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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及目的 

石門水庫負責供給台北、桃園、新竹地區之家用及公共供水、農業用水、

水力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用途等各用水標的水源，如何長期維持水源量足、

質優，乃水庫管理單位首要任務。本計畫目的在透過「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

理系統」之建置，有系統收集、整合與管理各壩區監測資訊，以及時分析掌

握各壩區工程結構物狀況，強化壩區安全維護機制。同時，結合經濟部水利

署北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北水局）現正執行之「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建置」

計畫，提昇北部地區水資源調配運用可靠度，進一步達成水庫永續經營目標。

爰依「政府採購法」之相關規定，於民國 93 年 1 月 6 日以 93-WRANB-L1
公告，甄選國內具有相關工作實績之技術顧問機構辦理『石門水庫監測資訊

管理系統建置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委託技術服務工作，並由中興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公司）獲得承辦本計畫。中興公司為此

提出本計畫之工作執行計畫書。 

本計畫內容包括「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規劃、設計及建置，「監

測作業中心」硬體設備規劃、設計及監造（不含硬體施工），軟硬體系統整

合測試等。「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為一套應用程式資料庫系統，提

供人工及自動化監測（視）系統整合功能，將各項觀測資料集中進行統一規

劃，藉由資料庫之開發與管理，以產出監測管理所須報表與圖形，並透過各

觀測項目警戒值（已另案委請專業顧問公司訂定）之分析界定，作為決策參

考與蓄水庫安全管理評估之依據。「監測作業中心」預計設置於北水局運轉

大樓二樓，其將提供各項硬體設備供管理人員進行壩區安全監控作業，並配

合北水局建置之「北區水資源調配中心」，在石門水庫依山閣設置「各壩區

監測資訊顯示面板」，俾利展示各項重要壩區監測（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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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測試計畫 

本團隊於軟體發展過程中，針對軟體規格、軟體設計、軟體程式或軟體

文件的內容進行複核的工作，儘早發現錯誤並立刻予以更正。此項工作將於

系統開發環境進行單元測試及整合測試等測試，測試項目分類與內容詳述於

下： 

2.1 單元測試 

1. 單元測試是在測試各基本程式單元是否符合程式規格所需求，以確

保各後續測試階段所使用之程式單元已符合基本品質要求。為往後

系統維護之考量，原始程式碼之審查亦定出如下原則： 

(1) 程式碼審查原則：依照公司軟體程式開發標準手冊，作為審查

之基準。 

(2) 完整性： 

A. 這個程式是否已處理所有規格裡所列出的條件、功能、與

更新要求？ 

B. 行間的註釋是否恰當？ 

C. 所有的設計問題是否都已被處理？ 

D. 所有的使用者介面問題是否都被處理了？ 

E. 所有的邊界測試與除錯的條件是否都被已經滿足了？ 

(3) 邏輯與正確性： 

A. 輸入的參數是否有檢查？ 

B. 足碼（Subscript）或索引（Index）超出範圍的條件是否

有檢查？ 

C. 是否有任何還沒初始化的變數存在？ 

D. 是否有任何無法終止的循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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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否每個程式都有一個開始點終止點？ 

F. 是否所有宣告的變數都用上了？ 

G. 這個程式在邏輯方面是否為正確的？ 

H. 這個程式是否為模組化？ 

I. 程式碼是否可以再使用？ 

(3) 可靠度、輕便度、與一致性： 

A. 程式碼是否與平台的字元大小有關？ 

B. 整個系統的資料記錄更新與刪除是否一致？ 

C. 整個系統的編碼方式是否一致？ 

D. 註釋是否與所想表示的邏輯一樣？ 

E. 錯誤條件是否被廣泛地與一致地處理？ 

2. 執行時間：於每個程式單元完成時，旋即執行單元測試，以確保各

個程式單元均能正確運作。 

2.2 整合測試 

1. 整合測試的目的在於檢查已進行單元測試後的軟體系統，是否符合

系統設計規格文件上所述的功能性需求。 

2. 執行時間：各項功能所需之程式單元完成後，於整合測試階段進行

此項測試。 

本計畫軟體測試之步驟主要區分為測試規劃、測試設計、測試執行及異

常處理四個主要活動，各活動之工作要點如下所述： 

1. 成立測試小組。 

2. 建立測試目標和確立測試標準。 

3. 進行測試工作的分派。 

4. 安排測試時間和訂定測試環境、設備及工具。 

5. 依據測試特性設計測試個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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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測試個案設計其測試程序。 

