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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簡介 

1.1 手冊目的 

本手冊之目的在於提供「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以下簡稱本系

統）之作業流程與操作使用方式，供使用者參考。 

1.2 手冊範圍 

本手冊包括簡介、系統概述、操作概述、工作說明、輸出處理、資料庫/
檔案管理、異常狀況處理、安全管理、與備份和回復程序等共計九章，各章

內容如下： 

 簡介：說明使用手冊目的與手冊範圍。  

 系統概述：簡要說明系統之目標、範圍、架構及軟體環境。  

 系統操作概述：說明本系統安裝與執行之詳細步驟，包括系統安裝設

定與系統操作流程。  

 工作說明：說明本系統之工作流程與方法。  

 輸出處理：說明本系統各種輸出與處理方法。  

 資料庫/檔案管理：說明本系統資料庫與各種檔案管理方法。  

 異常狀況處理：說明本系統異常狀況處理方法。  

 安全管理：說明本系統安全管理措施。  

 備份和回復程序：說明本系統資料備份和回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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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概述 

2.1 系統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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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之主要目的在於協助經濟部水利署

北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北水局）有系統收集、整合與管理各壩區監測資訊，

將石門大壩、榮華壩、義興電廠等三個區域之監測資料，藉由通訊及資訊系

統之協助，以期在新設之監測作業中心，作資料之收集與展示。此外，對於

此三個區域重要設施畫面之監視，亦需藉由視訊傳輸設備，以傳送至監測作

業中心，作即時畫面監視，以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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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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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系統架構 

本系統以網際網路為主要的作業平台，其運作方式採用分散式三層式

(3-Tier)架構設計，以滿足管理分散於石門水庫三個壩區之各類監測(視)資料

之需求。在此三層式架構下，使用者介面、運算邏輯、資料庫分別獨立成為

單獨一層，使用者為第一層以瀏覽器為操作介面，可以透過應用伺服器上的

應用程式進入資料庫伺服器。應用伺服器為第二層，提供使用者要執行之邏

輯運算及可以使結果顯示的程式碼，提供與資料庫伺服器之連結，存取資料

並顯示執行結果給用戶端，容許讓多個使用者同時存取資料。資料庫伺服器

為第三層，負責資料之管理與儲存。分散式三層式架構可以滿足同時提供多

個使用者資料共享使用之需求，並可以因應系統開發或效能之要求，擴充三

層式架構中應用伺服器層，成為多層式(N-tier) 架構。 

本系統包含監測管理、監視管理、資料庫管理與監控通訊等四個次系統，

以及一個系統管理與服務模組，各次系統及系統管理與服務模組提供不同服

務以滿足使用者多元化之需求，茲簡要說明其服務內容如下： 

 監測管理次系統：提供水庫基本資料管理、監測儀器管理、監測資料

管理、監測儀器查詢、監測資料查詢、水庫基本資料查詢、報表及圖

形輸出、PDA 監測資料收集、即時預警等監測管理主要功能。   

 監視管理次系統：提供各壩區監視畫面之顯示、輪跳、查詢及儲存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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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庫管理次系統：提供資料庫建立、資料庫更新、資料庫整補、資

料庫備份等主要功能，以及提供監測管理與監視管理次系統相關模組

之預存程序、事件觸發程序、資料檢視程序和其他資料庫服務程式。   

 監控通訊次系統：提供自動化監測系統原始資料檔之資料傳輸、資料

處理、資料旁收等主要功能。   

 系統管理與服務：提供使用者管理、權限管理、使用者登入登出、網

站地圖、線上使用說明等主要功能。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

監
視
管
理
次
系
統

監
測
管
理
次
系
統

資
料
庫
管
理
次
系
統

監
控
通
訊
次
系
統

系
統
管
理
與
服
務

 
圖 2.2-1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功能架構圖 

四個次系統中只有監測管理次系統與監視管理次系統，提供使用者介

面，其餘兩個次系統無使用者介面。 

2.3 系統軟體 

本系統之應用程式元件標準與元件運作平台均以微軟的.NET 分散式應

用程式架構為基礎，本系統所需之系統軟體說明如下： 

1. 使用者操作介面 

 使用者端電腦—主要提供對資料庫內容的各式之查詢與展示，為了達

到動態展示以及與使用者間之即時互動效果，以 Web 瀏覽器為主要

操作介面。電腦作業系統為微軟公司（Microsoft）的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等級之版本，Web 瀏覽器為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5 以上版本，1024x768 以上解析度。 

 PDA—作業系統使用微軟公司 Windows CE 作業系統。安裝微軟公

司 SQL Server CE 版本資料庫管理系統。 

2.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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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資料庫與備援伺服器的作業系統為微軟公司（Microsoft）的

Windows 2000 Server 以上版本。 

 網頁伺服器端軟體執行環境為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6.0 以上版本、Microsoft .NET Framework 1.1 以上版本。 

 資料庫伺服器端軟體環境為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2.4 系統範圍 

本系統之範圍為石門大壩、榮華壩、義興電廠等三個區域之監測資訊整

合與管理，以下簡述本系統之主要內容 

1. 本系統收集彙整石門大壩、榮華壩、義興電廠等三個區域之監測成

果，傳送至監測作業中心，並提供管理單位透過網路作業方式，掌握

壩區安全資訊。 

2. 本系統提供石門壩區、榮華壩區、義興電廠三個區域之自動化監測系

統，定時資料旁收及儲存之功能。 

3. 本系統整合三個壩區現有閉路監視系統，提供經由網路監看與管理壩

區監視畫面之功能。 

4. 本系統整合另案建置之「北區水資源管理系統」，可以進行兩系統之

資料交換作業。 

5. 本系統將在北區水資源調度中心設置「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面板」，

以顯示本系統所收集之資料。 

監測（視）資料來源包括：石門水庫壩區、義興電廠工區、榮華壩壩區

自動監測（視）系統與人工監測儀器等。監測（視）系統與監測儀器以本計

畫契約所訂之石門水庫壩區、義興電廠工區、榮華壩壩區監測項目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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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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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視訊傳輸及儲存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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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操作概述 

3.1 操作者職責 

以下從系統中的操作者角色來說明「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在系

統管理上的特色。本系統操作者包括北水局內本系統之管理員、北水局內決

策人員、北水局內水庫管理人員、北水局外監測作業委外承包廠商、主管機

關人員、學者專家人員等，可以區分為以下 6 種角色： 

1. 系統管理員—為權限等級最高之使用者，可以執行本系統所有功

能，負責本系統所有伺服器與帳號、權限之管理。管理者負責建立

新使用者帳號資料、維護管理使用者帳號、授權群組與功能授權之

資料，並肩負系統維護管理、資料備份之責。 

2 決策人員—為北水局管理階層之決策官員。 

3 管理人員—對象為北水局養護課或其他相關課室主管水庫安全之官

員。 

4 承包廠商—對象為北水局水庫安全委託之承包廠商。 

5 主管機關人員—對象為主管機關業務督導人員。 

6 學者專家人員—對象為學術及技術研究單位人員。 

3.2 操作程序 

本系統主要使用 Web 介面，但 PDA 子系統為視窗程式介面。使用者操

作 Web 介面時，請使用瀏覽器(Browser)操作。[註：瀏覽器限用微軟 Internet 
Explorer 5.5(IE 5.5)或 Internet Explorer 6.0(IE 6.0)以上的版本]。 

PDA資料收集子系統需安裝於MicroSoft Windows CE 4.1以上版本作業

系統的掌上型電腦(PDA)。使用 PDA 傳輸資料或安裝 PDA 資料收集子系統，

必須要先把 ActiveSync 安裝在使用者的個人電腦，然後才將掌上型電腦串接

上 USB 同步傳輸基座，並連接上使用者個人電腦上之 USB 通訊埠，再藉由

使用者個人電腦來傳輸資料或安裝。 

3.2.1 Web 介面瀏覽前置設定 
本系統部份 Web 介面運用 Active X 技術，使用瀏覽器進入本系統前，請

依下列步驟完成前置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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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瀏覽器，選擇上方選單「工具」內之「網際網路選項」，打開

如圖 3.2-1 之畫面。 

2. 點選「自訂

層級」

1. 點選「近端

網路」

 
圖 3.2-1 網際網路選項畫面 

2. 「下載未簽署的 ActiveX 控制項」選擇「提示」，如圖 3.2-2 畫面。 

 
圖 3.2-2 網際網路安全性設定畫面之一 

3. 「起始不標示為安全的 ActiveX 控制項」選擇「提示」，點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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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安全性設定，如圖 3.2-3 畫面。 

 

1. 點選「提示」

2. 點選「確定」

 
圖 3.2-3 網際網路安全性設定畫面之二 

 
4. 由北水局內網，請打開瀏覽器(IE 5.5 或 IE 6.0)，鍵入下列網址，直

接從網際網路進入本系統登入畫面： 

http://shimenweb/ 
或 

http://192.168.92.100/ 
5. 本系統登入畫面如圖 3.2-4 所示，使用者輸入正確帳號與密碼，再按

下「登入」按鈕後，即可進入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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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登入帳號 

6. 可勾選「允許自動登入」核取方塊，未來瀏覽本系統時，不需經過

登入畫面即可直接進入本系統。勾選「允許自動登入」後，按下「登

入」按鈕時會出現如圖 3.2-5 所示之畫面，按下「是」按鈕，系統即

自動記錄登入資訊。 

 

圖 3.2-5 勾選「允許自動登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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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若輸入帳號或密碼非系統認可之資料，會出現如圖 3.2-6 所示之錯誤

畫面。 

 
圖 3.2-6 帳號輸入錯誤 

 
8. 本系統登入成功後，畫面如圖 3.2-7 所示。 

9. 使用者操作時，首先點選上方次系統選單區（圖 3.2-7 區域 1）進入

各個次系統。上方次系統選單呈現灰色之選項表示不提供該次系統。 

10 其次，點選左方功能選單區（圖 3.2-7 區域 2），功能選單內容將依

使用者權限而有所不同。僅顯示使用者權限範圍內之功能選項。 

11 圖 3.2-7 區域 3 提供右下方主要內容視窗放大/還原圖示 、目前登

入帳號顯示與使用者登出等 3 種功能。 

12 點選圖 3.2-7 區域 4 圖控按鈕，可進入圖控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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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系統選單

2. 功能選單

3. 登入資訊

4. 圖控顯示

 
圖 3.2-7 登入成功 

13. 本系統僅提供已註冊帳號之人員使用，未註冊帳號而欲使用此系統

者，必須通知系統管理員，請求協助建置使用者帳號與密碼相關資

料後，才能進入本系統。 

3.2.2 PDA 與個人電腦同步程式安裝 
首先，說明個人電腦 MicroSoft ActiveSync 安裝步驟： 

1. 使用者可於微軟公司網站下載區下載到最新版的 ActiveSync。 

2. 執行 ActiveSync 安裝程式。如圖 3.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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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8 由硬碟上執行 MSASYNC.EXE 

3. 安裝 ActiveSync 非常容易，一般使用者通常只要一直按「下一步」，

中間重開機一次，並將 PDA 以 USB port 接在電腦上，幾乎不用設

定，則會自動安裝完成。選擇「下一步」繼續安裝，如圖 3.2-9 所示。 

 
圖 3.2-9 MicroSoft ActiveSync 安裝畫面之一 

4. 選擇「確定」，第一階段完成，重新開機，如圖 3.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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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0 MicroSoft ActiveSync 安裝畫面之二 

5. 選擇「下一步」，繼續設定，如圖 3.2-11 所示。 

 

圖 3.2-11 MicroSoft ActiveSync 安裝畫面之三 

6. 選擇「下一步」，這台 PDA 只會和這台電腦同步，如圖 3.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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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 MicroSoft ActiveSync 安裝畫面之四 

7. 以 USB 連上 PDA 後，選擇「下一步」，選取預設功能，如圖 3.2-13
所示。 

 

圖 3.2-13 MicroSoft ActiveSync 安裝畫面之五 

8. 設定完成，選擇「完成」，如圖 3.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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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4 MicroSoft ActiveSync 安裝畫面之六 

9. 安裝完成，執行畫面如圖 3.2-15 所示。 

 

圖 3.2-15 MicroSoft ActiveSync 執行畫面 

 

10. 若使用者需要移除此軟體，則可在「新增/移除程式」中刪除此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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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PDA 資料收集子系統程式安裝 
安裝 PDA 資料收集子系統程式需透過前述 Active Sync 程式進行，其操

作步驟如下： 

1. PDA 以 USB 連上個人電腦，執行「Shimen PDA 安裝精靈」，選擇

「下一步」，如圖 3.2-16 所示。 

 

 

圖 3.2-16 Shimen PDA 安裝精靈執行畫面 

2. 選擇安裝資料夾。選擇「下一步」，如圖 3.2-17 所示。 

 

圖 3.2-17 Shimen PDA 安裝畫面之一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3-12   

 

3. 確認安裝。選擇「下一步」，如圖 3.2-18 所示。 

 

圖 3.2-18 Shimen PDA 安裝畫面之二 

4. 安裝進行中，如圖 3.2-19 所示。 

 

圖 3.2-19 Shimen PDA 安裝畫面之三 

5. 安裝過程中，會出現如圖 3.2-20 所示之確認視窗。選擇「是」，繼

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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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0 Shimen PDA 安裝畫面之四 

6. 安裝過程中，PDA 會出現如圖 3.2-21 所示之畫面。 

 

圖 3.2-21 Shimen PDA 安裝畫面之五 

7. 安裝完成後，PDA 會出現如圖 3.2-22 所示之畫面，Shimen PDA 程

式將顯示於「程式集資料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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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2 Shimen PDA 安裝畫面之六 

8. 安裝完成後，會出現如圖 3.2-23 所示之完成畫面，選擇「關閉」，

離開視窗。 

 

圖 3.2-23 Shimen PDA 安裝完成畫面 

9. Shimen PDA 安裝完成後，若尚未安裝 MicroSoft SQLServer CE，
應繼續安裝 MicroSoft SQLServer CE，SQLServer CE 程式可由微

軟公司網站取得，目前最新版本為 2.0，其安裝畫面如圖 3.2-2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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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4 SQLServer CE 安裝畫面 

10. SQLServer CE 程式安裝完成後，會出現如圖 3.2-25 所示之完成畫

面，選擇「ok」，離開視窗。 

 

圖 3.2-25 SQLServer CE 安裝完成畫面 

 

3.3 遠端重置啟動 

本計畫於義興電廠區與榮華壩區皆設有遠端電源遙控伺服器，使用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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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遠端連線來進行外站電源之重新啟動動作： 

1. 經由局內網，使用者可於網頁瀏覽器中鍵入遠端電源遙控伺服器之

IP 位置，則會進入進入帳號密碼之畫面，如圖 3.3-1 所示。 

 

圖 3.3-1 透過網頁進入遠端電源伺服器畫面 

2. 進入控制畫面後，使用者可透過圖控頁面重新開關外站之電源。 

 

圖 3.3-2 遠端電源伺服器之圖控畫面 

3. 如圖3.3-3所示，使用者可藉由網頁，以遠端遙控方式，開啟「OutletC」

設備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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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開啟「OutletC」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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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說明 

4.1 子系統清單 

本系統包含監測管理、監視管理、資料庫管理與監控通訊等四個次系統，

以及一個系統管理與服務模組，各次系統及系統管理與服務模組提供不同服

務，各次系統名稱如下： 

 監視管理次系統 

 監測管理次系統 

 資料庫管理次系統 

 監控通訊次系統 

 系統管理與服務 

4.2 功能說明和工作程序 

4.2.1 監測資訊查詢作業 

使用者角色：系統管理員、決策人員、水庫管理人員、一般人員、主管

機關人員。 

本系統提供水庫基本資訊、儀器資訊、監測資訊等三類查詢作業。各作業之

功能說明詳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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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監測資訊查詢作業功能說明 
編號 作業項目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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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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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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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3   

