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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概要 

1-1 計畫緣由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為確保所轄榮華壩區、義興電廠區、石門

壩區之營運安全，乃設置監測系統長期收集觀測資料進行分析與評估，以

掌握各工程結構物安全狀況。因觀測資料繁雜且存放分散，現已另案開發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理系統」進行資料整合，未來將藉由無線傳輸方式

將各壩區觀測資料統一彙集至本案建置之「監測作業室」（石門水庫運轉

大樓一樓），作為即時分析及安全監控之用。此外，本財物採購案規劃在

石門水庫依山閣二樓建置「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一處，以供展示各壩

區重要安全監測資訊，俾利健全水庫安全管理體系。 

1-2 設計原則 

本工程之設計準則為「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理系統建置計畫」，本公

司得標後，於設計階段辦理會勘及與各相單位訪談後，進行「石門水庫監

測資訊管理系統軟硬體設備－財物採購」細部設計作業。 

本工程之主要設計原則包括下列重點： 

一、計畫功能 

「監測作業室」及「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提供管理人員掌握

各項監測資訊，並適時反映壩區狀況，以採取妥善應變措施。 

二、工程佈置 

本工程各項設備佈置地點：石門水庫運轉大樓及依山閣。 

三、設計概要 

(一) 監測作業室建置（含觀測機房整修） 

將運轉課大樓一樓原長官休息室改裝建置，另須配合「石門

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及其他相關系統界面作完善之連結

與測試，以達到整體監測系統正常運作。透過運轉課大樓既

設之數據專線及路由器，將本監測作業室之監測及視訊資

料，藉由網際網路連線至本局辦公大樓，以提供後續運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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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增加至少 3 路分機之設定，以供新設「監測作業室」之

內線電話分機使用。裝設防盜用磁簧開關，並將防盜信號接

收主機及警報喇叭裝設於適當位置。新設主機機櫃設置於運

轉大樓 1 樓觀測機房內，並將原觀測機房內之電腦及展示面

板設備移設至「監測作業室」內。新設柴油引擎發電機組提

供本系統設備之緊急備用電源，且設置一 ATS 自動切換開

關，供低壓電源箱內正常電源與緊急電源自動切換之用。將

「觀測機房」內現有之電源箱設備彙整為一處新設電源箱。 

(二) 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建置 

可經由監控電腦擷取「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資料庫

內之相關資訊及資料庫格式，並作為面板顯示燈號及數位指

示表之資料顯示來源，且可做最新及最快速之更新。 

(三) 電力及電信申請（代辦） 

代向電信公司申請 1 路電話局線，以供新設「監測作業室」

之傳真機使用。並代向電力公司申請低壓 3ψ4W 380/220V
供電，以提供觀測機房、「監測作業室」及「各壩區監測資

訊顯示板」相關設備負載正常電源使用。 

1-3 工程效益 

一、強化水庫安全監測作業機制，有助於快速提供監測資訊供決策分析。 

二、健全監測資料收集及管理系統，俾利監測資料完整建檔及查詢。 

三、建置水庫監測資訊顯示面板及提供視訊傳輸功能，加強水庫管理人員

掌握及研判水庫安全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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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程內容 

2-1 概述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理系統軟硬體設備－財物採購建置工程可分為 3
大部份： 

一、監測作業室建置（含觀測機房整修） 

二、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建置 

三、電力及電信申請（代辦） 

本系統之「監測作業室」及「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提供管理人

員掌握各項監測資訊，並適時反映壩區狀況，以採取妥善應變措施。 

2-2 工程佈置 

本工程各項設備佈置地點於石門水庫運轉大樓及依山閣。工區佈置圖

詳圖 2-2-1、2-2-2 所示。 

 



 

   

 

圖 2-2-1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理系統」整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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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壩 區 監 測 資  
訊 顯 示 面 板  

 

圖 2-2-2 『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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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程費用 

