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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摘 要 

石門水庫原設計並無水力防淤專用設施，既有設施更新改善後

之排砂功能仍可能不足，加上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現象，若將來超

過石門水庫設計之可能最大降雨及可能最大洪水如何因應等。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及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於民國 100年完

成「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與「石門水庫阿姆坪

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以提升水庫防洪與防淤功能。藉由防淤、清

淤隧道，搭配既有設施更新改善工程，導引排放颱洪期間入庫渾水至

水庫下游，俾達到水庫「清渾分治」目標。 

為使後續工程能順利推動，因此將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增

設防淤隧道之 3D電腦模型等相關計畫內容以 3D動畫方式呈現，並配

合北水局所委辦相關之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式之模擬分析成果，如

模擬艾利、海棠、馬莎、泰利、蘇拉等颱風過後等水理流場、泥砂濃

度分布等，將試驗及模擬成果建置並整合於 3D虛擬實境場景中。 

藉由影片及虛擬實境之模擬，使民眾能了解石門水庫所面臨泥

砂淤積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採取的防淤對策。進而使民眾體認到防淤

隧道工程的重要，盼能引起社會大眾之重視，共同珍惜水資源。 

完成 3D動畫可作為對民眾宣導說明之用，亦可成為水利署署內

或向相關部會長官說明與溝通之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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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工作項目 

1.1 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自民國 52年開始蓄水運轉迄今已歷經半世紀之久，多

年來每經颱風暴雨侵襲及其他自然或人為因素之影響，造成水庫集水

區坡地沖刷與崩塌，源自沖刷與崩塌之土砂沿上游溪流進入水庫，造

成水庫蓄水能力大減。因此，如何導引颱風洪水期上游高濃度渾水流

入下游庫區及如何縮短渾水滯庫時間，為現今水庫操作重點。 

石門水庫原設計並無水力防淤專用設施，既有設施更新改善後

之排砂功能仍可能不足，加上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現象，若將來超

過石門水庫設計之可能最大降雨及可能最大洪水如何因應等。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及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於民國 100年完

成「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與「石門水庫阿姆坪

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以提升水庫防洪與防淤功能。藉由防淤、清

淤隧道，搭配既有設施更新改善工程，導引排放颱洪期間入庫渾水至

水庫下游，俾達到水庫「清渾分治」目標。 

北水局選定於水庫庫區大灣坪及中游阿姆坪設置防淤與清淤隧

道，如圖 1-1所示。大灣坪防淤隧道排放量為 1,600立方公尺/秒、

阿姆坪清淤隧道放水量為 600立方公尺/秒。經濟部水利規劃試驗所

於民國 100年辦理「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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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模型試驗研究－水工模型試驗」，雖然已有水工模型試驗成果資

料，似仍無法讓一般民眾及社會人士清楚易懂的瞭解防淤隧道功能及

效益。爰此北水局辦理「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虛擬實境與 3D

動畫模擬展示」(以下簡稱本計畫)委辦計畫，期藉由電腦 3D虛擬實

境製作技術，將工程規劃構想、施工過程、完工後排砂功效及水庫整

體營運情境建置完成後，使國內、外各界人士對該工程能全盤明瞭，

以利後續工程推動。 

綜上，北水局為使後續工程能順利推動，擬進行電腦 3D虛擬實

境製作及模型建置展示，並可由使用者自行上網連線進行互動操作之

虛擬實境，作為與民眾互動說明之用，亦可成為或向長官說明與溝通

之有效工具，期使工程能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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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清淤隧道路徑圖 

1.2 委託工作項目 

主要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工作項目： 

1. 建置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增設防淤隧道之 3D電腦模

型 

2. 水庫流場及泥砂濃度模擬分析成果展示 

3. 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與庫區既有設施之 3D模擬展示 

4. 系統整合及展示光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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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印製 

6. 廠商配合事項 

(二) 工作內容： 

1. 建置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增設防淤隧道之 3D電腦模

型，包含前池、大壩、溢洪池、排洪隧道、進水口、電廠、

電廠一期、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取水口、後池、後池堰

及增設防淤隧道…等既有結構物與新設施，作為各項工作之

基礎場景。 

2. 水庫流場及泥砂濃度模擬分析成果展示，配合北區水資源局

所委辦相關之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式之模擬分析成果，如

模擬艾利、海棠、馬莎、泰利、蘇拉等颱風過後等水理流場、

泥砂濃度分布等，將試驗及模擬成果建置並整合於 3D虛擬

實境場景中。 

3. 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與庫區既有設施之 3D模擬展示，於

完成「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計畫」建置後，應將規劃

設計之水庫排砂設施及下游河道之 3D模型、水庫增設防淤

工程整體施工步驟及完工後排砂情境，整合於水庫庫區場景

中，結合水庫既有設施，以 3D模擬與動畫方式予以展示。 

4. 系統整合及展示光碟製作，其光碟內容應整合上述各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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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製作「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虛擬實境與 3D動畫模擬

成果展示光碟」及網路版總成果以供民眾瀏覽，為達宣傳及

教育效果，虛擬實境系統中之導覽系統及重要場景應增加旁

白及文字說明。 

5. 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印製 

(1) 依工作進度提報期初、期中、期末等報告與不定期工作會

報，並編撰全案成果報告。 

(2) 報告印刷：依契約書規定提送各期報告及規定份數。 

6. 廠商配合事項 

(1) 配合北水局提供計畫相關需要辦理簡報、提供書圖資料及

其他技術性問題解釋或說明。 

(2) 配合北水局參加契約範圍內有關之會議、審查及現地勘查

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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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進度 

本委託工作期程預估自民國 102年 5月起至民國 102年 12月

止，各階段工作之進度如表 1-1所示： 

 

表 1-1 計畫執行進度表 

工期(年/月) 

工作項目 
5 6 7 8 9 10 11 12 

1.建置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

增設防淤隧道之 3D電腦模型 
        

2.水庫流場及泥砂濃度模擬分析

成果展示 
        

3.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與庫區

既有設施之 3D模擬展示 
        

4.系統整合及展示光碟製作         

5.工作簡報及報告編撰印製         

6.廠商配合事項         

累 計 總 進 度 ( % ) 15 40 55 65 75 85 95 100 

 

本計畫期程為自決標次日起至 102年 12月 31日，實際之工作

期限得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局要求修訂而延長。各階段工作

內容及期限如下，必要時得依相關委辦計畫或基本設計、環境調查工

作實際現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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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程 內容 

1. 期初報告 決標次日起 20 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各工作細項、各

階段工作時程安排、人力

配置及防淤隧道構想模型

初步建置 

2.期中報告(一) 決標次日起 50 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防淤隧道施工過

程、完工後營運操作模擬

動畫 

3.期中報告(二) 決標次日起 120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水庫整體營運操

作模擬動畫 

4.期末報告 決標次日起 220天

內送達 

內容須含契約內所有工作

項目 

6.繳交成果報告書 102 年 12 月 31 日

送達 

 

工作團隊已於 102年 5月 2日繳交期初報告，102年 5月 8日完

成期初審查；102年 6月 1日繳交期中報告(一)，102年 6月 11日完

成期中報告(一)審查，102年 8月 9日繳交期中報告(二) ；並依照

合約規定於 102年 11月 18日繳交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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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增設防淤隧道之 

3D 電腦模型 

2.1 現地踏勘與素材蒐集： 

本計畫團隊前往石門水庫勘查現地之地形地貌，搜集整理出下

列照片及說明： 

表 2-1 現勘照片整理及說明 

1 

 

由環翠樓前方平台觀看大壩

上游，現勘當天庫區正在進行

疏浚作業。紅色虛線內即為疏

浚作業船隻。 

2 

 

大壩溢洪道上方之閘門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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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溢洪道右側之環翠樓，此處為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辦公處所。 

4 

 

由大壩上方往後池方向觀看。 

5 

 

排洪隧道入口上方之直坑。 

6 

 

由石門水庫大溪收費站附近

之觀景涼亭觀看分洪隧道入

口。紅色虛線內即為排洪隧道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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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大壩上方觀看後池堰之全

貌。 

8 

 

後池堰下游台 4線溪洲大橋

現況。 

9 

 

自溪洲大橋往大漢溪下游觀

看。 

10 

 

下游之板新淨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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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置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增設防淤隧道之 3D電腦模型 

建置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增設防淤隧道之 3D電腦模型，包

含大壩、溢洪池、排洪隧道、進水口、電廠、電廠一期、石門大圳、

分層取水工、取水口、後池、後池堰及增設防淤隧道…等既有結構物

與新設施，作為各項工作之基礎場景。 

建置流程說明如下： 

(1) 3D模型以航照圖搭配地表高程資料(DEM)，利用 3Ds MAX

將庫區週遭地形模型建置出來，如圖 2-1所示。 

 

