施佈置情形

如表4.2-5所示。 

9. 「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之工程佈置與工程經費以方案一為規

劃設計，所估算出的工程費約為2.3億元。 

10.「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之淤泥可行性堆置地點，初步規劃可堆

置之最大淤泥量為22.5萬m3。其中堆置區(1) 最大堆置淤泥量為12萬m3，堆

置區(2)最大堆置淤泥量為3萬m3，堆置區(3)最大堆置淤泥量為7.5萬m3。 

11.根據Fortier and Scobey(1926)及Vanoni(1977)之泥砂啟動試驗，以及二維水

理模式之演算結果，「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之堆置區之透水堤

砂石及石門水庫淤泥粒徑應小於20mm，方能被重現期20年(流量6,100m3/s)

之流量帶至下游。 

12.「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之透水囚砂池之高度在堆置區(1)及(2)

應小於2m，堆置區(3)應小於1.0m，方能被重現期20年(流量6,100m3/s)之水

流淹沒。 

13.「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之堆置區(3)因為有部分土地屬於私有土

地，且地形位於河岸凹岸，因此流速緩慢，同時影響淤泥堆放之可行性範圍；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之堆置區(2)雖然流速快且水深夠深，但

堆置範圍較小，因此經濟考量上較不實用；「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

劃」之堆置區(1)腹地大流速快且水深夠深，但重現期200年時右岸有迴流產

生，因此設置地點應該避免放淤在迴流區內。 

14.透水囚砂池應避免放淤之石門水庫淤泥滲流出超過水質標準之泥水，進而影

響河道主流水體，因此透水堤之濾料應進行透水堤試驗規劃，方能評估透水

堤之濾料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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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工模型試驗採用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試驗案例以不同流量

(300 m3/s、500 m3/s、1,000 m3/s、1,700 m3/s、3,500 m3/s、6,100 m3/s)

及不同含水量之淤泥(100%及150%)進行試驗，試驗成果如下： 

（1）以流量300 m3/s進行沖刷時，由於流量過低，無法沖毀土堤，也無法將

淤泥帶往下游。 

（2）當流量大於1,700 m3/s進行沖刷時，模型沖刷90分鐘(原型約為720分鐘)，

沖刷率皆能大於50%以上，且可沖淤淤泥量約為62,700 m3(含水率

100%)。 

（3）表4.3-12為推估泥砂沖刷平衡後之推估公式，可用該公式推估現場後續時

間之沖刷量。 

（4）由表4.3-15可得知不同案例可鋪設之最大淤泥量(流量1,700 m3/s為

106,016 m3、3,500 m3/s為139,016 m3、6,100 m3/s為194,016 m3)。 

（5）由表4.3-15可得知不同案例可鋪設之最大淤泥量沖刷時間(流量1,700 

m3/s為204分鐘、3,500 m3/s為106分鐘、6,100 m3/s為33分鐘)。 

16.由淤泥放淤水工模型試驗案例11、12可得以下沖淤效果︰於沖刷30分鐘後

(現場240分鐘)，即可達到約50%之沖刷率，沖刷時間結束後(現場800分鐘)

皆可達到85%以上的沖刷率，且含水率150%案例之沖刷率更可達到95%。由

以上說明可判定，此較小淤泥鋪設範圍，沖淤效果良好，因此於本試辦工程

於細部設計階段，採用此範圍。 

17.由淤泥放淤水工模型試驗案例1至案例12可知，放淤之石門淤泥與設置之透

水堤在各重現期流量下，無造成洪水明顯溢堤之現象。 

18.本計畫已依據第4.2節河道自然排渾方案評估及第4.3節水工模型試驗成果，

完成「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試辦工程」招標文件（含設計圖、規範及

預算）之編擬工作，並已於99年11月12日提送北水局進行審核。 

5.2 建議 

1. 有關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無論物理機械方式或化學固化劑方

式試驗工作可以順利進行，先決條件是：（1）試驗場地：面積需足以容納物

理機械方式或化學固化劑方式之試驗設備、暫置空間、轉運空間、試驗辦公

室等；試驗期間不會受到外界無理的干擾，車輛得以順利進出試驗場地；（2）

試驗淤泥：石門水庫抽泥船（另案）所供應淤泥之期間與數量必須與本試驗

工作相配合，本項協調工作有賴北水局統一調度。 

2. 囿於本計畫契約原訂執行範圍，有關針對桃園鄰近縣市(如新竹)海岸另覓可

行地點，或利用桃園觀音地區多處大型坑洞等其他填置水庫淤泥方案之可行

性及相關調查規劃，建議宜另案辦理之。惟本仍特別針對新竹縣新豐鄉垃圾

掩埋場海岸進行現勘及初步調查，提供北水局參考。該場址因臨鄰海岸，涉

及與海岸水體接觸，其工程複雜度及對海岸環境衝擊皆大於前述之觀音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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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樹林仔海岸)場址，未來若有後續規劃及設計，將針對海岸生態之影響及

漂砂動態平衡特別予以注意。 

3. 根據經濟部水利署於2010年2月23日所做的「台灣水庫淤積處理對策」簡報

中，石門水庫繞道排砂案目前正在規劃中，預計民國100年完成可行性規劃、

工期為5~7年，而其繞道排砂隧道出口及其消能池可能會利用10號、11號沉

澱池，此可能發生的事件，對於「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目前

概估約2.3億元造價之工程，於未來是有許多不確定性在，若冒然施行，爾後

可能因繞道排砂工程而需變更或拆除此項工程，因此，若欲施行河道自然排

渾計畫，建議可先施行「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此規劃不會浪費過

多的國家資源，且對於淤泥可達到多元化處理的目的。 

4.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規劃」中，堆置區(2)及堆置區(3)位於另案規劃

之石門水庫繞道排砂規劃案之排砂道出口，因此應以堆置區(1)為優先，進行

石門水庫淤泥透水囚砂池水工模型試驗。至於堆置區(2)及堆置區(3)可經由二

維模式之演算結果進行可行性淤泥堆置範圍推估。 

5. 經河道自然排渾之淤泥，因是採另案辦理，故應依該案契約規定計量、計價。 

6. 民國99年3月25日北水局召開本案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對於「石門水庫淤

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案，已裁示採用「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

規劃及設計」方案，因此，水工模型試驗可得以下建議︰ 

（1）進行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時，建議後池堰的放流量超過300 m3/s

時，能加大放流量至1700 m3/s，以增加堆置區的沖刷率。 

（2）進行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試辦工程時(1.5萬立方公尺)，建議後池堰的

放流量以1700 m3/s~6100 m3/s為限，且沖淤時間能達到14小時以上時，

在此流量範圍內進行操作，能獲致較良好之結果。 

（3）在河道中央處(即A、B號堆置區左邊)及C號堆置區之右岸，由於地形關係，

在經不同流量及含水量沖刷後皆會留下相對其他區域較多淤泥，建議現

場若要鋪設一定量淤泥時，可在其餘區域放置較多淤泥，並減少此三個

區域的淤泥放置量。 

（4）進行河道自然排渾試辦計畫時，目前所規劃之水質監測位置可依據業主

之指定位置進行修改，而於實際執行之次數都依實做數量計價；而於沖

淤過後希冀能進行河道淤積測量，並於沖淤期間監控榮安二村附近的水

位，已達到試辦計畫的目的。 

7. 「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試辦工程」目前所規劃之水質監測，是採人工

取樣、即時觀察水質狀況時使用，以反應施工時可能造成之水質污染下進行

即時之堤堰修補等相關措施。 

8. 目前因經濟部正在草擬『經濟部水庫淤積物回歸河道(放淤)作業要點(草

案)』，對於水庫之淤積物回歸河道已在進行相關之法規研擬，因此建議「石

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試辦工程」應還需待此法規通過才再予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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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服務建議書評選會議紀錄 

一、時間：98 年 12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二、地點：本局第 2 會議室 
三、主席：簡副局長昭群 
四、出席：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記錄：邱木泉 
五、評選委員意見及處理情形： 

 

項次 評 選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簡委員仲璟 

1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為何要

以同一標案辦理，又以最有利

標方式選出最適合的廠商，其

評選項目及評選配分如何決

定？ 

為了測試此流程的一貫化與順暢性，承包廠

商可充份發揮其協調與合作的機制，初步擬

定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為同一標案，歡迎有

意願的廠商可異業結盟為聯合承攬廠商，經

由最有利標方式選出最適合的廠商，再透過

議價程序可得到最合理的產業界價格。 
評選項目及評選配分將針對聯合承攬廠商的

資歷及能力等予以評分。 

2 

泥餅運送地點如何區分資源

利用地及回填地之不同？ 
本試辦計畫招標文件將明確定義，除了運送

至單純土方回填功能（含合法土資場或需土

單位或個人）地點之外，其餘運送至加工利

用廠（場）均視為資源利用地點。 

3 

泥餅的產出量及運送量之計

算是依重量，還是體積？ 
經由機械脫水後的單一泥餅（含水量≦30%）

可量測其重量及體積，故可計算泥餅單位

重，再利用北水局的地磅站秤重後即可換算

為體積，以符合招標文件 10,000m3的要求。

4 

回填區面積達 50 公頃，有環

評影響評估作業如何因應？

1.本公司將會同北水局承辦人員拜訪環保署

及林務局，釐清填置於觀音樹林仔海岸段

防風林地(保安林地)是否涉及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 
2.若環保署正式函覆須辦理環境影響評估，

因該工作不屬本案服務範圍，建議另案或

以本計畫追加方式辦理。本公司仍會在合

約範圍內提供相關諮詢協助及所需相關書

圖文件。 

5 

回填區的位置有無替代方

案？例如沉澱池週遭之坑洞。

1.依據前期研究「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

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中興公

司，2008)第八章可行性評估，初步選出較

可行之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音及新屋等 3
處海岸段。初步評估現階段以桃園觀音樹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附 1 - 2 6650C 

林仔海岸段之填置場址為最可行，且其預

估可填置淤泥量體大，較具經濟規模效

益，故本計畫將以該場址進行後續相關之

調查及規劃。 
2.日後若有其他可行之填置場址，如沉澱池

週遭之坑洞、台北社子島開發計畫等，亦

可列入考慮。惟不屬本計畫辦理範圍，建

議另案辦理。 

6 

長根竹之試種需多久時間(是
否能在計畫時程內)，才能有

效評估其生長復育情形？ 

1.長根竹試種計畫之主要目的，係評估長根

竹於石門水庫淤泥土質之適應性及生長情

形，並評估其應用於本計畫觀音樹林仔海

岸段淤泥填置區植生復育之可行性。 
2.該試種計畫預定於 99 年 3、4 月梅雨季左

右開始，至 100 年 3 月本計畫結束時，將

近有約 1 年之觀察時間，應足以完整評估

其適應性及生長復育情形。 

7 

本計畫與中興工程顧問 2008
年辦理之「石門水庫後池改善

初步規劃」之間的關係如何？

兩計畫之間的差異如何？ 

1.2008 年辦理之「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

劃」僅對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工程提出初

步規劃，對於沖淤成效建議應進行水工試

驗。 
2.本計畫之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

及設計，將針對「石門水庫後池引水路新

建工程規劃及設計」及「石門水庫下游河

道放淤工程規劃及設計」作初步可行性評

估，以利機關評估擇定方案辦理，並視機

關評估結果，做後續之水工試驗、工程佈

置規劃及細部設計圖說等。 

8 

協力公司台大水工所在本計

畫中所負責協助辦理之工作

項目，應有明確說明(是否負

責水工模型試驗？)。 

台大水工所在本計畫中負責水工模型試驗及

相關工作之討論。 

9 

本計畫將計畫目的、主要問題

與對策、工作構想與建議等列

表分別摘要敘述，有助於計畫

之瞭解，值得肯定。建議增加

計畫關聯圖(含後續計畫及依

據計畫)等。 

謝謝簡委員仲璟予以肯定，將於後續報告中

增加計畫關聯圖。 

岳委員景雲 

1 
中興工程執行相關石門水庫淤

泥利用處理等計畫，經驗豐

富，資料蒐集詳細，值得肯定。

謝謝岳委員景雲予以肯定。 

2 有關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 1.感謝委員建議，由於本試驗屬於動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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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1. 模型比例尺：1/64 是否過

小，造成尺度效應(沉澱池

水深 hm=16cm，現地水

深 hm=8cm) 
2. 模型需泥量 5,264m3、

13.16m3 如 何 求 得 ？

13.16m 是否為 131.6 m3

3. 5 組試驗流量只有一組為

1000cms，其餘均小於

1000cms ， 但 出 現

1000cms 以上洩洪量機

會大於 50%，是否增大洩

洪 試 驗 流 量

Qm>0.0031m3/s。 
4. 透水圍堰適合地點指的

是？其相關尺寸(高、寬)
可否採用多列圍堰？ 

驗，且試驗區範圍採 1/64 之模型比例尺

時，最大試驗區長度已達 23.4m，因此考

量到時間與人力之負荷且不影響沖砂行為

之準確度，乃採用 1/64 之模型比例尺。 
2.模型需泥量係由模型尺寸之長寬高換算而

得，因此 13.16m3無誤。 
3.因為此水工模型試驗之結果，係作為每年

定期放淤囚泥池之參考試驗，因此為了能

每年持續施作此一囚泥池，使訊期時透水

囚泥池能隨洪水被帶至下游河道及出海

口，因此試驗流量以每年容易出現之流量

為試驗基準，所以保守估計下以 50%機率

出現之流量 1,000cms 之試驗來評估囚泥

池之成效，但亦可適度放大至重現期 2 年

(1,700cms)及 5 年(3,500cms)之流量。 
4.透水圍堰地點將於試驗評估報告中闡明，

目前初步規劃之範圍為後池堰至85斷面間

之河岸高灘地，但是否採行多列圍堰，在

考量施工便利性上，目前並沒有考量在內。

3 

觀音海岸段雖為低漥地，堆置

150 萬 m3淤泥施工所造成影

境影響須多加注意，防止二次

污染，堆高後植生尚未成長，

飛砂如何克服。 

將針對施工期間之裸露面進行適度灑水或覆

蓋，並於植生初期予以適度澆灌及覆蓋稻草

蓆，以及每隔 15~20m 以桂竹、鉛線、竹枝

或田菁桿等材料設置擋風柵(柵高約 1.2m)，
以降低可能之飛砂問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4 

新屋海岸段中、長期規劃以海

埔地開發或人工岬灣進行，須

注意海岸環境營造，以自然風

貌為前題。 

1.經本公司初步評估，考量填置淤泥量體、

經濟規模效益以及對海岸環境之衝擊等因

素，現階段以桃園觀音樹林仔海岸段之填

置場址為最可行，故本計畫將以該場址進

行後續相關之調查及規劃。 
2.至於新屋海岸段中、長期規劃方案，日後

政策若有確定要執行時，將遵照委員意見

於規劃設計時，注意海岸環境營造，並以

自然風貌為前題。 

吳委員啟順 

1 

未來 1 萬 m3泥餅，其處理成

本高達 130~150 元/m3，建議

如何去化能有策略性、有效

率、具環保等考量，如計畫性

優先政府單位採用其製品、石

門水庫淤泥利用產品標章推

廣、建築輕骨材使用、淤泥自

行車步道、透水植草磚、政府

於服務建議書中已提出下列構想： 
1.為了推動泥餅資源利用之各種可行方案，

建議北水局採購上述資源利用廠之產品，

亦即石門水庫淤泥加工製品，例如舖設人

行步道、停車場及自行車道所需透水材

料，另外，消坡塊亦可列入考慮，並且此

採購案併入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為同一標

案，除了可同時測試資源利用產品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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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推廣使用等，最後希望能

使民眾自願付出較高成本採

購使用，使水庫淤泥多元利用

走出一條路。 

界價格之外，亦可鼓勵資源利用廠商多使

用石門水庫淤泥。中興公司將主動協助北

水局規劃人行步道、停車場及自行車道適

當位置及提供招標構想，惟此部份工作非

屬合約範圍，不受合約工期之限制。 
2.為了推動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之效

果，中興公司將主動協助北水局舉辦下列

活動，惟此部份工作非屬合約範圍，不受

合約工期之限制。 
（1）舉辦「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觀摩」

活動； 
（2）設計「石門水庫泥餅資源利用標章」；

（3）舉辦「石門水庫泥餅應用創意競賽」

活動。 

廖委員肇昌 

1 

有關再利用的方式，請投標單

位，就每年有多少處理量及各

項可利用方式，評估每年消耗

量，另各利用方式是否有須配

合的法令及機關，同時評估處

理所須時程，以利計畫可行。

本次招標文件僅要求完成 10,000m3 淤泥脫

水及泥餅運送工作，有關廖委員肇昌意見詳

見前期「石門水庫淤泥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

規劃綜合報告」（中興公司，2008）。 

2 

有關所提創意競賽，建議可與

台灣混凝土學會合作，該學會

每年辦理創意混凝土競賽，如

此則可引入國內混凝土界協

助思考淤泥在混凝土材料的

再利用方式。 

謝謝廖委員肇昌提供的建議，將與相關混凝

土學會聯繫，探討合辦創意混凝土競賽的可

行性。 

3 

有關初步擬定淤泥及泥餅運

送為同一標，則泥餅的去處須

先作好規劃，使廠商承攬契約

能順利完成。 

泥餅的去處將由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中提

出，並納入評分項目。 

養護課 邱工程司木泉 

1 
公司資本額於簡報資料(P.39)
與服務建議書 (P.39)數字不

符，請確認。 

依據 98 年 10 月 6 日經濟部商業司核准變更

登記，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的資本額應為新台

幣 880,000,000 元。 

召集人 簡副局長昭群 

1 
水庫放淤是否有相關案例之

策略說明，俾建立水庫放淤操

作策略之訂定。 

將蒐集水庫放淤之案例說明於第一次期中報

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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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期初(工作執行計畫)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一、時間：99 年 2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第 2 會議室 
三、主席：賴局長伯勳 
四、出席：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記錄：林凱文 
五、審查委員意見及處理情形： 