 

水庫基本資訊查詢作業包括：水庫基本資料查詢作業、管理單位資料查詢作

業、觀測項目資料查詢作業、底圖資料查詢作業。 

水庫基本資料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水庫與其下轄各壩區電廠等之屬性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查詢」下之「基本資料查詢」。 

2. 點選「檢視」，檢視水庫詳細基本資料。 

1. 點選基本資料查詢

2. 點選檢視水庫

詳細基本資料

 
圖 4.2-1 水庫基本資料查詢畫面一 

3. 點選「關閉檢視」，關閉水庫詳細基本資料資料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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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閉檢視水庫

詳細基本資料

 
圖 4.2-2 水庫基本資料查詢畫面二 

管理單位資料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相關管理單位之屬性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查詢」下之「所屬單位資料查詢」。 

1. 點選所屬單位資料查詢

 
圖 4.2-3 所屬單位資料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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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項目資料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各壩區觀測項目之屬性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查詢」下之「觀測項目資料查詢」。 

2. 選擇「壩區」。 

1. 點選觀測項目資料查詢

2. 選擇壩區

 
圖 4.2-4 觀測項目資料查詢畫面 

底圖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各壩區相關底圖之屬性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查詢」下之「底圖查詢」。 

2. 選擇「壩區」。 

3. 輸入名稱關鍵字。(若空白即查詢所有底圖) 

4. 點選「查詢」。 

5. 直接點選底圖，可開啟視窗檢視原圖。 

6. 關閉底圖檢視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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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底圖查詢

2.選擇壩區 3.輸入名稱關鍵字

4.點選查詢

5.直接點選底圖

6.關閉視窗

 
圖 4.2-5 底圖查詢畫面 

儀器資訊查詢包括儀器關鍵字查詢作業、儀器位置查詢作業、儀器更新記錄查

詢作業、儀器相關檔案查詢作業、儀器警戒值查詢作業等。 

儀器關鍵字查詢作業 

可以用關鍵字查詢方式查詢各壩區監測儀器之屬性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查詢」下之「關鍵字查詢」。 

2. 點選各查詢條件前之勾選按鈕。 

3. 選擇或輸入各勾選之選項或篩選關鍵字。(若空白即查詢所有儀器) 

4. 點選「查詢」。 

5.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檢視各分頁儀器資訊列表。 

6. 點選各儀器後方「檢視」，可開啟儀器資料方格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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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關鍵字查詢

2. 點選各條件勾選按鈕

3.輸入關鍵字

4.點選查詢 6.點選檢視

5.點選分頁碼

 
圖 4.2-6 儀器關鍵字查詢畫面之一 

 

7. 點選「關閉檢視」，可關閉儀器資料方格檢視。 

7.關閉儀器資料方格檢視

 
圖 4.2-7 儀器關鍵字查詢畫面之二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8   

 

儀器位置查詢作業 

欲查詢底圖上已標示之儀器位置，必須先選擇底圖以及監測項目，查詢

時，底圖上該監測項目所有已標示之儀器位置，會依據指定標示符號之類型

與顏色標示出來，並於標示符號右邊顯示儀編號。 

本作業提供於相關底圖查詢儀器之位置，進一步查詢各壩區監測儀器之

屬性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查詢」下之「儀器位置查詢」。 

2. 選擇底圖。 

3. 選擇監測項目。(預設為查詢全部監測項目) 

4. 點選「查詢」。 

5. 點選任一儀器圖例，可開啟該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 

 

1.點選儀器位置查詢

2. 選擇底 3. 選擇監測項目 4.點選查詢

5.點選任一儀器圖例

 
圖 4.2-8 儀器位置查詢畫面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9   

 

7.關閉儀器資料方格檢視

 
圖 4.2-9 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 

儀器更新記錄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各壩區監測儀器之維護與校驗記錄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查詢」下之「儀器更新記錄查詢」。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查詢指定監測儀器

維護與校驗記錄資料。 

3.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檢視各分頁資訊。 

4. 「儀器選擇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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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儀器位置查詢

2. 選擇底 3. 選擇監測項目 4.點選查詢

1.點選儀器更新記錄

2. 點選選擇

3. 點選分頁

 
圖 4.2-10 儀器更新記錄查詢畫面 

由於石門水庫目前已有數量可觀之監測儀器，為利使用者快速找到監測

儀器，本系統提供「儀器選擇控制項」，讓使用者在需要查詢或指定監測儀

器時，可利用此一控制項，隨時由「樹狀查詢」(圖 4.2-11)、「條件查詢」(圖
4.2-12)或「底圖查詢」(圖 4.2-13)三種途徑，找到監測儀器。 

儀器選擇控制項—樹狀查詢作業 

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樹狀查詢」分頁。 

2. 展開監測項目，勾選「儀器編號」，勾選完成後，視窗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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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樹狀查詢

2. 點選儀器

 
圖 4.2-11 儀器選擇控制項樹狀查詢畫面 

儀器選擇控制項—條件查詢作業 

作業程序請參考儀器關鍵字查詢作業。 

 

 
圖 4.2-12 儀器選擇控制項條件查詢畫面 

儀器選擇控制項—底圖查詢作業 

作業程序請參考儀器位置查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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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儀器選擇控制項底圖查詢畫面 

儀器相關檔案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各壩區、各監測項目、及監測儀器之相關檔案資料，作業程序

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查詢」下之「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2. 點選查詢條件：壩區相關、監測項目相關、儀器相關(預設)。 

3. 查詢條件設定 

 若查詢條件為「儀器相關」，可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

選擇控制項」，或勾選查詢「全部儀器」。 

 若查詢條件為「壩區相關」，可選擇「壩區」(預設為全部壩區)。 

 若查詢條件為「監測項目相關」，可選擇「監測項目」(預設為

全部項目)。 

4. 點選「查詢」按鈕。 

5.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檢視各分頁資訊。 

6. 直接點選資料名稱，開啟或下載檔案，檢視檔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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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儀器相關

3. 選擇全部儀器

4.點選查詢

1.點選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6. 點選資料名稱5. 點選分頁

 
圖 4.2-14 儀器相關檔案查詢畫面 

2. 選擇壩區相關 3. 選擇壩區

4.點選查詢

1.點選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6. 點選資料名稱5. 點選分頁

 
圖 4.2-15 壩區相關檔案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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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監測項目相關 3. 選擇項目

4.點選查詢

1.點選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6. 點選資料名稱5. 點選分頁

 
圖 4.2-16 監測項目相關檔案查詢畫面 

儀器警戒值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各監測儀器之警戒值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查詢」下之「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檢視各分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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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儀器

1.點選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3. 點選分頁

 
圖 4.2-17 儀器相關檔案查詢畫面 

監測資訊查詢作業包括地震震度查詢作業、門禁警報查詢作業、相近背

景條件查詢作業、歷線圖查詢作業、歷年同期比較圖查詢作業、交互比較圖

查詢作業、條件查詢作業、極值查詢作業、人工檢查表查詢作業等。 

地震震度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各壩區地震儀地震震度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地震震度查詢」。 

2. 選擇壩區查詢條件。 

3. 選擇震度查詢條件。(若空白即查詢所有儀器)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5.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6. 點選「查詢」。 

7.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檢視各分頁地震震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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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地震震度查詢

2. 選擇壩區

3.選擇震度

6.點選查詢

4.點選起始時間

7.點選分頁碼

5.點選結束時間

 
圖 4.2-18 地震震度查詢畫面 

門禁警報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石門壩區廊道門禁警報記錄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門禁警報查詢」。 

1.點選門禁警報查詢

 
圖 4.2-19 門禁警報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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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背景條件查詢作業 

可以根據指定時段水位、降雨量等查詢儀器監測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相近背景條件查詢」。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設定水位查詢條件 

 選擇「水位站」。 

 輸入水位查詢下界。 

 輸入水位查詢上界。 

6. 設定雨量查詢條件 

 選擇「雨量站」。 

 輸入雨量查詢下界。 

 輸入雨量查詢上界。 

7. 點選「查詢」。 

8.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檢視各分頁查詢資訊。 

1.點選相近背景條件查詢

2. 選擇儀器

5.設定水位查詢條件

7.點選查詢

3.點選起始時間

8.點選分頁碼

4.點選結束時間

6.設定雨量查詢條件

 
圖 4.2-20 相近背景條件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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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線圖查詢作業 

可以根據指定時段，查詢指定儀器監測資料隨時間變化之趨勢圖形，作

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歷線圖查詢」。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點選「查詢」。 

1.點選歷線圖查

2. 選擇儀器

5.點選查詢3.點選起始時間

4.點選結束時間

 
圖 4.2-21 歷線圖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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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歷年同期比較圖查詢」。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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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歷年同期比較圖查詢

2. 選擇儀器

5.點選查詢

3.點選起始時間

4.點選結束時間

 
圖 4.2-22 歷年同期比較圖查詢畫面 

交互比較圖查詢作業 

可以根據指定時段，查詢儀器監測資料與同一時段之水位、降雨量等資

料隨時間變化之趨勢圖形，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交互比較圖查詢」。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選擇水位站。 

6. 選擇雨量站。 

7. 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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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交互比較圖查詢

2. 選擇儀器

7.點選查詢

3.點選起始時間 4.點選結束時間

5. 選擇水位站 6. 選擇雨量站

 
圖 4.2-23 交互比較圖查詢畫面 

條件查詢作業 

可以根據指定時段，列表查詢儀器監測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條件查詢」。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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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條件查詢

2. 選擇儀器

5.點選查詢

3.點選起始時間 4.點選結束時間

 
圖 4.2-24 條件查詢畫面 

極值查詢作業 

可以根據指定時段，查詢指定觀測項目各儀器監測資料極大值與極小

值，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極大極小值列表」。 

2. 選擇「壩區」。 

3. 選擇「觀測項目」。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5.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6. 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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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極大極小值列表

2.選擇壩區

6.點選查詢

4.點選起始時間 5.點選結束時間

3.選擇觀測項目

 
圖 4.2-25 極值查詢畫面 

人工檢查表查詢作業 

可以查詢人工檢查表相關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查詢」下之「人工檢查表查詢作業」。 

2. 選擇「報表名稱」。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點選「查詢」。 

6. 由查詢結果，點選指定報表後方之「產生」。 

7. 點選 ，列印報表。 

8. 點選 ，關閉報表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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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人工檢查表查詢

2.選擇報表名稱
5.點選查詢

3.點選起始時間 4.點選結束時間

6.點選產生

 
圖 4.2-26 人工檢查表查詢畫面之ㄧ 

8.點選關閉報表檢視

7.點選列印報表

 
圖 4.2-27 人工檢查表查詢畫面之二 

圖控查詢作業 

為提供整合便利資訊查詢方式，本系統提供圖控方式查詢資訊，作業程

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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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成功後，點選「圖控」進入圖控查詢作業。 

1.點選圖控

 
圖 4.2-28 圖控查詢畫面之ㄧ 

2. 點選任一壩區按鈕。 

2.點選任一壩區

 
圖 4.2-29 圖控查詢畫面之二 

3. 點選任一圖示按鈕，進入監測儀器位置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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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任一按鈕

 
圖 4.2-30 圖控查詢畫面之三 

4. 監測儀器預警資訊顯示，綠燈表示「正常」，閃爍黃燈表「待處理」，

閃爍紅燈表「異常」。點選任一綠燈圖示。 

 點選任一綠燈或閃爍紅燈圖示，可進入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 

 點選任一閃爍黃燈圖示，可進入異常紀錄處理頁面。 

4.點選任一圖示按鈕

 
圖 4.2-31 圖控查詢畫面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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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關閉儀器資料方格檢視

 
圖 4.2-32 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之一 

5. 進入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預設為「儀器資料」分頁，點選「監

測資訊」分頁，查詢監測資料與警戒值(需配合儀器警戒啟動設定為

開啟)，其操作方式請參考「歷線查詢作業」說明。 

5.點選監測資訊

 
圖 4.2-33 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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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選「警戒設定」分頁，查詢儀器警戒設定值，其操作方式請參考

「儀器警戒值查詢作業」說明。 

6.點選警戒設定

 
圖 4.2-34 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之三 

7. 點選「維修記錄」分頁，查詢儀器相關維護與校驗記錄，其操作方

式請參考「儀器更新記錄查詢作業」說明。 

7.點選維修記錄

 
圖 4.2-35 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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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選「相關檔案」分頁，查詢儀器相關檔案，其操作方式請參考「儀

器相關檔案查詢作業」說明。 

7.點選相關檔案

 
圖 4.2-36 儀器詳細資料檢視頁面之五 

4.2.2 監測資訊管理作業 

使用者角色：系統管理員、水庫管理人員。 

本系統提供水庫基本資訊、儀器資訊、監測資訊、PDA 監測資料收集等

四類監測資訊管理作業。各作業之功能說明詳表 4.2-2。 

表 4.2-2 監測資訊管理作業功能說明 
編號 作業項目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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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09 儀器資料維護作業 儀器屬性資料之新增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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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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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12 儀器相關檔案上傳作業 儀器相關檔案之上傳與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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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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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滿足管理單位未來彈性擴充之需求，本系統中水庫、壩區電廠、監測

項目、監測儀器可以依實際需求擴充，並允許具有權限之人員進行修改或刪

除，以滿足各種管理需求。 

水庫基本資訊管理作業共提供水庫基本資料維護作業、觀測項目資料維

護作業、管理單位資料維護作業、底圖資料維護作業等四種作業。 

水庫基本資料維護作業 

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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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

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管理」下之「基本資料維護」，可查詢水庫基

本資料摘要資訊及維護所屬壩區屬性資料。 

2. 新增壩區屬性資料 

2.1 填寫壩區屬性資料。 

2.2 點選「新增」，新的壩區屬性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庫，並顯示

於壩區資料方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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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增 

1.填寫壩區屬性資料

 
圖 4.2-37 新增壩區屬性資料 

3. 修改壩區屬性資料 

3.1 點選壩區資料方格中，任一壩區後之「編輯」。 

3.2 修改壩區屬性資料。 

3.3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即更新資料庫；

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1 點選編輯 

2.修改壩區屬性資料

3.點選更新 

 
圖 4.2-38 修改壩區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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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壩區屬性資料 

4.1 點選壩區資料方格中，任一壩區後之「刪除」。 

4.2 點選「確認」。(警告：任意刪除壩區屬性資料可能導致資料庫

發生錯誤) 

 

2.點選確認 

1.點選刪除 

 
圖 4.2-39 刪除壩區屬性資料 

管理單位資料維護作業 

提供使用者所屬管理單位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管理」下之「所屬單位資料維護」，可維護管

理單位屬性資料。 

2. 新增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2.1 填寫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2.2 點選「新增」，確認後新的管理單位屬性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

庫，並顯示於管理單位資料方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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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增 

1.填寫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圖 4.2-40 新增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3. 修改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3.1 點選管理單位資料方格中，任一管理單位後之「編輯」。 

3.2 修改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3.3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即更新資料庫；

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1 點選編輯 

2.修改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3.點選更新 

 
圖 4.2-41 修改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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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4.1 點選管理單位資料方格中，任一管理單位後之「刪除」。 

4.2 點選「確認」。(警告：任意刪除管理單位屬性資料可能導致資

料庫發生錯誤) 

 

2.點選確認 

1.點選刪除 

 
圖 4.2-42 刪除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觀測項目資料維護作業 

提供使用者新增、刪除與修改水庫下轄各壩區電廠之觀測項目屬性資

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管理」下之「觀測項目資料維護」，可維護觀

測項目屬性資料。 

2. 新增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2.1 填寫觀測項目屬性資料。監測項目新增時必須於上方新增區，