圖 2-1 庫區 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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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庫區航照圖 

依據地表高程資料，先在 3Ds Max中將庫區地表模型建置

出來，再將航照圖(如圖 2-2所示)調整貼合於庫區模型

上。 

(2) 再依據石門水庫完工竣工圖建置庫區中之相關水工結構

物，並配合現場所拍得的相片材質，以 Photoshop等圖形

編輯軟體進行處理。除了修正取景時之視角、光線、對比

之外，由於電腦對於圖形介面之運算需要佔用相當多的資

源，因此為了確保的檔案執行時之電腦運算效能，同時亦

須顧及檔案之美觀，需要將材質圖片的解析度調整至適當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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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大壩設計圖 

 

圖 2-4 以 3Ds Max建置庫區內相關水工結構物，圖為石門水庫大壩

周遭之 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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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完成貼圖之石門庫區部分場景 

工作團隊依據取得之地形測量資料、航照圖及大灣坪、阿姆坪

防淤隧道之設計圖資料，搭配現地踏勘並參考水利規劃試驗所模型試

驗場地之物理模型，依據前文所述之製作流程，完成水庫庫區之 3D

地形模型、後池、大壩、閘門、溢洪道、防洪隧道、後池堰、增設取

水工及電廠一期等各項結構物及大灣坪防淤隧道之 3D模型建置。 

完成之 3D模型及場景截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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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石門水庫庫區 3D模型網格 

 

圖 2-7  石門水庫溢洪道、大壩及閘門 3D模型場景 



 

16 

 

 

圖 2-8  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 3D模型 

 

圖 2-9  石門電廠一期 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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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石門水庫庫區前池、大壩、後池及排洪隧道 3D場景 

 

圖 2-11  石門水庫庫區大壩及周邊 3D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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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與庫區既有設施之 

3D 模擬動畫展示 

影片腳本整合數次工作會議及期初、期中、期末報告各次委員

意見，並依水利署送行政院報告需要進行數次修改。影片腳本分為完

整版及精簡版，內容如下： 

3.1 完整版影片腳本 

展示影片規劃以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為主標題展開影

片，說明石門水庫運轉至今已逾半世紀，並歷經自然及人為因素影

響，造成水庫庫區泥砂淤積、蓄水能力大減。為了減緩石門水庫淤積，

延長水庫使用壽命，確保水庫供水能力，經濟部水利署提出增設水庫

防砂設施工程。接著分別介紹阿姆坪及大灣坪兩條防淤隧道之工程區

位、工程內容、施作流程及放淤對下游河道之影響，並點出兩條隧道

功能之差異，最後以美麗的未來願景作結，腳本規劃如下： 

  

圖 3-1  3D模擬動畫影片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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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影像概要 旁白配音稿參考 

 

 

 

 

 

 
 

 

 

 石門水庫大壩位於桃園縣龍潭鄉，於

民國 53年完工。營運迄今，已經超過

半世紀。 

然而，在歷經數次極端颱洪事件衝

擊下，造成水庫嚴重淤積，尤其在民國

93年艾利颱風過境時，集水區土石崩

坍，泥砂流入庫區，其所形成之異重

流，造成庫區底床淤積 2,788萬立方公

尺、導致原水濁度飆高，超過下游淨水

場處理能力，大桃園地區停水 18天，

對民生產業供水造成嚴重影響； 

至民國 102年 2月，總蓄水容量從

原設計的 3.09億立方公尺縮減到 2.17

億立方公尺，使得穩定供水及防洪操作

的風險大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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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區位   

影像概要 旁白配音稿參考 

1. 空拍3d畫面,說明石門水庫既有

設施位置(隨之跳出設施照片或圖

片)再說明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

地理位置 

 

 

 

石門水庫既有設施有大壩、溢洪道、排

洪隧道、新設取水工、電廠排砂及後池

堰等。 

由於目前改造水庫既有設施，用以增加

排砂清淤量，仍有其限度。在面臨未來

氣候變遷的極端水文事件下，經檢討石

門水庫整體防淤能力仍有不足；為提昇

水庫防淤能力，本計畫選定於水庫中游

的阿姆坪及庫區的大灣坪兩處興建防

淤及排洪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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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姆坪防淤隧道  

影像概要 旁白配音稿參考 

1. 空拍 3D畫面 

 

2. 阿姆坪防淤隧道,浮出方框介紹阿

姆坪隧道各結構段 

 

 

 

3. 抽泥船範圍畫面 

4. 帶至隧道進水口,顯示出隧道上方

兩側抽泥管設施 

 阿姆坪隧道工程 包括進水口段、 

隧道段、出水口段及沖淤池段， 

總長度約為 4,531 公尺， 

設計沖淤流量為每秒 600立方公尺 

 

隧道分為上下兩層 

上層設置輸泥鋼管設備，下層為沖淤通

道及砂石專用道 

 

 

 

 

 

在平時， 

利用抽砂船，抽取 20~31斷面的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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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沖淤土石經由阿姆坪隧道上層之輸

泥鋼管設備，輸送至沖淤池放置， 

 

5. 畫面帶至隧道出水口沖淤池,顯示

出不可沖淤土石及可沖淤土石之

處理方式 

 

不可沖淤土石放置於高灘地，經由砂石

專用道路及台四線載運至砂石場販售。 

 

6. 特別乾旱時期，卡車運砂 

 

如遇特別乾旱時期，庫區水位若降至

210公尺以下時，卡車可直接開到水庫

阿姆坪河床，配合機械清淤情況下，藉

卡車裝載淤積料，由阿姆坪隧道下層之

砂石專用道路，運至隧道出口處，以提

高水庫之清淤效率 

7. 畫面帶至沖淤池,顯示汙水排放及

清淤狀況 

 

平時堆放於沖淤池之可沖淤土石則於

汛期時利用洪水將堆放之淤泥沖回大

漢溪河道，補充下游河道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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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灣坪防淤隧道   

影像概要 旁白配音稿參考 

1. 空拍3D畫面,以方框浮現出大灣坪

隧道,介紹大灣坪隧道各結構段 

 

 

 

2. 介紹大灣坪隧道各結構段,畫面又

拉回空拍3D畫面,介紹象鼻鋼管運

送路線 

 

 

 

大灣坪隧道工程以汛期時利用異重流

進行排洪及排淤為主 

工程主要可區分為四個區段，分別為進

水工段(含象鼻引水鋼管段及入口隧道

段)、閘門豎井段、隧道段及出口挑流

段，防淤設計流量為每秒1,600立方公

尺。 

進水工段包含象鼻引水鋼管段與入口

隧道段，總長度為222公尺 

規劃在阿姆坪隧道附近設置製造象鼻

鋼管的場地 

完工的象鼻鋼管由鋪設之軌道下水，再

由動力船隻拖曳到大灣坪隧道口的進

水口施工處 

在水中調整安裝方向與位置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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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入口隧道段洞口約 106公尺處  設

置一總深度為 104公尺之豎井，當達到

閘門閘室頂部高程時，往上游側擴挖。 

並安裝二道直立式閘門及兩道弧型閘

門 

3. 畫面帶至進水口,顯示象鼻鋼管安

置及異重流閘門操作狀況 

 

 

當颱風洪水來臨時 

上游監測站監測到異重流到達大灣坪

防淤隧道入口時， 

 

4. 畫面帶至出水口挑流工,顯示排砂

狀況 

 

利用隧道前端之象鼻引水鋼管，經由豎

井開啟操作閘門，將水庫底層高濁度之

渾水導入後池，以達到減少庫區淤積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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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語 

影像概要 旁白配音稿參考 

最後,以集錦的畫面及庫區畫面呈現

工程願景 

 

 

總結並回顧兩條隧道之排洪、清淤功

能 

 

 

 

 

 

 

為提升石門水庫防淤排洪能力，本計畫

興建2條防淤隧道，用來延長水庫壽

命，並確保極端水文事件發生時之水庫

安全。 

特別預算計畫執行完畢後，石門水庫配

合上游清淤、電廠排砂及抽泥浚渫等，

每年可達成207萬立方公尺之輸砂量。 

本計畫第一階段之阿姆坪防淤隧道預

估年平均清淤疏濬量可達到64萬立方

公尺，水庫清淤量提高到271萬立方公

尺，並可提供600 立方公尺/秒的排洪

量；第二階段之大灣坪防淤隧道將使水

庫每年增加71萬立方公尺排砂量，水庫

年清砂量達到342萬立方公尺，並增加

水庫1,600立方公尺/秒之排洪量。如此

將可達成水庫永續經營的目標。 



 