7. 建立測試環境。 

8. 根據測試個案資料和測試程序，運用各種測試方法、執行單元測  
試、系統整合測試及虛擬連線整合測試。 

9. 測試結果比對預期值，以斷定結果。 

10. 測試結果判定錯誤，測試人員填寫測試異常報告單。 

11. 軟體開發人員完成軟體校正後，填寫異常回覆報告單。 

12. 重建進行相關模組、子系統及系統之測試。 

在系統測試的各個步驟中，將依程式規格書所描述之功能，以實際資料

測試程式是否符合原設計功能（黑箱測試法），其所佔的測試比重較測試人

員依程式內部邏輯結構設計測試案件（白箱測試法）為大，測試小組需先明

瞭系統的功能性需求，經程式模組測試後，依功能進行整合測試。 

2.3 系統需求 

根據「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建置計畫」契約要求與整理需求調查

之結果，相關需求整理表列於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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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需求規格表 

編號 需求項目 說明 
R001 水庫基本資料維護作業 水庫之有效蓄水量測量年份、基岩性質、斷層資料、

重要關聯設施…等擴充屬性資料，以及水庫下轄之壩

區、電廠等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02 觀測項目資料維護作業 水庫下轄各壩區電廠之觀測項目屬性資料新增、刪除

與修改。 
R003 管理單位資料維護作業 相關管理單位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04 底圖資料維護作業 相關底圖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05 水庫基本資料查詢作業 水庫與其下轄各壩區電廠等屬性資料之查詢。 
R006 管理單位資料查詢作業 相關管理單位屬性資料之查詢。 
R007 觀測項目資料查詢作業 水庫下轄各壩區電廠之觀測項目屬性資料之查詢。

R008 底圖資料查詢作業 相關底圖屬性資料之查詢。 
R009 儀器資料維護作業 儀器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10 儀器位置標示作業 儀器於相關底圖之位置標示。 
R011 儀器更新記錄維護作業 儀器維護與校驗記錄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12 儀器相關檔案上傳作業 儀器相關檔案之上傳與儲存。 
R013 儀器位置查詢作業 於相關底圖查詢儀器之位置。 
R014 儀器關鍵字查詢作業 依據輸入之關鍵字快速查詢儀器。 
R015 儀器更新記錄查詢作業 儀器相關維護與校驗記錄之查詢。 
R016 儀器相關檔案查詢作業 儀器相關檔案之查詢。 
R017 儀器警戒值查詢作業 儀器警戒值之查詢。 
R018 異常資料標示作業 異常監測資料之刪除。 
R019 監測資料維護作業 觀測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正。 
R020 監測資料檔案匯入作業 觀測資料檔之匯入。 
R021 人工檢查表維護作業 人工檢查表之資料新增、刪除與修改。 
R022 地震震度查詢作業 地震儀地震震度之查詢。 
R023 門禁警報查詢作業 石門壩區廊道門禁警報記錄與榮華壩放流警報記錄