輸入或選取該項目之名稱、管理者、觀測分區位置、是否展示，

觀測目標與備註文字則視實際需求輸入。 

2.2 點選「新增」，確認後新的觀測項目屬性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

庫，並顯示於監測項目總表中。新增完成後，新的監測項目會

顯示於監測項目總表，透過分頁方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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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增 

1.填寫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圖 4.2-43 新增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3. 修改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3.1 點選於監測項目總表中，任一觀測項目後之「編輯」，其內容

會顯示於上方編輯區。 

3.2 修改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3.3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內容即自動更

新並更新資料庫；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1 點選編輯 

2.修改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3.點選更新 

 
圖 4.2-44 修改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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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4.1 點選觀測項目資料方格中，任一觀測項目後之「刪除」。 

4.2 點選「確認」。(警告：任意刪除觀測項目屬性資料可能導致資

料庫發生錯誤) 

2.點選確認 

1.點選刪除 

 
圖 4.2-45 刪除觀測項目屬性資料 

圖 4.2-46 以「石門壩區」，新增一個「地下水位觀測」監測項目說明操

作方式。 

底圖資料維護作業  

提供使用者新增、刪除與修改各壩區相關底圖屬性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水庫基本資料管理」下之「底圖維護」，可維護各壩區相關

底圖之屬性資料。 

2. 新增底圖屬性資料 

2.1 填寫底圖屬性資料。 

2.2 點選「瀏覽」，選取底圖檔案。(注意：底圖檔案格式限定為

JPG、、GIF) 

2.3 點選「上傳」新增底圖屬性資料及上傳底圖檔案。確認後新的

底圖屬性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庫，並顯示於底圖資料方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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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上傳 

1.填寫底圖屬性資料 

2.選取底圖檔案 

 
圖 4.2-46 新增底圖屬性資料 

3. 修改底圖屬性資料 

3.1 點選底圖資料方格中，任一底圖後之「編輯」。 

3.2 修改底圖屬性資料。 

3.3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即更新資料庫；

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1 點選編輯

2.修改底圖屬性資料

3.點選更新

 
圖 4.2-47 修改底圖屬性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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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底圖屬性資料 

4.1 點底圖資料方格中，任一底圖後之「刪除」。 

4.2 點選「確認」。(警告：任意刪除底圖屬性資料可能導致資料庫

發生錯誤) 

2.點選確認

1.點選刪除

 
圖 4.2-48 刪除底圖屬性資料 

監測儀器資訊管理作業共提供儀器資料維護作業、儀器位置標示作業、

儀器更新記錄維護作業、儀器相關檔案上傳作業等四種作業。 

儀器資料新增作業 

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屬性資料之新增，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管理」下「儀器資料維護」之「新增」，可新增監

測儀器屬性資料。 

2. 填寫儀器屬性資料。監測儀器新增時，必須輸入或選擇儀器編號、

儀器種類、監測方式、儀器讀數單位、觀測頻率、異常時警報是否

開啟等，並視實際需求輸入廠牌、型式、規格、安裝位置之描述文

字、安裝位置之分塊編號（混凝土壩適用）、安裝位置之高程、安

裝位置之里程（土石壩適用）、記錄器廠牌、記錄器型式、量測範

圍、量測精度、啟動設定之敘述、量水堰開口底高（量水堰適用）、

地下水位井井頂高程（地下水位觀測井適用）、地下水位井井底高

程（地下水位觀測井適用）、其他敘述文字等。 

3. 點選「新增」，新儀器屬性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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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增

1.填寫儀器屬性資料

 
圖 4.2-49 新增儀器屬性資料 

儀器資料修改作業 

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屬性資料之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管理」下「儀器資料維護」之「修改」，可修改監

測儀器屬性資料。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點選「指定」按鈕 

4. 修改儀器屬性資料。 

5.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修改」，修改過之儀器屬性

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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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指定

2.點選選擇

5.點選修改

1.點選儀器資料維護/修改

4.修改儀器屬性資料

 
圖 4.2-50 修改儀器屬性資料 

新增儀器之後，最好把儀器位置標示在適當的底圖上，以方便日後的查

詢作業，底圖可以是竣工圖、現場照片或其他來源的圖片，但必須以指定格

式儲存，底圖的主要目的在於作為後續圖控操作之介面，以提供儀器位置之

展示與查詢。 

儀器位置標示作業 

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於相關底圖進行位置標示，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管理」下「儀器位置標示」。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選擇底圖。下方區域，提供選定底圖屬性與圖片內容之預覽。 

4. 選擇標示符號之類型。 

5. 選擇標示符號之顏色。 

6. 點選「下一步」，進入標示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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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擇底圖

2.點選選擇

6.點選下一步

1.點選儀器位置標示

4.選擇符號

5.選擇顏色

 
圖 4.2-51 儀器位置標示畫面之一 

7. 進入標示視窗後，首先會跳出一個提示視窗說明標示方法，點選「確

定」，開始標示。 

8. 於底圖上任一位置按下滑鼠右鍵，系統會將該位置座標記下並建立

儀器與底圖之關聯。 

9. 用滑鼠直接點圖示可以刪除位置。 

10. 標示完成後，關閉標示視窗。 

9.直接點選圖示可以刪除

8.點選底圖上任一位置可標示

7.點選確定

10.關閉視窗

 
圖 4.2-52 儀器位置標示畫面之二 

儀器更新記錄維護作業 

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儀器維護與校驗記錄之新增、修改與刪除，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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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管理」下「儀器更新記錄維護」。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新增儀器更新記錄 

3.1 填寫儀器更新記錄。 

3.2 點選「新增」。確認後新的更新記錄將立即加入資料庫，並顯

示於資料方格中。 

4.點選新增

1. 點選儀器更新記錄維護 2.點選選擇

3.填寫儀器更新記錄

 
圖 4.2-53 新增儀器更新記錄畫面 

4. 修改儀器更新記錄 

4.1 點選儀器更新記錄資料方格中，任一記錄後之「編輯」。 

4.2 修改儀器更新記錄。 

4.3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即更新資料庫；

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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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編輯

3.修改儀器更新記錄

4.點選更新

1.點選選擇

 
圖 4.2-54 修改儀器更新記錄畫面 

5. 刪除儀器更新記錄 

5.1 點儀器更新記錄資料方格中，任一記錄後之「刪除」。 

5.2 點選「確認」。 

2.點選確認

1.點選刪除

 
圖 4.2-55 刪除儀器更新記錄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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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相關檔案上傳作業 

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相關檔案之上傳與屬性資料之新增、修改與刪除，

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儀器管理」下「儀器相關檔案上傳」。 

2. 點選「儀器相關」。 

3.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4. 新增儀器相關檔案 

4.1 填寫儀器相關檔案屬性資料。 

4.2 點選「瀏覽」，指定檔案。 

4.3 點選「新增」。確認後檔案即上傳，其屬性資料將立即加入資

料庫，並顯示於資料方格中。 

5.點選新增

1. 點選儀器相關檔案上傳

2.點選儀器相關

3.填寫檔案屬性資料

4.點選瀏覽

 
圖 4.2-56 新增儀器相關檔案畫面 

5. 修改儀器相關檔案 

5.1 點選儀器相關檔案資料方格中，任一檔案後之「編輯」。 

5.2 修改檔案屬性資料。 

5.3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即更新資料庫；

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44   

 

2.點選編輯

3.修改檔案屬性資料

4.點選更新

1.點選選擇

 
圖 4.2-57 修改儀器相關檔案畫面 

6. 刪除儀器相關檔案 

6.1 點選儀器相關檔案資料方格中，任一檔案後之「刪除」。 

6.2 點選「確認」。 

2.點選確認

1.點選刪除

 
圖 4.2-58 刪除儀器相關檔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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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資料管理作業共提供異常資料標示作業、監測資料維護作業、監測

資料檔案匯入作業、人工檢查表維護作業等四種作業。 

異常資料標示作業 

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異常監測資料之刪除，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管理」下之「異常資料標示」。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點選「查詢」。 

6.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檢視各分頁查詢資訊。 

7. 勾選異常資料後方之核取方塊。 

8. 輸入備註說明。 

1.點選異常資料標

2. 選擇儀器

7.勾選異常

5.點選查詢

3.點選起始時間

6.點選分頁碼

4.點選結束時間

8.輸入備註說明

 
圖 4.2-59 異常資料標示畫面 

監測資料新增於本系統資料庫，有 4 種途徑，即：自動監測、直接輸入、

檔案匯入或使用 PDA 收集後匯入，匯入後須經過資料異常查核才能儲存到資

料庫，並將啟動即時預警相關流程。自動監測資料主要由監控通訊次系統，

透過檔案旁收、處理等作業匯入本系統資料庫，為全自動作業。人工觀測之

監測資料有 3 種途徑匯入本系統資料庫，即：直接輸入、檔案匯入或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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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 收集後匯入，將分別於監測資料維護作業及 PDA 監測資料收集作業說明

之。 

監測資料維護作業 

人工直接輸入時，首先必須選取儀器，其次填入讀取時間、輸入者、審

核者與讀值資訊。資料新增於資料庫時，系統會自動啟動資料異常查核程序。

本作業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觀測資料之新增，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管理」下之「監測資料維護」。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讀取時間」之日期。 

4. 利用「時刻輸入控制項」，選擇「讀取時間」之時間。 

5. 選擇「輸入者」。 

6. 輸入觀測讀數及相關讀數資料及備註說明。 

7. 點選「新增」，其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庫。 

1.點選監測資料維護

2. 選擇儀器

5. 點選輸入者 7.點選新增

3.點選日期 4.點選時間

6.輸入讀數資料

 
圖 4.2-60 監測資料新增畫面 

監測資料檔案匯入作業 

匯入資料庫時，程式依照各儀器之類別進行讀數轉換處理，轉換後物理

量暫存於中介 XML 檔案，同時透過匯入代理人程式（Data Import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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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料匯入資料庫，並啟動資料異常查核程序。本作業提供各壩區監測儀器

觀測資料檔之匯入，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管理」下之「監測資料檔案匯入」。 

2. 選擇「監測項目」。 

3. 選擇「檔案類型」，指定「Excel 檔」、「XML 檔」、或「監測資

料檔」。指定「Excel 檔」。 

4. 點選「範例下載」。檢視「Excel 檔」或「XML 檔」檔案範例。(注
意：各種類型之檔案必須依照範例所訂定之格式製作，才能成功匯

入) 

1.點選監測資料檔案匯入

2. 選擇監測項目

3.選擇檔案類型

4.點選範例下載

 
圖 4.2-61 監測資料檔案匯入畫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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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2 監測資料 Excel 檔案範例畫面 

 
圖 4.2-63 監測資料 XML 檔案範例畫面 

5. 點選「瀏覽」，指定檔案。 

6. 點選「上傳並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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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選瀏覽

6. 點選上傳並匯入

 
圖 4.2-64 監測資料檔案匯入畫面之二 

7. 確認後檔案即上傳，上傳成功後，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庫。 

 
圖 4.2-65 監測資料檔案匯入完成畫面 

人工檢查表維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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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工檢查表及其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監測資料管理」下之「人工檢查表維護」。 

2. 新增人工檢查表及其屬性資料 

2.1 點選「人工檢查表維護」下之「新增」。 

2.2 填寫人工檢查表屬性資料。 

2.3 填寫人工檢查成果。 

2.4 點選「新增」，確認後新的管理單位屬性資料將立即加入資料

庫，並顯示於管理單位資料方格中。 

2 填寫人工檢查成果

1.填寫人工檢查表屬性資料

 
圖 4.2-66 新增人工檢查表資料畫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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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新增

 
圖 4.2-67 新增人工檢查表資料畫面之二 

 

3. 修改人工檢查表及其屬性資料 

3.1 選擇報表種類。 

3.2 設定其他查詢條件。 

3.3 點選「查詢」。符合條件之人工檢查表將列表於下方。 

3.4 點選任一人工檢查表後方「編輯」，進入人工檢查表屬性資料

修改頁面。 

3.5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即更新資料庫；

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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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編輯

1.選擇報表種類

3.點選查詢2.設定其他查詢條件

5. 修改屬性資料

6.點選更新

 
圖 4.2-68 修改人工檢查表資料畫面之一 

3.6 點選任一人工檢查表後方「編輯細項」，進入人工檢查表成果

修改頁面。 

3.7 修改完成後，經確認無誤後，可點選「更新」，即更新人工檢

查表成果；否則，點選「取消」，放棄修改。 

7.點選編輯細項

8.修改結果

9.點選更新

 
圖 4.2-69 修改人工檢查表資料畫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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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人工檢查表 

4.1 選擇報表種類。 

4.2 設定其他查詢條件。 

4.3 點選「查詢」。符合條件之人工檢查表將列表於下方。 

4.4 點選任一人工檢查表後方「刪除」。 

4.5 點選「確認」後，即刪除。 

4.點選刪除

1.選擇報表種類

3.點選查詢

2.設定其他查詢條件

5.點選確定

 
圖 4.2-70 刪除人工檢查表畫面 

使用 PDA 收集監測資料時，由於其畫面大小有限，通常一個動作會分為

數個畫面才能完成。PDA 監測資料收集作業共提供 PDA 監測資料匯入作業、

PDA 監測資料匯出作業、PDA 監測資料查詢作業、PDA 監測資料維護作業

等四種作業。準備進行外業時，使用者首先必須將 PDA 置於插槽內，開啟

PDA，進入 PDA 資料收集系統，如圖 4.2-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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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1 PDA 子系統進入畫面 

PDA 監測資料匯入作業 

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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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如下： 

1. 於北水局局內網環境，透過辦公室電腦之連結，匯入選取監測項目， 

2. 點選圖 4.2-71 下方之「匯入」。 

3. 選擇「監測項目」。 

4. 按「向下箭頭」按鈕，加入選取清單。選取方式如圖 4.2-72，從上

方監測項目列表選單，點選欲下載之監測項目，並按下「向下箭頭」

按鈕，以新增到選取項目選單，若欲多個下載項目，可重複此步驟。

若欲移除已選取項目，可從已選取項目清單，點選欲移除之監測項

目，並按下「向上箭頭」按鈕，以移除到原監測項目選單。 

5. 按下「開始下載」按鈕，即與遠端資料庫連線，將相關監測資料由

伺服主機資料庫匯入至 PDA 之 SQL Server CE 資料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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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2 PDA 資料匯入 

6. 開始匯入前，若選取之監測資料已存在於 PDA 中，將出現圖 4.2-73
之警告畫面。選擇「否」，將停止匯入資料，選擇「是」，將繼續

資料匯入動作。如圖 4.2-73 所示。 

 
圖 4.2-73 PDA 資料匯入 

7. 資料匯入成功畫面如圖 4.2-74 所示。資料匯入 PDA 後，即可前往水

庫進行資料收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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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4 PDA 資料匯入 

PDA 監測資料新增維護作業 

提供 PDA 資料庫中人工觀測資料之新增、修正與刪除，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圖 4.2-71 下方之「調查」。 

2. 選擇「壩區」。進行資料收集調查的第一個步驟是指定「壩區」。 

3. 選擇「監測項目」。 

4. 按下「下一步」按鈕後，即進入現地調查步驟二—填入監測讀數。 

 
圖 4.2-75 資料收集調查步驟一 

5. 填入監測讀數。現地調查步驟二為填入監測讀數，其畫面，會隨著

步驟一所選定監測項目內監測儀器之讀數數目而有不同，圖 4.2-76
為單讀數儀器資料收集調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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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單讀數儀器而言 