26 

 

 

 

 

 

 

水為永續發展之關鍵資源，沒有水就沒

有未來，全球正面臨嚴苛的水資源問題

與挑戰，我們必須勇敢面對並積極降低

致災風險，以應付未來的高度不確定

性。 

經濟部水利署正為打造不缺水、不淹

水、親近水的水台灣而努力。 

期望與民眾共同營造永續發展、 

生生不息的環境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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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分鐘精簡版影片腳本 

因應主辦單位需求，配合剪輯較為精簡之三分鐘版本，為顧及

整體劇情之完整性及合理性，影片分為緣起、工程內容及願景等三部

分，整體長度約為 3分鐘。 

1. 緣起(30秒) 

影像概要 旁白配音稿參考 

 

 

 

 

 石門水庫大壩位於桃園縣龍潭鄉，於民國

53年完工，營運迄今，已經超過半世紀。 

然而，在歷經數次極端颱洪事件衝擊

下，造成水庫嚴重淤積，尤其在民國 93年

艾利颱風過境時，集水區土石崩坍，泥砂

流入庫區，其所形成之異重流使庫區底床

淤積近 2,800萬立方公尺，導致原水濁度

飆高，超過下游淨水場處理能力，大桃園

地區停水 18天，對民生產業供水造成嚴重

影響； 

至民國 102年 2月，總蓄水容量從原

設計的 3.09億立方公尺縮減到 2.17億立

方公尺使得穩定供水及防洪操作的風險大

為提高。    

2.工程內容(120秒) 

1. 空拍3d畫面,說明石門水庫既有

設施位置(隨之跳出設施照片或圖

石門水庫既有設施有大壩、溢洪道、排洪

隧道、新設取水工、電廠排砂及後池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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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再說明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

地理位置 

 

 

 

 

 

 

 

 

 

 

由於目前改造水庫既有設施，用以增加排

砂清淤量仍有其限度。在面臨未來氣候變

遷的極端水文事件下，經檢討，石門水庫

整體防淤能力仍有不足；為提昇水庫防淤

能力，本計畫選定於水庫中游的阿姆坪及

庫區的大灣坪兩處興建防淤及排洪隧道。 

經考量工程之必要性、急迫性及施工

條件之技術面分析等多方評估，規劃第一

階段先推動阿姆坪隧道，第二階段再推動

大灣坪隧道較為合宜。 

中游的阿姆坪隧道兼具排洪、沖淤、

運輸、抽砂等功能，隧道入口位於水面上，

平時水位較低時，可利用隧道進行運砂、

抽砂，將不可沖淤土石出售業者，可沖淤

土石暫置沖淤池，汛期時再利用水庫調節

性洩洪時進行沖淤，使淤泥回歸原大漢溪

河道。 

 

而大灣坪防淤隧道入口之象鼻鋼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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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面下，主要為颱洪時期，水庫產生異

重流時啟動水力排砂設施，進行排洪及排

淤。 

期望能藉由興建 2條防淤隧道後提升

石門水庫出庫砂量，以達成永續經營之理

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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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 3D模型及動畫成果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 3D模型及動畫建置成果，截圖及說明如下： 

 

圖 3-2  防淤隧道全景 3D模型 

 

圖 3-3  阿姆坪隧道全區段 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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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阿姆坪隧道入口及抽砂船示意模型 

 

圖 3-5  阿姆坪隧道出口，可沖淤土石及不可沖淤土石分別放置示意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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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阿姆坪隧道入口完工後地貌恢復之示意畫面 

 

圖 3-7  特別乾旱時期，利用卡車經由阿姆坪隧道載運庫區泥砂示意

畫面 

 

圖 3-8  大灣坪可沖淤土石放淤之比較動畫示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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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大灣坪防淤隧道 3D模型 

 

 

圖 3-10  大灣坪入口段 3D模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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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大灣坪隧道入口段閘門 3D模型 

 

圖 3-12  大灣坪隧道全區段與地形整合示意說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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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象鼻鋼管製造場地及以船拖運鋼管之示意畫面 

 

 

圖 3-14  象鼻鋼管由製造場拖曳至隧道入口之示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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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大灣坪隧道水下槽挖之示意畫面 

 

 

圖 3-16  大灣坪隧道象鼻鋼管與水平段接合之示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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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大灣坪出水口之排砂示意畫面 

3.4 水庫防洪操作模擬動畫影片 

模擬影片內容規劃如下： 

模擬颱風洪水來臨時，石門水庫在進水量超過 200CMS時，開啟

阿姆坪隧道進行調節性洩洪，入庫流量超過 600CMS時再開啟電廠防

淤一期工程協助洩洪。當水庫上游偵測到異重流運移至大灣坪隧道入

口時，開啟大灣坪隧道進行洩洪。水庫水位持續上升，則開啟排洪隧

道協助洩洪。水庫進水流量達到 1000cms，開啟溢洪道進行洩洪。 

 

 

颱風洪水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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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在進水量超過

200CMS時，開啟阿姆坪隧道進

行調節性洩洪，設計排洪量為

600CMS。 

 

入庫流量超過 600CMS時再開

啟電廠防淤一期工程協助洩

洪。 

 

 

 

當水庫上游偵測到異重流運

移至大灣坪隧道入口時，開啟

大灣坪隧道進行洩洪。設計排

洪量為 1,6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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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水位持續上升。 

 

開啟排洪隧道協助洩洪 

 

 

水庫進水流量達到 1000cms以

上時，開啟溢洪道進行洩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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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庫流場及泥砂濃度模擬分析成果展示 

4.1水庫流場及泥砂濃度模擬 

由於三維數值模式的開發期程很長也相當不容易，加上目前

商業版泛用性三維計算流體力學軟體已可廣泛地應用到工業界

所面臨相當複雜的三維流場問題，其中包括壓縮及不可壓縮流

場、層流與紊流、暫態與穩態流場、化學變化、多相流、濃度計

算、燃燒熱傳、輻射…等功能。而且針對軟體功能的延展性，一

般泛用性商業版軟體也提供了相當多且具彈性的使用者副程式

（Users Subroutines），可供使用者動態改變所需的物理參數與邊

界條件設定，同時亦可與使用者自行開發的副程式中加入適當的

源項（Source Terms），以符合實際的物理問題，如針對水庫因流

體密度差異，可於徹體力（Body Force）採用 Boussinesq 

approximation，來模擬水庫異重流之泥砂濃度傳輸行為。 

泛用性三維流體力學軟體 CFX，其早期係從 CFDS FLOW3D

發展而來，後經英國 AEA Technology 近 30 年的發展，使得 CFX

被化工界公認為解決流體流動、傳熱、多相流、化學反應、燃燒

問題的首選工程模擬軟體。 

然而 3 維數值模式模擬花費時間甚多，因此近年來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積極委託美國墾務局進行水庫異重流模式研發，且

針對石門水庫開發水平二維(層平均)異重流模式，因此本計畫可

利用現有資料，利用美國墾務局泥砂及河川水利研究群

(Sedimentation and River Hydraulics Group)所發展之異重流二維

層平均數值模式(SRH-2D)，推估水庫異重流情形，以瞭解異重流

二維層平均數值模式模式在石門水庫之適用性，及各颱風場次

(艾利、海棠、馬莎、泰利、蘇拉等)之水庫流場及泥砂濃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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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成果。 

SRH-2D 層平均數值模式重點乃為探討異重流流場、泥砂濃

度及到達壩前的時間，其控制方程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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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時間； x， y為水平及垂直方向座標； h為異重流

厚度；U ，V 為水平及垂直方向的流速； kC =水深平均濃度；Z =

異重流頭部高程； bz =底床高程； 2 2

tU U V  =流速； tC =總濃

度 ； R = 異 重 流 沉 降 速 度 ； we = 0.00153 0.0204 iR ；

2 2

i tR ghRC U V  ； =沉降參數； m =泥砂平均沉降速度。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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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C =底床阻力係數；  =水力運動黏滯係數； t =渦流係

數。 

本計畫利用 SRH-2D 模式，模擬艾利、海棠、馬莎、泰利、

蘇拉等颱風案例，並將泥沙濃度分布流場匯出，供 3D 虛擬實境

情景應用。以下簡述，上述五場颱風之模擬應用情形。 

 