之查詢。 
R024 相近背景條件查詢作業 根據指定時段之水位、氣溫或降雨量等資料查詢儀器

監測資料。 
R025 歷線圖查詢作業 指定時段之儀器監測資料隨時間變化圖查詢。 
R026 歷年同期比較圖查詢作

業 
以年為區隔，查詢各年同期儀器監測資料之歷線圖。

R027 交互比較圖查詢作業 查詢儀器監測資料與同一時段之水位、氣溫或降雨量

等資料之歷線圖。 
R028 條件查詢作業 依據輸入之條件快速查詢儀器監測資料。 
R029 極值查詢作業 查詢儀器監測資料極大值、極小值與發生時間。 
R030 人工檢查表查詢作業 查詢人工檢查表相關資料。 
R031 歷線圖影像輸出作業 將螢幕畫面顯示之歷線圖形，輸出為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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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需求項目 說明 
R032 歷線圖直接列印作業 直接列印螢幕畫面顯示之歷線圖形。 
R033 監測報表輸出作業 根據輸入條件，輸出相關監測報表。 
R034 地震觀測記錄輸出作業 以圖形方式顯示地震觀測記錄。 
R035 人工檢查表輸出作業 輸出人工檢查表相關資料。 
R036 PDA監測資料匯入作業 根據選定之人工觀測項目，將相關儀器之監測資料由

資料庫伺服器下載與匯入至PDA資料庫。 
R037 PDA監測資料匯出作業 將異動之監測資料由PDA資料庫匯出至資料庫伺服

器中。 
R038 PDA監測資料查詢作業 查詢PDA資料庫相關儀器之監測資料。 
R039 PDA監測資料維護作業 PDA資料庫中人工觀測資料之新增、修正與刪除。

R040 即時預警警戒等級維護

作業 
即時預警警戒等級屬性資料之新增、修正與刪除。

R041 即時預警異常紀錄處理

作業 
即時預警異常儀器之處理與紀錄。 

R042 即時預警紀錄查詢作業 即時預警紀錄之查詢。 
R043 即時預警簡訊通知發送

作業 
即時預警簡訊通知之發送。 

R044 儀器警戒值設定作業 設定各儀器之警戒值。 
R045 即時預警警戒等級判斷

作業 
即時預警警戒等級之判斷。 

R046 即時預警儀器相關性建

檔作業 
儀器警戒群組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47 儀器警報啟動設定作業 儀器發生異常時，警報是否啟動之設定。 
R048 即時預警通知內容維護

作業 
各警戒等級通知內容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49 即時預警通知名單維護

作業 
各警戒等級通知名單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R050 即時預警黃單列印作業 列印即時預警黃單。 
R051 檔案監控作業 自動化監測儀器原始檔案之監控。 
R052 檔案合併作業 自動化監測儀器原始檔案之合併。 
R053 資料處理作業 自動化監測儀器讀數與物理量之轉換。 
R054 資料旁收作業 自動化監測儀器原始檔案之旁收。 
R055 資料庫管理作業 資料庫之備份、建立、更新、整補、事件觸發、服務

程式。 
R056 系統管理服務作業 使用者登入登出、使用者資料與權限管理。 
R057 簡報輸出作業 自動輸出簡報。 
R058 監視管理作業 各壩區監視畫面之顯示、輪跳、查詢及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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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測試結果 

3.1 測試記錄 

依據前述之測試方式，相關測試紀錄與測試日期會整如下： 

 

表 3.1-1 測試記錄彙整表 

介面 
編號 

程式位址 
（url） 

操作方式 
（測試條件） 結果 異常單編號

測試

日期

R001 MRBasic_m.aspx 

新增：名稱為中興壩區，日期

為民國95年6月，備註為測試

資料。 
修改：修改中興壩區之任一欄

位。 
刪除：將中興壩區刪除。 

■正常 
□異常  5/5

R002 MRItem_m.aspx 
新增：名稱輸入sss，觀測方

式輸入sss，按下新增後，再

按修改。 

■正常 
□異常  5/8

R003 MRORG_m.aspx 

新增：名稱為測試單位。 
修改：將測試單位改為修改單

位。 
刪除：刪除修改單位。 

■正常 
□異常  5/5

R004 MRMap_m.aspx 
新增：在各欄位輸入後，選擇

圖檔按下上傳。 
■正常 
□異常  5/8

R005 MBBasic.aspx 
檢視：按下後再按關閉檢視。■正常 

□異常  5/8

R006 MBOrg.aspx 
點選後檢視。 ■正常 

□異常  5/8

R007 MBItem.aspx 
分別選擇石門、榮華、義興各

壩區均正常。 
■正常 
□異常  5/8

R008 MBMap.aspx 

選擇石門壩區，不輸入關鍵字

直接按查詢，再選擇第3頁
後，輸入關鍵字a按下查詢後

發生錯誤。 

■正常 
□異常  5/8

R009 MIBasic_a.aspx 
新增：儀器ID為sugi01。 ■正常 

□異常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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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 
編號 