 填入監測讀數時，必須選取儀器； 

 系統會自動填入當時的「日期」與「時間」，作為讀取時間，使

用者亦可自行修改； 

 此外，還必須選取「觀測者」與填入讀值，如圖 4.2-76 所示。 

 輸入完成後，若按下「完成」按鈕後，即進入步驟三。 

 若按下「極值」按鈕後，將顯示該單讀數儀器之歷史極大極小值。 

 若按下「歷史紀錄」按鈕後，將顯示該單讀數儀器之歷史監測記

錄。 

 
圖 4.2-76 單讀數儀器資料收集調查 

7. 圖 4.2-77 為地下水位觀測井資料收集調查畫面，對於地下水觀測井

而言，必須填入一個讀數，另一讀數—管頂高程由系統自動從資料

庫取得。因此，在步驟二，同樣 

 必須選取儀器； 

 系統會自動填入當時的「日期」與「時間」，作為讀取時間，使

用者亦可自行修改； 

 此外，還必須選取「觀測者」與填入兩個觀測讀數，如圖 4.2-7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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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7 地下水位觀測井資料收集調查 

 輸入完成後，若按下「驗證」按鈕後，即進入步驟三。 

 若按下「極值」按鈕後，將顯示如圖 4.2-78 所示之歷史極大極

小值。 

 若按下「歷史紀錄」按鈕後，將顯示該儀器歷史監測記錄。 

 
圖 4.2-78 地下水位觀測井極值查詢 

8. 對於三讀數儀器而言，必須填入三個讀數。因此， 

 在步驟二，同樣必須選取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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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會自動填入當時的「日期」與「時間」，作為讀取時間，使

用者亦可自行修改； 

 此外，還必須選取「觀測者」與填入三個觀測讀數，如圖 4.2-79
所示。 

 
圖 4.2-79 三讀數儀器資料收集調查 

 輸入完成後，若按下「極值」按鈕後，將顯示該儀器之歷史極大

極小值。 

 若按下「歷史紀錄」按鈕後，將顯示該儀器之歷史監測記錄，若

按下「驗證」按鈕後，即進入步驟三。 

9. 現地調查第三個步驟，是在新增觀測記錄時，將輸入之觀測讀數計

算轉換輸出成觀測物理量，並把物理量與監測資料歷史極大極小值

進行比對，以初步驗證資料正確性，再進行儲存的動作。若輸入之

觀測讀數在歷史極大極小值範圍內，則出現「資料驗證正常」之訊

息，如圖 4.2-80 所示之資料驗證正常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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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0 資料驗證正常畫面 

10. 按下「確定儲存」按鈕後，觀測記錄即儲存於 PDA 資料庫中，如圖

4.2-81 所示。 

 
圖 4.2-81 儲存觀測記錄成功畫面 

 

11. 反之，若資料超過歷史極大極小值，則出現紅色「資料超過範圍」

之訊息，提醒使用者，如圖 4.2-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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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2 資料驗證超過範圍畫面 

12. 此時，使用者仍可按下「確定儲存」按鈕後，觀測記錄即儲存於 PDA
資料庫中，如圖 4.2-83 所示。 

 
圖 4.2-83 資料驗證超過範圍強制儲存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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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儲存於 PDA 資料庫後，使用者就可以查詢或維護指定儀器監測資

料。 

PDA 監測資料查詢作業 

查詢 PDA 資料庫相關儀器之監測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如圖 4.2-84 所示，資料查詢的第一個步驟是依次選擇「壩區」、「監

測項目」與「儀器編號」， 

2. 再按下「歷史資料查詢」或「極值查詢」按鈕，進行查詢的步驟二。 

 
圖 4.2-84 儀器資料查詢畫面 

3. 步驟二的畫面，會隨著步驟一所選定監測儀器之讀數數目而有不

同。圖 4.2-85、4.2-86 分別展示孔隙水壓計、大壩滲漏量水堰之歷史

資料查詢畫面，上方顯示儀器編號，可由右方與下方捲軸檢視全部

畫面內容，按下「關閉」按鈕，可關閉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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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5 孔隙水壓計歷史資料查詢畫面 

 

 
圖 4.2-86 大壩滲漏量水堰歷史資料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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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7 展示三讀數儀器之歷史資料查詢畫面，上方顯示儀器編號，

可由右方與下方捲軸檢視全部畫面內容，按下「關閉」按鈕，可關閉

查詢畫面。 

 

 
圖 4.2-87 三讀數儀器歷史資料查詢畫面 

4. 圖 4.2-84 中，若按下「極值查詢」按鈕，將出現如圖 4.2-88、4.2-89
之單讀數、三讀數儀器極值查詢畫面，上方顯示儀器編號，按下「回

上一頁」按鈕，可關閉查詢畫面。 

 
圖 4.2-88 單讀數儀器極值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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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9 三讀數儀器極值查詢畫面 

除了查詢之外，對於調查的資料，在匯出至伺服器資料庫前，也可以在

PDA 上對資料進行修改或刪除。 

PDA 監測資料維護作業 

提供 PDA 資料庫中人工觀測資料之修正與刪除，作業程序如下： 

1. 資料維護時，選擇「監測項目」後（圖 4.2-90 上方紅色方框區域），

該「監測項目」下所有調查的資料會顯示出來。 

2. 直接點選「儀器編號」後方之讀取時間或儀器讀數（圖 4.2-90 中間

紅色方框區域），相關資料即可顯示於下修改區域中（圖 4.2-90 下

方紅色方框區域），以方便資料修改，修改完成後，按下「修改」

按鈕，修改完成將出現如圖 4.2-90 所示之畫面。 

 
圖 4.2-90 監測資料修改畫面 

3. 亦可直接點選「儀器編號」前方之灰色方塊（圖 4.2-90 中間紅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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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區域），以選取一筆監測資料，再按下「刪除」按鈕，確認時若

點選「是」(如圖 4.2-91 所示之畫面)，即刪除該筆監測資料。 

 
圖 4.2-91 監測資料刪除確認畫面 

資料收集完畢後，回到辦公室後，必須儘快進行異動資料匯出，異動資

料是指儲存於 PDA 資料庫中尚未匯出至伺服器資料庫之調查資料。匯出前

PDA 必須置於插槽內，再進入本系統，執行資料匯出。 

PDA 監測資料匯出作業 

提供異動之監測資料由 PDA 資料庫匯出至資料庫伺服器中，作業程序如

下： 

1. 資料匯出時，首先會提示可以匯出資料之數量，按下「確定匯出」

按鈕，即開始執行資料匯出動作，如圖 4.2-92 所示。 

 
圖 4.2-92 監測資料匯出畫面 

2. 若無新資料可供匯出，其畫面如圖 4.2-9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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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3 無新資料可供匯出畫面 

3. 若有新資料可供匯出，若匯出成功後在 PDA 將無法再修改，因此此

時出現如圖 4.2-94 所示之警告畫面。 

 
圖 4.2-94 資料匯出前警告畫面 

4. 若匯出成功，其畫面如圖 4.2-95 所示。資料匯出至資料庫後，伺服

端系統會自動啟動資料異常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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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5 資料匯出成功 

4.2.3 報表及圖形輸出作業 

本系統提供監測報表、地震觀測記錄、人工檢查表等三類報表及圖形輸

出作業。各作業之功能說明詳表 4.2-3。 

表 4.2-3 報表及圖形輸出作業功能說明 
編號 作業項目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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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地震觀測記錄及以圖形方式顯示地震記錄。 
R035 人工檢查表輸出作業 輸出人工檢查表相關資料。 

監測報表輸出作業 

根據輸入條件，輸出相關監測報表，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報表及圖形輸出作業」下之「監測報表」。 

2. 選擇「報表名稱」。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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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報表種類 3.設定查詢時間

1.點選監測報表

 
圖 4.2-96 監測報表輸出作業畫面之一 

5. 每張報表之內容與各壩區觀測項目有關，一般而言，每個觀測項目

都有許多儀器，因此尚須選擇儀器。勾選儀器(可多選)。 

6. 點選「產生報表」，指定報表將產生於下方。 

4.勾選儀器
5.點選產生報表

 
圖 4.2-97 監測報表輸出作業畫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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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列印報表」圖示，列印報表。 

8. 選擇印表機。 

9. 點選「列印」按鈕，送出列印。 

7.選擇印表機

6.點選列印報表
8. 點選列印

 
圖 4.2-98 監測報表輸出作業畫面之三 

本系統監測報表輸出作業可輸出表 4.2-4 所列之 19 種監測報表。 

表 4.2-4 監測報表輸出作業報表一覽 

項次 監測報表名稱 

1 石門地下水位觀測 
2 後池地下水位觀測 
3 義興邊坡地下水位觀測 
4 石門傾斜管觀測 
5 榮華傾斜管觀測 
6 義興傾斜管觀測 
7 石門滲漏水量觀測 
8 榮華滲漏水量觀測 
9 義興滲漏水量觀測 
10 石門壩體孔隙水壓觀測 
11 義興收斂儀觀測 
12 義興結構傾斜銅盤觀測 
13 義興岩盤伸縮儀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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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榮華經緯儀觀測 
15 榮華壩應變計觀測 
16 榮華壩擺線儀觀測 
17 石門右山脊沉陷位移觀測 
18 石門壩頂沉陷量人工觀測 
19 石門壩頂沉陷位移測量 

地震觀測記錄輸出作業 

提供根據輸入條件，輸出地震觀測記錄及以圖形方式顯示地震記錄，作

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報表及圖形輸出作業」下之「地震觀測記錄」。 

2. 選擇「壩區」。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選擇「震度」，設定震度查詢條件。 

6. 點選「查詢」，地震觀測記錄以列表方式出現於下方資料方格。 

2.選擇壩區

4.點選查詢

3.設定其他查詢條件

1.點選地震觀測記錄

 
圖 4.2-99 地震觀測記錄輸出作業畫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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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任一地震觀測記錄後方之震波圖圖示，檢視該次地震之震波圖。 

5.點選圖示

6.關閉視窗

 
圖 4.2-100 地震觀測記錄輸出作業畫面之二 

人工檢查表輸出作業 

可以查詢及輸出人工檢查表相關資料，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報表及圖形輸出作業」下之「人工檢查表」。 

2. 選擇「報表名稱」。 

3.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起始時間」。 

4. 利用「時間查詢控制項」，選擇「結束時間」。 

5. 點選「查詢」。 

6. 由查詢結果，點選指定報表後方之「產生」。 

7. 點選 ，列印報表。 

8. 點選 ，關閉報表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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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人工檢查表查詢

2.選擇報表名稱
5.點選查詢

3.點選起始時間 4.點選結束時間

6.點選產生

 
圖 4.2-101 人工檢查表輸出畫面之ㄧ 

8.點選關閉報表檢視

7.點選列印報表

 
圖 4.2-102 人工檢查表輸出畫面之二 

本系統人工檢查表輸出可輸出表 4.2-5 所列之 11 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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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人工檢查表輸出報表一覽 

項次 人工檢查表名稱 

1 石門壩區安全檢查表 
2 石門發電廠安全檢查表 
3 石門排洪隧道安全檢查表 
4 榮華壩區安全檢查表 
5 義興電廠安全檢查表 
6 石門壩觀測計畫表 
7 榮華壩觀測計畫表 
8 蓄水庫安全評估辦理情形提送表 
9 蓄水庫水壩安全檢查表 
10 石門水庫主要工程結構物及水工機械基本數據 
11 榮華壩主要工程結構物及水工機械基本數據 

4.2.4 即時預警作業 

即時預警作業提供即時預警警戒等級維護作業、即時預警異常紀錄處理

作業、即時預警紀錄查詢作業、即時預警簡訊通知發送作業、儀器警戒值設

定作業、即時預警警戒等級判斷作業、即時預警儀器相關性建檔作業、儀器

警報啟動設定作業、即時預警通知內容維護作業、即時預警通知名單維護作

業、即時預警黃單列印作業、黃單列印作業、顯示面板設定作業等。各作業

之功能說明詳表 4.2-6。 

表 4.2-6 報表及圖形輸出作業功能說明 

編號 作業項目 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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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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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53 顯示面板設定作業 依山閣監測資訊顯示面板之顯示設定。 

即時預警異常紀錄處理作業 

當監測資料超越警戒值時，系統將自動把資料異常查核的結果與建議處

理方式作為通知內容，按照預先設定之方式與名單，通知水庫管理人員前往

處理，以查明異常發生之原因。異常原因若屬「人為觀測錯誤」與「儀器異

常」，可重測者重測，不可重測者則忽略。異常原因若不屬人為錯誤與儀器

異常，則可能為「結構異常」。水庫管理人員必須於處理後，由異常紀錄處

理填報結果。 

進行異常紀錄處理時，系統首先會載入資料異常儀器之發生時間及相關

資料，管理人員於處理後，應回報異常儀器「異常種類」及勾選「處理完畢」。 

異常種類分為 5 種： 

 人為誤差—可歸因於觀測錯誤者，如：觀測方法不正確、觀測讀數記

錄錯誤‧‧‧等。 

 儀器異常—儀器因故障、安裝錯誤或訊號干擾‧‧‧等所致之資料異

常。 

 結構異常—經追蹤後，仍為異常且無法歸因於人為誤差或儀器異常。 

 尚屬安全—無法歸因於人為誤差或儀器異常，但研判尚屬安全。 

 待查原因—暫時無法處理，原因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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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03 異常紀錄處理流程說明圖 

本作業提供即時預警異常儀器之處理與紀錄，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之「異常紀錄處理」。 

2. 點選「處理流程說明」，查看異常紀錄處理流程說明圖。 

1.點選異常紀錄處理

2. 點選處理流程說明

3.關閉處理流程說明

 
圖 4.2-104 異常紀錄處理畫面之一 

3. 點選資料方格內任一異常紀錄後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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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檢視

 
圖 4.2-105 異常紀錄處理畫面之二 

4. 查看異常資料之內容，點選「返回」，返回異常紀錄處理頁面。 

5.點選返回

 
圖 4.2-106 異常紀錄處理畫面之三 

5. 管理人員於處理後，選擇異常儀器「異常種類」。由於異常紀錄處

理可能要耗費一段時間才能完畢，管理人員可以選擇「待查原因」

作為異常種類。 

6. 點選「儲存處理結果」，可將目前處理結果暫存起來。 

7. 繼續處理下一筆異常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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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選擇異常種類

7.點選儲存處理結果

8.繼續處理下一筆

 
圖 4.2-107 異常紀錄處理畫面之四 

8. 管理人員選擇「異常種類」若為人為誤差、儀器異常、結構異常或

尚屬安全，需繼續勾選「處理完畢」。 

9. 在確認視窗內按下「確定」按鈕，確認並儲存異常處理結果。 

9.選擇異常種類 10.勾選處理完畢

11.點選確定

 
圖 4.2-108 異常紀錄處理畫面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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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預警警戒等級判斷作業 

異常紀錄處理完畢後，系統可自動針對各壩區發生結構異常之儀器，進

行各壩區警戒等級判斷，並立即將系統自動判定之結果暫存於系統。警戒等

級判斷結果還需要結合管理人員定性判斷之結果，才會真正確定警戒等級與

發佈警示通知。 

 
圖 4.2-109 警戒等級判斷流程說明圖 

本作業提供即時預警警戒等級之判斷，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之「警戒等級判斷」，查看目前系統自動判定

之各壩區警戒等級，以及目前水位資訊。若壩區安全等級不是屬於

綠燈(正常)，如紅燈或黃燈，則該壩區旁會自動浮現「警戒等級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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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紐。 