 

項次 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廖委員肇昌 

1 

三種利用處理淤泥計畫中，似以脫

水處理及再利用再短期內最可行，

另兩項則尚待協調其他機關及相關

法令配合，時程是否得以掌握，尚

待評估。因此淤泥的再利用及處

理，仍需先規劃預定每年處理淤泥

數量、可容許處理期程、處理經費

來源及額度等，排定最佳處理策略

及處理計畫的優先順序實施時程。

依合約規定，本計畫僅為「淤泥利用

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預定處理

淤泥數量為至少 1 萬 m3，且必須於 99
年 8 月至 100 年 1 月間完成。其中有

關「淤泥填置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

及「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

劃」，還需待協調其他機關及相關法令

配合，逐步推動。 

2 

簡報 p.16，投標的預算編列，建議

以處理淤泥每 m3為計費單價，不宜

編列設備費以免需產生驗收事宜(設
備費攤到處理費中)。可以在技術規

範中訂定處理設備的功能，及淤泥

處理後標準及工期中加以管理。 

原規劃預算編列已考慮每 m3 泥餅生

產及運送費用，其中設備費已攤列到

處理費中。 

3 

簡報 p.17 有關鼓勵以不同單價分為

運送至資源利用及回填地點 8,000
及 2,000m3，標 1.2 倍單價。此部份

變成要有驗收集流方管制問題，宜

審慎注意訂定管制方式，以免產生

流向不明或流進再流出之問題。 

1.已將泥餅規劃之最終運送地點修改

為全部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並刪

除運送至回填地點部分。 
2.本計畫將於招標文件中擬定相關之

驗收標準以及淤泥土方管制流程與

規定，並於試辦計畫執行期間派員

監造，嚴格管制及監督相關淤泥及

土方流向，並依北水局既有運送作

業規定進行查核運送數量及地點。

4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對下游河川的

影響除從技術面評估，亦請從社會

面觀點瞭解期是否會有不利影響。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由社會面觀點來

看，所擔憂的是其對河道水體的水質

污染，進而影響到民生用水，然本方

案所處理之淤泥堆置量不大並利用洩

洪時進行沖淤，故對平時水質之影響

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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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委員文衡 

1 

擬定淤泥脫水處理方案以數量為得

標基準，單價後議，是否可以數量

及單價合併為基準為評選方案基

準？ 

遵照辦理，已將單價(每 m3 淤泥處理

費用)納入為評選選目及評分標準之

一。 

2 
運送單價分別為 1：1.2 倍（回填地：

資源回收地）基礎為何，如何訂定

機算？ 

已將泥餅規劃之最終運送地點修改為

全部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並刪除運

送至回填地部分。 

3 

長根竹成功案例？地點？時間？ 經初步瞭解國內在陽明山古圳，桃園

大園、新屋、觀音鄉海邊農田，新竹

竹南西濱公路附近皆有長根竹植生之

成功案例。本計畫將蒐集國內利用長

根竹進行植生復育及作為防風林之成

功案例的相關資料及照片作為參考。

4 

颱風洩洪排泥對下游自來水廠取水

處理效能及可行性，及民眾淹水風

險及清除，是否可以評估？ 

於颱洪期間自來水廠也會評估目前水

質狀況是否可處理，因此，於河道自

然排渾下所造成的淤泥，也隨水流進

入自來水廠，但此時期水廠並不會取

用此狀況下的水源，而是將其也順勢

排往大海，對於所需供應之水量，可

採用向其他水廠調度，相關之水源調

度狀況，會於第一次期中報告中說

明；目前的各項水利設施，都是希望

於颱洪期間，不會影響民眾生活，因

此，會盡量避免淹水的情況發生。 

岳委員景雲 

1 

資源利用數量 8000m3→重力加壓

脫水式→地工砂腸袋，製作完成放

置何處？其主要功能？目前有哪些

單獨使用砂腸？ 

1.據委託技術服務說明書的要求，淤泥

相關脫水處理技術包括機械方式、

重力加壓方式（砂腸袋）等相關工

法，考量此兩工法的經濟效能、操

作方式與產業界應用成熟度等方面

差異性甚大，不可相提並論，中興

公司將各別提出獨立之試辦計畫。

2.其中重力加壓方式（砂腸袋）之脫水

試驗計畫，由於各個廠家的型式、

尺寸、功能及操作方式等差異相當

大，為避免遺珠之憾，中興公司將

邀請有興趣的廠商提出免費試驗計

畫，原則上各廠商的試驗量約

10~100m3濕泥。由於脫水試驗所產

出之砂腸袋及淤泥量體甚少，故無

進一步後續利用計畫，將委由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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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水承包商運至回填地點。中興公

司將於試驗期間檢測濕泥的含水

量，記錄試驗數量及時間，最後提

出評估報告，包括各型砂腸袋的整

體費用及效率等資料，以供北水局

參考。 

2 

下游河道放淤工程堆置區 1、2、3
囚泥量是否以 75％計算，當河道自

然排渾對水質、濁度是否會有影

響，砂石與泥是不同。 

本計畫將進行水工模型試驗，探討堆

置區(1)於颱洪期間放淤之可行性，並

對水質及濁度進行監測，作為下游供

水規劃管理之參考。 

3 
堆置區流場模擬採用何種模式？圖

略小，並說明其意義？相關位置請

於圖中表示（如：溪州大橋等）。 

堆置區流場模擬採 FVM 模式，探討各

堆置區對於泥砂放淤之可行性。相關

位置將於圖中表示。 

林委員火木 

1 

對簡報所述提供三點問題請說明。

(1)淤泥脫水及資源利用其試驗脫水

單價為 800 元/ m3，而資源利用

其價位為何，脫水處理若大量處

理單價折減程度均請說明。 
 
(2)填置桃園海岸實施計畫：運費計

為 430 元，其他污染與地方反應

與海岸堆置之處理另需考量請說

明。 
 
 
 
 
 
 
(3)淤泥自然排渾規劃設計：是僅限

沉澱池或水庫淤泥，自然排洪釋

析為排渾值得商榷，大漢溪標示

3 處放淤並加設透水堤措施，與

現沉澱池相似，請參考期析水效

果。 

 
1.前期研究淤泥再利用產業市場調查

成果，已詳盡蒐集不同資源利用方

式及產業之廠商概估處理成本資

料。另本計畫將針對大量處理單價

之折減程度及情形作進一步訪查。

2.遵照辦理，本計畫將參考目前北水局

運輸土方之作業方式，並將淤泥載

運所造成環境衛生污染影響以及民

眾抱怨納入規劃設計考量。另針對

填置作業是否涉及環境影響評估，

中興公司於完成地形測量及初步填

築規模評估後，將會同北水局相關

承辦人員拜訪環保署及林務局進行

釐清。 
3.於颱洪期間石門水庫的自然排洪，可

挾帶出水庫大量淤泥，也為自然排

渾的一種觀念；沉澱池是將水庫中

之淤泥抽放於此，並不考慮其堆置

狀況。於石門水庫下游河道佈設的

透水堤，還需經水工模型試驗以得

到適當的佈置，使透水堤於平時在

河道中有濾水功用，於颱洪期間可

由水流力量衝入大海中達到河道自

然排渾的規劃。 

2 
對報告提供建議： 
(1)本案似界定在 13 口沉澱池之淤

泥處理，標題為石門水庫淤泥處

 
1.本案擬處理之水庫淤泥，除目前已堆

置於石門水庫13座大型沉澱池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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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規劃及設計建請說明。 
 
 
(2)過去歷年對本項工作主辦單位之

努力與成效，建請系統檢討，尤

其對沉澱池之處理之績效、成果

等說明期原因與處理經過。 
(3)引述青草湖及阿公店水庫淤泥清

除因其土壤性質與工作度顯著差

異，建請就物理性、化學性等考

量比較。 
(4)石門水庫淤泥處理困難度高，究

其原由為何，是否化學性特殊致

影響物理性工作度大受影響，否

則暫置沉澱池內無法達到原設計

功能（原設計亦中興建議）均請

列入說明與對策研提，依報告不

送沉澱之淤泥反而較好處理究竟

為何？石門水庫淤泥甚大，將來

處理維持續性，建請能蒐集相關

之各種特性、中外國家處理方

式，研提可行方案較妥。 
(5)本計畫淤泥處理最適合之含水量

究竟多少，本計畫為小於 30％，

而北水局處理則在 40％～80％
間處理建請研析評估。 

 
 
 
 
 
(6)招標方式似採聯合承攬及最有利

標方式辦理，建請仍依據採購法

規定程序辦理。 

之淤泥外，尚包括目前或未來由抽

泥船自石門水庫庫區抽出之新抽取

淤泥。 
2.遵照辦理，本計畫將蒐集北水局歷年

針對石門水庫沉澱池淤泥之相關處

理計畫內容及其成果等資料，一併

納入供多元化行銷之評估效益。 
3.遵照辦理。 
 
 
 
4.現有 13 座沉澱池係利用重力沉降原

理，將經由抽砂管抽出之淤泥藉由

自重進行壓密作用，降低含水量達

到脫水目的。但由於沉澱池底層以

往舖設之卵石，其間隙已遭淤泥細

料堵塞，無法發揮排水功能，因此

僅為單方向向上排水路徑之壓密，

所需壓密時間過長，無法有效率即

時清空再運用。本計畫將蒐集國內

外相關處理方式供本計畫參考。 
 
5.依據前期研究淤泥再利用產業市場

調查成果顯示，不同再利用方式及

產業，進料對含水量之要求標準皆

不同，其相對之脫水成本及費用亦

不同。本計畫將蒐集署內各機關及

北水局之需求，並考量不同製作行

銷終點對於含水量要求之不同，一

併納入供多元化行銷之評估效益。

6.遵照辦理，本計畫將按採購法之規定

及程序，編擬相關招標文件及規

範，以期在符合法規規定以及公平

公正程序下，協助業主完成試辦計

畫之招標工作。採購法包含聯合承

攬及最有利標方式。 

吳委員啟順 

1 

工作執行計畫第二章 2-1 前期研究

成果（p.3）指出「淤泥 pH 值介於

6.8～7.6，單以 pH 值範圍而論，水

庫淤泥適合植物生成」易有誤導，

水庫淤泥偏黏性土壤針對排水性改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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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加入砂性土；可能較適合植物生

成及農地改良。 

2 

水庫淤泥多元化利用常透過廠商試

作以加速推動，雖然廠商呈現成

果、過程、成本等常有過份樂觀情

形，建議中興公司要多注意其存在

問題，成本是否低估，及試驗到產

量仍有所不同，另請注意添加劑、

添加物是否會影響環境。 

遵照辦理，中興公司將針對淤泥處置

成本進行較嚴謹之評估，並注意各種

處置方式添加藥劑之情形以及是否影

響環境等問題。 

3 

淤泥機械脫水（p.8）建議以前期計

畫表現較優的框版膜片試壓濾機為

試辦對象，為增加說服力可補充詳

細完整比較分析表，另泥餅含水量

應低於 30％，請補充期理由，是否

為考慮其去化、不同含水量成本，

是否有做不同含水量泥餅試做比

較。 

1.遵照辦理，已補充前期大型脫水設施

現地測試各種機械脫水設備之相關

測試數據及性能評估比較資料，詳

第 2.1 節及表 2.1-1~表 2.1-2 所示。

2.依據前期淤泥再利用產業市場調查

成果顯示，不同再利用方式及產

業，進料對含水量之要求標準皆不

同，其相對之脫水成本及費用亦不

同。因此前期於辦理大型脫水設施

現地測試時，為利於進行公正公平

之評比，故統一訂定脫水後含水量

以不高於 30%為基準。另脫水設備

相關操作維護成本及費用(含用電、

耗材、人事、後續乾燥費用等)，亦

以產生每 m3 含水量不高於 30%之

濾餅費用為基準進行評比。 
3.本計畫將蒐集署內各機關及北水局

之需求，並考量不同製作行銷終點

對於含水量要求之不同，一併納入

供多元化行銷之評估效益。 

4 

淤泥機械脫水（p.9）指出試辦計畫

目的是找出產業界最佳機型，供長

期計畫決策參考，建議多注意脫水

機之效率、故障率、維修費用、維

諮費用、耐用性、實際產量與成本

等。 

遵照辦理，本計畫於未來辦理試辦計

畫時，將蒐集彙整試驗計畫期間機械

脫水設備之效率、故障率、維修費用、

維諮費用、耐用性、實際產量與成本

等相關數據及資料，並進行完整及嚴

謹之評估。 

5 

表 2.2-1、表 2.2-2（p.10～11）有

關壓濾機批次時間、成本分析，建

議要考慮機械耐用性、故障情形、

故障處理時間、操作人員值班、週

邊設備、耗材費、維修費要採取平

均值而非初期值、試驗與產量的差

異等，不宜過份樂觀以符實際。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蒐集彙整有關機

械耐用性、故障情形、故障處理時間、

操作人員值班、週邊設備、耗材費、

維修費等相關數據及資料，並進行完

整及嚴謹之評估，詳附錄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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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限於試辦泥餅只有 1 萬 m3，期成本

高達 550 元/m3，計畫書對其處置仍

比照既有沉澱池清運至資源廠，還

要加上交通費及資源廠收費，是否

能朝多元化利用使用泥餅努力，除

可降低成本及增加環境資源利用效

益。 

為鼓勵廠商朝多元化利用使用泥餅，

已將泥餅規劃之最終運送地點修改為

全部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並刪除運

送至回填地部分，以達到推廣淤泥多

元化處置及環境資源再利用之目標。

7 

中興主動協助北水局舉辦「石門水

庫淤泥脫水處理觀摩」、「石門水庫

淤泥資源利用標章」、「石門水庫泥

餅應用創意創意競賽」等活動，對

於推動淤泥多元化利用有助益，建

議可以善用媒體召開記者會（整理

資料、照片、影片等）或配合本局

石門水庫整治教育宣導活動舉辦。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配合北水局需

求，備妥相關資料、照片或影片等，

提供及協助北水局於適當時機辦理相

關宣傳或宣導活動，如召開記者會或

辦理石門水庫整治教育宣導活動。 

8 

報告提及海埔地開發依據「非都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理用地變更

（p.18），請注意其面積使否要做開

發計畫申請作業。 

1.經考量填置淤泥量體、經濟規模效益

以及對海岸環境之衝擊等因素，現

階段以桃園觀音樹林仔海岸段現有

防風林之填置場址為最可行，故本

計畫將以該場址進行後續相關之調

查及規劃。 
2.由於該防風林地位於海岸砂丘之內

陸側，本計畫僅利用其地勢低漥之

特性作為淤泥填置空間，並於完成

填置後進行防風林植生復育，對填

置後之土地並無進一步開發利用計

畫（未涉及使用地變更），故不涉及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用

地變更及開發計畫申辦程序。 

9 

長根竹試種計畫建議可以照水規所

防風林現地做試驗研究，是否可洽

林務局於海岸防風林旁空地堆放少

量淤泥及進行試種植，才能瞭解長

根竹加上淤泥、海風、鹽分、溫度、

天候等，其復育可行性。 

經初步瞭解國內在桃園大園、新屋、

觀音鄉海邊農田，新竹竹南西濱公路

附近等地區已有多處長根竹植生之成

功案例，本計畫除蒐集其相關資料及

照片作為參考，亦一併評估於水規所

之海岸防風林旁空地堆置淤泥並試種

長根竹之可行性。 

10 

下游河道放淤規劃及模型試驗

（p.36～p.37）可以結合水規所規劃

中 的 石 門 水 庫 繞 庫 排 砂 方 案

（1600cms 規定出口於 10 號池山

坡）進行規劃試驗設計，以能達到

最大效益。 

感謝委員指教，有關水工模型試驗是

否結合水規所規劃中的石門水庫繞庫

排砂方案一併進行，將由業主(北水局)
決定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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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現況沉澱淤泥多運送到外縣市土資