程式位址 
（url） 

操作方式 
（測試條件） 結果 異常單編號

測試

日期

R009 MIBasic_a.aspx 
新增：儀器ID為sugi01。 ■正常 

□異常  5/4

R009 MIBasic_u.aspx 
維護：儀器ID為sugi01。 ■正常 

□異常  5/4

R010 MIMark_m.aspx 
儀器位置標示，頁面進入。 □正常 

■異常 A001 5/5

R010 MIMark_m.aspx 
儀器位置標示，資料輸入。 ■正常 

□異常  5/5

R010 MIMark_m.aspx 
儀器位置標示，選擇儀器之底

圖查詢。 
■正常 
□異常  5/8

R011 MIRecord_m.aspx 
儀器更新記錄維護。 ■正常 

□異常  5/8

R012 MIUPFile_m.aspx 
儀器相關檔案上傳。 □正常 

■異常 A002 5/8

R014 MLKey.aspx 
監測儀器關鍵字查詢。 ■正常 

□異常  5/8

R014 MLKey.aspx 
監測儀器關鍵字查詢，以儀器

編號為條件。 
□正常 
■異常 A003 5/8

R013 MLMap.aspx 
監測儀器位置查詢。 ■正常 

□異常  5/8

R015 MLRecord.aspx 
監測儀器更新紀錄查詢。 ■正常 

□異常  5/8

R016 MLUPFile.aspx 
監測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正常 

□異常  5/8

R017 MLWarnVal.aspx 
監測儀器警戒值查詢。 ■正常 

□異常  5/8

R018 MDIgnore_u1.aspx 
查詢：儀器ID為8A2。 ■正常 

□異常  5/8

R018 MDIgnore_u1.aspx 
儀器ID為8A2，查詢後資料表

格換頁。 
□正常 
■異常 D001 5/8

R018 MDIgnore_u1.aspx 
儀器ID為8A2，查詢後資料表

格備註欄位填寫。 
□正常 
■異常  5/8

R018 MDIgnore_u1.aspx 
儀器ID為8A2，查詢後資料表

格異常狀態勾選。 
□正常 
■異常 D002 5/8

R018 MDIgnore_u1.aspx 
查詢：儀器ID為EDA。 □正常 

■異常 D003 5/8

R019 MDData_a.aspx 
新增。 ■正常 

□異常  5/9

R019 MDData_u.aspx 
修改。 ■正常 

□異常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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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 
編號 