2. 點選「警戒等級處理」按鈕後，即進入壩區警戒等級處理頁面。水

庫管理人員可利用警戒等級處理，查看目前該壩區發生結構異常儀

器之清單。 

1.點選警戒等級判斷

2. 點選警戒等級處理

 
圖 4.2-110 警戒等級判斷畫面 

3. 進入壩區警戒等級處理頁面後，點選「警戒等級判斷流程」按鈕，

查看流程說明。 

3.點選警戒等級判斷流程

4.關閉警戒等級判斷流程說明

 
圖 4.2-111 警戒等級處理畫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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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儀器定性判斷說明」按鈕，查看定性判斷說明。 

5.點選儀器定性判斷說明

6.關閉儀器定性判斷說明

 
圖 4.2-112 警戒等級處理畫面之二 

5. 點選資料方格內任一異常紀錄後之「檢視」，查看異常資料內容。 

6. 管理人員可依據定性判斷之結論，更動該壩區之警戒等級。 

7. 更動完成後，點選「確認結構異常等級」，確認更動警戒等級。 

8. 由警告視窗，再次點選「確定」，確認更動警戒等級。系統將儲存

「警戒等級」結果，並自動啟動相關警戒等級之通知程序，列印或

發送通知相關人員。 

8.更改警戒等級

9.點選確認結構異常等級

7.點選檢視

10.點選確定

 
圖 4.2-113 警戒等級處理畫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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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預警紀錄查詢作業 

不管是資料異常查核或警戒等級確認後系統所自動列印或發送之通知，

系統都會自動留下記錄，這些記錄可在預警記錄查詢功能中，檢視其內容。

查詢預警記錄時，首先應選擇查看之類別為「資料異常」（資料異常查核時

所產生的記錄）或「結構異常」（警戒等級確認後所產生的記錄）。 

本作業提供即時預警紀錄之查詢，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之「預警紀錄查詢」。 

2. 選擇查看類別為「資料異常」。 

3. 設定查詢條件，可依據壩區、儀器、日期、警戒等級等設定查詢條

件。 

4. 點選「查詢」，預警紀錄查詢結果將以列表方式顯示於下方資料方

格中。 

2.選擇資料異常

1.點選預警紀錄查詢

4.點選查詢

3.設定查詢條件

 
圖 4.2-114 資料異常預警記錄查詢畫面 

5. 選擇查看類別為「結構異常」。 

6. 設定查詢條件，可依據壩區、儀器、日期、警戒等級等設定查詢條

件。 

7. 點選「查詢」，預警紀錄查詢結果將以列表方式顯示於下方資料方

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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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選擇結構異常

7.點選查詢

6.設定查詢條件

 
圖 4.2-115 結構異常預警記錄查詢畫面 

儀器警戒值設定作業 

儀器新增完成後，如果該儀器已經訂定警戒值，首先便須建立儀器之警

戒值。本作業提供各儀器警戒值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之「儀器警戒值設定」。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選擇「警戒值種類」，警戒值種類共分為固定值、上下界值、與水

位相關、與雨量相關、與水位雨量相關等 5 類。 

4. 警戒值新增區之內容會隨著選定之警戒值種類而變動輸入項目。依

據選定警戒值種類，輸入設定值。若勾選預設警戒值，其警戒設定

值依據為安全評估報告。 

5. 輸入警戒值與發生異常時之應變方式後，點選「新增」，即完成儀

器警戒值新增，警戒設定值將出現於下方資料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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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儀器

1.點選儀器警戒值設定

3.選擇警戒值種類

4.依據選定種類輸入設定值

5.點選新增

 
圖 4.2-116 新增儀器警戒值畫面 

6. 點選下方分頁編碼，可檢視各分頁資訊。 

7. 若欲修改或刪除警戒值內容，可選擇該警戒值後方之「修改」或「刪

除」按鈕，修改或刪除既有儀器警戒值設定。點選警戒設定值後方

之「編輯」，可修改警戒設定值。(警告：任意修改警戒設定值，可

能導致即時預警作業發生錯誤) 

8. 點選警戒設定值後方之「更新」，可儲存警戒設定值變更。 

9. 點選警戒設定值後方之「刪除」，可刪除警戒設定值。(警告：任意

刪除警戒設定值，可能導致即時預警作業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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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選更新

6. 點選分頁

10.點選刪除

8.修改設定值

7.點選編輯

 
圖 4.2-117 儀器警戒值維護畫面 

即時預警儀器相關性建檔作業 

儀器新增完成後，若儀器警戒值已設定完成，其次便須建立儀器警戒群

組。儀器警戒群組的目的在於針對各類水工構造物安全監測的重點，利用資

訊技術，對監測資料發生異常之儀器，根據預先設定之儀器警戒分組，進行

警戒狀況初步判斷。 

本作業提供儀器警戒群組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之「警戒群組維護」。 

2. 設定儀器之警戒群組之前，若警戒群組尚未建立，可利用點選「新

增群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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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新增群組1.點選警戒群組維護

 
圖 4.2-118 新增儀器警戒群組畫面之一 

3. 輸入警戒群組名稱。 

4. 點選「確定加入警戒群組」按鈕，建立新的警戒群組，以供挑選。 

4.點選確定加入警戒群組

3.輸入警戒群組名稱

 
圖 4.2-119 新增儀器警戒群組畫面之二 

5. 若警戒群組已存在，選擇儀器欲加入之警戒群組。 

6. 選擇壩區與指定監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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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定監測項目之所有儀器將於左方可以挑選名單列出，以方便挑選

加入警戒群組，挑選結果將列表於右方已加入儀器名單。 

6.選擇壩區與監測項目

5.選擇警戒群組

7.挑選儀器

 
圖 4.2-120 儀器警戒群組維護畫面之一 

8. 所有警戒群組同時將顯示於下方總表區，選擇任一群組，按下

可以顯示指定群組內之所有儀器名單。點選「縮合」，可復原。 

9.點選縮合

8.點選展開

 
圖 4.2-121 儀器警戒群組維護畫面之二 

9. 選擇任一群組，按下後方「編輯」按鈕，該群組內之所有儀器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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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於上方與中間區域，以方便使用者修改。 

10. 修改設定值。 

11. 點選後方「更新」按鈕。(警告：任意修改警戒群組設定，可能導致

即時預警作業發生錯誤) 

12. 若欲刪除警戒群組，可點選後方「刪除」按鈕，將刪除該警戒群組。

(警告：任意刪除警戒設定值，可能導致即時預警作業發生錯誤) 

12.點選更新

13.點選刪除
11.修改設定值

10.點選編輯

 
圖 4.2-122 儀器警戒群組維護畫面之三 

即時預警通知名單維護作業 

儀器新增完成後，若儀器警戒值已設定完成且已加入儀器警戒群組，其

次便須儀器發生資料異常之通知名單。所謂「資料異常通知名單」是指當儀

器資料發生超越警戒值時，必須立即通知相關管理人員或廠商，以便前往處

理查明異常發生原因。 

本作業提供儀器發生異常狀況時通知名單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業程

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通知名單維護」下之「資料異常」。 

2. 設定儀器發生資料異常通知名單時，必須先選定壩區。 

3. 設定警戒等級、儀器所屬之監測項目、通知人員姓名、通知方式等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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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新增」按鈕後，即完成新增程序。 

2.選擇壩區

1.點選資料異常

4.點選新增

3.選擇設定條件

 
圖 4.2-123 新增資料異常通知名單畫面 

5. 新增之名單會立即顯示於選定壩區之資料異常通知名單資料方格

中。選擇任一項目，按下「編輯」按鈕，該項目之所有設定將顯示

於上方修改區域，以方便使用者修改。 

6. 修改設定值。 

7. 點選後方「更新」按鈕。 

8. 按下「刪除」按鈕，將刪除該通知名單設定。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90   

 

7.點選更新

8.點選刪除

6.修改設定值

5.點選編輯

 
圖 4.2-124 資料異常通知名單維護畫面 

除此之外，本作業也提供各壩區發生各級警戒狀況時，通知名單之新增、

刪除與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通知名單維護」下之「結構異常」。 

2. 設定壩區、警戒等級、通知人員姓名、通知方式等內容。 

3. 按下「新增」按鈕後，即完成新增程序。 

9.點選結構異常

11.點選新增

10.選擇設定條件

 
圖 4.2-125 新增結構異常通知名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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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增之名單會立即顯示於選定壩區之結構異常通知名單資料方格

中。選擇任一項目，按下「編輯」按鈕，該項目之所有設定將顯示

於上方修改區域，以方便使用者修改。 

5. 修改設定值。 

6. 點選後方「更新」按鈕。 

7. 按下「刪除」按鈕，將刪除該通知名單設定。 

14.點選更新

15.點選刪除

13.修改設定值

12.點選編輯

 
圖 4.2-126 結構異常通知名單維護畫面 

即時預警通知內容維護作業 

本作業提供發生各等級警戒狀況時，通知內容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

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通知內容維護」。 

2. 點選「警戒等級」。 

3. 填入通知內容。 

4. 按下「新增」按鈕後，即完成新增程序。新增之內容會立即顯示於 v
下方資料方格中。 

5. 選擇任一項目，按下「編輯」按鈕，該項目之所有設定將顯示於上

方修改區域，以方便使用者修改。 

6. 修改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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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選後方「更新」按鈕。 

2.選擇警戒等級

1.點選通知內容維護 4.點選新增

3.填入通知內容

7.點選更新

6.修改設定值 5.點選編輯

 
圖 4.2-127 通知內容維護畫面 

儀器警報啟動設定作業 

本作業提供儀器發生異常時，警報是否啟動之設定，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警報啟動設定」。 

2. 點選「選擇」按鈕，開啟「儀器選擇控制項」，選擇儀器。 

3. 點選「關閉警報」按鈕，即完成關閉警報程序。 

4. 另一種方式，選擇「壩區」、「監測項目」等查詢條件，儀器會立

即顯示於下方「儀器警報已關閉列表」資料方格中。 

5. 選擇儀器，勾選其後方之「警報啟動設定」，即完成關閉警報程序。

該儀器將自動自下方「儀器警報已關閉列表」資料方格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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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選擇

1.點選警報啟動設定

3.點選關閉警報

4.設定查詢條件

5.勾選警報啟動設定

 
圖 4.2-128 警報啟動設定畫面 

即時預警黃單列印作業 

本作業提供手動及自動列印即時預警黃單，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黃單列印」。 

2. 點選「列印黃單」按鈕，即完成手動列印即時預警黃單程序。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94   

 

2.點選列印黃單

1.點選黃單列印

 
圖 4.2-129 手動列印即時預警黃單畫面 

顯示面板設定作業 

本作業配合顯示面板硬體，提供依山閣監測資訊顯示面板之顯示設定，

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即時預警」下「監測資訊顯示板設定」。 

2. 點選各壩區顯示設定按鈕，即完成依山閣監測資訊顯示面板之顯示

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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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顯示設定1.點選顯示板設定

 
圖 4.2-130 監測資訊顯示板設定畫面 

4.2.5 系統管理作業 

為提升系統之安全性，本系統只開放給經過授權之人員使用。系統管理

員可以利用「系統管理」對使用者之權限進行管理，「系統管理」提供「使

用者管理」、「群組管理」、與「權限管理」等功能，來滿足帳號、群組、

權限等管理需求。 

本系統中，使用者主要是透過權限群組來取得使用權限，系統則透過權

限群組來提供使用者資源。 

下面實例將展示系統管理員如何建立權限群組與使用者帳號，以及對權

限群組所能使用之資源進行管理，並將使用者加入此權限群組，以達到使用

者權限管理之目的。 

權限群組管理作業 

本作業提供權限群組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群組管理」。 

2. 權限群組新增時必須於上方新增區輸入或選取該群組之名稱，備註文

字則視實際需求輸入。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96   

 

3. 按下「新增」按鈕後，即完成新增權限群組。新的權限群組立即顯示

於權限群組總表，透過分頁方式展示。 

4. 若欲修改任一權限群組內容，只要按下該權限群組後方之「編輯」按

鈕，即可進行修改。 

5. 完成後按下「更新」按鈕，資料即更新。 

6. 若按下該權限群組後方之「刪除」按鈕，確認後該權限群組即自資料

庫中刪除。 

1.點選群組管理

3.點選新增

2.填入群組屬性資料

6.點選更新5.修改設定值

4.點選編輯
7.點選刪除

 
圖 4.2-131 權限群組管理 

使用者帳號管理作業 

本作業提供使用者帳號資料之新增、刪除與修改，作業程序如下： 

1. 點選「帳號管理」。 

2. 使用者帳號新增時必須於上方新增區，輸入或選取使用者真實姓名、

單位、帳號、密碼、部門、職稱、信箱、電話、行動電話、權限群

組相關欄位後，備註文字則視實際需求輸入。 

3. 按下「新增」按鈕後，即完成新增帳號。新的帳號立即顯示於使用者

帳號總表，透過分頁方式展示。 

4. 若欲修改任一使用者帳號內容，只要按下該帳號後方之「編輯」按鈕，

相關欄位內容即顯示於上方新增區，方便使用者進行修改。 

5. 完成後按下「更新」按鈕，資料即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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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若按下該使用者帳號後方之「刪除」按鈕，確認後該使用者帳號即自

資料庫中刪除。 

1.點選帳號管理

3.點選新增

2.填入帳號資料

6.點選更新

5.修改設定值

4.點選編輯

7.點選刪除

 
圖 4.2-132 帳號管理 

管理權限群組可使用之資源時，首先必須指定權限群組，指定後該群組

之主選單與次選單設定，將顯示於圖 4.2-133 中間及下方紅色方框區域，可

以以勾選方式修改其主選單與次選單授權之資源，完成後按下「更新權限」

按鈕，群組權限資料即更新。 

 
圖 4.2-133 權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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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4 展示此一權限群組之使用者登入本系統成功後，進入監測管

理次系統之畫面。 

 
圖 4.2-134 使用者登入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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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監視管理次系統 

UniArgusProfessional™之控制程式在同一台電腦上只能執行一次，執行

後此電腦即為 UniArgus2.0 Server，系統在安裝完畢會被加入『開始』『程

式集』之『啟動』群組之中，程式啟動後會自動縮小。視窗中央為所有動作

之訊息。 

 

 
圖 4.2-135 監視管理次系統控制程式安裝 

 

在同一台電腦上可以同時執行多個 UniArgus2.0™管理程式，標準安裝步

驟請參考系統安裝手冊。以下為詳細操作說明： 

系統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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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行 UniArgus 前，為了確保系統的安全使用與管理需求，使用者需要

鍵入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以便確認身分。有關新增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請參閱『使用者與群組』。如果您要透過 UniArgus2.0 伺服器取得攝影機影

像，請勾選『透過伺服器連接攝影機』（預設是直接連結攝影機取得影像）；

如果您是透過 Internet 連接 UniArgus2.0 伺服器，則請勾選『由 Internet 登
入』選項。 

系統當您使用不當使用者名稱或密碼登入三次後，將會自動結束登入動

作。 

管理程式主畫面 

管理程式系統主畫面主要分三大區域： 

1. 工具列：為主要功能選項顯示區，此工具列選項內容，會根據您在樹

狀功能區所選擇的項目不同而變更。 

2. 樹狀功能區：主要包含下列三大部分。 

(1) 系統管理 

(2) 使用者與群組 

(3) 電子地圖 

3. 功能顯示區：主要為執行樹狀功能區之功能時的資料顯示區，其中包

含電子地圖顯示區。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操作使用手冊

 

 4-101   

 

 