本工程原設計發包金額為新台幣六百五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元。 

2-4 主要軟硬體設施 

本工程設備數量表詳本工程契約第一次變更設計後之工程估價單及單

元測試紀錄。主要硬體設施廠牌型號一覽詳表 2-4-1 所示。 

表 2-4-1 主要硬體設備一覽表 

項  次 設  備  名  稱 單位 數量 廠  牌 型  號 
1 監測作業室     

1.1 液晶電視 台 3 歌林 KLT-3756 
TVB-160D 

1.2 彩色雷射印表機 台 1 EPSON C9100 
1.3 彩色點矩陣印表機 台 1 EPSON DLQ-3500C 
1.4 傳真機 台 1 BROTHER FAX-2900 
1.5 柴油引擎發電機組 組 1 天鹿欣業 EMM-30 
1.6 自動切換開關（ATS） 式 1 榕城 LC-NF4P100 

1.7 主機機櫃 台 3 
銘翔科技 
國塘 

AP-42U7075 
CS-84A 

1.8 除濕機 台 2 惠而浦 AD40DSR 

1.9 分離式冷氣 台 2 歌林 
KSA-C682 
KOU-682 
TB-370 

1.10 防盜信號接收主機 台 1 鐵衛 ADV-958D4 
1.11 磁簧開關（附磁石） 組 12 鐵衛 TT40M 
1.12 防盜警報喇叭 只 1 鐵衛  
1.13 集線器 台 1 D-LINK DGS-1224T 
1.14 網路高架地板 坪 10 凱美士 CA1000-100 
1.15 電源突波吸收器 組 4 宇沛 RAOB 275/120 
1.16 電腦桌 座 2 YUNG-TAI  
1.17 電腦工作椅 套 3 YUNG-TAI  
1.18 文件櫃 式 4 YUNG-TAI  

1.20 
插座盒（地板型電腦電

源插座） 組 7 凱美士 SB-603 

2 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版     
2.1 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 式 1 嵐鼎  
2.2 監控電腦 台 1 ACER ACER T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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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建工程 

土建工程主要施作項目為監測作業室、觀測機房與發電機室室內裝潢

及復舊。施作數量表詳本工程契約第一次變更設計後之工程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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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備安裝 

3-1 服務企劃 

一、 背景說明 

本章節主要說明本採購之概要、主要內容及範圍及各分項設備施工

安裝方法等項目。 

二、 計畫概要 

(一) 工程名稱 

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軟硬體設備 

(二) 業主 

經濟部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 

(三) 監造單位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四) 廠商 

眾益防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 工程地點 

石門水庫運轉大樓及依山閣 

(五) 工程預算 

本工程預算金額為新台幣 6,556,273 元。 

(六) 工程期限 

本工程契約工期 60 日曆天。 

開工日期：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九日 

竣工日期：民國九十五年二月六日 

三、 計服務企劃可行性檢討 

本工程於施作階段前期，為配合業主既有觀測儀器之搬遷，雖進度

有些許落後，但在業主全力協調之下，各項問題逐一克服後，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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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廠商依既有進度於95年2月6日即申請完工，且承商均依本計畫內

容執行分項工程之安裝與各項勞工安全、環境保護措施。 

3-2 進度 

一、 進度之掌控 

本工程之進度掌控主要分為二方面 

(一) 承商每日提送之施工日報表 

(二) 對於電源取得及與其他承包商間之橫向溝通聯繫，已於業主

全力協助下順利完成。 

二、 關鍵性工作工期之評估 

本工程主要關鍵性工作如下： 

(一) 緊急電源之位置選定 

配合既有建築物及空間之利用，由業主指定緊急柴油發電機

組之設置位置，並由承商進行柴油發電機房之裝修。 

(二) 軟硬體設計及單元測試 

軟硬體設計及單元測試，主要執行另案開發之「石門水庫監

測資訊管理系統」進行資料整合，藉由無線傳輸方式將各壩

區觀測資料統一彙集至本案建置之「監測作業室」(石門水庫

運轉大樓一樓)，作為即時分析及安全監控之用。此外，本財

物採購案規劃在石門水庫依山閣二樓建置「各壩區監測資訊

顯示板」1 處，以供展示各壩區重要安全監測資訊，俾利健

全水庫安全管理體系。 

(三) 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施工安裝 

本顯示板安裝於石門水庫依山閣二樓調度操作室之牆上，為

配合調度操作室之裝潢，乃修正顯示板之尺寸，但因另案開

發之「石門水庫監測資訊管理系統」尚未完成，故相關之資

訊與顯示均採用模擬值，並以手動更新之方式進行顯示板之

安裝定位。 

3-3 設備佈置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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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運轉大樓觀測機房、監測作業室及依山閣二樓調度操作室之