場，而運到海邊填海仍有一定距

離，運送交通費用及土資場費用偏

高，是否可以評估找石門水庫附近

山谷、山凹，自設專用土資場，進

行回填、水土保持，回填完成後進

行環境美化或作為公園、綠地，除

可降低成本、較環保外，並可提供

民眾遊憩綠地。 

1.本計畫由石門水庫沉澱池至桃園觀

音樹林仔海岸填置區域之運送距離

約 45km，仍屬中等距離。前期研究

初估其填置面積約 50 公頃，可堆置

淤泥量體達約 150 萬 m3，具量體大

之經濟規模效益。 
2.前期研究亦曾調查距離石門水庫較

近之可能堆置場地，如既有 13 座沉

澱池周邊坑洞、大漢溪於後池堰橋

下游至大溪間有多處缺口之堤防填

築…等多處地點，但多因涉及用地

徵收或行水區，以及考量民眾可能

之抗爭，而未進行後續評估及規劃。

張委員武宏 

1 

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

計畫規劃部分 
(1) 目前沉澱池設置工廠及機器設

施周遭民眾是不贊同時有抗

爭，為避免採購後執行困難，請

採購文件完成進行試辦採購前

協助機關函報地方政府核備或

依相關法規申請許可後再行辦

理採購。並請顧問公司對試辦執

行時可能面對法規限制作一詳

細研析。若經研析目前執行模廠

試辦仍有法規窒礙難行情形，請

敘明，委辦後續設計項目則暫緩

實施。 
(2) 目前淤泥處理成本，依報告擬定

製作泥餅直接成本每 m3 為 550
元是昂貴的處置方式。本計畫脫

水處理技術評估不應僅引用或

受限於上期研究成果，而應將現

今無論是機械、重力、現地改良

等減水脫水方式蒐集比較，並針

對石門水庫淤泥處理需求作效

能(處理量)、成本(含新建、維

護)，作全盤優劣評估後，方決定

試辦脫水處理採購方案。 
(3) (P13)：「運送至資源利用地點的

運費單價為運送至回填地點運

費單價的 1.2 倍」一節，在現行

 
 
1.為取得地方政府之瞭解及支持，本計

畫將協助北水局向地方政府說明本

計畫之內容及其效益。為減少周遭

民眾可能之抗爭及阻力，本計畫將

配合北水局需求，備妥相關資料、

照片或影片等，提供及協助北水局

於適當時機召開地方說明會，讓民

眾瞭解本計畫之內容及化解民眾之

疑慮及誤解。另外本計畫亦將針對

試辦執行時可能之法規限制進行研

析。 

 
2.遵照辦理，除參考引用前期之研究成

果外，本計畫將廣泛蒐集國內外相

關之淤泥處置方法及資料，包括機

械、重力、現地改良等減水脫水…

等方式，並針對石門水庫淤泥處理

需求作效能(處理量 )、成本(含新

建、維護)，作全盤優劣評估後提出

最佳方案。經北水局核定同意後，

再據以擬定符合採購法相關規定之

招標文件及規範供北水局辦理發包

作業。 
3.經檢討，已將試辦計畫之淤泥處置數

量調降為 3 萬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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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池直接清運土方不用花費

處理費用，而經脫水處理後應成

較乾淨的 CL、ML 土料，運費卻

要多付 2 成運費，合理性請檢

討。另「…無上限數量限制」在

擬定脫水處理成本太高，政府經

費不可能無限制編列，爰不可行

請檢討。 
(4) 石門水庫係有沉澱池堆置靜置

空間，淤泥最終處置才是目前處

理需解決的問題。因此進行脫水

處理後之材料應以資源利用為

限，方可利用脫水試辦同時達到

推廣淤泥多元化處置才是本計

畫進行方向。目前沉澱池至少有

200 萬 m3 可運出，若經脫水處

理後仍是用在填方，對目前沉澱

池土方清運可說無實質助益。 
(5) 脫水處理試辦計畫後泥餅處

置，仍應遵守相關管制法規、「經

濟部水庫淤泥利用處理作業要

點」等規定，不宜直接以獎勵補

助方式辦理。 

 
 
 
 
 
 
 
 
 
4.經檢討，為鼓勵廠商朝多元化利用使

用泥餅，已將泥餅規劃之最終運送

地點修改為全部運送至資源利用地

點，並刪除運送至回填地部分，以

達到推廣淤泥多元化處置及環境資

源再利用之目標。 
 
 
 
 
5.遵照辦理，針對脫水後之泥餅處置規

劃，將依「經濟部水庫淤泥利用處

理作業要點」及相關管制法規規定

辦理，不採獎勵補助方式。 

2 

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淤桃園海岸之實

施計畫部分 
(1) 報告評估於觀音樹林仔海岸

段，符合水庫淤泥處理出量大、

成本低之需求，因此本案除填

築、地質改良、防風林復育等工

程技術研析，請中興顧問宜立即

協助辦理機關間協調事宜。 
(2) 上述擬定位置為低漥地與先行

水規所試辦環境似有不同，本案

應著重於淤泥與海岸土壤如保

混和來進行土壤改良，以利防風

林復育。 

 
 
1.遵照辦理，本計畫將於完成觀音樹林

仔海岸段防風林地(保安林地)之地

形測量及初步填築規模評估後，會

同北水局相關人員拜訪環保署及林

務局，釐清填置於該防風林地區域

是否涉及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2.本計畫已瞭解未來擬填置觀音樹林

仔海岸段低漥低之防風林地，與水

規所崎頂試驗站之環境有所不同，

並配合該填築區域之特性提出以淤

泥作為植生介質與回填材料，作為

未來填築及植生復育之構想。 

3 

河道自然排渾應皆析在何流量可將

直接送河口補注流失海岸，宜一併

研訂沖淤操作時機。 

目前對於河道自然排渾規劃的觀念，

是於平時將淤泥以不影響到水體水質

的條件下放於河道中，於颱洪期間再

利用洩洪之水流將淤泥衝入大海中。

經濟部水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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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淤泥資源利用評估，應就產出

成品之成本及競爭力等，詳加探

討，並針對拌合混凝土之強度及耐

久性試驗及分析，俾利後續淤泥利

用處理。另於沉澱池處之用地需求

（所需場地面積）及淤泥脫水處理

產能亦應一併評估，作為脫水方案

擇取時參考。 

1.遵照辦理，本計畫將就產出成品之成

本及競爭力、沉澱池處用地需求以

及淤泥脫水處理產能等因素，一併

納入評估及規劃設計考量。 
2.有關淤泥混凝土之強度及耐久性試

驗分析，已於前期研究完成相關研

究及試驗，並已獲致豐碩之成果。

2 

淤泥脫水處理建議與泥餅運送同一

標案，惟是否可考量將淤泥產品之

收益一併納入標案內執行，以降低

成本及增加處理速度，並增加廠商

意願。法規裡涉剩餘土石方處置及

控管是否適用，請考量。 

1.遵照辦理，本計畫將訪查及蒐集相關

廠家意見，並進一步評估將淤泥再

利用所製作之產品收益，納入標案

內執行之可行性。 
2.本計畫將於招標文件中擬定淤泥土

方管制流程與規定，並於試辦計畫

執行期間派員監造，嚴格管制及監

督相關淤泥及土方流向，以及依北

水局既有運送作業規定進行查核運

送數量及地點。 

3 

有關淤泥填至於桃園海岸計畫，所

規劃 60 萬 m3/年之運輸量似過高，

以目前運量估計僅 25～35 萬 m3/
年，且因沉澱池附近民眾抗爭，每

日施工 8 小時易遭民眾反對，建議

考量修正。另針對建議台 61 線與工

業五路交會處設置專用運輸及施工

便道，應考量其運量建置製成本效

益。 

1.遵照辦理，本計畫將參考目前北水局

運輸土方之作業方式，並將淤泥載

運所造成環境衛生污染影響以及民

眾抱怨納入規劃設計考量。 
2.有關通往填置區域之淤泥運輸動

線，係採用現有通道，或另設專用

便道，本計畫於完成地形量測及地

籍套繪後，將就用地及成本等因素

進一步詳細評估。 

4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係考

量非汛期之機械抽泥及放淤至河

道，非屬颱洪期間之水力排砂，為

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及環保署要求之

不污染河川水質，應於後池堰或其

下游進行水質監測，並對後續水庫

放淤之水質監測方式、地點及人力

需求等提出具體建議。 

遵照辦理，待北水局擇定「石門水庫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核定方案，

並依其進行水工模型試驗藉由試驗成

果所得之水理數據，再對水質及濁度

提出監測之建議，作為下游供水規劃

管理之參考。 

5 

石門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中，規

劃於下游河道 3 個堆置區，若未來

採用此方式暫置淤泥，堆置區平時

非汛期已放置泥水，其管理方式、

管理人力需求及是否影響河道水

質，均應評估及說明。另若年度內

數個颱風來襲，圍堰是否需一再修

本計畫將進行水工模型試驗後，藉由

試驗成果所得之水理數據，再對水質

及濁度進行監測建議。另圍堰於規劃

理念上即定位於颱洪期間會被洪水沖

垮，因此於每次圍堰沖垮後應進行重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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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成本應分析。 

6 

石岡現放淤對河川濁度影響不大，

惟石門水庫淤泥屬細顆粒懸浮載，

濁度對水質之影響恐較嚴重，爰建

議進行現地水質調查以驗證。 

水工模型試驗探討放淤對下游濁度之

影響，並提出未來濁度監測之建議。

7 

第六章節論與建議，部份內容屬「工

作內容」及「未來工作方向」，建議

勿置於結論內。 

遵照辦理，已將屬「工作內容」及「未

來工作方向」之項目予以刪除。 

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1 

有關河道放淤之方案之適法性除簡

報 p.45～p.46 之說明外，應考量是

否有違反水利法第 98 條相關規定，

未來建議仍應有更明確的認定，甚

至有關單位之解釋文件，以利未來

實際發包、執行之工作順利。 

有關水利法第98條為＂水利法施行細

則＂，其中與河道放淤較有關聯的＂

第三條 八、放淤：指用人為方法引水

至指定地區停貯、沉落泥砂或引水輸

砂，以改良土地或改善水道。＂，但

此項條款對於河道放淤的施行，並無

明確規定相關條文；於第一次期中報

告會對於相關法規提出需釐清的部

份，爾後再與有關單位協商訂定出可

施行的法則。 

2 

河道自然排渾建議能僅於颱洪期間

河道輸砂能力較大時辦理，避免造

成河道淤積減少通洪斷面，另淡水

河及大漢溪部份趕潮河段輸砂能力

較低未來是否因此成為局部淤積河

段，建議能妥善考量。 

由於本計畫之河道自然排渾方案所處

理之淤泥堆置量不大，颱風排洪時對

河道之含砂濃度影響極微，而感潮河

段本身就會有淤積問題，建議應加強

河道清淤工作。 

3 

庫區中細粒料係屬於較乾淨的，具

有較高的再利用價值，若排入下游

河道後易受生活、工廠污水污染而

轉變為具重金屬的污泥，除了再利

用價值較低外甚至轉為有害事業廢

棄物，期處理成本將大幅提高，此

部份衍生成本是否應納入考量。 

本計畫河道放淤之淤泥由歷年操作之

經驗皆屬極細之黏土(粉土)，由於無利

用價值，才會導致去化緩慢及處理上

之困難。這些淤泥若非大壩攔蓄本應

回歸下游河道。生活廢水及工業污水

污染等，應加強大漢溪及淡水河沿岸

之環保取締之工作，減少污染，於本

計畫中不考慮此部分之衍生成本。 

4 

簡報第 43 頁，堆置區 2、3 均為低

流速區，且堆置區 3 水深不足，泥

砂啟動可能有問題，未來如何因

應，堆置區是否有妨礙水流之虞？

報告中擬定三個堆置區，堆置區 1 將

以水工模型進行評估，堆置區 2、3 之

評估係以數值模式模擬之結果進行探

討，並擇其優來進行工程上的布置。

台灣省自來水服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 

1 
板新水廠主要水源來自鳶山堰，如

本計畫採用河道自然排渾方式需將

石門水庫淤泥排放於下游河道，勢

若採用河道自然排渾方式將淤泥排放

時，會依照石岡壩河道放淤之經驗，

並規劃執行水質監測作業，以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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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造成鳶山堰上游淤積汲取水口含

泥濃度過高，影響原水水質甚劇，

將影響大台北地區數十萬人口供水

品質，請參考石岡霸河道放淤之經

驗，以不影響河道水質為主，才不

會造成板新水廠因原水濁度增高而

無法出水之影響。故本公司建請以

淤泥脫水及淤泥再利用為主而不採

用河道自然排渾方式辦理，才不會

影響板新廠因水質不良而造成無法

供水之窘境。 

河道水質。 

立法委員孫大千國會辦公室 

1 

沉澱池淤泥載運所造成環境衛生污

染影響以及民眾抱怨需納入規劃設

計考量。 

遵照辦理，另外必要時將配合北水局

需求，備妥相關資料、照片或影片等，

提供及協助北水局於適當時機召開地

方說明會。 

2 

宜針對#1、#2 沉澱池發展辦理情形

對民眾說明。 
因#1、#2 沉澱池之未來用途及發展規

劃，不屬本案服務範圍，建議北水局

以另案方式辦理。本計畫仍會就合約

範圍內儘量提供相關諮詢協助及書圖

文件。 

大溪鎮民代表會 黃睿松主席 

1 

民眾對#1、#2 沉澱池發展辦理情形

關注，請北水局召開該地區規劃辦

理情形說明會。 

因#1、#2 沉澱池之未來用途及發展規

劃，不屬本案服務範圍，建議北水局

以另案方式辦理。本計畫仍會就合約

範圍內儘量提供相關諮詢協助及書圖

文件。 

2 

沉澱池載運對地方影響有關地方回

饋及改善機制請北水局持續協助爭

取，另環境影響項目請納入計畫評

估重點。 

遵照辦理，本計畫會將淤泥載運所造

成環境衛生污染影響以及民眾抱怨納

入規劃設計考量，另外必要時將配合

北水局需求，備妥相關資料、照片或

影片等，提供及協助北水局於適當時

機召開地方說明會。有關地方回饋事

宜，因不屬本案服務範圍，建議北水

局另案討論或辦理。 

養護課 邱工程司木泉 

1 

期初報告第 8 頁所提機械脫水效率

及成本分析部份，係就沉澱池內淤

泥經由規劃脫水設備處理產製成泥

餅 1 m3所需之成本。建議增加以一

座沉澱池蓄容 30 萬 m3淤泥，於經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依建議之方式，

「以 1 座蓄容 30 萬 m3 之淤泥沉澱

池，經 1 部脫水設備處理所需時間及

成本分析」；「或以抽泥船日抽泥量完

全處理所需機組、成本來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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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脫水設備處理所需時間及成本

分析，如欲以一座沉澱池於六個月

內完成脫水處理，評估所需機組數

量、成本（以日工作 14hr 計，機械

成本分攤需考量期折舊分攤）甚至

是否以抽泥船日抽泥量完全處理所

需機組、成本來評估分析，較易為

本局參考。以目前土方清運方式所

需車輛單位體積處理收容單價與脫

水後處理收容單價差異分析。 

進行相關研析後，提供較易評比的資

料供北水局參考。另亦將一併進行目

前土方清運方式與脫水後處理收容之

單價差異分析。 

2 

簡報 p.17 脫水試辦招標文件訂定優

先議價延伸條款是否符合採購法之

規範與經費來源之配合，需詳於評

估。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進一步檢討評估

訂定優先議價延伸條款是否符合採購

法之規範及其經費來源之配合後，提

出可能方案供北水局審核。 

3 

脫水規劃需考量淤泥後續收容利用

之不同而設計其不同之淤泥含水

量，其成本亦將有所不同。 

1.依據前期研究之淤泥再利用產業市

場調查成果顯示，不同再利用方式

及產業，進料對含水量之要求標準

皆不同，其相對之脫水成本及費用

亦不同。 
2.本計畫將蒐集署內各機關及北水局

之需求，並考量不同製作行銷終點

對於含水量要求之不同，一併納入

供多元化行銷之評估效益。 

4 

翻曬入場碾壓增加收容與脫水加

密、入場之經濟效益、成本分析比

較。60％可運→30％可運之必要性

分析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蒐集相關資料並

就翻曬入場碾壓增加收容與脫水加

密、入場等不同操作方式之經濟效

益、成本分析進行評估比較。 

5 

放淤時機：濁度達水公司無法處理

時，展開沖淤作業，水公司易配合

開閘門排淤，供水部份則分層取水

作業配合解決。 

颱洪時期，將河道自然排渾方式將淤

泥排放時，對於水公司之供水除可採

用分層取水作業外，於之後報告中會

補充相關之水源調度規劃。 

養護課 林工程司凱文 

1 

脫水處理方式請考量處理成本及處

理產能、日後維護等因素，並以減

少污染、節能減碳方式評估（不限

機械方式），結論不應逕依前期結論

而定。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就處理成本及處

理產能、日後維護等因素進行相關評

估比較後，提出最佳之淤泥處置方案

供北水局審核。 

2 
河道放淤水理分析取大漢溪下游河

床歷年縱剖面資料以利評估，若有

河道輸砂能力等數據為佳。 

本計畫將以水工模型試驗做為評估之

依據。 

3 
海岸填築、請分析處理要徑之關鍵

點預為準備，甚至先行洽相關單位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於完成觀音樹林

仔海岸段防風林地(保安林地)之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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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協調會議。 測量及初步填築規模評估後，會同北