程式位址 
（url） 

操作方式 
（測試條件） 結果 異常單編號

測試

日期

R020 MDImport.aspx 
新增：監測資料檔匯入石門大

壩孔隙水壓。 
■正常 
□異常  5/10

R020 MDImport.aspx 
新增：監測資料檔匯入石門大

壩孔隙水壓。 
■正常 
□異常  5/10

R020 MDImport.aspx 
新增：監測資料檔匯入石門右

山脊地下水位。 
□正常 
■異常 D004 5/10

R021 MDIReport_a.aspx 
新增。 ■正常 

□異常  5/10

R021 MDIReport_a.aspx 
新增：榮華壩區土木結構物安

全檢查表。 
■正常 
□異常  5/10

R021 MDIReport_a.aspx 
修改：石門壩區土木結構物安

全檢查表。 
□正常 
■異常 D005 5/10

R022 MQEQ.aspx 
查詢：選擇壩區，地震級數及

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 
■正常 
□異常  5/8

R023 MQAccess.aspx  
■正常 
□異常  5/8

R023 MQAccess.aspx  
■正常 
□異常  5/8

R024 MQBGData.aspx  
□正常 
■異常  5/8

R025 MQTS.aspx 查詢儀器SE2。 ■正常 
□異常  5/8

R025 MQTS.aspx 查詢儀器PL1的歷線圖。 ■正常 
□異常  5/12

R026 MQANN.aspx 查詢儀器SI1。 ■正常 
□異常  5/8

R027 MQComp.aspx 查詢儀器WS1及PL1。 ■正常 
□異常  5/9

R028 MQCond.aspx 
查詢儀器PF1、8B1及CS1、
PL1。 

■正常 
□異常  5/9

R029 MQMaxMin.aspx 
查詢石門山脊及壩座地震觀

測及壩頂位移沉陷量觀測。 
□正常 
■異常 D006 5/9

R030 MQInsp.aspx 
選任一報表名稱，起始時間及

結束時間，查詢人工報表名

稱，產生報表。 

■正常 
□異常  5/9

R033 MTMoni.aspx 
查詢所有表列報表項目，選擇

起始時間及結束時間，並選擇

儀器，產生報表。 

■正常 
□異常  5/9

R034 MTEQ.aspx 
選擇壩區及時間，顯示地震紀

錄。 
■正常 
□異常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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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 
編號 

程式位址 
（url） 

操作方式 
（測試條件） 結果 異常單編號

測試

日期

R035 MQInsp.aspx 同M59。 □正常 
■異常  5/9

R036 PDA監測資料匯入 選擇石門壩區所有監測項目。■正常 
□異常  5/10

R037 PDA監測資料匯出 按「匯出」按鈕。 ■正常 
□異常  5/10

R038 PDA監測資料查詢 
選取「石門右山脊地下水位觀

測」PJ1-C，按「極值查詢」

按鈕。 

■正常 
□異常  5/10

R038 PDA監測資料查詢 
選取「石門右山脊位移沉限觀

測」SP15R，按「極值查詢」

按鈕。 

■正常 
□異常  5/10

R039 
PDA 監測資料維護

（新增） 

選擇「石門右山脊地下水位觀

測」、「石門大壩孔隙水壓觀

測」。 

■正常 
□異常  5/10

R039 PDA監測資料維護 

選取「石門後池地下水位觀

測」U2，修改地下水位值（水

位量測為98），按「修改」按

鈕。 

□正常 
■異常 E001 5/10

R039 PDA監測資料維護 
選取「石門右山脊地下水位觀

測」PF1-A，修改水位量測或

地下水位值，按「修改」按鈕。

□正常 
■異常 E002 5/10

R040 MWCond_m.aspx 
編輯、更新同種類及不同種類

儀器數量（登入使用者：

test）。 

■正常 
□異常  5/9

R041 MWRec_m.aspx 
按「處理流程說明」按鈕。 □正常 

■異常 E003 5/8

R041 MWRec_m.aspx 
選擇任一異常儀器，按「檢視」

按鈕。 
■正常 
□異常  5/8

R042 MWLog_q.aspx 
按「儀器」按鈕。 ■正常 

□異常  5/8

R044 MWVal_m.aspx 
指定儀器為「石門水庫水

位」，指定警戒值種類為「總

變動量」。 

■正常 
□異常  5/8

R045 MWLevel_process.a
spx 

按「儀器定性判斷說明」按

鈕。 
□正常 
■異常 E004 5/8

R045 MWLevel_process.a
spx 

按「警戒等級判斷流程」按

鈕。 
□正常 
■異常 E005 5/8

R045 MWLevel_process.a
spx 

指定「警戒等級」為第一級警

戒。 
■正常 
□異常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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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 
編號 

程式位址 
（url） 

操作方式 
（測試條件） 結果 異常單編號

測試

日期

R046 MWRel_m.aspx 
新增群組、刪除群組、更新群

組（刪除成員、加入成員）（登

入使用者：test）。 

■正常 
□異常  5/9

R047 MWStart_u.aspx 
警報開啟設定。 □正常 

■異常 E006 5/9

R056 SUser_u.aspx 
新增一個帳號english。 ■正常 

□異常  5/9

R056 SUser_u.aspx 
使用english帳號登入系統。 ■正常 

□異常  5/9

R056 SUser_u.aspx 
新增一個群組test。 ■正常 

□異常  5/9

R056 SUser_u.aspx 
test群組之權限管理。 ■正常 

□異常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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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測試異常報告單 
 