工具列

樹

狀

功

功

能

顯

示

區 

 
圖 4.2-136 監視管理次系統管理程式主畫面 

1. UniArgus 提供的主系統管理功能如圖 4.2-137 所示，以下針對各項

主系統功能進行說明。 

圖 4.2-137 監視管理次系統管理程式主畫面 

(1) 切換站臺：按下『切換站臺』鍵可切換至網路上各站臺點，修改

或查看各站臺系統管理及使用者與群組的設定。在切換之前，必須

先至主站臺電子地圖的地方新增站臺，此對話框才會顯示已新增站

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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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 設定： 

 

(3) 電子郵件： 

 

主要功能為使用告警系統時，所通知之電子郵件伺服器名稱與寄件人

相關資料。在此所要填入的外寄郵件伺服器，為收件者的郵件伺服

器，而不是寄件人所使用郵件帳號的外寄郵件伺服器。 

例如：收件者為 user@ms53.hinet.net，則外寄郵件伺服器應該填入

ms53.hinet.net。 

(4) 簡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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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服務為警報連動事件發生時，系統可自動發送警示簡訊至使用者

所設定的手機門號。在此對話方格內請選擇簡訊發送廠商名稱並填好

登入發送系統之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5) 假日設定： 

 

提供使用者選擇當年度除週六週日外之國定假日或公司自訂之特殊

假日日期。當設定此日期後，且在警報設定中勾選『假日設定』選項

時，系統將會在此假日時間全天候的啟動警戒。 

(6) DNSSet： 

 

主要提供系統伺服器與影像設備間的 DNS 名稱解析服務。當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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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勾選啟用 DNS 名稱解析時，影像設備係利用 IP 位址與伺服器產

生連線，若勾選啟用 DNS 名稱解析時，影像設備會利用 DNS 名稱解

析服務轉換成 IP 位址，再與伺服器連線。啟用 DNS 名稱解析後，需

特別注意伺服器與影像設備內的 DNS 設定，才能進行名稱解析服務。 

(7) 錄影容量設定： 

 

主要提供系統儲存空間之循環使用。其中錄影儲存路徑，將分別指向

您欲儲存排程錄影與警報錄影資料之路徑。 

a. 容量配置：代表資料儲存的最高容量。 

b. 容量警戒點：代表資料儲存量若超過此警戒點時，系統將

發出告警相關動作。 

c. 容量保留：代表循環使用儲存空間時，舊有資料保存的最

低容量。 

因此，當資料量大於『容量警戒點』時，系統將會根據『(8)系統警報

設定』中所設定之內容發出告警給相關人員；當資料量達到『容量配

置』點時，系統將自動刪除最舊的資料，一直到資料容量達『容量保

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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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統警報設定： 

 

主要提供管理者可在系統發生錯誤時通知相關人員進行維護，

UniArgus 提供下列三種主要系統告警來源： 

a. 當硬碟容量超過警戒點時：請參閱『(7)錄影容量設定』。 

b. 當網路設備斷線時。 

c. 當資料庫異常時：若系統在運作中發生資料庫存取異常，

系統將是唯一事件來源，發出告警。 

有關相關告警動作設定，可按下『警報動作…』鍵後於警報連動視窗

中加以設定。對於系統警報部份將只提供『全天候啟動』，且警報連

動的動作目前提供 E-mail、簡訊及 Set DO ON/Off，可按下『新增』

鍵，進行新增連動動作，或直接套用其他已設定之設定值。 

a. 開啟警報連動設定：按下『警報連動』按鈕，即可開啟警

報連動視窗。 

b. 選擇『警報啟用時段』：啟動警報連動設定，必須先選擇

『警報啟用時機』，可以設定為『不啟用』、『全時段啟

用』、及『依時段啟動』三種基本模式。 

c. 選擇是否於『假日設定』日期全天啟用：選擇是否使用於

『假日設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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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設定『警報有效觸發間隔』時間：依照實際的使用環境需

求，設定不同的間隔時間，可以更有效達成不同的警報事

件觸發感應。 

 

a. 新增警報連動設定：按下『新增』按鈕，即可開啟『警報

對應動作』視窗。 

 

a. 選擇『對應動作』：在『對應動作』欄位之中，選擇『電

子郵件』項目。 

b. 選擇『攝影機地點』，輸入『備註』：在『攝影機地點』

欄位之中，可以選擇攝影機，並可以在備註欄位中填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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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註解說明。 

c. 設定『執行時間』：在執行時間的設定項目之中，可以設

定為『立即執行』，或是『延遲執行』。 

d. 建立警報連動設定：按下『建立』按鈕即可完成警報即時

影像設定，如不需要設定其他警報連動，按下『關閉』按

鈕即可關閉『警報對應動作』視窗。 

 

警報連動設定亦可直接套用其他已設定之設定值，如圖 4.2-138。 

 
圖 4.2-138 套用已有之警報連動設定值 

 

 

依照上述設定方式，可以一次設定多個警報對應動作，於完成全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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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後，按下『確定』按鈕，即可出現『設定成功』訊息視窗，確定

警報連動設定成功。 

『執行時間』的設定選項並非所有對應動作皆可有此設定項目，當使

用者按下對應動作選擇時，將會根據不同的設定項目而有不同的設定

選項。 

(9) 影像格式設定： 

 

攝影機的影像格式可區分為 NTSC 與 PAL 兩大系統，管理者可針對

所建置的攝影機進行設定，系統會根據設定格式調整影像畫面大小。 

(10) 驅動程式： 

所需檔案： 

a. .ini 檔 x 1，將想要增加的硬體加入程式的硬體清單中。 

b. .dll 檔 x 2，硬體驅動程式。 

 

安裝設備驅動程式之步驟如下所示： 

a. 在系統管理工具列上按下『驅動程式』，會跳出以下視窗。 

b. 按下『…』選取正確的.ini 檔案，確認硬體廠商跟設備說明

無誤後，按下確定。 

c. 跳出存檔成功訊息之後，表示新增硬體成功。 

2. 使用者與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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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者：系統預設一個管理者帳號 administrator，隸屬於

administrator 群組，此群組擁有所有管理與監看的權限，管理者亦

可新增自訂的使用者。 

(2) 自訂使用者： 

a. 新增一個使用者：當滑鼠點至樹狀功能區的『使用者與群

組』底下的『使用者』時，工具列上會出現『新增使用者』

鍵，按下將顯示『使用者設定』對話窗。 

 

b. 使用者基本設定：其中『使用者名稱』，『密碼』，與『確

認密碼』欄位為必要填寫欄位。UniArgus 提供針對使用者

帳號密碼的管控功能。如在第一次登入後是否強迫需要重

新變更密碼，或永久停用此帳號，或僅對此帳號開放特定

的一段時間等功能進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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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設定使用者隸屬群組：使用者帳號必須加入群組後才擁有

權限產生，根據所加入系統預定或自訂之群組，享有該群

組之功能，若同時加入屬於多個不同功能權限之群組，則

權限將採聯集方式運作。 

      
 

(3) 群組： 

系統預設有下列三個群組，這三個基本群組不得刪除。 

a. Administrator：將享有最高權限，可執行所有動作，包含新

增刪除設備帳號獲控制等…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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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onitor：可享有監看程式所有功能與權限。包含觀看影像，

歷史資料存取，及攝影機控制等功能。 

c. Power：可登入管理程式查看所有設定，但無更改之權限，

並且享有監看程式所有功能與權限。 

 

 

(4) 自訂群組： 

a. 新增一個群組：當滑鼠點至樹狀功能區的『使用者與群組』

底下的『群組』時，工具列上會出現『新增群組』鍵，按

下將顯示『群組設定』對話窗，可以看到四個頁籤：『一

般』、『功能隸屬』、『設備隸屬』及『輪跳群組隸屬』。 

b. 群組基本設定：首先在一般頁籤填入任意的群組名稱（必

填）以及適當的說明。底下有『選取之使用者』及『未選

取之使用者』兩個方塊，可以直接設定要隸屬於此群組的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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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設定群組功能隸屬：在此頁籤可以設定隸屬於此群組中的

使用者在監看程式所擁有的功能權限。 

      

d. 設定群組設備隸屬：在此頁籤可看到各連線站臺展開之電

子地圖，並可個別勾選或整體勾選此群組所擁有的設備權

限，若此群組無該設備之權限，則不可修改該設備參數或

使用該設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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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設定輪跳群組隸屬：在此可以設定此群組所擁有的輪跳群

組權限，必須要先設定好自訂輪跳群組，此頁面才會有群

組可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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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站臺電子地圖：主要是提供管理者設備管理之方便，並可在告警

時，清楚的瞭解警報發生地點。詳細說明如下： 

(1)工具列： 

a. 連線站臺：若有一 Administrator 由遠端進行變更時，彼端

的管理程式並不會自動更新，因此可藉由此功能鍵，立即

進行更新，或重新登入系統。 

b. 新增站臺：增加其他主機，以便於管理及監看設備。 

c. 連線所有站臺：同時更新本站臺及其他站臺的資料。 

d. 新增區域：在主站臺上增加一個節點。 

e. 輪跳設定：設定監看視窗要多少分割、各視窗上設備輪跳

的位置及輪跳間隔。 

f. 上載底圖：可針對此區域節點加入區域圖，UniArgus 提供

以下格式之圖檔（*.bmp；*.ico；*.jpg；*.wmf；*.emf；*.gif）。 

      
 

(2) 電子地圖的攝影機位置設定： 

點選『攝影機』之後，按住滑鼠右鍵，直接拖曳攝影機至上傳底圖的

適當位置上，完成攝影機佈置。網路攝影機的相關設備皆可以使用拖

曳方式安排至電子地圖的適當位置之中，以輔助警報監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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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更新底圖：因為 UniArgus 為求執行效能，會在執行該程式

端將相關設定儲存於 Cache 中，因此若有一 Administrator
由遠端進行底圖更新時，彼端的管理程式並不會自動更新

底圖，因此可藉由此功能鍵，立即進行更新，或重新登入

系統。 

b. 顯示比例：主要設定設備圖像與底圖間的顯示比例。 

c. 指標：可以拉移物件。 

d. 區域放大：在電子地圖上所拉選的方塊將放大倍數。 

e. 圖形平移：拖曳電子地圖。 

f. 中心放大：以電子地圖中心點為基準放大。 

g. 中心縮小：以電子地圖中心點為基準縮小。 

h. 回復原始大小：將顯示比例改變或位置經拖曳改變的電子

地圖回復原來狀態。 

(3) 新增區域： 

 

首先利用工具列的『新增區域』鍵並依據管理需求建立區域節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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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節點後，點選該節點，則可發現工具列顯示以下功能選項： 

a. 新增區域：可提供於此節點下再新增一層子區域節點。 

b. 編輯區域：可針對此節點進行區域功能變數名稱變更。 

c. 移除區域：可刪除此區域節點，但須特別注意，若刪除區

域節點，系統將自動刪除該節點下所有子區域節點及設備。 

d. 上載底圖：可針對此區域節點加入區域圖，UniArgus 提供

以下格式之圖檔（*.bmp；*.ico；*.Jpg；*.wmf；*.emf；*.gif）。 

e. 更新底圖：因為 UniArgus 為求執行效能，會在執行該程式

端將相關設定儲存於 Cache 中，因此若有一 Administrator
由遠端進行底圖更新時，彼端的管理程式並不會自動更新

底圖，因此可藉由此功能鍵，立即進行更新，或重新登入

系統。 

f. 顯示比例：主要設定設備圖像與底圖間的顯示比例。 

g. 新增網路攝影機：請參閱『(4)新增設備』。 

h. 新增影像閘道器：請參閱『(4)新增設備』。 

i. 新增 I/O 控制器：請參閱『(4)新增設備』。 

j. 新增刷卡主機：請參閱『(4)新增設備』。 

 

(4) 新增設備： 

當您完成區域節點建置後，便可進行設備新增的動作，因各項設備運

作方式相仿，因此以『新增影像閘道器』為例，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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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增影像閘道器：選擇硬體廠商、硬體型號、設定 IP 位置

及設備位置（其中 IP 位址與設備位置兩個欄位，不得有重

複的情形，系統會進行確認動作），設定好之後，請點選

建立。完成硬體設定後，系統將會自動根據該硬體的影像

Channel 數與 GPIO 數加入相關圖像，在未新增攝影機與

感測器前，設備名稱將顯示空白。 

(a) 編輯影像閘道器： 

      
 點選該影像閘道器下欲編輯之攝影機圖示，並按下工

具列之『編輯攝影機』鍵。此時可設定該攝影機相關

資料，包含： 

I. Channel Number 

II. 設備位置 

III. 警報錄影設定 

i、 最秒最大錄影張數 

ii、 警報前錄影秒數 

iii、 警報後錄影秒數 

IV. 預約錄影設定：每秒最大錄影張數 

V. 預約錄影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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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不錄影 

ii、 全時段錄影 

iii、 依時段錄影 

VI. 預約錄影方式 

i、 全程錄影 

ii、 影像位移偵測錄影（需設定警報連動及位

移偵測設定） 

 設定完成後，請按『確認』。 

(b) 警報連動： 

           
 不啟用：不啟動警報連動。 

 全時段啟用：整天啟動警報連動。 

 依時段啟用：按住滑鼠左鍵並移動滑鼠到想設至的區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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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設定：假日全時段警報連動。 

 警報有效觸發間隔：警報觸發之後距離下一次觸發警

報的時間。 

 警報對應動作列表： 

I. 新增 

                
II. 修改 

III. 刪除 

IV. 套用設定值 

                
 設定完成後，請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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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位移偵測設定： 

           
 調整靈敏度。 

 調整偵測頻率。 

 偵測位置：在攝影畫面上按左鍵，螢幕會產生紅色的

框，紅色框裡面才會偵測畫面是否有動作，在紅色框

相同位置按一下左鍵，會消除紅色框。 

 設定完成後，請按『確認』。 

(d) 影像品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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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黑白上明顯對比。 

 彩度：增減其彩色度。 

 亮度：增減其亮度。 

 飽和度：增減顏色上飽和度。 

 壓縮比：影音的壓縮比（壓縮比越大，資料量就越大，

處理速度就越慢）。 

 設定完成後，請按『確認』。 

(e) 移除攝影機：將該攝影機移除。 

(f) 編輯感應器： 

           
 設備編號。 

 設備位置。 

 I/O 類型。 

 I/O 狀態。 

(g) 編輯繼電器： 

           
 設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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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位置。 

 I/O 狀態。 

(h) 設備密碼設定：當使用者輸入舊使用者帳號 root

（default）及舊使用者密碼 pass（default）後，再輸入

新的使用者帳號及新的使用者密碼，按『確定』之後，

設備便會更新新的帳號及密碼（系統並不會記錄該設備

變更過後的帳號及密碼，假如系統重新登入，此時使用

者必須告訴系統帳號及密碼，以便於控制設備）。 

           

 

在完成影像部分的設定後，點選 DI 圖像，並按下『編輯感測器』，

進行 channel number、IO 型態及類型設定，其中有啟用核取鍵，若

欲啟動此感測器，則可勾選此項目，然後可仿造步驟(b)影像警報連動

設定步驟般設定，設定該感測器欲執行之警報連動動作。以上為新增

影像閘道器之相關步驟，有關網路攝影機與 I/O 控制器相關設定相

仿，因此不在贅述，請參考上文內容。 
 

UniArgus Professional ™之監看程式（Monitor）可同時在多台電腦上執

行，標準安裝步驟請參考系統安裝手冊。以下為詳細操作說明： 

系統登入 

UniArgus2.0™監看程式登入系統對話框與管理程式部分完全相同，可參

閱管理程式之系統登入。 

1. 點選「監視管理」下方欲監看之壩區，進入監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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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監看畫面後，可看到該壩區之各攝影機傳回之畫面影像。 

 
 
3. 點選欲監看之畫面後，系統便會將該畫面以放大之單獨畫面顯示，以

利使用者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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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檔案與程式關聯表 