水局相關承辦人員拜訪環保署及林務

局，釐清填置於該防風林地區域是否

涉及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4 
河道放淤規劃設計尚須加入評估下

游監測系統以利估算其影響程度與

適法性。 

本計畫將依環保、水利法規規範來進

行設計，並監測下游濃度，及板新水

廠水源之調度問題。 

結論 

1 

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後續執行請將

噪音、污染及其他可能對地方造成

環境影響納入考量，規劃設計完成

後工程招標前須召開說明會讓民眾

瞭解。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配合北水局需

求，備妥相關資料、照片或影片等，

提供及協助北水局於適當時機召開地

方說明會。 

2 

淤泥處理脫水部分請先進行評估後

擇其最佳方案辦理，方案決定後之

試辦場地由本局協商擇定，脫水處

理發包方式之規劃，請於合乎採購

法相關規定下進行檢討。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先進行相關評估

比較後提出最佳方案，經北水局核定

同意後，再據以擬定符合採購法相關

規定之招標文件及規範供北水局辦理

發包作業。 

3 

淤泥處理及資源利用，考量不同含

水量之製作行銷終點不同，請參考

蒐集署內各機關及本局需求，如步

道磚、消波塊、輕質骨材等處理方

式，一併納入供多元化行銷之評估

效益。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蒐集署內各機關

及北水局之需求，並考量不同製作行

銷終點對於含水量要求之不同，一併

納入供多元化行銷之評估效益。 

4 

淤泥運用於桃園海岸填置請以分階

方式規劃施作，以達成該區海岸防

風、定砂、保土、保水方向，其植

生品種選擇及相關法令檢討請儘速

洽林務局及相關單位協商。 

遵照辦理，本計畫將就初步蒐集適宜

桃園海岸防風林復育之植生品種以及

相關法令，與林務局及相關單位作進

一步確認及協商。 

5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規劃設計，執

行期間須符合環保，以及河川管

理、蓄水範圍管理等相關水利法

規，放淤濁度監測及後續建議方案

一併納入檢討。 

本計畫將待相關法規與有關單位協商

後再予以執行。河道自然放淤規劃，

會於之後報告中提出適當建議方案，

待機關核定所採用之方案、並配合執

行水工模型試驗後，可得到水理分析

上的合理數據，再依此做出適當的水

質濁度觀測規劃。 

6 
河道自然排渾之水工模型請於方案

研擬評估擇定後執行。 
遵照辦理。 

7 
本委託技術服務案預定進度表，包

含各工作項目、內容、時程請再檢

討確定，以利定案後據以執行。 

遵照辦理。 

8 河道自然排渾對下游水體影響，除水體水質之濁度監測規劃，會依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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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相關濁度或淤積可能性評估

外，並請配合本局規劃中之中庄調

整池計畫及板新水廠供水期間調度

問題研析因應策略及調度方式，進

行整體性規劃。 

關所訂定出之方案、進行水工模型試

驗後，對於水質監測規劃出適當的工

作內容並佈設出最妥善的位置；於河

道自然排渾放淤時，下游河段之水廠

水源的調度，會於之後報告中提出適

當的調度規劃。 

9 
計畫所需相關資料請中興公司主動

蒐集，本局配合辦理。 
遵照辦理。 

10 
本計畫下次期中報告會議請邀請水

患治理聯盟參與。 
將由北水局邀請。 

11 

本期初報告書請依委員及出席單位

所提審查意見請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參酌，並依合約規定之工作範圍內

修正工程執行計畫書，另各項圖表

資料及誤繕部分亦一併校稿修正，

並依限提送修正本至本局核定。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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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第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一、時間：99 年 3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二、地點：本局第 2 會議室 
三、主席：簡副局長昭群 
四、出席：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記錄：林凱文 
五、審查委員意見及處理情形： 

 

項次 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簡委員仲璟 

1 

本技術服務案主要三大工作項目：

1.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

資源利用試辦計畫」 
2.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

海岸之實施計畫」 
3.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

渾規劃及設計」 
其各別目前工作進度是否符合預定

時程？建議以合適圖或表顯示。 

遵照辦理，已於第一章補充本計畫之

預定工作執行進度圖。 

2 

泥餅的含水量本計畫要求需小於 30
％，此有參考依據？以目前資料顯

示機械脫水之真空式恐無法達成，

至於重力加壓脫水（泥腸袋）則未

知。為避免有類似綁標之嫌，建議

補充說明含水量的現值訂定考量因

素。 

1.考量各種脫水工法產生泥餅的含水

量與體積有很大的差異，因此本計

畫已修正以產生「等值乾泥重量 SW

（噸）」為共同之計量及計價標準。

2.本試辦計畫招標文件將採功能性需

求，廠商投標之估價單主要項目為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等值乾泥重

量，不限定淤泥脫水工法及含水量。

3 

淤泥清運至觀音海岸其運送路線之

交通衝擊分析（表 3.8-1），請補充

調查路段之詳細地點、時間（是否

為假日）及短期與長期之定義。 

遵照辦理，已針對調查地點及資料來

源等進行補充說明。 

4 

河道放淤對於水質之影響建議進一

步評估，尤其是粒徑小之淤泥（相

對與石岡壩不同）。此外放淤期間對

鳶山堰之取水有無影響？ 

本計畫擬針對不同石門水庫放流量所

造成之放淤地點沖淤範圍進行試驗，

因此可根據試驗結果提供北水局在防

洪操作時，在特定流量以下時係不影

響鳶山堰之取水，若特定流量以上可

進行放淤地點充沖淤時，則記錄泥砂

濃度之延時曲線提供北水局參考。 

5 
僅以堆置區（1）每次放淤淤泥量僅

10~12 萬 m3，此是否符合北水局需

目前石門水庫的排砂清淤策略，主要

包含機械清淤及水力排砂(含未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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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應有說明。 繞道排砂)，由於本計畫仍需搭配機械

清淤處理，此法能處理的淤砂量與水

力排砂相比雖屬少量，但其可清除特

定區域(單就水力排砂無法處理的範

圍)之淤砂，使水庫達到蓄清排渾之效

益。以河道放淤來替代道路運輸方

式，清除 10~12 萬 m3 對於疏解道路

交通問題，是很有幫助的。 

6 

堆置區之流場模擬結果建議以彩色

印製，同時套疊各規劃之堆置區位

置。此外，圖 4.2-26 流場向量圖及

圖 4.2-29 流速等值圖應有區別。 

遵照辦理，堆置區模擬結果將以彩色

印製；套疊各規劃之堆置區位置情形

可參閱報告之圖 4.2-24。 

楊委員文衡 

1 

泥腸圈圍堤沉澱池之力學計算應加

以分析。 
1.泥腸圈圍堤沉澱池為中興公司主動

提供免費試驗，相關廠商提供的材

料性質仍有待現地測試完成後，再

進行泥腸圈圍堤沉澱池現地試驗，

相信現地試驗成果比數值模擬分析

更具參考價值。 
2.泥腸圈圍堤沉澱池堆疊高度約 4m
且為圓形結構，依一般加勁擋土牆

經驗，此為穩定結構。 
3.泥腸圈圍堤沉澱池試驗的重點為淤

泥脫水的路徑與效率，非結構力學

的穩定性。 

2 

二維水理模擬應模擬防汛期石門水

庫之洩洪沖刷淤泥至下游河道分佈

及水質情況。 

本計畫之工作內容僅提供沖淤時之泥

砂濃度歷線予北水局進行參考。因此

建議北水局另案辦理二維水理模擬應

模擬防汛期石門水庫之洩洪沖刷淤泥

至下游河道分佈及水質情況。 

3 

模型試驗應包含下游可能影響範

圍。淤泥沖刷試驗應分析水質濁度

分佈數據。 

由於模型比例關係，本計畫之模型試

驗範圍無法涵蓋至下游鳶山堰，但於

實驗中將會進行沖淤水質濁度數據之

分析。 

岳委員景雲 

1 

p.80 水理模式流場模擬結果簡報中

堆置區位置、低水流速區、迴流區、

水深不足處已分別標示，但報告中

無，請補充，以方便判讀。 

遵照辦理，將按委員意見進行修正。

2 
兩組水工模型試驗，模型需砂量(縮
尺 1/64)分別為 5.15m3，8.58m3與

簡報中 5.264m3，13.16m3不一致。

本計畫之模型擬採縮尺 1/64 製作，經

確認後，模型需砂量(縮尺 1/64)為
8.58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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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水堤濾料試驗採用 3 組粒徑、3
組厚度，是否考慮分層及透水堤高

度？ 

本計畫會將透水堤高度列入考慮，但

於模型試驗中並不考慮分層鋪設，唯

現場施工時，如欲考量施工之便利性

及安全性，可考量透水堤分層鋪設工

法之可行性。 

張委員武宏 

1 

本案委託三件子計畫，因受法規未

明確及與其它機關協商之限制，大

多採分階段及依實做計價方式辦

理，請顧問公司完成階段性工作時

宜提送成果至主辦課室核定，再行

憑辦後續工項。 

遵照辦理。 

2 

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

計畫： 
1. 考量脫水處理仍需鄰近水庫輸

砂管附近以利供應泥水，建議脫

水處理試辦場地原則仍規劃設

置於 7 號沉澱池上。 
2. 請在規劃報告提出後，配合機關

召開現地說明會後，以避免後續

採購執行中發生抗爭、法規爭議

情事。 

1.目前 7 號沉澱池「現有混凝土地坪」

堆放大量消波塊及預拌淤泥混凝土

設備，若能適當移除，則可於 7 號

沉澱池「現有混凝土地坪」進行試

辦計畫。 
2.遵照辦理。 

3 

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桃園海岸計畫：

1. 本子計畫以使水庫淤泥增加去

處為目標，規劃不以大量填築淤

泥為考量，而以林務機關植林需

求為主，以填築淤泥改善海岸低

窪砂地保水性、提高防風林存活

率，創造兩機關合作雙贏案例。

2. 在土地使用規劃含工區及施工

運輸道路盡可能避開私有土地。

1.遵照辦理，本計畫將以林務局植林

需求為主，不以大量填築水庫淤泥

為考量，進行淤泥填置構想之規劃。

2.淤泥填置用地規劃，將以林務局所

屬土地為主，以簡化申請程序並減

少可能爭議。 

4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 
1. 水庫抽泥浚渫自然排渾於後池

中經測試在平時放流並不影響

下游河川水質，惟此情況長期可

能類似在沉泥沉澱在水庫後

池。因此建請研討此狀況在水庫

調節排、洩洪時對下游影響。 
2. 河道自然放淤水工模型，建議研

討堆置區以沉澱池已脫水呈淤

泥土方及浚渫直接放入為泥水

兩種沉泥型態之水庫沖淤分析。

1.本計畫之工作內容僅提供後池下游

放淤地點在水力沖淤時之泥砂濃度

歷線予北水局進行參考。因此針對

後池堰內之泥砂與水庫調節排、洩

洪時對下游影響，則建議北水局另

案辦理分析。 
2.本計畫擬採兩種不同乾容重之淤

泥，分別為沉澱池內之平均含水量

淤泥土方及浚渫直接放入沉澱池內

仍呈現泥水狀態之淤泥，並配合五

種不同流量進行模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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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是否需要於執行小型現地

放淤試驗以驗證水工模型之結

果。 

3.本計畫僅提供水工模型試驗之成

果，但會建議北水局執行小型現地

放淤試驗以驗證水工模型之結果。

經濟部水利署水源組 

1 

淤泥脫水技術以往研究已是可行，

僅是採用何種方式進行，故本委託

規劃設計案，應具體提出試辦地點

範圍、合理處理量、脫水規格(含水

量)、環境影響可行及成本需求分析

等，俾供主辦單位決策如何進行。

遵照辦理。 

2 

水庫下游放淤區，應以河道排洪放

流沖淤優先考量，至利用後池新建

引水路之水頭能量及沖淤範圍成

效，及第 1 次沖淤後沉澱池已滿水

砂，如何提供持續性抽泥堆置，仍

有待進一步分析。 

本計畫已依審查結論，對於「石門水

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採

河道排洪放流沖淤為優先考量方案。

3 

水庫下游河道放淤區之 3 方案，均

面臨法令規定約束，規劃單位仍建

議採第 1 案為執行方案，解決對策

為何？請交代。 

本案將於水工模型試驗完成，並獲得

更詳細之相關試驗數據及資料後，再

於成果報告中針對相關約束法令之可

能解決對策或修法方向予以說明。 

4 

淤泥處理若涉法令問題，請主動與

各主管機關訪談瞭解，提具體建議

方式以供主辦單位決策參考或協助

解決。 

遵照辦理。 

5 

本報告內涉不同方案比較，建議綜

整為表列方式呈現詳細評析並釐清

遭遇關鍵問題，及後續處理工作，

俾免實際執行困難。 

遵照辦理，將以表列方式對不同方案

做比較說明。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 

1 

依板新水廠操作經驗，水庫上游若

須洩洪，其初期造成濁度影響不

大，末期則濁度增大，本案於下游

河道放淤規劃恐導致一洩洪即造成

濁度立即上升，請考量其影響性。

1.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颱洪期間進行

河道放淤之位置與數量進行規劃與

試驗，因此將針對不同水庫放流量

之沖淤範圍與泥砂濃度進行量測，

試驗結果可歸納出北水局在防洪操

作時之不影響下游板新水廠取水之

放水量，避免颱風初期即造成鳶山

堰濁度增大而影響取水之情況。 
2.於汛期之水源調度，可參閱石門水

庫原水濁度異常緊急應變作業流程

(於報告中有提及)，已達到備用水源

無虞下，方可進行河道放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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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水廠使用板框式處理淤泥脫水，

其產出泥餅含水量仍達 50%，惟本

規劃報告擬採同樣型式機器脫水，

並要求含水量須於 30%以下，恐不

易達成，請考量。 

1.考量各種脫水工法產生泥餅的含水

量與體積有很大的差異，因此本計

畫已修正以產生「等值乾泥重量 SW

（噸）」為共同之計量及計價標準。

2.本試辦計畫招標文件將採功能性需

求，廠商投標之估價單主要項目為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等值乾泥重

量，不限定淤泥脫水工法及含水量。

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廖本昌 

1 

河道放淤在法令面應確認是否符合

水利法 78、78-1 規定。 
水利法第 78、78-1 條所述，係屬廢棄

物管理範疇之淤泥放置河川下游之行

為，本計畫放淤位置為河川之高灘

地，非為河川之主河道，是否屬棄置

廢土或堆置土石等廢棄物管理範疇，

仍需水利署釋示。 

2 

泥砂回歸河川仍請先考慮河川防洪

之承受能力。至於細顆粒淤泥排入

河川，容易在下游出海口段堆積，

上游刷深段則得不到較粗顆粒砂石

補充，因此如何規劃包括放淤料源

沖刷行為，影響河段，建議補充分

析。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規劃放淤之堆置區

位置、數量及可行性，至於細顆粒淤

泥排入河川，容易在下游出海口段堆

積，則非本計畫之研究範圍，因此建

議北水局另案辦理防汛期石門水庫之

洩洪沖刷淤泥至下游河道分佈，本計

畫之成果則可提供放淤之數據資料予

該計畫，使其能評估放淤對下游河道

之影響。 

3 

有關河道放淤建議地點在溪州橋下

游右側，可能需考慮高含砂水流衝

擊力對周邊設施影響；另外，放淤

如未沖走，淤泥乾固後，造成通洪

能力降低，造成對防洪疑慮，如何

因應。 

本計畫擬採 2 種不同乾容重之淤泥及

5 種不同流量，共 10 組案例進行模型

試驗，藉此探討沖淤期間對周邊設施

及放淤能力良窳之情形，並依據試驗

結果建議可行放淤地點。 

計畫課 許秀真 

1 

本局淤泥最大癥結點在於去處有

限，因此本報告擬定未來淤泥脫

水、泥餅運送為同一標案，可能仍

存在無法覓得足夠去處的問題，而

導致流標或成效不彰。 

1.考量水庫淤泥脫水處理在國內尚未

有量產的經驗，脫水後淤泥資源再

利用之產業亦未成形，因此鼓勵淤

泥脫水、泥餅運送及資源利用等異

業廠商透過共同合作模式，由投標

廠商發揮創意與合作機制，提出泥

餅的最佳去處。 
2.導致流標的因素甚多，尤其是底價

的高低影響最大。 

2 淤泥脫水試辦計畫目標在於去化量遵照辦理，本試辦計畫淤泥脫水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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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 萬 m3，而非 24,750m3，考量