異常單編號： A001                 異常填寫人： 蔡明儒      

填 寫 日 期 ：95/5/5            測 試 日 期 ：95/5/5        

測試摘要： 

點選儀器位置標示，欲進入畫面，但頁面會出現要求認證視窗。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ShimenFile 虛擬目錄安全設定修正。 
 

異常處理人：陳正忠       指 派 日 期：95/5/11     

預計完成日期： 95 / 5 / 11    實際完成日期： 95 / 5 / 11  

驗 證 人 員：  蔡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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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A002                 異常填寫人： 蔡明儒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儀器相關檔案上傳，需擇一相關分類與檔案位址將檔案新增入伺服器。當

點選「儀器相關」的選項時，設計上應指定儀器編號，方能新增檔案。但實際上

無指定儀器，亦能新增檔案，此為 bug。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畢 

異常處理人：  周文陽     指 派 日 期：    95/05/11    

預計完成日期：  95/05/15     實際完成日期：  95/05/15    

驗 證 人 員：  蔡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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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A003                 異常填寫人： 蔡明儒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監測儀器關鍵字查詢，查詢條件為儀器編號時，有區分大小寫。應與需求

不符。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異常處理人： 石 豐 銘    指 派 日 期：    95/05/11     

預計完成日期：    95/05/15     實際完成日期：    95/05/15    

驗 證 人 員：   蔡明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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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D001                 異常填寫人： 石豐銘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查詢某支儀器的異常資料標示。選擇儀器 id 為 8A2，按查詢後，查詢結果

資料表格無法換頁。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陳正忠    指 派 日 期：    95 / 5 / 15     

預計完成日期：    95 / 5 / 17      實際完成日期：  95 / 5 / 17     

驗 證 人 員：    石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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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D002                 異常填寫人： 石豐銘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查詢某支儀器的異常資料標示。選擇儀器 id 為 8A2，按查詢，得到查詢結

果資料表格，再勾選某筆資料異常後，該筆資料即不見。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此非 bug，係勾選資料異常後，該筆資料即不應出現在查詢結果表格內。 

異常處理人：   陳正忠      指 派 日 期：   95 / 5 / 11      

預計完成日期：  95 / 5 / 17     實際完成日期：    95 / 5 / 17    

驗 證 人 員：    石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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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D003                 異常填寫人：石豐銘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查詢某支儀器的異常資料標示。選擇儀器 id 為 EDA，按查詢，查無資料(該
儀器為三讀數，且資料庫內應有資料)。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陳正忠      指 派 日 期：    95 / 5 / 15     

預計完成日期：  95 / 5 / 18      實際完成日期：   95 / 5 / 18    

驗 證 人 員：     石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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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D004                 異常填寫人：石豐銘       

填 寫 日 期 ：95/5/10            測 試 日 期 ：95/5/10        

測試摘要： 

監測資料檔匯入，選擇石門壩區-石門右山脊地下水位觀測-監測資料檔 -
檔案名為 parameter.mdb，並按下[上傳並匯入]按鈕，出現不支援轉檔訊息。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曾騰毅       指 派 日 期：    95 / 5 / 11     

預計完成日期：     95 / 5 / 16    實際完成日期：  2006/5/16    

驗 證 人 員：    石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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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D005                 異常填寫人：石豐銘       

填 寫 日 期 ：95/5/10            測 試 日 期 ：95/5/10        

測試摘要： 

人工檢查表維護-修改功能，選擇石門壩區土木結構物安全檢查表-檢查日期

2006/5/10，按下查詢按鈕後，出現查詢結果表格，編輯該筆資料，其備註欄位

會遺失資料。 
 

異常描述：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蔡明儒       指 派 日 期：     95 / 5 / 17     