4.2各颱風模擬濃度流場 

(1)艾利颱風 

圖 4-1為艾利颱風移動路徑圖，艾利颱風形成後向西北方

向移動，到達臺灣東北方海面後緩慢偏西移動通過臺灣北部近

海，其海上颱風警報發佈時間為 2004年 8月 23日 2 時 30 分，

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間為 2004年 8月 23日 14時 30分，當進

入臺灣海峽後逐漸轉向西南西，25日 22時由金門東北方進入

福建，並於 2004年 8月 26日 11時 30分同時解除海上及陸上

颱風警報。其為近年來侵襲石門水庫中造成最嚴重災情之颱風。 

圖 4-2為數值模式模擬艾利颱風期間之庫區濃度運移情

形，由圖 4-2(a)可知，艾利颱風自初始段即夾帶大量泥砂濃度

進入庫區；圖 4-2(b)顯示第 15個小時泥砂運移至壩前；圖 4-2(c)

為尖峰濃度段，全庫區形成渾水潭，且持續一天以上；直至第

60個小時濃度才開始遞減，此現象可由圖 4-2(d)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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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艾利颱風移動路徑圖 

(a) (b) 

(c) (d) 

圖 4-2 艾利颱風庫區濃度運移情形(a)2hr；(b)15hr；(c)30hr；

(d)60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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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棠颱風 

圖 4-3 為海棠颱風移動路徑圖，海棠颱風生成後向西南西轉

西北西方向移動，接近臺灣時在花蓮外海逆時鐘打轉一圈，於

18 日 14 時 50 分左右在宜蘭東澳附近登陸，22 時左右於苗栗後

龍附近進入臺灣海峽，繼續向西北移動，在馬祖附近進入大陸。 

圖 4-4 為數值模式模擬海棠颱風期間之庫區濃度運移情形，

由圖 4-4(a)可知，海棠颱風初始之泥砂入流情形並不明顯；直至

第 15 小時方有明顯高濃度水流進入，此現象可由圖 4-4(b)得知；

圖 4-4(c)為高濃度濁水抵達壩前之濃度分布圖，但由於入流泥砂

較少，故庫區之濃度並未產生明顯變化，大多維持在 10,000 ppm

以下，圖 4-4(d)為第 30 小時之濃度分布圖，由圖可知第 30 小時

候庫區之入流泥砂開始減少，泥砂主要僅集中於庫區壩前段。 

 
圖 4-3 海棠颱風移動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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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4 海棠颱風庫區濃度運移情形(a)5hr；(b)15hr；(c)22hr；

(d)30hr； 

(3)馬莎颱風 

圖 4-5 為馬莎颱風移動路徑圖，馬莎颱風生成後向西北方向

移動，其海上颱風警報發佈時間為 2005 年 8 月 3 日 8 時 30 分，

陸上颱風警報發佈時間為 2005 年 8 月 4 日 2 時 30 分，通過臺灣

東方及北方海面，由浙江省進入大陸，並於 2005 年 8 月 6 日 8

時 30 分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圖 4-6 為數值模式模擬海棠颱風期間之庫區濃度運移情形，

由圖 4-6(a)可知，馬莎颱風自第 5 小時起即有高濃度濁水流入至

第 15 小時高濃度濁水運移至壩前，此現象可由圖 4-6(b)得知；

圖 4-6(c)為尖峰濃度時之庫區濃度分布圖，由圖可知庫區大部分

之泥沙濃度皆維持在 10,000 ppm 以上，圖 4-6(d)為第 30 小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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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分布圖，由圖可知第 30 小時後庫區之入流泥砂開始減少，

泥砂主要集中於庫區壩前段。 

 
圖 4-5 馬莎颱風移動路徑圖 

(a) (b) 

(c) (d) 

圖 4-6 馬莎颱風庫區濃度運移情形(a)5hr；(b)15hr；(c)25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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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hr； 

(4)泰利颱風 

圖 4-7 為泰利颱風移動路徑圖，泰利颱風生成後生成後向西

北轉西北西朝臺灣移動，並於 2005 年 8 月 30 日 8 時 30 分同步

發布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到達花蓮近海時，低層環流中心滯留

打轉並減弱消失，隨即由臺中西方近海形成之副低壓中心取代，

並持續向西北西移動，由福建進入大陸，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則

同步於:2005 年 9 月 1 日 23 時 30 分解除。 

圖 4-8 為數值模式模擬泰利颱風期間之庫區濃度運移情形，

由圖 4-8(a)可知，泰利颱風自第 5 小時起開始有明顯泥砂入流情

形；第 15 小時高濃度濁水運移至壩前，此現象可由圖 4-8(b)得

知；圖 4-8(c)及(d)為濃度削減段，由圖可知第 20 小時之後，庫

區之入流泥砂開始減少，呈現壩前濃度較高，濃度隨著遠離壩前

而逐漸削減之情形。 

 
圖 4-7 泰利颱風移動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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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4-8 泰利颱風庫區濃度運移情形(a)5hr；(b)15hr；(c)20hr；

(d)40hr； 

(5)蘇拉颱風 

圖 4-9 為蘇拉颱風移動路徑圖，蘇拉颱風生成後以北北西方

向移動，2 日 3 時 20 分於花蓮秀林鄉附近登陸，之後呈打轉現

象，2 日 14 時左右掠過臺灣東北角進入北部海面，3 日 6 時左右

於馬祖北方進入福建。 

圖 4-10 為數值模式模擬蘇拉颱風期間之庫區濃度運移情

形，由圖 4-10(a)、(b)可知，蘇拉颱風之初始入流濃度甚小；至

第 30 小時方有較高濃度濁水運移至壩前，此現在可由圖 4-10(c)

得知；但由圖 4-8(d)可看出，在第 35 小時後濃度即遞減，庫區

之入流泥砂開始減少，全庫區除壩前外，皆無明顯高濃度濁水之

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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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蘇拉颱風移動路徑圖 

 

(a) (b) 

(c) (d) 

圖 4-10 蘇拉颱風庫區濃度運移情形(a)5hr；(b)15hr；(c)30hr；

(d)35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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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是由谷歌公司(Google)開發，將衛星照片、航空

照相圖等 GIS資料投影在一球狀模型上的 GIS資料呈現軟體，從 2005

年發布至今，其系統畫面如下： 

  

圖 4-11 Google Earth畫面 

Google Earth的資料主要來源為衛星照片提供商、航空照片提

供商所提供的一到三年內之可用於公共領域的衛星圖像，圖資的解析

度平均 15英呎，在主要人口較多的大城市解析度較高。次要來源有

歷史圖資、海洋地形圖資或其他第三方的圖資；也有稱做 Google 

Earth Outreach的提供使用者上傳圖資之機制。Google Earth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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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地圖資料為二維空照圖，不過從 2006年 11月後，也有來自美國

太空總署(NASA)的太空梭雷達製圖任務(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所收集的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3D 地形模型資

料，因此目前在地形的呈現上，較大的地理特徵(如山脈、峽谷)可以

DEM模型的方式呈現，而地形起伏不大的區域是以傾斜視角觀看二維

地圖的方式來模擬 3D效果。 

Google Earth的運作架構為 client-server的主從式架構，由

Google的伺服器端即時性地提供資料到 client端呈現，client端為

運行 Windows 2000以上或 Linux作業系統的 PC及 Mac電腦設備。

Google Earth的呈現方式主要為使用安裝於 client端的 Google 

Earth軟體來瀏覽圖資，也有 Google Earth plug-in可讓使用者安

裝於瀏覽器的插件，以瀏覽器瀏覽網頁的方式使用。有從正上方觀看

的 2D瀏覽模式以及可變角度的傾斜視角鳥瞰模式。 

在可程式化方面，Google Earth可使用 JavaScript程式語言，

配合 Google Earth的 KML文件和谷歌公司提供的 Google Earth API

在 Google Earth的顯示畫面上進行繪製圖層、3D模型的功能、或是

使用 C++、C#程式語言利用 Google Earth COM API來對整個 Google 

Earth軟體做控制畫面顯示及查詢資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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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庫流場及泥砂濃度 3D場景 

配合上述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式之模擬分析成果，將艾利、

海棠、馬莎、泰利、蘇拉等颱風過後之水理流場、泥砂濃度分布等結

果，將模擬成果建置並整合於 3D場景中。 

本計畫考量到操作之軟體之普及度及穩定度，3D操作軟體經討

論後，選擇以 Google earth為 3D場景載具。 

首先第一步先將數值模擬結果，依模擬時序以科學計算視覺化

軟體 Tecplot 以輪廓色階方式繪製輸出，再利用影像處理軟體

Photoshop調整圖片解析度及尺寸，並編輯色彩索引表定義透明索引

值，擷取出各時序之去背影像。 

第二步於 Google earth 以圖像疊加層（GroundOverlay）新增

第一階段輸出之各時序模擬結果影像，並以適當投影方式套疊於地表

上。然後依數值模擬延時及起始時刻換算各時序之絕對時刻，再於

kml 文件內以<gx:TimeStamp>標籤定義各時序圖像疊加層之對應時

刻。 

最後將各場次模擬結果之 kml 文件以<NetworkLink>標籤整併

後，以 Google earth 時間滑桿 (Time Slider)、導覽控制器

（Navigation controls）及位置面板（Places panel）設定操作導

覽方式、使用者視角以及觸發流場展示功能之時間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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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泥砂濃度運算結果與 google earth整合情形截圖(一) 