沉澱池周遭住戶生活品質及本局承

諾當地居民每日可工作時數有限，

建議配合該工作時程進行脫水試辦

計畫，以免惹致民怨。 

化量將配合北水局編列之預算予以調

整。另由於淤泥脫水機所產生的噪音

很小，且規劃泥餅運送時間為平日

AM8:30~ PM4:30，假日休息，應不

致對當地居民作息及交通造成衝擊。

3 

建議淤泥脫水試辦計畫之脫水含水

量可配合後續再利用方式所需的進

料含水量作考量，不一定非得脫水

至 30％以下。 

1.考量各種脫水工法產生泥餅的含水

量與體積有很大的差異，因此本計

畫已修正以產生「等值乾泥重量 SW

（噸）」為共同之計量及計價標準。

2.本試辦計畫招標文件將採功能性需

求，廠商投標之估價單主要項目為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等值乾泥重

量，不限定淤泥脫水工法及含水量。

4 

泥腸圈圍堤於淤泥脫排水後，圈內

淤泥壓密排水體積變化是否會影響

其堆疊高度及其自立穩定性？建議

再評估或考量其他輔助材料。 

泥腸圈圍堤於淤泥脫排水後，圈內淤

泥壓密排水體積變小，堆疊高度亦會

變矮，淤泥固化後強度變大，故其自

立穩定性會較好。 

5 

有關「後池引水路新建工程規劃」

建議方案一優先於方案二之原因為

法規面較無問題，惟未見詳盡說

明，建議更清楚說明，作為擇定工

程經費較高之方案一之強力支持。

遵照辦理，將予以補充說明。 

6 
本報告非服務建議書，請修正§1.1
內容文字。 

遵照辦理，已調整修正§1.1 節之部分

內容文字。 

養護課 林工程司凱文 

1 

p.23，脫水試辦場址請依 7 號場地

為基準，另因報告指出場地僅需使

用 30*60 米，爰於既有消波塊存在

下應尚足以提供，且若 7 號池場地

遭遇民眾反對，於鄰近區域應亦難

以取得用地，且其抽泥管接管及土

石管制問題亦難以克服，爰不建議

廠商另尋租用他地方案。 

目前 7 號沉澱池「現有混凝土地坪」

堆放大量消波塊及預拌淤泥混凝土設

備，若能適當移除，則可於 7 號沉澱

池「現有混凝土地坪」進行試辦計畫。

2 

運輸費用以 98 年度第 13 號沉澱池

案為例，發包價運距 40-50 公里，

每m3 184元；50-60公里，每m3 250
元，與報告書 p.32 所載差距甚大，

另 p.33 部份亦請參考本局 98 年度

最新發包兩案單價修正。 

所提供資料僅為單項運輸費，然而整

份合約價尚包括土方挖裝費、收容處

置費、安衛、品管、行政及利稅等，

建議以總合約價除以總土方量，得到

平均運輸費較合理。 

3 
淤泥脫水直接成本每 m3 550 元，總

成本 800 元，其間接成本估算方式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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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列各項估計費用，設備費用建

議攤列於脫水成品每 m3 單價內，

以免產生設備驗收財產列管問題。

4 

土方送往資源處理場（非土資場）

之流向管制及適用法令請釐清，是

否需繳交土方稅？是否屬營建剩餘

土石方管理規定範疇？若否，是否

需適用土石採取法規定？請釐清。

目前無水庫淤泥送往資源處理場的相

關法令，僅有「經濟部水庫淤泥利用

處理作業要點」第 13 項規定：「水庫

淤泥運出處理專區或提供使用者，其

流向管理應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

案規定辦理。」，其中與本計畫泥餅送

往資源處理場（廠）相關條文如下：「公

共工程剩餘土石方屬可再利用物料，

工程主辦機關得估算其處理成本及價

值，列入競標之工程項目，並明定於

預算及納入工程契約書。前項可再利

用物料之處理，不受本方案規定之限

制，惟工程主辦機關須於發包後上網

記載土質種類及數量。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為調度或回

收再利用營建剩餘土石方，得將原編

列土石方處理費用或購買土石方費用

變更為土石方相關作業（含挖填及運

輸等）費用。」，故無繳交土方稅的問

題，但仍需考慮泥餅進入資源處理場

（廠）時需付進場(廠)費及處理費。

5 
海岸填築案之規劃方式宜考量量體

採分期分區方式規劃，並將經費列

入規劃參考。 

遵照辦理。 

6 

淤泥河道下游自然排渾規劃與「石

門水庫防淤策略對下游河道影響之

評估研究」之配合關係，請洽本局

計畫課。 

遵照辦理。 

結論 

1 

請中興公司對脫水處理、桃園海岸

填土及河道放淤訂定標準作業流

程，並針對流程作業行政程序困難

點及需各公部門協助事項依 3 月 9
日署長拜會林滄海立委裁示事項提

出書面說明。 

遵照辦理。 

2 

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招標方式依石

門水庫及其整治計畫特別條例規定

採公開招標比價方式辦理。相關採

購程序及工務程序請依水利署工務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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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要點及採購法等規定辦理，不

宜自訂採購規則。 

3 
脫水處理之規模、方式、規劃及週

邊配合事項請再明確研訂後再與本

局研商及選定辦理地點。 

遵辦辦理。 

4 

海岸填土計畫以觀音樹林仔海岸段

填置區辦理後續調查及規劃並配合

填土後植生綠化，植栽作物以當地

原生種植物為主或依林務局同意種

類及方式辦理。並請養護課提供台

北港填土計畫之供土計畫一併列入

研擬。 

遵照辦理。 

5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方式，原則以下

游河道放淤工程辦理水工模型及二

維數值水理分析，並檢討對下游鳶

山堰板新及大湳水廠之含砂量影

響。透水堤原則以沉澱池淤泥為材

料興建土堤方式設計，並擬定放淤

條件、時機及方式。 

1.有關淤泥河道自然排渾後續的進

行，會依裁示執行後續計畫，對於

所要擬定之放淤條件、時機及方

式，皆會待水工模型試驗完成後，

針對不同放流量之沖淤影響範圍及

泥砂濃度，於成果報告中詳盡說明。

2.透水堤之現地試驗則依據本計畫模

型試驗結果，提出適用性粒料範圍

後建議北水局進行現地試驗。 

6 

請中興工程公司依委員及出席單位

意見修正及補充報告內容，並於 4
月 10 日前與北水局召開工作會議

先行檢討，於下次期中報告一併說

明。 

遵照辦理，並已將 99 年 4 月 12 日第

一次工作會議結論一併納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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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委託技術服務 
第二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一、時間：99 年 6 月 18 日下午 2 時 
二、地點：北水局第 1 會議室 
三、主席：簡副局長昭群 
四、出席：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記錄：林凱文 
五、審查委員意見及處理情形： 

 

項次 審 查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簡委員仲璟 

1 

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

究竟採用最有利標或價格最低標，

報告書第 30 頁文字敘述與表 2.3-1
有矛盾情形，請檢視後再修正。 

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畫採

用異質採購訂有底價最低標決標。 

2 

若採用最低標，則計價項目有哪

些?(例如等值乾泥每噸所需成本最

低者)，若採用最有利標時，則評選

項目有哪些及對應權重分配如何?

主要計價項目有 2 項：1.淤泥脫水等值

乾泥重量（噸）；2.泥餅運送等值乾泥

重量（噸）。 

3 

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觀音海岸是否

應辦理環評，請釐清，目前工作進

度為何?此填置區屬防風林(保安林

地)之低窪地形，填置後對鄰近區域

之排水有無影響，應有初步探討說

明。 

1.林務局於會勘後函覆(99.6.2 林政字

第 0991610155 號函，詳附錄四)，
考量本案擬填置之觀音樹林仔海岸

場址，位海岸第一線迎風面，立地條

件嚴苛，為避免擾動原已穩定之海岸

砂地，造成飄砂情形加劇，不利後續

造林，建請另覓適宜地點辦理。 
2.本計畫將再針對桃竹等北部海岸，再

行評估適宜地點，必要時再行辦理會

勘或協商會。 

4 

河道放淤之水理模擬演算結果請再

檢核。例如圖 4.2-29 顯示在重現期

200 年 (Q=10400CMS)時堆置區

(1)之流速較 20 年(Q=6100CMS)
為小，似不合理。模擬演算建議加

入透水堤的情況，同時圖 4.3-8 與

圖 4.2-29 色階不一致，難以判別比

較。圖 4.2-26 建議針對各堆置區作

局部放大，以檢視各堆置區之流場

向量。 

在圖 4.2-29 中，由於重現期 200 年所

採用的色階與重現期 20年所採用的不

同，會造成不同重現期模擬結果比較

時之混淆。因此，已將圖 4.2-29 中的

三種重現期模擬結果之色階加以統

一，同時亦修改成與圖 4.3-8 之色階一

致。經過色階一致化之修正後，可清

楚判定出重現期 200 年時之堆置區(1)
流速較 20 年的為大，屬合理的模擬結

果。此外，透水堤的加入會造成模擬

演算之困難，故本計畫不考慮。最後，

堆置區(2)與堆置區(3)之流場較堆置區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附 1 - 28 6650C 

(1)的為均勻，故僅針對堆置區(1)之模

擬流場結果加以局部放大。 

5 

為方便水工試驗案例比較及為使河

道放淤具有成效之必要條件有那

些?建議做綜合整理及說明。例如

透水堤本身結構(堤高、堤頂高、堤

心料等)及透水堤佈置形狀，泥砂堆

置作業時程安排等。 

關於透水堤之規劃設計，依期程將於

第三次期中報告中提出。此外，由於

模型為縮比塑造而成，故放淤堆置作

業之時程安排應進行現場施工，方可

掌握其時效性。 

廖委員肇昌 

1 

請補充模型試驗假設條件與現地環

境差異，試驗結果偏差度範圍。 
本試驗在進行模型佈置之前，曾於現

場進行現勘，為使模型條件與現場更

為貼近，也於各公告斷面之間補測數

個斷面，其餘模型驗證實例也已於

4.3.2 節中進行模型驗證，其中包括地

形相似性、流量及流況驗證，詳細內

容請委員參照 P118~126 中說明。 

2 

後續若進行現地小規模水工模型試

驗，建議研提試驗條件及啟動試驗

的程序，以利評估是否能進行現地

試驗，及評估各項程序及結果的風

險類別及程度。 

感謝委員意見，管理單位後續若進行

小規模現地水工模型試驗時，本計畫

將提供詳細之試驗條件及啟動試驗的

程序，以利後續進行工程實作之參考。

3 

期中報告書第 17 頁，表 2.1-3、表

2.1-4、表 2.1-5 各種混凝土配比設

計，請提供加註各該配比所產製的

混凝土在 7 天及 28 天齡期之抗壓

強度。 

遵照辦理。 

4 

期中報告書第 16 頁第 8 行調查指

出台灣地區量產之輕質骨材廠僅有

台南 1 家，據知桃園縣地區亦有業

者，請說明其情況。 

據知桃園縣地區業者的廠房用地地目

不符規定，無法取得工廠執照，僅能

小量試運轉。 

5 
若淤泥利用於混凝土已有施工綱要

規範初稿，建議提送工程會納入。

將提交中興公司技術會報討論後，於

適當時機提送工程會審查。 

張委員武宏 

1 

P1 沉澱池採重力式沉降原理所需

壓密時間甚長且含水量過高，「難以

清運即再利用」，但由沉降試驗 5
天即達一穩定體積，由翻曬＃9 池

至＃8、＃10 上預壓執行經驗，現

地經怯水、抽水淤泥含水量要降 40
％達清運條件並不很難，水庫淤泥

為均質的 CL、ML 料，建議後續報

告對水庫淤泥負面用詞宜審慎，避

1.「難以清運及再利用」係引用委託技

術服務說明書之原文。 
2.已更改為「需尋求更有效率及經濟的

方法，加以脫水、清運及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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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誤導。 

2 

P24 泥腸圈圍堤為地工材料且市場

資訊尚稱公開，若地盤承載力無慮

在技術應無問題，因目前沉澱池各

池皆規劃使用若評估可行，建議不

再以廠商免費進行試驗計畫，而以

直接依採購法製訂招標文件辦理。

將由北水局另案辦理招標作業。 

3 

P89 後池引水路新建及下游河道放

淤工程規劃綜合評估，兩案核算工

程經費非用同一(單價)基礎比較，

是否恰當？且 P88 表 4.2-12 下游

河道放淤工程堆置(1)，放淤 12 萬

淤泥外圍透水堤需用 12 萬立方公

尺透水河床料，似不合理，請檢核。

後池引水路新建是依照「營建物價」

編列，下游河道放淤工程之透水堤，

填築運費是採指定地點取用，也是依

照「營建物價」編列，因此，兩者經

費編列是架構於同一基礎上。有關透

水堤之填築量及工程經費，將會於報

告中修正。 

4 

淤泥河道放淤水工模型試驗成果雖

於後池下游執行，建議依試驗成果

推算出流速、流向與透水堤淤泥沖

刷率之成果，以利運用到其他河

段。 

本研究已於第四章說明整體沖刷率之

成果，並以圖示說明未完全沖刷之淤

泥範圍，由圖可看出各案例淤泥殘留

之範圍大致相同，因此可以此試驗成

果，運用到其他河段。 

5 

本計畫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

議題是國內在槽水庫正同樣面對，

後續報告結論評析，建請如脫水處

理及資源利用、海岸填築等，除針

對石門水庫區域環境之檢討並研析

引用到其他水庫運用之可行性。 

有關河道放淤，在報告中已提出其他

相似案例(石岡霸河道放淤…)，因此，

應用到其他水庫是可行的，但因河道

粒徑、斷面、流速…等太多不確定因

素下，在實際執行前，還是需各案評

估。 

經濟部水利署(水源組) 

1 

請說明沖刷平衡之定義，以及沖刷

公 式 引 用 之 依 據 ， 並 請 說 明

P211-213 各圖表如何得來。 

本研究定義沖刷平衡之依據為根據圖

4.3-159 及 4.3-160 中各案例隨時間之

沖刷率而定，由圖可知，各案例之沖

刷曲線會隨時間趨緩，待斜率已無明

顯變化時，即定義其為沖刷平衡時

間。沖刷公式則是以沖刷平衡後之數

據迴歸所得。 

2 

河道放淤計畫若沖不掉之情況下，

其阻礙水流情形建議評估計算。 
由表 4.3-15 可試算出完全沖刷所需時

間，若發生淤泥無法沖刷乾淨之情

形，本研究也於報告中進行沖淤範圍

之圖示說明，後續施工可避開試驗中

較難沖刷之區域，將淤泥阻礙水流之

程度降至最低。 

3 
河道放淤規劃佈置請提供明確可行

方案供主辦單位決策。 
河道放淤規劃佈置可參照第4.3.3節各

試驗案例之圖示(圖名：淤泥未完全沖

刷的範圍)，由圖可知，每次試驗遭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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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的範圍皆無太大差異，管理單位可

依本試驗之成果於現場進行小規模之

試作，並作進一步之評估。 

4 

脫水廠試辦計畫僅符合非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之土地使用管制，惟

若設置廠房及土方外運其他相關法

令未清楚說明，其申請項目為何?
請清楚說明。 

已於「2.4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相關法

規」節說明如下： 
1. 依據「區域計畫法-非都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一規定，容

許使用項目為「（十五）水庫、河川、

湖泊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

施」，依該規則第 6-1 條可由北水局

備妥下列文件：（1）非都市土地許

可使用申請書；（2）使用計畫書；（3）
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4）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

圖，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桃園縣政

府水務處）申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桃園縣政府水務處）、使用地主

管機關（桃園縣政府農業發展處）及

有關機關（桃園縣政府地政處）許可

後，可設置臨時性之淤泥脫水試驗

場。 
2. 目前無水庫淤泥送往資源處理場的

相關法令，僅有「經濟部水庫淤泥利

用處理作業要點」第 13 項規定：「水

庫淤泥運出處理專區或提供使用

者，其流向管理應依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理方案規定辦理。」；再就「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理方案」中與本計畫泥

餅送往資源處理場（廠）相關條文，

如第參、二、3.節：「公共工程剩餘

土石方屬可再利用物料，工程主辦機

關得估算其處理成本及價值，列入競

標之工程項目，並明定於預算及納入

工程契約書。前項可再利用物料之處

理，不受本方案規定之限制，惟工程

主辦機關須於發包後上網記載土質

種類及數量。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為調度或回收

再利用營建剩餘土石方，得將原編列

土石方處理費用或購買土石方費用

變更為土石方相關作業（含挖填及運

輸等）費用。」，故本計畫可於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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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編列相關費用，由得標廠商直

接將泥餅送往資源處理場（廠）即

可。 

5 

海岸填築林務法令指出為出租、讓

與或撥用，本案適用何種條件未再

詳細說明，請補充。 

1.林務局於會勘後函覆(99.6.2 林政字

第 0991610155 號函，詳附錄四)，
考量本案擬填置之觀音樹林仔海岸

場址，位海岸第一線迎風面，立地條

件嚴苛，為避免擾動原已穩定之海岸

砂地，造成飄砂情形加劇，不利後續

造林，建請另覓適宜地點辦理。 
2.本計畫將再針對桃竹等北部海岸，再

行評估適宜地點，必要時再行辦理會

勘或協商會。 

經濟部水利署(工務組) 