設備安裝前準備事項如下所示： 

一、 觀測機房 

(一) 既有觀測儀器之搬遷，原木質地板拆除並打毛修補不平整之

地板。 

(二) 既有箱體之整合及改線工作。 

(三) 門窗之安裝。 

(四) 磚牆及油漆工作。 

(五) 低壓電源箱、電表箱及 ATS 箱之安裝。 

(六) 輕鋼架天花板及燈具之定位及安裝。 

(七) 高架地板之定位及安裝。 

(八) 機櫃及其設備之定位，既有觀測儀器歸位。 

二、 監測作業室 

(一) 既有隔間牆敲除改施作磚牆，並油漆美化。 

(二) 電信箱位置確認及安裝。 

(三) 輕鋼架天花板及燈具之定位及安裝。 

(四) 門窗之安裝。 

(五) 高架地板之定位及安裝。 

(五) 液晶電視之定位及安裝。 

(六) 桌椅及設備之定為。 

三、 依山閣二樓調度操作室 

(一) 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尺寸及位置確認。 

(二) 監控電腦位置確認。 

(三) 與他標施工協調。 

(四) 與他標資料交換方式與通訊協定協調。 

(五) 供電、接地方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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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它準備工作 

(一) 設備材料準備 

本工程所使用之設備材料均需符合契約之規定，經過送審核

可後方得使用。 

(二) 系統功能測試 

本工程設備安裝完成後需執行統功能測試，測試項目包括訊

息跑馬燈、數位指示表及指示燈之顯示正確性。 

3-4 組織 

 
 
 
 
 
 
 
 
 
 
 
 
 
 

組 織 圖 

 

3-5 設備安裝方法及要領 

一、 現場配線之安裝應依屋內線路裝置規則及屋外供電線路裝置規則規

定辦理；如前述規則無規定者依設計圖面規定。 

二、 各設備之安裝應依據該設備之安裝手冊確實安裝。 

三、 各壩區監測資訊顯示板安裝須與其他標承商協調取得共識。 

經濟部水利署
北區水資源局 

監造單位 
中興公司 

廠商 
眾益防災 
林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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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力取得均需配合現場施作進度辦理。 

五、 依山閣、柴油發電機房及運轉大樓間之所有纜線、管材、管路支撐

架、安裝另料與附件，均需配合施工圖說及現場實際需要安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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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驗 

4-1 規範之製定 

本工程各項設備之供應、安裝及測試，應依據機關所提供之工程設計

圖件、資料之規格。 

4-2 檢驗標準及作業 

一、 至工廠檢驗之設備 

至工廠檢驗之設備先由本公司檢驗員就外觀等可目視檢查部份檢查

合格後，再辦理檢驗。 

二、 運抵工地後再檢驗之設備 

設備進場由本公司檢驗員先行自主檢查，合格則申請檢驗，不合格

則不予檢驗並將材料退回供應商。 

三、 設備安裝程序 

1. 承商應提送各項設備型錄經審核認可後，始可進行採購作

業。(不含退回重新提送) 

2. 為確保設備品質之標準，應嚴格執行先驗後用原則，於設備

安裝前實施設備廠牌型號確認。 

3. 材料、設備進場檢驗合格才能進行管線施工及設備安裝作

業。(不合格退回) 

4. 工程施工中檢驗若發現缺失立即通知改善，經監造單位檢驗

認可後，方得進行次一步工作。 

5. 工程施工中安全檢查。 

6. 工程完工後作測試調整檢驗。 

7. 經檢驗合格後作功能運轉並作記錄。 

8. 經檢驗合格後，作竣工報告，最後進行工程驗收。 

四、 本工程電氣設備、接地系統、電腦軟硬體及系統測試之安裝流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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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示。 