 

圖 4-13泥砂濃度運算結果與 google earth整合情形截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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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統整合及展示光碟製作 

本計畫整合上述各項成果製作成為「石門水庫防淤隧道成果展

示光碟」及網路版總成果供民眾瀏覽，光碟中將計畫各項動畫影片成

果，規劃設計整合於一首頁架構中，設計系統架構圖如圖 5-1 所示。 

  

圖 5-1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虛擬實境與 3D動畫模擬成果展示架構圖  

在本系統中，為了使使用者能更清楚石門水庫更新改善計畫的

緣起、內容與相關治理成果，除了原委託服務說明書所要求之內容

外，再加入一「計畫概述」之項目，將整理計畫相關內容，以文字搭

配圖片的方式整合於系統光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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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展示分為「完整版」、「三分鐘精簡版」、「阿姆坪防淤

隧道」、「大灣坪防淤隧道」及「功能差異」等篇章 

流場展示則配合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式之模擬分析成果，將

艾利、海棠、馬莎及泰利颱風過後之泥砂濃度分布等，將之整合與

Google earth 3D場景中。 

並計畫整合石門水庫整體治理計畫之成果，收錄渾水水庫形成

原因及異重流排砂之說明動畫，協助說明排砂隧道運作原理。 

 

圖 5-2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模擬展示光碟首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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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計畫已將石門水庫庫區既有設施及增設防淤隧道之 3D電腦模

型等相關計畫內容以 3D動畫方式呈現，並配合北區水資源局所委辦

相關之水工模型試驗及數值模式之模擬分析成果，如模擬艾利、海

棠、馬莎、泰利、蘇拉等颱風過後等水理流場、泥砂濃度分布等，將

試驗及模擬成果建置並整合於 3D虛擬實境場景中。 

藉由影片及虛擬實境之模擬，使民眾能了解石門水庫所面臨泥

砂淤積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採取的防淤對策。進而使民眾體認到防淤

隧道工程的重要，盼能引起社會大眾之重視，共同珍惜水資源。 

完成 3D動畫可作為對民眾宣導說明之用，亦可成為水利署署內

或向相關部會長官說明與溝通之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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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審查意見回覆 

7.1 期初審查意見回覆 

1. 聯合大地公司王經理順加： 

1. 本公司會協助台灣大學確

認 3D動畫與規劃成果是否

相符。 

2. 大灣坪象鼻引水鋼管建議

僅針對鋼管製造場址、托

運路線及下水安裝成形即

可。 

3. 閘門之操作建議初步可採

全開操作。 

4. 阿姆坪防淤隧道為報院計

畫重點，建議增加比重，

另外請增加豎井之設施及

清輸有價及無價的功能

性。 

 

 

1.感謝協助。 

2.遵照辦理，請參考動畫影片初

稿。 

3.閘門操作目前大灣坪隧道採

全開操作，阿姆坪隧道則遵照操

作規則呈現。 

4.已增加阿姆坪隧道比重，並說

明有價砂及無價砂之堆放、沖淤

及運送等說明。 

2. 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連博

士和政： 

1. 本中心可提供兩隧道穩態

及暫態水理模擬資料予台

灣大學，作為展示之參考

資料。 

2. 另如有需本中心協助提供

其他三維模擬資料，本中

心將全力配合提供。 

 

 

1.感謝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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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艾奕康公司蔡經理光遠： 

1. 請加強兩條隧道工程

進、出口處之景觀展示。 

 

1.目前進出口處之景觀設施尚

無明確之規劃，因此僅能以種樹

及綠化等美化設施。 

4. 王副局長國樑： 

1. p19，模擬動畫影片架構

中應増加蓄清排渾的功能

說明。 

2. p23，言及考量石門水庫最

高水位高程 252公尺。 

3. p25，腳本中部分增加量化

數據說明較具說服力，如

庫容的減少。 

4. p26，相關防淤隧道功能主

要是恢復原來或維持既有

功能為主。 

5. p26，相關大灣坪及阿姆坪

防淤隧道工程施工的內容

建議再強化。 

6. p34，部分圖示的說明有

 

1.已增加於影片完成之願景片

段中。 

2.於動畫腳本中已未提及石門

水庫最高水位高程。 

3.庫容之減少已增加於影片

中，請見影片腳本章節。 

4.影片內容已增加工程隧道施

工內容篇幅。 

5.標示內容已更正。 

6.影片已增加阿姆坪水工結構

物之介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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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請檢討修正；另缺阿姆

坪水工構造物的資料，請

補充。 

5. 吳主任工程司東雄： 

1. 請考量將本局既有

iwater節能省碳之資料

納入 3D動畫展示計畫

中，俾符合行政院經建會

及環保署之要求。 

2. 3D專業展示版宜將閘門

啟動之機制功能納入，俾

供專業人士審核參考之

用。 

 

1.影片已增加集水區崩塌及保

育內容。 

 

 

2.影片中已納入閘門操作之內

容。 

 

6. 石管中心李工程司永安： 

1. 本計畫非屬一般性 3D美

化展示，其中包含整併諸

多極專業之水工模型數值

轉化為 3D展示，爰務求模

擬資料正確並建議於影片

 

1.感謝指教，將考量增加於影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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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予以強調說明。 

2. 對外展示版影片建議活

潑化。 

 

 

 

 

3. 本計畫所建置之模型，未

來建議提供可編輯檔予本

局其他課室，作為延伸展

示其他業務使用(如：養護

課潰壩分析展示、石管中

心觀光業務展示．．．等)。 

4.如何於不同水位下清、排

淤為阿姆坪防淤隧道之重

點，應予適當展現。 

 

2.目前影片目的為提供報行政

院之工程動畫為主，因此工程說

明占較大篇幅，未來可視需要進

行剪輯。 

 

3.待計畫完成後，可提供隧道及

地形之可編輯模型。 

 

 

 

 

4.已將平時及不同水位之清

淤、沖淤內容整合於影片中。 

7. 計畫課吳課長啟順： 

1. 大灣坪入口象鼻引水管 3

維施工方式，建議參考南

 

1.象鼻鋼管段之動畫主要以鋼

管製造廠、船拖鋼管至調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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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局廠商動畫，摘要展現

鋼管下水:船拖鋼管、糟挖

(水下)、吊放、水中混擬

土澆置等施工過程。 

2. 完工後排砂模擬展示部

分要加緊趕辦，阿姆坪案

是重點，尤其是抽泥、沖

淤池沖淤、操作等。 

3. 優先趕一般版動畫，腳本

針對工程細節儘量摘要不

要太細。 

等施工過程為主。 

 

 

 

2.阿姆坪之抽泥、沖淤池沖淤及

操作流程均已製作於動畫中。 

 

 

3.遵照辦理。 

8. 計畫課周工程司家培： 

1. 請本局協助事項，請詳列

清單，俾請各相關廠商及

單位提供，以利早日完成

本計畫委託事項。 

2. 專業版之展示內容儘量

詳細，以利專業人士審核

參考之用，一般版之展示

 

1.感謝協助。 

 

 

 

2.目前規劃先完成較長篇幅之

專業版，待審核完成後再剪輯成

為較簡單、大眾化之一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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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宜大眾化及活潑

化，以利一般民眾瞭解。 

3. 各展示版宜以阿姆坪、大

灣坪順序排列，俾符合報

院工程計畫之內容。 

 

 

3.影片已遵照意見調整為阿姆

坪、大灣坪之順序說明。 

貳、 結論： 

1. 台灣大學請本局協助事

項，請計畫課協調各廠商及

各單位配合辦理，以利計畫

推動。 

2. 虛擬實境及 3D 展示內容，

宜區分專業版及一般版兩

個版本，俾作為向不同階層

人士展示之用，另編排展示

順序宜先展示說明阿姆坪

隧道工程施工、完工操作情

形後，再展示說明大灣坪隧

道工程施工、完工操作情

形，最後才展示水庫整體防

 

1.感謝協助。 

 

 

 

2.目前規劃先完成較長篇幅之

專業版，待審核完成後再剪輯成

為較簡單、大眾化之一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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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操作營運狀況，俾讓各界