1 

淤泥放淤沖刷影響之因素包含流

量、含水量、沖刷時間、堆置位置

及堆置型態等，有關流量、含水量

及時間均有提出分析評估，堆置位

置及型態是否進一步納入評估討

論。 

關於堆置位置及型態之評估，相關單

位可參考第4.3.3節各試驗案例之圖示

(圖名：淤泥未完全沖刷的範圍)，參考

現有之案例進行不同位置(較小範圍)
及淤泥鋪設型態之試作，並將其納入

評估討論，詳細之細部設計則於第三

次期中簡報時提出，以作為相關單位

未來實際施工時之參考。 

2 

淤泥堆置區是否僅得以置放於高灘

地，建議評估置放主流河道之可行

性。 

將淤泥堆置區置放於高灘地，將可避

免平時偶發性的豪雨將透水土堤沖

毀，因此本研究並無將淤泥堆置於主

河道之規劃。 

3 

淤泥利用試辦所產出之脫水泥餅，

其後端處理是否有規劃。 
將於規格標要求：「由投標廠商提供施

工計畫，將泥餅運送至資源利用廠等

處」，符合委託說明書者才能參加價格

標競標。有關資源利用地點列舉如

下：(1)紅磚及窯燒製品、透水步道及

植草磚等工廠；(2)水泥廠；(3)園藝用

土區；(4)陶粒(輕質骨材)廠；(5)淤泥

混凝土拌合廠、消波塊或人工魚礁施

工場地；(6)控制性低強度混凝土拌合

廠；(7)其它經北水局認可資源利用地

點。 

台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 

1 

淤泥堆放於不同洩洪量對下游鳶山

堰造成影響程度及濁度提升之情

況，請加以評估列出，以利板新水

廠提前應變。 

因本計畫主要重點在於北水局管理範

圍內之淤泥可行性堆置地點及放淤

量，因此河道放淤試驗之下游邊界並

未至下游鳶山堰，本研究團隊也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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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之濁度資料，以利後續研究評

估河道放淤對板新水廠取水之影響。

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1 

河道放淤規劃在溪州橋下游放淤，

是否符合法令請查明確認。 
感謝委員指導，相關法令之規範已於

P.83~86 進行說明，關於河道放淤規劃

在溪州橋下游進行放淤，應符合現有

法令之規範。 

2 

放淤計畫料源為淤泥若造成固化無

法下沖之情況，恐造成河道窄縮疑

慮。 

管理單位或可於現場進行較小範圍之

堆置試作，再對其作進一步評估，以

期在進行放淤時能有較佳之效率，避

免淤泥堆置時所造成的壓密現象而無

法下沖，造成河道窄縮之問題。 

3 

淤泥在水庫處理較容易，放淤至河

川沿線處理相對困難，本計畫建議

審慎考量，避免造成下游太多負

擔。 

管理單位後續可依據本計畫之試驗結

果，進行較小範圍之淤泥堆置試驗，

在大流量事件發生時將淤泥分批送至

下游，避免下游板新水廠取水之困難。

4 
放淤造成影響及程度範圍，建議納

入評估或蒐集資料納入報告提供參

考。 

本研究主要工作為提供河道放淤相關

施工之參考，如後續計畫需進行評

估，本團隊將提供相關資料予以參考。

水患治理聯盟 

1 

河道放淤計畫須考量現行鳶山堰及

後續中庄堰、繞庫排砂案之競合關

係。 

關於鳶山堰與放淤之關係可由表

4.3-15 推估出上游放淤對鴛山堰之影

響，若中庄堰完成後，則上游放淤對

下游取水之影響將相對較少，而繞庫

排砂由於尚未定案，故暫不考慮放淤

與其影響。 

2 

放淤計畫若於河道未沖刷至下游情

況下造成乾涸，是否可能造成風沙

導致落塵增加，請加以評估及如何

因應? 

淤泥堆置施工期間會有管理措施，且

淤泥具有黏性且長期放置會有植物生

長，因此，有關風沙導致落塵的影響

並不會發生。 

養護課 林工程司凱文 

1 
堆置區(1)、(2)、(3)與堆置區(1)內
之小範圍區分仍用(1)、(2)、(3)易
產生混淆，請修正區別。 

感謝委員指導，將進行修正。 

2 

P216 建議部分，有些已完成執行

或決議執行方向，建議刪除修正。

辦理「石門水庫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

劃及設計」，是有提出兩方案以進行研

析，因此，於建議中有關兩方案之優

劣是都需提出的，因此考量到報告之

整體性，將保留所有建議。 

3 
P216 第 4 點，報告書敘明法規修

改完成後，才能進一步實施，因法

規修改非短時間得以達成，是否建

有關河道自然排渾於報告中有提出”後
池引水路新建”及”下游河道放淤”兩方

案，經針對工程經費、法規以及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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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不執行或有其他建議因應方式? 
請釐清。 

可執行面…等項目進行評估後，於第

一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中裁示採”下游

河道放淤”方案，法規之限制對於此方

案之執行並無太大影響。 

4 

P216 第 7 點，有關河道放淤引用

本局 99.1.22 報告，查因放淤位

置、數量、方式及出流量、時間等

條件因素不同，請避免直接引用延

伸敘明對鳶山堰下游無影響，建議

依據專業評估判斷其可能影響性。

感謝委員指導，已針對該點建議進行

修正。 

5 
海岸填築案請再針對桃竹等北部海

岸，再行評估適宜地點，必要時再

行辦理會勘或協商會。 

遵照辦理。 

6 

P216 第 4 點河”川”闕漏，進一”
部”，誤植請修正，另第 5、7 點「石

門水庫後池引水路”先”建工程」，名

稱請檢核確認。 

感謝委員指導，已進行修正。 

7 

建議依據河道放淤試驗成果初步律

定沉澱池淤泥淤泥始動及沖刷量關

係，以利若因政策或民意等因素無

法於建議地點進行放淤時，本局得

以參考改於他地相似條件地點進行

河道放淤計畫。 

關於沉澱池淤泥啟動及沖刷量關係，

可參考 P.73，在此已對泥砂粒徑及啟

動流速進行詳細說明。 

結論 

1 
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計畫，請再補

充規劃內容及試辦計畫，並請與養

護課研商檢討。 

遵照辦理。 

2 

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實施計劃，請

再評估其他地點備用方案及清運作

業規劃，以利本局再洽相關土地管

理機關協商。 

遵照辦理，將再針對桃竹等北部海

岸，再行評估適宜地點，必要時再行

辦理會勘或協商會。 

3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請依水工

模型試驗結果，針對泥砂沖刷率對

下游鳶山堰影響，填置淤泥防止揚

塵措施、填置淤泥適當含水率及透

水堤斷面等，研提配套措施及試辦

沖淤計畫。 

本計畫範圍內的淤泥可行性堆置地點

之下游邊界並未至下游鳶山堰，因

此，將會提供相關之濁度資料，以便

後續研究評估取用河道原水之影響。

進行現地放淤試驗之範圍並不需要等

比例放大模型之淤泥堆置範圍，而可

在模型較易沖刷之相對位置進行堆

置，如此便可減少河道未沖刷至下游

情況下造成乾涸，而造成風沙導致落

塵增加。水工模型試驗已完成，並能

提供相關之成果給北水局，以便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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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淤計畫。 

4 
請依三項工作事項未來辦理規劃

計畫執行時，擬訂遭遇相關法規及

規定之因應措施。 

遵照辦理，已於第 1.5 節標準作業流程

中，擬定拜會相關主管機關，以釐清

遭遇之相關法規及規定。 

5 

淤泥河道放淤計畫，若泥砂沖淤率

影響鳶山堰供水穩定，請評估將堆

置區設置於下游鳶山堰至後村堰間

河道之事宜地點規劃。 

將堆置區另外設置地點，目前只能進

行現地初步評估，而確切能決定放淤

成效之水理分析、水工模型試驗…等

相關評估，建議另案辦理。 

6 
請中興工程公司依委員及出席單

位修正及補充報告書內容並於於下

次期中報告一併說明。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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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委託服務 
第三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錄 

一、時間：99 年 11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二、地點：北水局第 1 會議室 
三、主席：簡副局長昭群 
四、出席：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記錄：林凱文 
五、評選委員意見及處理情形： 

 

項次 評 選 意 見 辦 理 情 形 

簡委員仲璟 

1 

計畫工作項目目前進度如何？例如

(1)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

計畫現地執行期間之諮詢及監督工

作(2)桃園海岸淤泥填置工作細部

實施計畫(3)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

劃及設計之細設工作等，是否有延

誤？若有，如何補救。 

本計畫 3 大項工作進度如下： 
(1)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

畫：尚在發包文件送審階段。 
(2)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

正尋找適當新場址。 
(3)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規劃及設計：尚

在發包文件送審階段。 
各項工作進度均依北水局指示及合約

規定辦理中。 

2 

淤泥填置位置原規劃選定在觀音，

但由於林務局回覆建議另覓其他適

當地點。因此，除大園及新屋外有

無新的可行地點？(北水局已於 99
年 6 月 10 日發函通知)新的地點建

議不侷限於桃園海岸。例如簡報資

料所示新竹縣新豐海岸，但建議注

意不要影響該海岸漂砂動態平衡。

(1)本計畫「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

海岸之實施計畫」，係沿續前期「石

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

規劃及實施計畫(1/2)」所選出桃園

地區可能之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

音及新屋等 3 處海岸段，選出唯一

不涉及與海岸水體接觸，對海岸環

境衝擊最小，最為可行之觀音海岸

段(樹林仔海岸)作為建議場址。惟

林務局(土地所有機關)以該區域為

海岸第一線迎風面，立地條件嚴

苛，本計畫將表面刨除後填置淤

泥，再覆以原有表土，恐擾動原已

穩定之海岸砂地，造成飄砂情形加

劇，不利後續造林，而未予同意。

(2)囿於針對桃園鄰近縣市(如新竹)海
岸填置水庫淤泥之可行性及相關調

查規劃工作已超出本計畫契約執行

範圍之外，且經本計畫特別針對新

竹縣新豐鄉垃圾掩埋場海岸進行初

步現勘結果發現，該基地因臨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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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涉及與海岸水體接觸，其工程

複雜度及對海岸環境衝擊皆大於前

述之觀音海岸段(樹林仔海岸)，經

初步評估不宜作為淤泥埴置場址。

3 

淤泥河道自然排渾之水工模型試驗

結果與數值模擬計算比較如何？可

再補充說明及部分誤值請修正(可
針對排渾的效果部份)。此外規劃水

質監測點如何避免淤泥堆置於堤堰

內發生污染河道水質的狀況。 

數值模式係提供模型試驗製作過程中

之驗證，並且幫助模型試驗訂出試驗

的條件範圍(流量)，因此數值模式並未

針對模型試驗的模擬結果進行比較。

目前所規劃之水質監測，是採人工取

樣、即時觀察水質狀況，以反應施工

時可能造成之水質污染下進行即時之

堤堰修補等相關措施。若於施工時之

水質污染非堤堰損毀所造成，可利用

粒徑小於 0.83mm 之泥砂加寬透水

堤，減低滲流淤泥之污染程度。 

4 

結論與建議部分內容有誤值，(如第

242 頁)。此外內容應符合目前的工

作成果，例如「石門水庫後池引水

路新建工程規劃」既然已不採用，

又何必在報告建議優先考量施行。

感謝委員指導，將進行修正。 

5 

淤泥脫水處理試辦計畫之未達規定

脫水量之計價及扣罰標準建請釐

清，並於報告清楚說明。 

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依實作數量

計價，若實際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量

各未達基本數量等值乾泥重量 13,460
噸時，將於工程款扣除各未達基本數

量部份×100 元/等值乾泥噸。例如：承

包商於規定期限內僅完成合格之淤泥

脫水及泥餅運送等值乾泥重量均為

10,000 噸時，則承包商僅可領取淤泥

脫水及泥餅運送工程款=10,000×(淤泥

脫水費單價+泥餅運送費單價)-3,460×
（100+100）元。 

林委員火木 

1 

本規劃設計係年來延續之研究處理

計畫，針對計畫之效益迄未能有效

之突破，所提出之方案及試辦計畫

其實質之經濟效益仍尚乏具體明

確，故外界漸有雜音，建請承辦單

位，務以效益、經濟、創新且可行

之基本理念落實辦理。 

(1)「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

畫」之目的即是希望透過辦理相關

試辦計畫及試驗，測試及取得市場

之淤泥脫水成本、功率及效益等重

要資料與數據，作為北水局後續辦

理之決策參考，故須俟該試辦計畫

執行完後，方可詳細評估淤泥脫水

處理及資源利用之經濟效益。 
(2)「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試辦計畫」於

目前所概估出清除每立方米之淤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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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需 350~600 元，但因淤泥輸送管

之建置約佔費用之 30%，若清淤量

增大，則可降低此費用所佔比例，

因此，河道自然排渾方式對於經濟

上之考量還是具有一定之效益，且

此方法可將土石回歸下游河道，但

目前因經濟部對於水庫之淤積物回

歸河道已在進行相關之法規研擬，

因此，此案應還需待此法規通過才

再予以執行。 

2 

本案建議及配合事項內所提請甲方

對配合協調抽砂船及預期甲方對脫

水泥餅，提供適當收購對優良脫水

廠商有相對參與之願望等，均請評

估甲方之可行性後具體說明，否則

有執行障礙時將徒增甲方之困擾，

請妥為斟酌。 

「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

畫」將由北水局將負責統一調度及協

調（1）試驗場地；（2）試驗淤泥，依

目前情勢判斷，似無執行障礙。 

3 

本計畫原目標究竟是 13 座沉澱池

為初步目標或就抽淤泥應加界定並

說明，又現況試辦脫水計畫，以沉

澱池淤泥再加水攪拌後再行脫水方

式，並評估優良脫水方式，將據以

研提標案，建請仍應就沉澱池淤泥

現況處理難度及經濟效益等有所比

較說明，再據以選擇落實方案辦理

(前沉澱池方案應有檢討與取捨)。

「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

畫」係採用石門水庫抽泥船（另案）

所供應淤泥。有關沉澱池淤泥現況處

理難度及經濟效益等非本計畫工作內

容。 

4 

河道堆泥洪水期放流計畫建請就下

列多點補充說明： 
(1)對平時放流因涉及水質與環保

等問題，目前即使協調可能亦非

短期能突破，故其預期建請暫不

列述。 
(2)三個堆泥區與水庫距離與相關

設施及儲泥量(不大僅約 2.2 萬

立方公尺)效果及經費達 2 億

多，建請評估並列表說明具體效

益。 
(3)若長時間未有颱洪，則三個堆泥

池會否乾涸並加處理建請評估。

(1)河道排渾計畫於報告中已提及對於

可能牽涉之相關法規進行分析，並

於報告中已說明其計畫之可行性。

(2)經費達 2 億是指「後池引水路新建

工程」而此方案於第一次期中報告

審查已裁示不予以執行，目前是採

用「河道放淤工程」進行爾後之試

辦規劃，而其實際之執行、經費與

效益說明會於「期末報告」中提出。

(3)考量天候、經費及民眾觀感等諸多

不確定因素下，於之後的試辦工程

將採用較小規模沖淤範圍(沖淤範

圍可參閱報告 4.3.3 節)，並經水工

模型試驗看出有較佳之沖淤效果。

且由於目前規劃之沖淤量僅 2 萬

m3，若局部發生乾涸狀況，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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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河道通水狀況之影響極微。 

張委員武宏 

1 

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計畫，規

範及招標文件請注意下列： 
(1)機關提供的場地面積應考量設

施及運輸、堆置所需，但亦不宜

過大而影響正常沉澱池處置使

用。 
(2)泥餅堆置是否設置雨棚？若不

設雨棚後因天候淋濕之處置？

延伸問題計量計價的適當查驗

點在何時？ 
(3)抽泥浚渫管送泥水壓力，脫水設

施是否能承受？抽泥如何配合

脫水處理量來輸送？泥水是否

需前端處置？ 
(4)脫水處理設施之餘水去處？泥

水中雜質處置？失敗脫水處理

料之處置？ 
上述技術及與他案採購介面權責，

應詳加考量明訂於規範中。 

(1)依合約說明書第貳、二、（一）、1.、
b.規定，選定 7 號沉澱池現有混凝

土地坪為試辦場地。 
(2)泥餅暫置區遮雨棚建設及拆除費已

列入泥脫水費單價內。有關淤泥脫

水及泥餅運送數量均以北水局設置

地磅站所稱重數據為準。含水量取

樣地點為地磅站。 
(3)抽泥浚渫管之淤泥先送到泥水分離

槽進行前端處置後，再由承包商之

抽泥機將濃稠的泥漿送到脫水機處

理。 
(4)淤泥脫水過程所產生之餘水將流放

至 6 號沉澱池或附近溝渠，其水質

需符合環保署 97.05.23 所訂定「水

污染防治法事業分類及定義」之「放

流水標準」。經抽驗含水量高於 40%
或 不 符 「 毒 性 特 性 溶 出 程 序

（TCLP）」之泥餅，必須由承包商

自費運離試驗場地，並已於招標文

件中補充脫水後淤泥品質不合格之

相關處理規定。 

2 

河道自然排渾工程，採填築透水圍

堤方式則其中泥水排透水應比現今

沉澱池較好，現下游浚渫採堆置沉

澱池一個月後收方測量是否適當或

採其他計價方式，宜在本報告分析

提出建議。 

堆置於透水堤內之淤泥，其抽放工作

業主是採另案處理，故應依該案契約

規定計價。 

3 

河道自然排渾工程為有效使堆置泥

水排放，請依水工模型試驗成果提

出適當水庫調節排洪操作之建議。

遵照辦理，請委員參照第五章之建議。

4 

本件淤泥利用處理委託案中三件子

計畫係彙整先前研究成果認為技術

尚可行方案而接續進行規劃及設

計，現執行中遭受非技術性障礙，

建請中興顧問公司應彙整後評估分

析各項障礙原因，並擬定障礙消失

後之推動程序，以利計畫進行。 

(1)「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

畫」之目的即是希望透過辦理相關

試辦計畫及試驗，測試及取得市場

之淤泥脫水成本、功率及效益等重

要資料與數據，作為北水局後續辦

理之決策參考，故須俟該試辦計畫

執行完後，方可詳細評估淤泥脫水

處理及資源利用之經濟效益。 
(2)有關「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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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係沿續前期「石門水庫淤泥