表 4.3-1 檔案與程式關聯表 
介面代號 程式名稱 名稱 說明 

H Default1.aspx 首頁 系統首頁連結。 
M Mhomepg1.aspx 監測管理 監測管理次系統登入頁面 
V Montrs001.asp 監視管理 監測管理次系統登入頁面 
S Shomepg1.aspx 系統管理 系統管理登入頁面 
U Usrguide.aspx 使用說明 使用說明 

M11 MRBasic_m.aspx 基本資料維護 水庫擴充屬性資料，以及水庫下

轄之壩區、電廠等屬性資料之新

增、刪除與修改。 
M12 MRORG_m.aspx 所屬單位資料維護 相關管理單位屬性資料之新增、

刪除與修改。 
M13 MRItem_m.aspx 觀測項目資料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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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4 MRMap_m.aspx 底圖維護 相關底圖屬性資料之新增、刪除

與修改。 
M21 MIBasic_a.aspx 儀器資料新增 儀器屬性資料之新增。 
M22 MIBasic_u.aspx 儀器資料修改 儀器屬性資料之修改。 
M23 MIMark_m.aspx 儀器位置標示 儀器於相關底圖之位置標示。 
M24 MIRecord_m.aspx 儀器更新記錄維護 儀器維護與校驗記錄之新增、刪

除與修改。 
M25 MIUPFile_m.aspx 儀器相關檔案上傳 儀器相關檔案之上傳與儲存。 
M31 MDIgnore_u1.aspx 異常資料標示 異常監測資料之標示。 
M32 MDData_a.aspx 監測資料新增 觀測資料之新增 
M33 MDData_u.aspx 監測資料修正 觀測資料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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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4 MDImport.aspx 監測資料檔案匯入 觀測資料檔之匯入。 
M35 MDIReport_a.aspx 人工檢查表新增 人工檢查表之資料新增。 
M36 MDIReport_u.aspx 人工檢查表修改 人工檢查表之資料修改。 
M41 MLKey.aspx 關鍵字查詢 依據輸入之關鍵字快速查詢儀

器。 
M42 MLMap.aspx 儀器位置查詢 於相關底圖查詢儀器之位置。 
M43 MLRecord.aspx 儀器更新記錄查詢 儀器相關維護與校驗記錄之查

詢。 
M44 MLUPFile.aspx 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儀器相關檔案之查詢。 
M45 MLWarnVal.aspx 儀器警戒值查詢 儀器警戒值之查詢。 
M51 MQEQ.aspx 地震震度查詢 地震儀地震震度之查詢。 
M52 MQAccess.aspx 門禁警報查詢 門壩區廊道門禁警報記錄之查

詢。 
M53 MQBGData.aspx 相近背景條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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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4 MQTS.aspx 歷線圖查詢 指定時段之儀器監測資料隨時間

變化圖查詢。 
M55 MQANN.aspx 歷年同期比較圖 以年為區隔，查詢各年同期儀器

監測資料之歷線圖。 
M56 MQComp.aspx 交互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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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57 MQCond.aspx 條件查詢 依據輸入之條件快速查詢儀器監

測資料。 
M58 MQMaxMin.aspx 極大極小值列表 查詢指定觀測項目各儀器監測資

料極大值與極小值。 
M59 MQInsp.aspx 人工檢查表查詢 查詢人工檢查表相關資料。 
M61 MBBasic.aspx 基本資料查詢 水庫與其下轄各壩區電廠等屬性

資料之查詢。 
M62 MBORG.aspx 所屬單位資料查詢 水庫下轄各壩區電廠之觀測項目

屬性資料之查詢。 
M63 MBItem.aspx 觀測項目資料查詢 水庫下轄各壩區電廠之觀測項目

屬性資料之查詢。 
M64 MBMap.aspx 底圖查詢 相關底圖屬性資料之查詢。 
M71 MTMoni.aspx 監測報表 根據輸入條件，輸出相關監測報

表。 
M72 MTEQ.aspx 地震觀測紀錄 地震儀地震資料之查詢與輸出。

M73 MQInsp.aspx 人工檢查表 輸出人工檢查表相關資料。 
M81 MWCond_m.aspx 警戒等級維護 即時預警警戒等級屬性資料之新

增、修正與刪除。 
M82 MWRec_m.aspx 異常紀錄處理 即時預警異常儀器之處理與紀

錄。 
M83 MWLog_q.aspx 預警紀錄查詢 即時預警紀錄之查詢。 
M84 MWVal_m.aspx 儀器警戒值設定 設定各儀器之警戒值。 
M85 MWLevel.aspx 警戒等級判斷 即時預警警戒等級之判斷。 
M86 MWRel_m.aspx 警戒群組維護 儀器警戒群組之新增、刪除與修

改。 
M87 MWStart_u.aspx 警報啟動設定 儀器發生異常時，警報是否啟動

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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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8 MWMessage_m.aspx 通知內容維護 各警戒等級通知內容之新增、刪

除與修改。 
M89 MWUser_d.aspx  結構異常通知名單維護 各警戒等級通知名單之新增、刪

除與修改。 
M8A MWUser_m.aspx 資料異常通知名單維護 資料異常通知名單之新增、刪除

與修改。 
M8B MWYellow.aspx 黃單列印 列印即時預警黃單。 
S1 Suser_u.aspx 帳號管理 使用者帳號資料之新增、刪除與

修改。 
S2 Sgroup_m.aspx 群組管理 權限群組之新增、刪除與修改。

S3 Sauthorize_m.aspx 權限管理 使用者權限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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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輸出處理 

5.1 報表清單 
本系統目前規劃產製之報表如表 5.1-1 所示。 

表 5.1-1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報表一覽 

項次 產生方式 觀測報表名稱 

1 動態產生 石門地下水位觀測 
2 動態產生 後池地下水位觀測 
3 動態產生 義興邊坡地下水位觀測 
4 動態產生 石門傾斜管觀測 
5 動態產生 榮華傾斜管觀測 
6 動態產生 義興傾斜管觀測 
7 動態產生 石門滲漏水量觀測 
8 動態產生 榮華滲漏水量觀測 
9 動態產生 義興滲漏水量觀測 

10 動態產生 石門壩區安全檢查表 
11 動態產生 石門發電廠安全檢查表 
12 動態產生 石門排洪隧道安全檢查表 
13 動態產生 榮華壩區安全檢查表 
14 動態產生 義興電廠安全檢查表 
15 動態產生 石門壩體孔隙水壓觀測 
16 動態產生 石門壩觀測計畫表 
17 動態產生 榮華壩觀測計畫表 
18 動態產生 義興收斂儀觀測 
19 動態產生 義興結構傾斜銅盤觀測 
20 動態產生 石門壩地震觀測紀錄 
21 動態產生 榮華壩地震觀測紀錄 
22 動態產生 義興電廠地震觀測紀錄 
23 動態產生 義興岩盤伸縮儀觀測 
24 動態產生 榮華經緯儀觀測 
25 動態產生 榮華壩應變計觀測 
26 動態產生 榮華壩擺線儀觀測 
27 樣版提供 蓄水庫安全評估辦理情形提送表 
28 樣版提供 蓄水庫水壩安全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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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樣版提供 石門水庫主要工程結構物及水工機械

基本數據 
30 樣版提供 榮華壩主要工程結構物及水工機械基

本數據 
31 動態產生 石門右山脊沉陷位移觀測 
32 動態產生 石門壩頂沉陷量人工觀測 
33 動態產生 石門壩頂沉陷位移測量 

5.2 螢幕清單 

有關本系統螢幕清單請參考圖 5.2-1。有關本系統各使用者介面之螢幕設計畫

面，請參考本報告第 4.2 節。 

 

 



 

 

介面代號: V
監視管理

介面代號: S
系統管理

介面代號: M
監測管理

介面代號: U
使用說明

介面代號: H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主畫面

介面代號: M8B
黃單列印

介面代號: M8A
資料異常通知名單 

維護

介面代號: M81
警戒等級維護

介面代號: M82
異常紀錄處理

介面代號: M83
預警紀錄查詢

介面代號: M84
儀器警戒值設定

介面代號: M85
警戒等級判斷

介面代號: M86
警戒群組維護

介面代號: M87
警報啟動設定

介面代號: M88
通知內容維護

介面代號: M89
安全異常通知名單

維護

介面代號: M71
監測報表

介面代號: M72
地震觀測紀錄

介面代號: M73
人工檢查表

介面代號: M61
基本資料查詢

介面代號: M62
所屬單位資料查詢

介面代號: M63
觀測項目資料查詢

介面代號: M64
底圖查詢

介面代號: M51
地震震度查詢

介面代號: M52
門禁警報查詢

介面代號: M53
相近背景條件查詢

介面代號: M54
歷線圖查詢

介面代號: M55
歷年同期比較圖

介面代號: M56
交互比較圖

介面代號: M57
條件查詢

介面代號: M58
極大極小值列表

介面代號: M59
人工檢查表查詢

介面代號: M41
關鍵字查詢

介面代號: M42
儀器位置查詢

介面代號: M43
儀器更新紀錄查詢

介面代號: M44
儀器相關檔案查詢

介面代號: M45
儀器警戒值查詢

介面代號: M31
異常資料標示

介面代號: M32
監測資料新增

介面代號: M33
監測資料修正

介面代號: M34
監測資料檔案匯入

介面代號: M35
人工檢查表新增

介面代號: M36
人工檢查表修改

介面代號: M21
儀器資料新增

介面代號: M22
儀器資料修改

介面代號: M23
儀器位置標示

介面代號: M24
儀器更新紀錄維護

介面代號: M25
儀器相關檔案上傳

介面代號: M11
基本資料維護

介面代號: M12
所屬單位資料維護

介面代號: M13
觀測項目資料維護

介面代號: M14
底圖維護

介面代號: S1
帳號管理

介面代號: S2
群組管理

介面代號: S3
權限管理

圖 5.2-1 螢幕清單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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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資料庫/檔案管理 

6.1 資料庫設定說明 

本系統資料庫伺服器置於石門壩區監測作業機房內，網路連接北水局局

內網內。 

本系統資料庫管理系統為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本系統資料可直

接由本報告 4.2 節所述之各項操作進行資料新增、修改與刪除。系統管裡員

亦可由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介面，進行各項資料庫管理作業。 

6.1.1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介面，係安裝資料庫管理系統時自動會安裝。

本節說明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 

系統需求： 

(1)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0 Server 以上版本。 

(2)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光碟(更新版本至 SP4 以上) 

(3)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更新版本至 6.0 以上) 

安裝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1) 將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光碟放入光碟機中。 

(2) 點選「SQL Server 2000 的元件」，安裝 SQL Server 2000 元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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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開始畫面之一 

(3) 點選「安裝資料庫伺服器」 

 
圖 6.1-2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開始畫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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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下一步」。 

 
圖 6.1-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一 

(5) 電腦名稱中點選「本機電腦」後按「下一步」。 

 
圖 6.1-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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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裝選擇中點選「建立 SQL Server 的新執行個體或安裝用戶端

工具」，再按「下一步」。 

 
圖 6.1-5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三 

(7) 使用者資訊中輸入「姓名」及「公司」，再按「下一步」。 

 
圖 6.1-6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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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軟體授權合約中按「是」至下一步。 

 
圖 6.1-7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五 

(9) 輸入產品識別碼後按「下一步」 

 
圖 6.1-8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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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裝定義中點選「伺服器及用戶端工具」，再按「下一步」。 

 
圖 6.1-9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七 

(11) 執行個體名稱中勾選「預設值」，再按「下一步」。 

 
圖 6.1-10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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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裝類型中點選「自訂安裝」，再按「下一步」。 

 
圖 6.1-10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八 

 

(13) 選取元件中勾選所有元件，再按「下一步」。 

 
圖 6.1-11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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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服務帳戶下選擇「每個服務都使用相同的帳戶，並且自動啟

動 SQL SERVER 服務」，再選擇「使用本機系統帳戶」，按「下一

步」。 

 
圖 6.1-12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十 

(15) 驗證模式中點選「混合模式(windows 的帳戶驗證及 SQL 的

帳戶驗證)」並輸入「新增 sa(系統管理員)的登入密碼：」（不建議

使用空白密碼），再按「Next」至下一步。 

 

 
圖 6.1-1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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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定序設定下「排序方式」中勾選「二進位編碼」，再按「下

一步」。 

 
圖 6.1-14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十二 

 

(17) 通訊協定網路程式庫中勾選「具名管道」及「TCP/IP 通訊

端」，再按「下一步」。 

 
圖 6.1-15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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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開始複製檔案中按「下一步」，使安裝程式開始複製檔案。 

 
圖 6.1-16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十四 

(19) 「選擇授權模式」中點選「每一基座有」再依單位需求輸入

裝置數，再按「繼續」至下一步。 

 
圖 6.1-17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安裝步驟畫面之十五 

(20)  系統安裝完成後按「Finish」完成後重新開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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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企業管理員 
企業管理員可以管理遠端網路上任何一部 SQL server，而且在單一畫面

下可同時管理數部 SQL server。其他管理工具（如 Query Analyzer）皆可直

接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下啟動執行。 

使用企業管理員進行本系統資料庫管理之前，若非資料庫伺服器主機，

需先安裝 SQL Server Enterprise Manager 軟體，相關步驟如下： 

步驟一： 

 
圖 6.1-18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安裝畫面之一 

步驟二： 

 
圖 6.1-19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安裝畫面之二 

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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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0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安裝畫面之三 

步驟四： 

 
圖 6.1-21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安裝畫面之四 

步驟五： 

 
圖 6.1-22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安裝畫面之五 

 
步驟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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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3 Microsoft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安裝完成畫面 

首先你必須利用註冊的方式告訢 Enterprise Manager，你要管理那些伺

服器，並且輸入這些伺服器的基本資訊。 

本系統資料庫伺服器主機名稱為 shimensql，資料庫名稱為 shimen。 

使用企業管理員進行本系統資料庫管理之步驟如下： 

1. 開啟 SQL Server 企業管理員軟體，點選”新增 SQL Server 註冊”。 

 
圖 6.1-24 新增 SQL Server 註冊精靈畫面 

2. 出現 Registered SQL Server Properties”對話框，請輸入資料庫用戶

資料： 

Server：shimen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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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n Name：(另外提供) 

Password：(另外提供) 

 
圖 6.1-25 新增 SQL Server 畫面 

3. 登入資料庫完成如圖所示。 

 
圖 6.1-26 登入資料庫完成畫面 

4. 登入後即可遠端管理本系統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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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7 遠端管理資料庫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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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資料表清單 

本系統資料庫內容涵蓋報表、系統、記錄等三大類資料，如圖 6.2-1 所示。

報表類資料包含監測分析報表、監測記錄表以及其他制式報表；系統類資料

包含系統環境設定、系統備份設定、管理權限資料、系統基本資料等。記錄

類資料包含監測儀器資料、自動化監測資料、人工監測資料、人工檢查資料、

監視設備資料、監視畫面資料、即時預警資料等。 

 

資料庫

系系統統資資料料

系統環境設定

系統備份設定

管理權限資料

系統基本資料

記記錄錄資資料料

監測儀器資料

自動化監測資料

人工監測資料

人工檢查資料

監視設備資料

監視畫面資料

即時預警資料

報報表表資資料料

監測分析報表

監測記錄表

其他制式報表

 
圖 6.2-1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資料庫架構圖 

資料庫中目前有 52 個資料表，相關欄位之設計主要依據為分析向業主所

收集之 33 種報表格式、19 種人工觀測資料檔、10 種現地檢查資料檔、25
種自動化監測資料檔，以及執行各功能處理所產生之資料或記錄。舉例來說，

對於監測儀器相關資料的保存，資料庫伺服器中之資料庫相關欄位允許儲存

儀器資料與相關維護記錄，由於監測儀器種類頗多，監測儀器之紀錄會隨著

儀器種類之不同而有些差異，儀器資料表之欄位設計乃參酌石門水庫各類儀

器之相關說明而建立，包含下列基本資料項： 

1. 監測儀器種類、儀器編號、裝設位置、深度、里程。 

2. 量測日期、時間與量測者。 

3. 原始量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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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外在因素如：水庫水位、氣溫與降雨量。 