人士瞭解防淤隧道工程整

體功效。 

3. 本計畫宜針對設計流量、艾

利颱風流量、啟動流量(5、

10、50、100年等頻率)等三

個流況進行展示說明，另閘

間開啟以全關、開啟 1/2及

全開等三種情況進行展示

說明，以利專業人士瞭解隧

道啟動機制及防淤操作功

效。 

4. 阿姆坪隧道工程動畫宜將

施工豎井設施納入，俾與工

程計畫內容相一致。 

5. 展示內容宜請考量計畫緣

起、施工過程、完工營運操

作及未來願景等架構編

排，俾充分展示本計畫節能

 

 

 

3. 影片中已納入閘門於不同水

位高度之操作內容。 

 

 

 

 

 

 

 

4.隧道工程動畫目前僅查到大

灣坪施工豎井內容，並以整理至

旁白中說明。 

5.感謝指導，目前影片已由計畫

緣起、施工及營運操作與未來願

景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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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碳、永續經營理念，以利

計畫推動。 

6. 本期初報告暨簡報原則認

可，並請參考與會各廠商及

本局各單位代表意見研

處，並於期中報告(一)及會

議有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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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期中(一)審查意見回覆 

一、水規所吳工程司慶現(書面意

見)： 

1. P.16葛樂禮颱風後..「著手規劃

建立防砂設施及排砂設備」考量

改為「著手規劃建立防砂設施及

排洪設備」。 

2. P.23其中增設水庫取水工工

程，目前已完成 2層取水設施（取

水口高程分別 228公尺及 236公

尺），最下層高程 220公尺尚未完

成，請再確認。 

3. P.23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

人工湖，其中說明與最後定案執

行計畫有差異，請再查明。 

4. P.28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影像

概要中考量增列水庫淤積縱剖

面，如圖 1所示。說明近 10年淤

積集中在上游段，為避免較粗顆

 

 

1.~3.感謝指正，目前腳本內容

已依期中審查會議及工作會議

討論後修改，請參考本報告

2.2節。 

 

 

 

 

 

 

 

 

4.已增加庫區泥砂淤積情況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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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泥砂淤積三角洲逐漸下移，以

利說明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急迫

性與必要性。 

5. P.29在平時，利用抽砂船等設備

經由隧道上層所設置之輸泥管路

清除「河道」河道淤泥。其中「河

道」考量改為「水庫」。 

6. P.30「清除之淤泥運送至隧道出

口處」考量改為「清除之淤泥管

路輸送至隧道出口處」。 

7. P.31「8.畫面帶至沖淤池，顯示

污水排放及清淤狀況」考量「8.

畫面帶至沖淤池，顯示淤泥藉洪

排放及清淤狀況」。 

8. P.33「5.畫面帶至進水口，顯示

象鼻鋼管安置及異重流閘門操作

狀況」建議考量增加模型試驗艾

利颱洪時異重流導引排放畫面，

旁白增加單場艾利颱洪模型試驗

 

 

 

5.~7.感謝指正。其中多數為畫

面說明，已依據其中審查會議

及後續工作會議討論結果進行

修正。 

 

 

 

 

 

 

 

8.目前劇情旁白並未提及建置

成本，若有需要將會考量納入

光碟成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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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坪防淤隧道排砂量 1,040萬

噸(排砂比 36.1％)，相當於單場

艾利颱洪防淤功能即相當於建置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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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石門水庫近十年淤積縱剖面圖 

 

二、石管中心李工程司永安： 

1. 「因應對策」接續至「工程區位」

宜有合宜銜接，以利影片之連貫

性。 

2. 阿姆坪防淤隧道入口 3D模型閘

門上方閘室模型似像一塊混凝

土，建議可略以美化或修正。 

3. 影片內排洪隧道、葛樂禮颱風濁

度等旁白未對應影片。 

 

1.感謝指正。目前影片依據其

中審查會議及後續工作會議討

論結果進行修正。 

2.阿姆坪入口上方之閘室模

型，為避免觀眾誤解，已增加

繞場畫面，再進行剖面說明。 

3.感謝指正，影片已進行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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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庫面臨問題宜搭配合宜畫面。 

5. 防姆坪隧道特別介紹時底圖過

暗。 

6. 影片介紹隧道時宜搭配合適標

題。 

7. 旁白語調似可更呈現積極感。 

8. 整體顏色搭配似可再活潑一點。 

 

9. 隧道斷面不同輸送模式宜予展

現。 

 

10. 整體隧道功能展現似可以異重流

為主角自集水區流入水庫為視角

動線，再排出防淤隧道，以增加

其可看性。 

4.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5.感謝指正，影片底圖已修

正。 

6. 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7. 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8.感謝指正，影片色調已進行

調整。 

9.影片已加入上層輸泥管路輸

砂、洪水時排洪及特別乾旱時

以卡車運砂等情節。 

10.影片中加入異重流流入庫

區之說明，以加強整體性。 

 

三、計畫課吳課長啟順： 

1. 石門水庫及整治簡介影片內容可

以縮短，另本局石門整治宣導影

片可以提供參考。 

 

1.感謝指正。經工作會議討論

後，已縮短前言並聚焦於增設

防淤隧道工程之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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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姆坪入口 3D模型，請洽聯合大

地、本局釐清其操作程序目的，

於模型展示影片內說明。 

3. 阿姆坪入口抽泥船示意 3D模

型，建議可以參考本局現壩區執

行抽泥船型式，另馬蹄隧道上佈

抽泥管，下走水流沖淤，展示請

再加強。 

4. 阿姆坪隧道出口沖淤池 3D模

型，沖淤效果可再加強。 

5. 大灣坪防淤隧道 3D模型似乎懸

空，尤其是入口，是否地形要修

正，另施工部分如象鼻管凹槽抓

斗開挖、混凝土澆置等，建議可

以參考南水局廠商影片增加。 

 

2.隧道之 3D模型及操作程

序，已確認並修改。請參閱影

片腳本。 

3.感謝指正。抽泥船形式僅為

示意。另影片已加入上層輸泥

管路輸砂、洪水時排洪及特別

乾旱時以卡車運砂等情節。 

 

4.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5.大灣坪防淤隧道之 3D模

型，已修正周遭之地形地貌。

施工部分已完成槽挖及象鼻鋼

管安裝等過程影片。 

 

四、計畫課周工程司家培： 

1. 公共「給」水，唸「幾」。 

2. 1分 17秒自 52年導水隧道封堵

 

1.~6.感謝指正。經工作會議討

論後，依據討論結果修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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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腳本文字及黑白大壩施工照

片、工廠照片、大樓照片，請刪

除。 

3. 1分 36秒著手興建排洪隧道之照

片引用石鬥大圳照片，腳本旁白

與照片不一致，請考量修正。 

4. 1分 42秒引用石車門大圳水路，

旁白卻說 72年興建排洪隧道情

事，兩者不一致，請修正。 

5. 1分 57秒以後可述說 93年艾利

颱風相關情事，有許多故事可

說，艾利颱風之後設施損可用電

廠發電機組損壞照片、停水 18

天請用民眾停水照片，供水失衡

可用水庫乾旱照片來說明、漂流

木照片與旁白要對應，後續才有

石門特別預算整治工程。經水庫

整治計畫實施後，辦理了石門水

庫既有設施改建防淤設施、集水

腳本。縮短前言並聚焦於增設

防淤隧道工程之相關內容。所

提相關影片內容及旁白配音，

已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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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治理保育工作及相關水工模型

試驗評估檢討，水庫整體防淤能

力仍有所不足；另就現有之洩水

結構而言，於氣候變遷之條件下

當發生 PMF時，防洪能力亦有缺

口，在目前石門水庫庫容已減少

約 1/3之情形下，對於調蓄洪峰

與供水影響越形顯著，故必須積

極再籌建新的防淤設施，以減少

水庫淤積，俾使水庫得以永續經

營為目標。 

6. 前述說明，請依會中討論(1)水庫

簡要說明、(2)述說艾利颱風故

事、(3)土石流情形、(4)水庫淤

積嚴重等面向，來述說興建排洪

隧道緣起，不足部分可參考報院

工程計畫之緣起章節。另所有照

片旁白要相互對應，如供水失衡

說明，即應該有相對水庫乾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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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照片佐證等，請再檢討。 

7. 工程 56秒處，進水口段時可否顯

現進水口大圖、隧道段顯現隧道

大斷面圖，比照沖淤池形式展現。 

8. 工程 3分 13秒，請比照阿姆坪方

式，於介紹入口段即顯現入口段

大圖、豎井段、挑流工段亦同。 

9. 工程 3分 13秒，入口段水位太

低，與現況有差異，請修正。 

 