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

計畫(1/2)」所選出桃園地區可能之

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音及新屋等

3 處海岸段，選出唯一不涉及與海

岸水體接觸，對海岸環境衝擊最

小，最為可行之觀音海岸段(樹林仔

海岸)作為建議場址，惟林務局(土
地所有機關)未予同意。因此未來仍

將配合各級政府之各項工程，尤其

重大工程(如台北港擴建)，積極提

供淤泥作為填方之用。 
(3)有關「河道自然排渾工程」之天候、

經費及民眾觀感等諸多不確定因素

下，於試辦計畫是採用縮小沖淤範

圍並經水工模型試驗確定其成效

後，以依據此進行試辦工程之推

行。惟考量經濟部水庫淤積物回歸

河道(放淤)作業要點目前仍處草案

階段及附近居民仍有疑慮等原因，

故建議待河道(放淤)作業要點定案

以及向附近居民澄清相關疑慮後，

其推動阻礙將大為降低。 

經濟部水利署(水源組) 

1 

本案僅需將淤泥脫水製餅後運至資

源利用地點，規定需異業共同投標

之理由為何？又何需取得資源利用

地點所有人同意書或證明？ 

因為淤泥脫水及資源利用為不同領域

之專業技術，必須為淤泥脫水及資源

利用廠家異業共同投標始能完成本工

作。投標廠商可能只為資源利用地點

所有人之一（代表法人），故需取得所

有資源利用地點所有人同意書或證

明。 

2 

未達基本數量 13460 噸時，計價方

式請釐清係1.以13460噸計價扣除

未達數量噸數*100 元。2 以實做噸

數計價再扣除.未達數量噸數*100
元。如以 2，此扣款性質為罰款，

是否與契約中相關品質不合格及逾

期罰款相關規定競合。 

(1)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依實作數

量計價，若實際淤泥脫水及泥餅運

送量各未達基本數量等值乾泥重量

13,460 噸時，將於工程款扣除各未

達基本數量部份×100 元/等值乾泥

噸。例如：承包商於規定期限內僅

完成合格之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等

值乾泥重量均為 10,000 噸時，則承

包商僅可領取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

工程款=10,000×(淤泥脫水費單價+
泥 餅 運 送 費 單 價 )-3,4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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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元。 
(2)經抽驗含水量高於 40%或不符「毒

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之泥餅

均不予計量及計價。 
(3)遵照辦理，將針對契約主文之不合

格及逾期罰款相關規定，予以適當

修改，以避免相關規定產生競合之

情形。 

3 

脫水完畢當天須立即運離或可堆置

後運離。如經試驗，含水量不符規

定，可堆置數天或再行脫水後重新

試驗？試驗取樣應有明確規定。 

(1)規劃試驗場地包含泥餅暫置區。有

關淤泥脫水及泥餅運送數量均以北

水局設置地磅站所稱重數據為準。

含水量取樣地點為地磅站。 
(2)已於招標文件中補充脫水後淤泥品

質不合格之相關處理規定。 

4 

採用化學固化者，如不符環保法

規，除不予計價外，該泥餅應如何

處置。 

(1)經抽驗不符「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CLP）」之泥餅，必須由承包商

自費運離試驗場地及處理。 
(2)已於招標文件中補充脫水後淤泥品

質不合格之相關處理規定。 

5 
請確實檢討施工補充說明書相關計

價計量、罰款、工期等與契約規定

不符之處。 

遵照辦理。 

6 

請顧問公司釐清桃園縣相關自治法

規以釐清臨時淤泥脫水設施設置需

否向縣政府申請及如何申請。 

本試驗場地屬於非都市計畫區之農業

用地，依據「區域計畫法-非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一規定，

容許使用項目為「（十五）水庫、河川、

湖泊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

施」，依該規則第 6-1 條可由北水局備

妥下列文件：（1）非都市土地許可使

用申請書；（2）使用計畫書；（3）土

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4）
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向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水務局）

申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桃園縣

政府水務局）、使用地主管機關（桃園

縣政府農業發展局）及有關機關（桃

園縣政府地政局）許可後，可設置臨

時性之淤泥脫水試驗場。 
桃園縣無相關非都市計畫區之農業用

地之自治法規。 

台灣省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區管理處 

1 簡報中河道自然排渾部份，設置 4 當發現放淤淤泥有污染河道水質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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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水質監測點，其監測堤堰內是否

有污染河道水質的狀況，若監測到

污染時，是否有何應變作為讓下游

單位有所因應？或是有其他預防方

法？ 

可利用粒徑小於 0.83mm 之泥砂加寬

透水堤，減低滲流淤泥之污染程度。

而簡報中之自然排渾屬試辦工程且放

淤量體不大，因此可視試辦成果作為

爾後實際辦理放淤操作時之參考。 

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1 

本計畫源起即述及“原本屬於大漢

溪之淤泥再回歸到大漢溪＂，由於

大漢溪上游下來的粒料並不僅只有

淤泥，尚包括粗粒料，故建議依實

際敘述。 

於堆置透水堤之濾料來源，是石門庫

區上游之羅浮橋下游側、義興防砂壩

等區域，因此，於颱洪時期將透水堤(石
門庫區上游粒料)及其中之淤泥經水流

回歸河道。 

2 

本計畫係針對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

理規劃設計，其中有關於河道自然

排渾規劃部分僅至將淤泥排入河

道，計畫應有整體性考量，不應只

將淤泥排入河道而已，亦應將排入

河道的淤泥影響狀況，及淤積之河

道的淤泥後續處理建議納入報告研

處。 

由於本計畫之重點在於石門淤泥放淤

的規劃及設計，因此主要工作內容著

重於淤泥放淤後利用颱風豪雨時的洪

水將其沖刷至下游的成效，並也透過

水工模型試驗提出最佳方案。據此提

出試辦計畫係利用颱風豪雨時將石門

淤泥(約 2 萬立方公尺，約 5 萬噸)回歸

自然河道；而由民國 99 年「石門水庫

水砂運移監測與異重流模式開發及應

用研究(2)」報告曾整理石門水庫 94 年

至 98 年間颱風期間的排砂量介於為

22.2 萬噸 (聖帕颱風，最大放流量

1844.4cms)～599.4 萬噸(馬莎颱風，

最大放流量 5166.4cms)。可見本試辦

計畫之河道放淤總量與歷場颱風期間

的排砂量相比，比例不高。而本試辦

工作期間也安排河道水質監測工作，

可隨時監測。 

3 
河道排渾涉及下游河川管理機關，

相關會議建議邀請桃園縣政府、台

北縣、市政府參加。 

遵照辦理。 

4 

淤泥放置溪洲橋下游，如產生固化

等問題，水庫洩洪時是否會溢淹榮

安二村高灘，建議於報告說明。 

(1)淤泥放淤於下游河道時應避免其產

生固化現象，造成難以利用水庫洩

洪達到自然排渾之效果；而淤泥放

淤試驗時則顯示水庫洩洪之洪水並

不會溢淹到堤防外之現象，並已將

此文字部分新增於報告結論中。 
(2)由於目前規劃之沖淤量僅 2 萬 m3，

若局部發生乾涸狀況，其對於整體

河道通水狀況之影響極微。 

5 本計畫包括繞庫排砂規劃，本來增本試辦計畫工期約至明年，但因繞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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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排洪量，建議應納入水庫洩洪量

機制一併考量。 
排砂規劃目前尚未定案，因此，並未

於此進行考量。 

6 

本報告對河道排渾對下游河道影

響，除水質外，對歷次會議關心之

河道安全，河道清淤的問題皆輕輕

帶過或未對問題回應，請規劃單位

應確實分析評估並納入報告詳加說

明。 

(1)本案於平時淤泥堆置於堤堰時，堤

堰是有濾水功能因此不會有污染河

道之疑慮。 
(2)本試辦計畫係利用颱風豪雨時將石

門淤泥(約 2 萬立方公尺，約 5 萬噸)
回歸自然河道；而由民國 99 年「石

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異重流模式

開發及應用研究(2)」報告曾整理石

門水庫 94 年至 98 年間颱風期間的

排砂量介於為 22.2 萬噸(聖帕颱

風，最大放流量 1844.4cms)～
599.4 萬噸(馬莎颱風，最大放流量

5166.4cms)。可見本試辦計畫之河

道放淤總量與歷場颱風期間的排砂

量相比，比例不高。 

7 
淤泥放置於溪洲橋下採平行河道埋

管方式輸送，與規定不合。 
感謝委員指導，將依此意見遵照辦理

修改。 

大溪鎮義和里里長 

1 

河道自然排渾案於河道施作透水

堤，其對行水區之排洪恐有影響，

且旁邊之榮安二村為河道相對窄縮

處，透水堤設置將對該區造成水患

及堤防安全影響。 

(1)由本計畫之淤泥放淤水工試驗，可

知沖淤效果不錯，並無顯示水庫洩

洪之洪水會溢淹到堤防外之現象，

因此不會影響防洪安全。 
(2)本試辦計畫係利用颱風豪雨時將石

門淤泥(約 2 萬立方公尺，約 5 萬噸)
回歸自然河道；而由民國 99 年「石

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異重流模式

開發及應用研究(2)」報告曾整理石

門水庫 94 年至 98 年間颱風期間的

排砂量介於為 22.2 萬噸(聖帕颱

風，最大放流量 1844.4cms)～
599.4 萬噸(馬莎颱風，最大放流量

5166.4cms)。可見本試辦計畫之河

道放淤總量與歷場颱風期間的排砂

量相比，比例不高。 

2 

淤泥脫水處理計畫預計於第 7 號沉

澱池設置模組場試辦，建請第 7 號

沉澱池以前皆不要再作為沉澱池使

用，還給溪州地區鄉親乾淨安寧的

空間，另周邊相關道路維護及承諾

之第 1、第 2 號沉澱池不再作為沉

依合約說明書第貳、二、（一）、1.、b.
規定，選定 7 號沉澱池現有混凝土地

坪為試辦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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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池使用之規劃亦請加強盡速辦

理，以符民眾之期待。 

水患治理聯盟 

1 

河道自然排渾計畫之設計透水堤位

於蓄水範圍內，其相關法規是否適

用，請考量。 

相關法規之探討，可詳 4.2.1 節（b）
法規面可行性評估。但目前因經濟部

對於水庫之淤積物回歸河道已在進行

相關之法規研擬，因此，此案應還需

待此法規-經濟部水庫淤積物回歸河道

(放淤)作業要點(草案)-通過再予以執

行。 

2 

海岸填築及計畫之地點選擇，據悉

桃園觀音地區有多處大型坑洞待回

填，應可不縮限於海岸區，建議可

評估考量。 

(1)由於本計畫原訂執行範圍係為「石

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

計畫」，其辦理內容係針對前期「石

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

規劃及實施計畫(1/2)」所選出桃園

地區可能之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

音及新屋等 3 處海岸段，選擇對環

境衝擊最小，較為可行之場址，辦

理進一步之詳細調查及規劃。 
(2)囿於針對桃園觀音地區多處大型坑

洞作為回填水庫淤泥之可行性及相

關調查規劃工作已超出本計畫契約

執行範圍之外，且在相關法令限

制，尚未解除或澄清前，不宜作為

淤泥埴置場址。 

3 

海岸填築計畫之規劃及實施應注意

防範遭其他單位魚目混珠偷倒廢棄

土，並審慎選擇避免影響海岸地區

環境。 

遵照辦理，有關海岸填築計畫之規劃

及實施將予以審慎選擇，以避免造成

對海岸地區環境之負面影響。另未來

海岸填築計畫若獲實施時，其相關清

運作業及淤泥土方管制流程，將依北

水局既有運送作業規定及政府相關法

規規定辦理，嚴格管制及監督相關淤

泥及土方流向，以避免遭其他單位魚

目混珠倒廢棄土之情形發生。 

結論 

1 

本計劃於沉澱池用地辦理淤泥脫水

廠房設置，是否符合桃園縣政府地

方自治條例規定，請再查明後補

充。 

本試驗場地屬於非都市計畫區之農業

用地，依據「區域計畫法-非都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一規定，

容許使用項目為「（十五）水庫、河川、

湖泊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

施」，依該規則第 6-1 條可由北水局備

妥下列文件：（1）非都市土地許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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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申請書；（2）使用計畫書；（3）土

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4）
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向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水務局）

申請，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桃園縣

政府水務局）、使用地主管機關（桃園

縣政府農業發展局）及有關機關（桃

園縣政府地政局）許可後，可設置臨

時性之淤泥脫水試驗場。 
桃園縣無相關非都市計畫區之農業用

地之自治法規。 

2 

脫水試辦計畫廠商資格、招標文件

及契約規定等說明資料請再檢討修

正，違約行為之處罰原則請參考工

程會契約規範再予修正。預算書及

招標文件完成後依程序辦理審查，

是否辦理發包由北水局再行研處。

遵照辦理。 

3 

桃園海岸淤泥填置計畫請依林務局

99 年 6 月 2 日函說明二、其技術工

法是否可行再釐清並補充相關技術

文件資料或試驗數據，以利確認本

計劃可行性。 

(1)有關水利署水規所崎頂試驗站於

「應用水庫淤泥改善砂丘地植生試

驗研究」之內容及成果，已於第 3.6
節中詳述其以寬約 3m×深約 2m 之

溝渠填埋淤泥並於表面覆蓋厚度約

0.4m 現地海砂，再栽種木麻黃、黃

槿及草海桐等防風林植物，進行改

善砂丘地植生試驗。初步試驗結果

顯示，在無灌溉的情況下，發現種

植於有填埋淤泥溝渠位置之植株，

明顯優於無填埋淤泥為植生介植的

對照組，顯示該技術工法及應用水

庫淤泥改善砂丘地植生確實可性。

(2)由於上述「應用水庫淤泥改善砂丘

地植生試驗研究」仍進行中，且其

成果報告目前正在待審查階段。經

與崎頂試驗站連繫，其表示待成果

報告經水利署審核定稿後，將提供

北水局參考。 

4 

河道放淤於不同流量下各方案除

檢討排渾效益外，請一併檢討對

下游河道、鳶山堰濁度及淤積之

影響，透水堤後方原榮安二村土

地安全之影響，並補充所建議流

量於石門水庫歷年發生之頻率資

(1)本試辦計畫係利用颱風豪雨時將石

門淤泥(約 2 萬立方公尺，約 5 萬噸)
回歸自然河道；而由民國 99 年「石

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異重流模式

開發及應用研究(2)」報告曾整理石

門水庫 94 年至 98 年間颱風期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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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以利各機關了解規劃河道放

淤並非經常性放淤。下游水質監

測點建議直接採用已設置之 13
站辦理監測。 

排砂量介於為 22.2 萬噸(聖帕颱

風，最大放流量 1844.4cms)～
599.4 萬噸(馬莎颱風，最大放流量

5166.4cms)。可見本試辦計畫之河

道放淤總量與歷場颱風期間的排砂

量相比，比例不高。因此，對於下

游河道之濁度、防洪安全等影響甚

微；石門水庫歷年排洪記錄請委員

參照表 4.2-2。 
(2)有關目前所規劃之水質監測地點，

主要是於施工階段，便於採人工取

樣、即時觀察水質狀況，以反應施

工時可能造成之水質污染下進行即

時之堤堰修補等相關措施。目前已

有的 13 個水質監測站，業主可自行

進行長期監測時使用。 

5 

淤泥處理請針對脫水、填置及排渾

等措施依成本及經濟效益研擬短

期、長期建議辦理方式之規劃。 

(1)「淤泥脫水處理及資源利用試辦計

畫」之目的即是希望透過辦理相關

試辦計畫及試驗，測試及取得市場

之淤泥脫水成本、功率及效益等重

要資料與數據，作為北水局後續辦

理之決策參考，故須俟該試辦計畫

執行完後，方可詳細評估淤泥脫水

處理及資源利用之成本及經濟效

益。 
(2)有關「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

計畫」，係沿續前期「石門水庫淤泥

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

計畫(1/2)」所選出桃園地區可能之

填置海岸包括大園、觀音及新屋等

3 處海岸段，選出唯一不涉及與海

岸水體接觸，對海岸環境衝擊最

小，最為可行之觀音海岸段(樹林仔

海岸)作為建議場址，惟林務局(土
地所有機關)未予同意。因此未來仍

將持續配合各級政府之各項工程，

尤其重大公共工程案(如台北港擴

建、社子島開發)，積極利用公共工

程土方交換作業提供淤泥作為填方

之用。 
(3)「淤泥河道自然排渾試辦計畫」於

目前所概估出清除每立方米之淤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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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需 350~600 元，但因淤泥輸送管