 

 

一、電氣設備安裝流程 
 
 

 
 

 

安裝準備 安    裝 管線配置 功能測試

1.安裝場地確認
2.安全防護校對
3.接地系統確認
 

1.安裝方式校對
2.安全防護校對
3.外觀及保護措施
   查核 

1.纜線規格校對
2.導線管規格校對
3.固定方式校對

1.單機功能試驗
2.系統整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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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地系統安裝流程 

 

 

 

 

 

 

 

 
 
 
 

位置標示 開  挖 接地網施工 完成 

接地網之高程及接

地棒之位置與深度 

接地網之施工，依

照施工說明施工 
接地棒之埋設，應

以植入接地棒方式

 

量測接地電阻值，應不

超過規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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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腦軟硬體安裝流程 

 

 

安裝準備 安 裝 配電與結線 功能測試

1.安裝場地校對
2.安裝位置校對
3.供電方式與路徑

   校對
4.安裝硬體數量校
   對
5.軟體設定校對

 

1.排列方式校對
2.設備銘牌校對
3.安裝高度、方向

   及位置校對
4.固定方式校對
5.設定參數值校對

1.供電電纜安裝與 
   接線校對
2.網路連線與功能

   校對

1.單機功能校對
2.單機測試
2.系統功能校對

3.週邊設備動作校
   對
4.整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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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測試流程 

 
 

測試準備 單機測試 系統整合測試

1.測試儀器校對
2.系統清點

1.主機功能測試
2.螢幕顯示功能測試
3.週邊設備功能測試

1.檔案維護整合測試
2.基本資料處理整合
   測試
3.資料蒐集處理整合
   測試

4.基本演算整合測試
5.資料累積處理整合
   測試
6.報表處理整合測試
7.資料顯示處理整合
   測試
8.網路通訊整合測試
9.系統管理整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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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檢驗記錄 

本工程之檢驗記錄包括下列各類 

一、 廠內試驗記錄 

(一) 柴油引擎發電機組廠內試驗報告 

二、 監造單位抽查(驗)表 

抽查(驗)表包括下列各類表格： 

(一) 建築裝修工程施工抽查表 

(二) 設備抽驗表 

(三) 系統功能測試抽驗表 

(四) 軟硬體系統整合測試抽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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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完工測試 

5-1 完工測試實施經過 

一、 系統功能測試抽驗 

(一) 抽驗重點 

系統功能測試主要重點在於抽驗系統之功能是否完整。 

(二) 抽驗步驟及方法 

1. 資訊蒐集功能。 

2. 監測功能。 

3. 維修保養功能。 

4. 資訊顯示及管理功能。 

5. 網際網路網站功能。 

6. 交流電源供應系統。 

7. 備用發電機功能。 

(三) 測試結果 

符合契約要求。 

二、 軟硬體系統整合測試抽驗 

(一) 抽驗重點 

軟硬體系統整合測試首先測試各系統之功能是否完整，各系

統軟硬體配搭可否依各系統功能規範之要求正常運作。 

(二) 抽驗步驟及方法 

1. 各子系統規範需求功能測試。 

2. 各子系統單元設備連線功能測試。 

3. 各系統界面連線整合測試。 

(三)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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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契約要求。 

5-2 結論 

系統功能測試及軟硬體系統整合測試均能符合契約規範、施工圖說與

原設計理念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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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保固 

一、 本工程完成履約經驗收合格之日起，由廠商保固2年。 

二、 保固期內發現瑕疵者，由業主通知廠商改正。所謂瑕疵，包括損裂、

坍塌、損壞、功能或效益不符契約規定等。 

三、 凡在保固期內發現瑕疵，應由廠商於業主指定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

條件改正。逾期不為改正者，業主得逕為處理，所需費用由廠商負

擔，或動用保固保證金逕為處理，不足時向廠商追償。但屬故意破

壞、不當使用或正常零附件損耗者，不在此限。 

四、 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瑕疵致無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得不

計入保固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