10. 工程 3分 25秒說明，入口段背景

請勿用水庫山頭為背景。 

11. 工程 4分 07秒說明，請補充豎井

由上往下開挖，慢慢長成，然後

向兩端開挖。 

12. 工程 4分 26秒異重流說明，可否

補充至 3D象鼻管入口處，如此才

有真實感。 

13. 工程 4分 48秒挑流工跳躍水太靠

 

7.感謝指正，已修改呈現各斷

面之模型。 

 

8.感謝指正，已配合旁白增加

各斷面模型之呈現。 

 

9.已調高水位，並配合劇情需

要以半透明方式呈現隧道入口

位於水面下之情形。 

10.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11.感謝指正，已增加於大灣坪

段工程影片中。 

 

12.已增加異重流流入象鼻鋼

管之影片，請參考。 

 

13.已修正挑流工水躍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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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邊，實際約後池寬 1/4～1/3

處，請考量修正。 

14. 工程 5分 11秒挑流工跳躍水太靠

岸邊，請修正。 

15. 工程 4分 48秒後之異重流說明，

似有不協調感覺，請考量修正。 

16. 結論 21秒電廠改善每年減少 129

萬立方公尺有誤，應改為既有設

施水力排砂每年 117萬立方公

尺，請修正。 

17. 結論 31秒抽泥浚渫每年抽排泥

50萬立方公尺。另可否增加上游

清淤每年 50萬立方公尺，搭配卡

車清運照片。  

18. 結論與前介紹照片重複者可否儘

量減少。 

19. 最後片尾係經濟部水利署，不是

北水局。 

 

 

14.已修正挑流工水躍之距離。 

 

15.異重流模擬動畫已修正，請

參考影片。 

16.感謝指正，依工作討論會議

修改。 

 

 

17. 感謝指正，依工作討論會

議修改。 

 

 

18. 感謝指正，已盡量減少重

複之影片內容。 

19.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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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影像工程未施工前之水庫概述

及面臨問題等影片均為已發生之

實況，請收集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期間紀錄影片為主，

尚未施作之防淤隧道工程部份以

3D動畫模擬及 3D數值水理分析

畫面影片為主。 

2. 水庫基本資料、蓄水量、有效容

量、呆容量及淤積情形等數據請

再確認及補充，並請保育課提供

GIS圖檔之水庫淤積測量成果資

料。 

3. 防淤隧道模擬以工程佈置、水理

現象及操作模擬為主。水理現象

上游進水口部份請國網中心提供

數值模擬結果，出口流末工請水

工所依流量分析模擬。 

4. 施工過程影片請規劃公司聯合大

地提供主要工項包括進水口、閘

1. 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2.水庫相關資料及蓄水量、淤

積情形等，已與主辦單位討論

並依據相關報告書進行修改。 

 

 

3.感謝指正，已蒐集水規所相

關實驗資料進行模擬。 

 

 

 

4.感謝指正，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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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室、輸水隧道及流末工之施工

方法，以利模擬畫面符合實境。 

5.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台灣大學水

工所修正及補充，並於下次報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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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期中(二)審查意見回覆 

一、 水利署謝工程司文元： 

1. 影片標題配合計畫名稱，宜

刪除”增設”字眼。 

2. 針對影片定位石門水庫近

中程防淤目標量，恐直觀阿

姆坪、大灣坪隧道施作完成

後水庫即不再淤積之印

象，宜審慎表達或刪除。 

3. 由於泥砂物性、河床水理及

下游環境生態及使用行為

複雜等，排淤對下游影響層

面不容易由 3D 動畫呈現，

建議旁白應加強在後續追

蹤監測工作及面對改善之

作為上。  

4. 興建水庫對河道影響及目

前泥砂回歸河道之作法，符

合自然環境之觀念可帶入。 

 

1.遵照辦理。影片標題及旁白

已刪除”增設”字眼。 

 

2.防淤目標量乃依據工作討論

會議之簡報內容所製作之動

畫。另行提供之三分鐘簡要版

本中，已刪除此段內容。 

 

3.目前將泥砂模擬結果，另行

搭配 google earth進行展示。 

 

 

 

 

 

4.已在影片旁白中說明泥砂回

歸原有河道，補充下游河道砂

源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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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規所吳工程司柏翰： 

1. 本計畫重點工作項目為防

淤隧道工程虛擬實境與 3D

動畫模擬展示，建議可將已

完成之影片及動畫一併附

於報告書中，俾利審閱提供

意見。 

2. P.17 第 8 項沖淤池沖淤情

況畫面，若需水工模型試驗

影片參考，本所可提供試驗

影片供參。 

3. 報告書第 2.4 節防淤隧道

3D模型與動畫成果展示，似

乎大灣坪防淤隧道 3D 模型

(圖 2-18～圖 2-20)較阿姆

坪防淤隧道 3D 模型(圖

2-12～圖 2-14)詳細，建議

阿姆坪模型展示比照大灣

坪 3D 模型展示，以利完整

呈現。 

 

1.3D動畫模擬完成後，將於成

果報告中提供成果光碟片，已

供審閱。 

 

 

 

2.感謝協助。 

 

 

 

3.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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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網中心連工程司和政： 

1. 對於推動防淤隧道工程的

急迫性，可以適度的強調出

來。 

2. 石門水庫已經有分層取水

工、電廠改善工程等防淤措

施，然而防淤隧道在水庫上

游（抽沙，去除粗顆粒泥

沙）、中游（異重流排沙）

等整體防淤策略概念，可以

予以強化。 

3. 對於下游可能造成其他災

害問題如生態、水體含沙濃

度等，應該加以正視，並呈

現出相關長期監測與調查

的計畫，而不是一味呈現出

沒有任何災害的影響 

 

1.已加強說明於影片緣起片段

中。 

 

2.礙於影片篇幅及工作會議討

論建議聚焦於增設之防淤隧

道，因此未特別說明分層取水

工與電廠改善工程。但在影片

旁白中亦有提到配合既有防淤

設施改善，才能達成中長期目

標。 

3.感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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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課吳課長啟順： 

1. 放淤對下游河道影響，請

考量將長期模擬分析資料

納入，並於旁白加強對河口

處說明。 

2. 石門水庫 1年運用 4～5次

資料，請考量納入後續動畫

修正時一併更正。 

3. 影片播放速度太快，旁白

說明與影片顯示無法連

貫，另大灣坪隧道顯示似有

摺角，亦請考量修正。 

4. 大灣坪入口水位似與水庫

實際操作情形不符，建請修

正。 

5. 阿姆坪沖淤池及大灣坪至

後池沖淤展示已有改善，惟

阿姆坪沖淤數量 32萬立方

公尺，展示影片似乎無法顯

現出來，請再考量改進。 

6. 有價料分選佈置倘定案確

定，後續請考量將此部分納

入 3D展示內容。 

 

1.遵照辦理。 

 

 

 

2.因目前篇幅已過長，暫未能

放入影片中。 

 

3.已修正旁白速度與影片內容

之連結；另大灣坪隧道摺角已

修正。 

4.已依據操作規則進行修改。 

5.將於影片中增加字幕說明。 

 

6.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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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畫課周工程司家培： 

1. P.11圖 2-13D模擬動畫影

片架構圖應將阿姆坪防淤

隧道置於大灣坪防淤隧道

前，請修正。 

2. P.22 水庫清淤量提高到

281 萬立方公尺，與實際

數據不一致，請修正。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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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模型資料未列電廠防淤隧

道及分層取水等新建完工

設施，請修正。 

2. 阿姆坪隧道進口設施、出口

沖淤池已有修正，本模型與

水工模型不同，請修正。 

3. 102 年蘇力及潭美颱風，石

門水庫電廠及排砂道均有

操作，水庫上、下游亦有含

砂量觀測資料，請提供研究

團隊參考。 

4. 模型影片請另編3分鐘以內

短片，並以防淤操作及泥砂

運移過程對下游影響為主

要說明，以利經建會大會審

議本計畫時供 委員瞭解。

影片播放速度請再減緩並

再增加畫面文字及旁白說

明。 

5.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台灣大

學依與會人員意見修正補

充，下次報告審查前請將影

片檔案送委員參考。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 

 

 

3.感謝協助。 

 

 

 

 

4.遵照辦理。影片礙於需說明

內容繁多，經剪輯後為近 4分

鐘之影片。 

 

 

 

 

5.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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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 