之建置約佔費用之 30%，若清淤量

增大，則可降低此費用所佔比例，

因此，河道自然排渾方式對於經濟

上之考量還是具有一定之效益，且

此方法可將土石回歸下游河道，但

目前因經濟部對於水庫之淤積物回

歸河道已在進行相關之法規研擬，

因此，此案應還需待此法規-經濟部

水庫淤積物回歸河道(放淤)作業要

點(草案)-通過再予以執行。此外，

北水局目前已同時辦理其他水庫淤

積物回歸河道(放淤)之長期規劃，

包括防洪防淤隧道(繞庫排砂)、後

池放淤以及電廠排砂道改建等。 

6 
請中興公司依委員及出席單位補充

及修正報告內容後再送北水局審

查。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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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單機） 

設備及操作直接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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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製造規格 

 

一.容量與設計條件 

1. 進流淤泥種類      :  水庫淤泥處理 

2. 進流淤泥濃度      :  20% 

3. 濾餅含水率        :  30%以下 

4. 過濾面積          :  800m2 

5. 濾室厚度          :  50mm 

6. 濾室體積          :  18m3 

7. 濾餅體積          :  480m3 / D 

8. 進料管            :  ψ6” 

9. 過濾壓力          :  6kgf/cm2 

10.壓榨壓力          :  8kgf/cm2(含進料管迴吹) 

11.機械尺寸          :  15L×3W×4.5Hm 

12.淤泥含水率        :  30%以下 

13.批次時間          :  90min 

14.操作時間          :  12hours/d 

15.操作次數          :  11 次/d 

16.總動力數          :  100kW 

 

二.機體 

(一)結構設計 

1. 濾板大小          :  方形 2,000×2,000×90mm 

2. 濾板數量          :  102 片 

3. 設計壓力          :  16kgf/cm2 

4. 淤泥入料          :  中間進料 

5. 濾液排放          :  開放式（SUS304 水槽），每片濾板側邊下方，水平

排濾液管排入 SUS304 水槽，或採暗流式，濾液集

中排放。 

6. 頭座材質          :  結構鋼 SS41 

7. 中座材質          :  結構鋼 SS41 

8. 尾座材質          :  結構鋼 SS41 

9. 油壓系統          :  油壓馬達 15kW，高低壓油泵浦，自動補壓設計。 

10.操作壓力          :  180kgf/cm2 

11.拉板機構          :  鏈條密封包覆保護，並採快速連續拉板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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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壓濾機材質 

1. 壓濾板            :  PP 材質(中間進料) 

2. 濾布              :  PP 材質(緞織型)，並採表面壓光處理，濾餅易剝落。 

3. 承水槽            :  不銹鋼 SUS304 

4. 其它              :  結構鋼 SS41 

(三)機體保護           :  表面噴砂處理、一道 EPOXY 底漆，二道 EPOXY 面

漆。 

(四)壓濾板組 

1. 壓濾板            :  104 組(含兩面端板) 

2. 尺寸              :  2,000L×2,000W×90t mm 

3. 濾餅厚            :  50mm 

4. 濾室體積          :  18m3 

5. 過濾面積          :  800m2 

6. 最大壓力          :  16kg/cm2 

7. 最高溫度          :  98℃ 

8. 材質              :  PP 全隔膜二次空氣壓 16kg/cm2 

(五)濾布 

1. 透氣度            :  2cc/sec/cm2/12.7mmH2O 

2. 材質              :  聚丙稀緞織+表面壓光處理 

3. 尺寸              :  2,200×2,200mm 

4. 數量              :  104 副(含兩面端板) 

(六)濾板移動裝置 

1. 型式              :  連續快速拉板型 

2. 馬達              :  1HP×4P 減速機馬達 

3. 安全性            :  扭力限制器保護設計 

4. 數量              :  1 組 

(七)電控裝置 

1. 電控盤            :  鋼板烤漆 

2. 電源              :  380V，3PH，60Hz 

3. 型式              :  室內型 PLC(西門子或三菱)+人機界面採色 10”螢

幕。 

4. 安全性            :  拉繩式緊急停止開關 

5. 數量              :  1 組 

(八)進料壓力錶           

1. 壓力錶指針        :  0~25kgf/cm2 

2. 型式              :  隔膜式壓力感測型 

(九)外型尺寸           :  15,350L×3,000W×4,350H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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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運轉重量           :  88 ton 

 

三.油壓系統 

1. 油壓馬達          :  沉油式馬達 11.25kW 

2. 油壓泵浦          :  高壓齒輪泵浦 13 LPM，低壓齒輪泵浦 40 LPM。 

3. 油箱              :  SS41+EPOXY 耐酸鹼處理。 

4. 油箱容量          :  500 LITER 

5. 油壓缸            :  ψ485×900mm  ST×2 組 

6. 油路板            :  鑄鐵，插式控制閥設計。 

7. 調壓閥            :  1/2” 

8. 油面計            :  LS-3 

9. 壓力錶            :  350kgf/cm2 

10.電磁閥            :  四口三位×3/8” 

11.壓力開關          :  上，下限雙 A 接頭，350kgf/cm2。 

12.卸載閥            :  插式型，電磁線圈連動控制。 

13.逆止閥            :  管式逆止閥 3/8” 

14.過濾網            :  摺疊型×1/2” 

15.操作壓力          :  180kgf/cm2 

 

四.輸送帶 

1. 減速機            :  7.5kW 

2. 型式              :  V 型皮帶型 

3. 機架              :  SS41+EPOXY 耐酸鹼處理。 

4. 數量              :  一台 

 

五.淤泥泵浦 

1. 型式              :  高壓隔膜淤泥泵浦 

2. 額定流量          :  150m3/hr (8kgf/cm2) 

3. 比重              :  1.2 

4. 工作壓力          :  6kgf/cm2 

5. 進流口徑          :  6” 

6. 出流口徑          :  6” 

7. 揚程              :  80m 

8. 馬力              :  4P×56kW 

9. 材質              :  SCS13 

10.數量              :  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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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空壓機 

1. 馬力              :  15hp 

2. 廠牌              :  復盛 

3. 輸出量            :  1,011 L/min 

4. 最大壓力          :  16kgf/cm2 

5. 數量              :  一台 

 

七.壓力桶 

1. 材質              :  SS41+EPOXY 耐酸鹼處理 

2. 最大壓力          :  20kgf/cm2 

3. 壓力筒            :  5m3 

 

八.濾布清洗泵浦 

1. 型式              :  高壓型 

2. 流量              :  10~13m3/hr 

3. 壓力              :  15kgf/cm2 

4. 馬力              :  15HP 

5. 數量              :  一台 

 

四.結構與工作原理 

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是集機、液、電於一體的具有現代化先進技術水準

的分離機械設備。它由五大部分組成：即機架部分、過濾部分、自動拉板部分、

液壓部分和電器控制部分。 

1. 機架部分 

機架部分是機器的基礎，用以支撐過濾機構，安裝及連接其他部分。它主要

由頭座、中座(移動座)、尾座、側樑和機座等部件組成。機器工作時，油缸體內

的活塞推動移動座，將位於移動座和頭座之間的活動濾板壓緊，以保證帶有工作

壓力的料漿能在濾板所形成的濾室內完成過濾過程。 

2. 過濾部分 

過濾部分是由按順序排列在側樑上的濾板和夾在濾板之間的濾布組成，濾板

與濾布相間緊密排列，形成一個個的過濾單元—濾室。過濾開始時，料漿在進料

泵的推動下，經頭座中心的進料口進入各濾室內，在泵壓力的作用下，濾液經濾

布過濾排出，濾渣被截住，形成濾餅，從而實現固液分離。剛開始過濾時，濾室

內阻力小，進漿速度恒定，隨著濾渣釋出增多，過濾阻力逐漸增大到一定壓力，

保壓一定時間，濾液釋出基本完成，然後關閉進料泵。所以利用板式壓濾機是由

恒速向恒壓晉級的過程。 

3. 自動拉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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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拉板部分是以機架部分為依託，通過油馬達正反轉帶動側樑兩側同步鏈

輪，鏈輪傳動鏈條上的拉板器沿軌道前進或後退，從而實現濾板的自動開啟，便

於濾餅的卸落。拉板時間和拉板速度分別由 PLC 和調速閥調節。新機型增設了

自動控制中的手動桿暫停開關，操作者在機旁可通過拉動操縱桿控制拉板小車暫

停和恢復自動動作。 

拉板部分還可根據用戶的要求進行手動控制。 

4. 液壓部分 

液壓部分是由驅動移動座壓緊活動濾板和拉鬆濾板的動力裝置。 

5. 電控部分 

電控部分是整個系統的控制中心，它控制著電機的自動啟停，拉板器的自動

操作等。中控採用 PLC 可編程式控制器，保證了系統的可靠性。 

 

高效能板框膜片式壓濾機及週邊配備報價單 

項次 設備名稱 規格 數量 單價（元）複價（元） 備註 

一  
高效能板框膜

片式壓濾機  
濾板片數為 102 片，  
濾板尺寸為 2.0×2.0m 

1 11,000,000 11,000,000 20hp/台

      

二  週邊配備      

      

1. 淤泥泵浦  150m3/hr×6kgf/cm2 1 550,000 550,000 75hp/台

      

2. 高壓清洗泵浦  13m3/hr×15kgf/cm2 1 280,000 280,000 15hp/台

      

3. 輸送機  17m/1.8m×0.8m 1 450,000 450,000 10hp/台

      
4. 空壓機  復盛或同等級  1 115,000 115,000 15hp/台

      

5. 空氣儲槽  
SS41 × 20kgf/cm2 ×

5,000L 
1 230,000 230,000  

 小計  12,625,000（元）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附 2 - 6 

 
6650C 

設備操作耗材、人事及用電成本評估 

一、每台板框式淤泥壓濾機所需耗材費用 

1. 每一年所需耗材費用如下： 

a. 濾布：104 組×3,800/組=395,200 元 

b. 油壓系統：循環液壓油 R68×500L=28,000 元 

c. 淤泥泵浦：隔膜片 2 組×12,000=24,000 元 

d. 閥座組：4 組×6,000=24,000 元 

小計：471,200 元/年 

2. 每三年所需維修費用如下： 

a. 油壓缸耐磨環、密封圈組：1 組×18,000 元 

b. 油壓系統：電磁閥組 1 式×10,000 元 

c. 高壓清洗泵：柱塞頭 1 組×35,000 元 

d. 油壓系統：線圈零件組 1 式×5,000 元 

e. 空壓機：柱塞泵頭組 1 式×20,000 元 

小計：88,000 元 

平均每年分攤維修費用小計：29,333 元/年 

二、每台板框式淤泥壓濾機人事費用(含操作及平常維修) 

領班兼週邊設備 1 人操作×2 班×35,000 元/月×12 月/年=840,000 元/年 

每台 1 人操作×2 班×35,000 元/月×12 月/年=840,000 元/年 

小計：1,680,000 元/年 

三、每台板框式淤泥壓濾機操作電力成本評估 

機型：濾板片數為 102 片，濾板尺寸為 2.0×2.0m 
 

項次 設備名稱 數量 
馬力

kW/台
操作時間

min/cycle
操作批次

cycle/day
度/天 元/天 

1 油壓系統  1 組  11.25 3 10 5.63 9.57

2 淤泥泵浦  1 台  56 35 10 326.67 555.34

3 高壓清洗泵浦  1 台  11.25 30 1 5.63 9.57

4 輸送機  1 台  7.5 10 10 12.50 21.25

5 勾板機  1 台  2.25 8 10 3.00 5.10

6 空壓機  1 台  11.25 10 10 18.75 31.88

7 清洗機構馬達  1 台  0.75 30 1 0.38 0.65

合計  372.56 633.36
 

1. 電力以每度 1.7 元/kW-hr 計算 

2. 以每年 300 工作天計算：300 天/年×633.36 元/天=190,008 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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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新竹市青草湖重生工程(清淤工程) 

清淤土處理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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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其他相關文件 





 1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之 

「石門水庫淤泥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說明 
 
一、 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共興建有13座大型沉澱池，其容量共約380萬m
3，佔地面積約70公頃。自民國74

年起，以每年約存滿1至2個沉澱池之抽泥量，由1號往13號沉澱池施作，至民國84年時，此13

座沉澱池均已填滿。水利署目前除積極的進行沉澱池淤泥之清運工作外，亦同步進行其他適

合處理淤泥場地及多元化處置方案之研擬與推動。 

水利署第二河川局曾於96~97年度辦理「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

計畫」(1/2)，針對桃園海岸可能填置區域進行調查研究，以探討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

岸之可行性，期使在兼顧環境保護及海岸景觀改善功能下，同時解決石門水庫淤泥清運問題。 

二、 計畫內容： 

本「石門水庫淤泥填置於桃園海岸之實施計畫」為「石門水庫淤泥利用處理規劃及設計」

之子計畫之一，係沿續上述水利署第二河川局96~97年度辦理「石門水庫淤泥應用於桃園海岸

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之成果，選定最可行之填置場址，即觀音樹林子海岸段進行後

續相關之規劃及實施計畫擬定。 

觀音鄉樹林子海堤旁台電風力發電機至台61線(西濱快速公路)、樹林溪至大堀溪間，有一

大面積之低漥地(面積約50公頃)，局部防風林生長現況不良，主要植群為木麻黃、黃槿、林投、

草海桐、白水木、馬鞍藤等，由於海岸砂丘目前高度約與觀音工業區高程相當，位於低漥地

之防風林功能不佳。經查該區域為林務局之保安林地，若可依森林法提出申請，加以回填淤

泥種植防風林，應可使防風林得以發揮防風定砂之功能外，亦可解決淤泥之堆置問題。 

三、 規劃原則： 

1.以林務機關植林需求為主，不以大量填築水庫淤泥為考量，以填築淤泥改善海岸低窪

沙地保水性、提高防風林存活率，創造兩機關合作雙贏案例。 

2.著重規劃較利於防風林植生復育之填置方式，營造適宜植物生長環境，提高苗木栽植

成活率，以儘速恢復其防風及定砂功能為優先考量。 

3.用地規劃避開私有地，以林務局所屬土地為主，以簡化申請程序並減少可能爭議。 

四、 填置及植生復育方式： 

1.堆置方式 

(1)方式一：以淤泥作為植生介質與回填材料 

將低窪地現有表土層厚度約50~100cm刨除後暫置，以淤泥回填至預定高程後，再將

表土層覆回，最後以生態綠化工法復育防風林植物群落。此方案係參考應用崎頂試驗站

研究成果的原則處置淤泥，既可保存既有表土層之植生介質，並可保留表土層中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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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種子庫，有助於植被的復育。施作前，建議於植物根部生存空間(地表下1.5m)避免

放置沉澱池表層含外來棄土的淤泥。此外為降低對周遭環境之衝擊，其施工方式將規劃

採分期分區逐步施作。 

 

 

 

 

 

 

(2)方式二：比照水利署水規所崎頂試驗站研究成果(97年度「應用水庫淤泥改善砂丘地植

生之試驗研究」) 

以石門水庫淤泥回填底層(寬3m×深2m之溝槽)，其上覆厚度40cm現地海砂，直接栽種木麻

黃、黃槿、草海桐等防風林植物。在無灌溉的情況下，發現植株生長情形良好，甚至優於無

淤泥為植生介質的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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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生復育方式 

海岸防風林若以木麻黃純林為主，易罹蟲害，故建議防風林之復育植物以既有之木麻黃、

黃槿、林投、草海桐、白水木、馬鞍藤等，並營造為複層式林帶。林帶寬度越寬效果越佳，

建議80m以上。種植間距為每間隔1m栽植苗木1株，行距2m，但在地形較為崎嶇之處可採用半

規則或不規則之間距栽植。栽植時先挖植穴，深寬各30cm，穴內可適量施用有機肥與砂土充

份混合後再行栽植可提高造林成活率，初期必須適度灌溉。每隔8~12m設防風籬一道，其材料

為桂竹、鉛線、竹枝或田菁桿等，籬高約2m(另需深入土內50~70cm)。防風籬旁可考慮同時栽

植直根竹，直根竹成長後可替代防風籬之功能，生態效果更佳，其栽種季節以梅雨季3、4月

為最佳。 

五、 填置區域及規模： 

初步規劃以防風林植生現況不良之低漥地、雜草地或裸露地，以及遭海砂入侵之砂丘等

局部區域，作為淤泥填置之優先區域(位置如圖1所示)，包括： 

1.台電第16~17號風機間，東南側低漥之雜草地(如照片1~2所示)：面積約5公頃，建議採方

式一進行填置，以平均填置淤泥高度2m計(表層覆回厚度1~1.5m之現地海砂)，約可填置

數量約100,000 m3。 

2.台電第16~17號風機間之入侵裸露砂丘區域(如照片3所示)：面積約1.5公頃，建議採方式

二進行填置，可填置數量約7,000 m3。 

3.台電第17~18、18~19、19~20號風機間，東南側之雜草地及裸露地(如照片4~8所示)：面

積約5公頃，建議採方式二進行填置，可填置數量約24,000 m3。 

六、 土地權屬： 

經地籍圖及保安林地套繪成果，上述擬優先填置區域位桃園縣觀音鄉樹林子段崁頭子小

段，所使用土地皆為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管理，屬海岸地區之保安林地(1106號保安林，屬飛

砂防止保安林)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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