5. 其他說明：如監測儀器之異常狀況、校驗與維護記錄。 

本系統資料庫資料表清單請參考表 6.2-1。 

表 6.2-1 資料庫資料表清單 

介面代號 程式名稱 名稱 說明 
D1 Reservoir 水庫基本資料表 本資料表係直接由北區水

資源管理系統資料庫取得

D2 ResExtension 水庫擴充屬性表 水庫擴充屬性資料 
D3 DamPPlant 水庫所轄壩區電

廠資料表 
水庫所轄壩區電廠屬性資

料 
D4 Instrument 儀器屬性表 儀器屬性資料 
D5 InstType 儀器類別表 儀器類別資料 
D6 InstEvent 儀器事件表 儀器維護與校驗記錄 
D7 InstMap 儀器位置表 儀器於相關底圖之位置標

示資料 
D8 Fig 底圖資料表 底圖屬性資料 
D9 AlertGroup 警戒群組表 警戒群組屬性資料 
D10 UploadData 上傳資料表 儀器相關檔案屬性資料。

D11 MoniItem 監測項目表 監測項目屬性資料 
D12 User 使用者資料表 使用者屬性資料 
D13 Group 使用者群組表 使用者權限群組資料 
D14 Function 系統功能表 系統功能資料 
D15 GroupFunc 使用者功能表 群組功能資料 
D16 WPGData 孔隙水壓計讀值

資料表 
孔隙水壓計讀值資料 

D17 CIData 收斂計讀值資料

表 
收斂計讀值資料 

D18 RainData 降雨量讀值資料

表 
降雨量讀值資料 

D19 TiltData 傾斜儀讀值資料

表 
傾斜儀讀值資料 

D20 TiltInitData 傾斜儀初值資料

表 
傾斜儀初值資料 

D21 GWMWData 地下水位觀測井

讀值資料表 
地下水位觀測井讀值資料

D22 WeirData 量水堰讀值資料量水堰讀值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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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3 CSData 照準點、沉陷觀

測點讀值資料表

照準點、沉陷觀測點讀值資

料 
D24 WLData 水位資料表 水位資料 
D25 EqData 強震儀資料表 強震儀資料 
D26 GateData 閘門開度資料表 閘門開度資料 
D27 StrainData 應變計資料表 應變計資料 
D28 PLData 擺線儀資料表 擺線儀資料 
D29 TPData 傾斜銅盤資料表 傾斜銅盤資料 
D30 ExtData 伸縮儀資料表 伸縮儀資料 
D31 TempData 氣溫資料表 氣溫資料 
D32 Evaluation 水庫安全評估工

作紀錄表 
水庫安全評估工作紀錄 

D33 EvalOpinions 水庫安全評估工

作辦理情形表 
水庫安全評估工作辦理情

形紀錄 
D34 ManageOrg 水庫管理單位表 水庫管理單位屬性資料 
D35 Project 工程專案屬性表 工程專案屬性資料 
D36 ProjectUser 工程專案使用者

對應表 
水庫下轄各壩區電廠之觀

測項目屬性資料之查詢。

D37 Progress 工程進度表 工程進度資料 
D38 AlarmData 警報系統讀值資

料表 
警報系統讀值資料 

D39 AlarmType 警示類別表 警示類別資料 
D40 WarnValue 儀器警戒值資料

表 
儀器警戒值資料 

D41 WValType 警戒值類別資料

表 
警戒值類別資料 

D42 WarnUserList 警戒狀況通知名

單表 
警戒狀況通知名單資料 

D43 WarnCondition 警戒等級資料表 警戒等級資料 
D44 WarnMessage 警戒訊息資料表 警戒訊息資料 
D45 WarnLog 警戒紀錄資料表 警戒紀錄資料 
D46 EqInspectReport 地震後安全檢查

表 
地震後安全檢查資料 

D47 EqInspectReportFi
g 

地震後安全檢查

附圖表 
地震後安全檢查附圖資料

D48 InspectReport 工程結構物安全

檢查表 
工程結構物安全檢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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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9 InspectResult 工程結構物安全

檢查成果資料表

工程結構物安全檢查成果

資料 
D50 InspectItem 工程結構物安全

檢查項目資料表

工程結構物安全檢查項目

資料 
D51 UploadData 上傳檔案資料表 上傳檔案資料 
D52 UpDataType 上傳資料類別表 上傳檔案類別資料 

 
有關本系統資料庫各資料表內容說明，請參考本計畫系統分析規劃報告

附件三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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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異常狀況處理 

7.1 監測資料發生異常應如何處理 

7.1.1 說明 
當監測資料超越警戒值時，系統將自動把資料異常查核的結果與建議處

理方式作為通知內容，按照預先設定之方式與名單，通知水庫管理人員處理 

7.1.2 水庫管理人員處理事項 
1. 水庫管理人員應儘速查明異常發生之原因。 

 若為人工觀測，異常原因是否為「人為觀測錯誤」。 

 若為自動觀測，異常原因是否因為儀器、訊號傳輸或監控電

腦發生故帳或異常，若是則屬「儀器異常」。 

2. 異常原因若屬「人為觀測錯誤」與「儀器異常」，可重測者重測，不

可重測者則忽略。 

3. 異常原因若不屬人為錯誤與儀器異常，則可能為「結構異常」。 

4. 水庫管理人員必須於處理後，由本系統「異常紀錄處理」填報結果。

進行異常紀錄處理時，系統首先會載入資料異常儀器之發生時間及

相關資料，管理人員於處理後，應回報異常儀器「異常種類」及勾

選「處理完畢」。 

7.2 如何使用 PDA 收集監測資料 

7.2.1 說明 
使用 PDA 前往收集監測資料。 

7.2.2 水庫管理人員處理事項 
有關 PDA 相關功能操作說明請參考本報告第 4.2.2 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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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壩區有新儀器裝設時應如何處理 

7.3.1 說明 
壩區有新儀器裝設時之處理程序。 

7.3.2 水庫管理人員處理事項 
1. 新設儀器若屬新的觀測項目，應由本系統觀測項目維護作業，建立新

觀測項目之屬性資料。 

2. 新設儀器可由本系統儀器資料維護作業之新增，建立新儀器之屬性資

料。 

7.4 歷線圖或報表無法顯示時應如何處理 

7.4.1 說明 
歷線圖或報表無法顯示時之處理程序。 

7.4.2 使用者處理事項 
1. 如果為第一次使用本系統，無法顯示歷線圖或報表，使用者請依據本

報告第 3.2.1 節說明，進行 Web 介面瀏覽前置設定，允許瀏覽器檢

視運用 Active X 技術之網頁。 

2. 設定完成後，關掉所有瀏覽器，再重新登入本系統，執行歷線圖或報

表相關功能即可。 

7.5 監測資料檔匯入時，出現轉檔失敗錯誤訊息 

7.5.1 說明 
監測資料檔匯入時，出現轉檔失敗錯誤訊息時之處理程序。 

7.5.2 使用者處理事項 
監測資料檔應依範例格式製作，才不會出現轉檔失敗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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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歷線圖查詢未顯示警戒值 

7.6.1 說明 
歷線圖查詢時，未顯示儀器警戒值。 

7.6.2 使用者處理事項 
1. 查明儀器是否已設定警戒值，若未設定警戒值，未顯示警戒值為正常。 

2. 儀器若已設定警戒值，請開啟儀器警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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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安全管理 

系統安全問題主要來源包括： 

1. 人為疏失：如輸入錯誤、操作錯誤、使用錯誤的版本的程式、程式受

損、檔案或儲存媒體錯誤、輸出入媒體受損等。 

2. 電腦病毒或入侵：故意破壞系統、利用電腦竊取資料或財物、未授權

更改資料、拷貝程式或資料做未經授權的使用。 

3. 天然或政治災害：水災、火災、風災、暴動或戰爭。 

4. 軟硬體失靈：當機、斷電、資料或程式因而毀損。 

針對前述第一類問題，本系統經由對使用者教育訓練，以及加強程式對

資料正確性與有效性驗證來避免。針對第二類問題，本系統目前放置於北水

局局內網，主機已加裝防毒偵測軟體。上線運行後，系統管理員應定期更新

作業系統、應用程式及資料庫管理系統修補程式，並且定期更新病毒碼等措

施，以持續加強防護。第三、四類問題則透過系統備援、資料備份以及電力

備援等方式，來降低損失。 

為提升本系統安全性，本系統內之系統管理已提供線上存取控制與辨識

控制，以確認使用者之身份及確保經過授權人員可以取用或存取某些資料、

設備或傳輸媒介等資源。此外，本系統伺服主機與各監控系統應採取實體存

取控制，如：進出機房的管制、電腦及週邊設備上鎖，以限制接近設備、程

式、資料，確保系統正常運作。有關本系統之系統管理請參考本報告第 4.2.5
節說明。 

本系統之使用對象以北水局內部人員為主。局外使用者需向北水局提出

申請，並載明用途及個人資料，經機關審核後，由系統管理員建置帳號，並

通知使用者。 

本系統帳號申請流程如下: 

1. 使用對象向北水局本系統系統管理員提出書面申請(必須提供使用對

象電子信箱或連絡電話)。 

2. 帳號管理員建立使用者帳號資料(包括暫行密碼)、權限資料，並以電

子郵件或電話告知。  

3. 使用對象以帳號及暫行密碼登入本系統。 

4. 使用對象由編輯個人資料功能修改暫行密碼與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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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備份和回復程序 

9.1 系統備份和回復 

9.1.1 主機系統備份和回復 
1. 使用時機及頻率： 

(1) 使用時機：系統安裝及測試完成後  

(2) 使用頻率：不定 

2. 操作步驟及方法： 

系統的主要伺服器主機在系統安裝完成測試無誤後，立即進行整台主

機系統的備份工作，採用方法為利用 GHOST 軟體，進行整個主機硬

碟的備份工作，備份檔案除放置於同硬碟的另一磁碟區外，並以異地

備份方式另儲存於異地硬碟。今簡略描述 GHOST 軟體操作步驟如

下： 

(1) 使用前注意事項：使用 GHOST 軟體必須由 DOS 作業系統啟動，

由於 DOS 作業系統不支援 NTFS 磁碟區格式，故 GHOST 程式

及主機備份檔放置磁碟分割區格式必須為 FAT 格式。 

(2) 啟動 GHOST 程式：使經由 DOS 開機後進入 GHOST 目錄，執

行 GHOST.EXE 程式即可進入 GHOST 操作畫面。 

(3) 進行磁碟區備份：由『Local』 『Partition』 『To Image』，

開啟備份設定管理視窗，分別設定資料來源硬碟及磁碟分割區、

備份檔放置位置及名稱，並選取『Fast』即可進行快速系統備份

工作。 

(4) 備份檔案回復：由『Local』 『Partition』 『From Image』，

開啟回復設定管理視窗，分別設定讀取的備份檔、回復目標的磁

碟及磁碟分割區，即可進行整個主機系統的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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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目錄系統備份和回復 
1. 使用時機及頻率： 

(1) 使用時機：系統更新動作發生前 

(2) 使用頻率：不定 

2. 操作步驟及方法： 

於執行完成前述的主機系統備份的動作後，基本上已完成主機的完整

性備份工作，可於不確定因素導致系統損壞的情況下，進行同機或異

機的系統回復工作，但若管理操作人員於一般性工作中，欲修改網頁

操作系統進行維護時，則此一般性的修改，可採用目錄系統備份的方

式，即複製目錄，其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 備份目錄需於修改動作發生前執行 

(2) 備份目錄內容需完整，包括隱藏檔 

(3) 備份資料需附註日期以區別版次 

9.2 資料庫備份和回復 

9.2.1 資料庫備份 
SQL Server 內建數種不同的備份方式，常用的有資料庫備份、差異式

(Differential)備份、交易記錄(Transaction Log)備份等，分別說明如下： 

1. 資料庫備份：亦即備份整個資料庫的內容。 

2. 差異式備份：只備份從上一次執行完整資料庫備份後有更動過的資

料，因此所需要的備份時間和儲存空間，通常會比資料庫備份少很

多，所以適合做為經常性的備份方式。 

3. 交易記錄備份：只備份交易記錄檔內容，由於交易記錄檔只會記錄前

一次資料庫備份或交易記錄備份之後，對資料庫所做的異動過程，

因此在做交易記錄備份前，一定需做過一次完整的資料庫備份才行。 

本系統規劃之備份方案為資料庫備份配合交易記錄備份，由於平時在用

的資料庫並不小，而每天會異動的部分只佔整個資料量的一小部份，因此每

星期做一次完整的資料庫備份，再配合每天做一次交易記錄的備份即可。為

配合上述之備份方案，要進入資料庫的屬性交談視窗，查看資料庫的復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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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否為完整。 

有關執行與設定備份作業，步驟如下： 

1. 建立備份裝置：以做為存放備份資料的場所。要建立備份裝置可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中展開伺服器下的管理/備份項目，按滑鼠右鍵

選擇新增備份裝置，在出現備份裝置屬性交談視窗後，鍵入裝置名

稱( )及設定檔案名稱及路徑( )。 

 
2. 建立資料庫備份作業：可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中點選伺服器再選

擇執行精靈，出現選擇精靈的交談視窗後選擇管理下的備份精靈

( )，就會進入建立備份作業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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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依序如下： 

(1) 選取要備份的資料庫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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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備份的名稱及描述(說明) ( )。 

 
(3) 選擇要進行的備份類型為資料庫備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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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備份裝置( )及採用覆寫備份媒體上( )。 

 
 

(5) 設定備份排程( )。 

 
 
3. 建立交易記錄備份作業：可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中點選伺服器再

選擇執行精靈，出現選擇精靈的交談視窗後選擇管理下的備份精

靈，就會進入建立備份作業的畫面，步驟依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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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取要備份的資料庫名稱。 

(2)輸入備份的名稱及描述(說明)。 

(3)選擇要進行的備份類型為交易記錄檔。 

(4)選取備份裝置及採用附加到備份媒體上。 

(5)設定備份排程。 

9.2.2 資料庫回復 
由於資料庫的備份有多種不同的方法，因此還原資料庫時也需依照當初

備份資料庫的方式，以對應的步驟將備份下來的資料還原到伺服器中。根據

本系統規劃之備份方案需先做資料庫備份還原，再做交易記錄備份還原，步

驟如下： 

1. 檢查資料庫使用狀態：在開始還原之前，必須檢查是否有其他人正在

使用您想還原的資料庫，有的話就無法進行還原工作。 

2. 使用 Enterprise Manager 進行還原：可在 Enterprise Manager 中點

選任一資料庫再按滑鼠右鍵選擇所有工作/還原資料庫( )，就會進入

還原資料庫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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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依序如下： 

(1) 選擇要還原的資料庫名稱( )。 

(2) 選擇還原方式為來源裝置( )。 

(3) 在選擇裝置下選用備份裝置( )。 

(4) 選擇備份編號，亦即要還原的是此裝置中的第幾個備份。 

(5) 在選擇好備份還原集為資料庫-完整備份後( )，就可按確定鍵開

始還原了。 

 

 
 

(6) 先還原資料庫備份，再重複上述(1)～(4)步驟，依序還原相關之

交易記錄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