一、 水利署江工程司俊生(書面意

見)： 

1. 本計畫僅為石門水庫防淤策略

項下工作，既有防淤作為(含電

廠防淤設施)宜先有整體性說

明。另影片雖有阿姆坪隧道及

大灣坪隧道功能介紹，其分階

段推動策略建請一併於說明。 

2. 考量現階段工程佈置尚未定

案，建議本計畫工程虛擬及 3D

動畫以能強化計畫效益及呈現

工程輪廓即可，至於過細工程

佈置包括隧道。斷面隔板或進

水口尺寸高程等宜避免出現，

俾減少日後影片修正頻度。 

3. 3 分鐘影片之水庫淤積背景及

展望內容比重偏高，建議強化

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之計畫功能及效益說明。 

 

1.因受限於篇幅及影片主題，本影片

仍以阿姆坪隧道及大灣坪隧道之說明

為主，並遵照建議加入分階段推動策

略。 

2.遵照辦理，已去掉斷面隔板及進水

口尺寸高程等細節。 

 

3.已遵照意見修正。 



 

85 

 

二、 石管中心李工程司永安： 

1. 主標題背影淤泥揚起動畫感覺

有點灰暗，建議可調整為較明

亮之技法。 

2. 01：42 艾〞莉〞颱風字誤，請

修正。 

3. 04：00 展示無價泥砂抽除作業

尾段表達有價泥砂放置於高灘

地，似乎也有以抽除方式抽有

價泥砂，請再確認。 

4. 05：25 展示水位達 247.4 公尺

時，建議補充說明此時洩流

量，以呼應前後控制高程操作

均有流量敘述，以求一致。 

5. 09：44「利用水庫調節性洩洪

時進行沖淤」，建議修正為「利

用水庫調節性放水或洩洪時進

行沖淤」，以符運用要點名詷定

義。  

6. 結語段動畫似有過於重複冗長

感。 

7. 工作內容二是否另模擬展示各

場颱風水理流場等事項整合於

3D虛擬實境場景中，請再確認。 

 

 

1.已調整主題背景之亮度。 

 

 

2.遵照辦理，已進行修正。 

 

3.經與主辦單位討論，於腳本表達

中，須有一簡單扼要的分類說明，故

如此描述。 

4.感謝指教，目前影片已去除各溢流

水位等各項敘述。 

 

 

5.感謝指教，該文字乃依據石門防淤

計畫送行政院報告內容擬定，為維持

一致性，因此保留原有文字。 

 

 

6.感謝指正。 

 

7.各場颱風水理流場均已整合於 3D虛

擬實境場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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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育課周工程司家慧： 

1. 光碟中之影片與報告書中之旁

白稿不一致，請再確認。 

2. P.19 淤積 2,788 萬立方公尺與

影片中近 2,800 萬立方公尺不

一致。 

3. P.21第 1～2行提到「興建防淤

及排洪隧道」而影片圖示為「防

淤隧道」未提及「排洪隧道」。 

4. P.29 第一行「年清砂量」影片

中為「年排砂量」。 

5. P.29 第 2 段文字沒放入影片

中，是否需刪除請確認。 

6. 影片(完整版)1m9s 旁白未依期

中審查會周工程司第 1 點意見

修正。 

7. 影片(完整版)2m4s 旁白聲音有

回音(重疊)確認是否有問題。 

8. 影片(完整版)2 工程區位提到

水庫既有設施部分，建議影片

中各設施圖片可分散排放。 

 

1.感謝指正，已修正。 

 

2.感謝指正，已修改為 2,788萬立方

公尺。 

 

3.該段文字之意義為阿姆坪及大灣坪

隧道兼有排洪及防淤之功能。 

4.已修正為年清砂量。 

 

5.感謝指正，已確認刪除。 

 

6.感謝指正，已修正。 

 

7.感謝指正，經重新剪輯，已排除聲

音重疊之問題。 

8.感謝指正，但因版面有限，考量後

續出現兩條隧道之位置不應被遮蓋，

因此圖片位置固定為影片左方。 

四、 資產課呂工程司桂卿： 

1. 影片字幕艾〞莉〞颱風，請更

正為艾〞利〞。 

2. 既有設施新增取水工、電廠防

淤工程設施。 

3. 影片部分範圍速度太快，建議

調整或新增快、一般、慢速度

選項，由觀看者自行選擇。 

 

 

1.感謝指正，已更正。 

 

2.已新增於影片中。 

 

3.已放慢工程介紹之影片速度，但整

體影片因牽涉到配樂及旁白及腳本設

計，無法製作各種速度之版本。但市

面上有許多撥放軟體均可設定撥放速

度，如 media player classic等軟體，

可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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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養護課蔡工程司秉儒： 

1. 影片 1:17 處所敘述之石門水

庫功能中，似乎須增加”教

育”功能，建議與本局相關單

位再做確認。 

2. 影片 1:46 處文字敘述為淨水

廠無法處理原水，但畫面是石

圳閘室，有無更佳畫面可替

換? 

3. 影片 2:38 處旁白所述為大

壩，但畫面是溢洪道 

4. 影片 2:54 處旁白僅描述石門

水庫改建排砂設施後…..，請

考量是否須更具體說明發電

鋼管改建為排砂管、增加多少

排砂量等較具體之敘述? 

5. 影片2:57處輸砂量342萬立方

公尺應是已扣除上游治理、減

少沖蝕後之量，但畫面似乎會

讓人誤以為此為整治前之量?

可否畫面表達方式略作調整。 

6. 影片 4:10 處旁白敘述過於簡

略，阿姆坪清淤之有價料必須

經過本計畫增設之分選設施

後方可產生，因此分選設備為

本計畫必要之水利設施、且必

須列入主計畫一併提報，故建

議應納入說明並於畫面上顯

示。 

7. 影片 4:13 處所繪之有價料泥

砂運輸動線似乎與目前計畫

規劃路線不同?是否需調整請

與主辦單位就影片目的性再

做確認 

 

1. 感謝指教，該文字乃依據石門防淤

計畫送行政院報告內容擬定。 

 

 

2.該影片乃顯示原水濁度飆高之情

況，故顯示濁水畫面。 

 

 

3.畫面照片已更正。 

 

4.因影片篇幅有限，故僅能說明特別

預算實施後之整體改善狀況。 

 

 

 

5.已增加圓餅圖說明各項工程改善之

數量。 

 

 

 

6.因影片篇幅有限，僅能呈現大致之

狀況，經與主辦單位討論後，於影片

中增加泥沙貯留設備，配合報告說明

之用。 

 

 

 

 

7.因影片動畫製作時，各項路線尚未

定案，影片內容中乃”砂石專用道

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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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影片 4:45處，旱季卡車清淤的

目的應該是大旱時抽泥船無

法作業，改由陸挖(怪手加卡

車)作業，避免清淤作業中

斷。旁白表示”….以提高水

庫清淤效率”，似乎會讓人認

為卡車效率高於抽泥。 

9. 影片 7:05 處旁白與動畫畫面

似乎不同步。 

 

 

8.影片旁白中已加註”特別乾旱時

期”等旁白內容。 

 

 

9.感謝指正，已修正。 

六、 計畫課周工程司家培： 

1. 簡報 40頁模擬網格與地形、簡

報 42 頁模擬結果及簡報 44 頁

泥砂濃度運算結果與 google 

earth整合情形，部分水庫支流

未納入，建請考量將其納入，

以符合水庫實際水流情形。 

2. 泥砂濃度模擬影片，請加入各

場颱風名稱，以利閱覽者瞭解。  

3. 歷次審查會議各委員或單位代

表所提意見，建議再檢討是否

有回應修正，俾使計畫能更臻

完善。 

 

 

1.感謝指正，已納入水庫支流重新計

算結果，修正於報告 4.4節。 

 

 

 

 

2.感謝指正，已修正。 

 

3.遵照辦理。 

七、結論： 

1. 本計畫期末報告審查後，請計畫

課依經建會審查意見提送，若需

再修正或補充，請台大團隊協助

修改。 

2. 工程內容及佈置，請計畫課與水

規所再確認是否與規劃報告相

同，若有修改請一併調整。 

3. 影片內容屬工程介紹部份，播放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 

 

3.遵照辦理，已放慢工程介紹之影片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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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可調整降低，已設置系統介

紹可依目前速度播放。 

4. 本工程計畫尚未奉行政院核

定，影片內容供內部及行政作業

核定使用，暫不對外公開提供閱

覽。 

5.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契約規定

提送修正及補充後正式報告。  

 

 

 

4.遵照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

台北市辦公室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41之3號9-12樓
網址：http://www.wra.gov.tw

總機：(02)37073000

傳真：(02)37073166

免費服務專線：0800212239

台中辦公室

地址：台中市黎明路二段501號
總機：(04)22501250

傳真：(04)22501635

免費服務專線：0800001250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出版）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2號
總機：(03)471-2001

傳真：(03)411-2871
GPN：

定價：新台幣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