預計完成日期：   95 / 5 / 22     實際完成日期：     95 / 5 / 22    

驗 證 人 員：    石豐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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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D006                 異常填寫人： 周文陽      

填 寫 日 期 ：95/5/9            測 試 日 期 ：95/5/9        

測試摘要： 

查詢”石門山脊及壩座地震觀測”及”壩頂沉陷量觀測” 
 
異常描述： 

無反應。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畢。 

異常處理人： 石 豐 銘         指 派 日 期：    95/05/10   

預計完成日期：   95/05/15     實際完成日期：  95/05/13   

驗 證 人 員：    周文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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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E001                 異常填寫人： 陳正忠      

填 寫 日 期 ：95/5/10            測 試 日 期 ：95/5/10        

測試摘要： 

選取「石門後池地下水位觀測」U2，修改地下水位值(水位量測為 98)，按

「修改」按鈕。 
 
異常描述： 

地下水位值總為 45.01，但顯示為 45.00999。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石豐銘         指 派 日 期：  95 / 05 / 10  

預計完成日期：  95 / 05 / 15   實際完成日期： 95 / 05 / 15   

驗 證 人 員：   陳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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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E002                 異常填寫人： 陳正忠      

填 寫 日 期 ：95/5/10            測 試 日 期 ：95/5/10        

測試摘要： 

選取「石門右山脊地下水位觀測」PF1-A，修改水位量測或地下水位值，

按「修改」按鈕。 
 
異常描述： 

水位量測與地下水位值總合應為地面高程值，更改任一欄位，另一欄位應自動改

變。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石豐銘    指 派 日 期：  95 / 05 / 10   

預計完成日期：95 / 05 / 15    實際完成日期：  95 / 05 / 15    

驗 證 人 員：  陳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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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E003                 異常填寫人： 陳正忠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按「處理流程說明」按鈕。(登入使用者：test) 
 
異常描述： 

功能選單名稱、頁面標題、說明圖片功能標題不一致。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周文陽         指 派 日 期：95 / 05 / 10   

預計完成日期：  95 / 05 / 10     實際完成日期：95 / 05 / 10  

驗 證 人 員： 陳正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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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E004                 異常填寫人： 陳正忠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DataWarnInst 新增一筆資料(由既有複製，但改掉 InstID)。 
由警戒等級判斷，選擇異常壩區之警戒等級處理。 
按「儀器定性判斷說明」按鈕。(登入使用者：test) 

異常描述： 

警戒等級欄位應置於定性現象後方。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周文陽         指 派 日 期：95 / 05 / 10      

預計完成日期：  95 / 05 / 10     實際完成日期：95 / 05 / 10   

驗 證 人 員：陳正忠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

整合測試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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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E005                 異常填寫人： 陳正忠      

填 寫 日 期 ：95/5/8            測 試 日 期 ：95/5/8        

測試摘要： 

DataWarnInst 新增一筆資料(由既有複製，但改掉 InstID)。 
由警戒等級判斷，選擇異常壩區之警戒等級處理。 
按「警戒等級判斷流程」按鈕。(登入使用者：test) 

 
異常描述： 

說明頁面過大，應增加 scroll bar。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周文陽         指 派 日 期：95 / 05 / 10      

預計完成日期：  95 / 05 / 10     實際完成日期：95 / 05 / 10    

驗 證 人 員：陳正忠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

整合測試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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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單編號： E006                 異常填寫人： 陳正忠      

填 寫 日 期 ：95/5/9            測 試 日 期 ：95/5/9        

測試摘要： 

勾選「警報開關設定」核取方塊。 
 
異常描述： 

Label「警報開關設定」建議改為「警報啟動設定」。 

 
異常處理情形： 

修正完成。 
 

異常處理人： 周文陽         指 派 日 期：95 / 05 / 10     

預計完成日期：95 / 05 / 10    實際完成日期：95 / 05 / 10    

驗 證 人 員：陳正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