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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減少二氧化碳氣體排放量，降低溫室效應，以有效控制全球氣候變遷問

題，世界各國紛紛採取「節能減碳」及「發展新能源科技」等行動策略，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發展替代能源，以及開發再生能源，水力發電即為其中之一

環。政府為積極開發再生能源以符合世界能源發展之潮流趨勢，將小水力發電

訂為推廣階段中再生能源項目之一。 

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等附屬設施進行小（微）水力發電可

行性及經濟效益評估，計畫分 2 年度辦理。第 1 年度除蒐集整理分析國內外之

法令、案例及產業技術等資料外，並探討規劃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後池堰

排砂道等小（微）水力發電之可行性分析與經濟評估，做為未來推動小（微）

水力發電之參考依據。第 2 年度工作內容為探討規劃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小（微）水力發電之可行性分析與經濟評估，

做為未來推動小（微）水力發電之參考依據。本（105）年度各項工作成果摘

要如下： 

一、 地形及構造物基本資料蒐集 

本計畫蒐集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構

造物資料及其輸水能力基本資料，分述如下： 

(一) 石門大圳 

石門大圳灌溉區域涵蓋桃園市龍潭區、中壢區、楊梅區、平鎮區、八

德區與新竹縣湖口鄉，及供給石門、平鎮、龍潭淨水場公共給水量，主幹

圳長 27.4 公里，支渠 18 條（長 101.2 公里），分渠 43 條（長 175.7 公

里）。石門大圳進水口設在大壩上游左岸，下接直徑 2.5 公尺，長度約 300

公尺之壓力隧道。設擋水閘門板 1 座，寬 2.9 公尺，高 3.7 公尺；上游側高

壓滑動保護閘門 2 座；下游側高壓滑動控制閘門 2 座，各寬 0.91 公尺，高

1.83 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進水口中心線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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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5 公尺，最大取水量 18.4 秒立方公尺。 

(二) 分層取水工 

分層取水工位於石門水庫大壩左岸，分上層、中層及下層取水口隧道

聯通水庫，取水口底檻高程分別為 236 公尺、228 公尺及 220 公尺，每層設

蝶閥 2 座，每座直徑 2.4 公尺，自下游起依序為控制蝶閥及維修蝶閥；上層

閥門中心線標高 237.22 公尺，中層閥門中心線標高 229.22 公尺，下層閥門

中心線標高 221.52 公尺，每層取水口最大取水量 16.2 秒立方公尺，下層取

水口於完工前保持全閉；銜接取水豎井深 41.5 公尺直徑 10 公尺，下接取水

隧道長 393.4 公尺，直徑 3 公尺，隧道前段設隔離蝶閥 1 座，直徑 2.6 公

尺，閥門中心線標高 220.82 公尺。分層取水工兼具公共給水、工業及農業

用水之功能，並備有退水路放水於後池，取水工之設計取水量為每日 140

萬 CMD，可供應自來水系統水量為 68～140 萬 CMD，可供石門大圳水量

為 12～120 萬 CMD，可於石門大圳取水口濁度高時運轉，取得濁度較低之

表層水供應桃園地區。 

(三)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 

寶山第二水庫為一離槽水庫，其主要水源為引取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多

餘水量，其取水方式利用上坪堰進水口取水，經沉砂池沉砂後由新建引水

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引水路總長約 7,030 公尺，其中包括平地段暗渠、巴

歇爾量水槽一座（計畫進水量 15 秒立方公尺）、跌水工、渡槽二座、引水

隧道四座及渠末工等工程。 

二、 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 

本計畫調查 2012～2015 年石門水庫水位、石門大圳放流量以及寶山第二

水庫進水量與出水量等資料，石門水庫水位標高最高為 244.94 公尺，最低為

217.18 公尺，平均為 239.25 公尺；石門大圳放流量最高為 24.80 秒立方公

尺，最低為 0 公尺（歲修），平均放流量為 10.0 秒立方公尺；寶山第二水庫

進水量最高為 18.74 秒立方公尺，最低為 0 立方公尺（無進水），平均 1.79

秒立方公尺；出水量最高為 3.84 秒立方公尺，最低為 0.59 秒立方公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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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秒立方公尺。 

本計畫於 2016 年 6 月 23 日於石門大圳之 A1 段與櫻花步道之明渠段量測

流速計 21 處，量測當日石門大圳實際流量為 12.54 秒立方公尺，以手持式流

速儀量測之表面流速介於 1.1～1.6 公尺每秒，估算流速比約為 0.88，量測流

量介於 11.90～12.58 秒立方公尺。本計畫另於 2016 年 6 月 28 日於寶山第二

水庫引水路之沉砂池（No.3、No.4、No.5、No.6、No.7 與 No.8 排砂道）、巴

歇爾量水槽與寶二水庫擋水閘門等明渠段量測流速計 28 處，量測當日寶山第

二水庫實際進水量為 5.79 秒立方公尺，沉砂池表面流速介於 0.6～0.8 公尺每

秒，巴歇爾量水槽表面流速介於 1.2～12 公尺每秒，寶二水庫擋水閘門表面流

速介於 2.9～4 公尺每秒，估算流速比約為 0.87，量測流量介於 5.22～5.79 秒

立方公尺。量測流量與實際放流量有些微差異，係因手持式流速儀量測精度

為 0.1 公尺每秒，故於推估流量時將產生少許誤差，量測結果作為一維水理數

值模式驗證之用。 

三、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評估 

本（105）年度針對分析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

放水口，初步規劃發電設備配置如下： 

(一) 石門大圳 

1. 方案 1：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前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2～2.9 公尺，適用流量 2.9～

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由 2012～2015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資

料可知，每年放流量 2.9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362 天，則每年發

電量約為 382,272 度，疑有溢堤風險。 

2. 方案 2：分支渠取水發電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0.88～1.43 公尺，適用流量

0.066～0.11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由 2012～2015 年石門大圳

放流量資料可知，每年放流量 0.066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364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3,494 度，開挖時須留意既有地下管線，初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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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置。 

(二) 分層取水工 

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適用水頭 2～15 公尺，適用流量 1.0～3.5 秒立

方公尺，發電出力 10～200 瓩。如啟用石門大圳連通管取水，則需開挖管

線，將原有單支連通管改為 4 支連通管，且為確保滿管流量，最大取水量

需調整為 14 秒立方公尺，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5,817,600 度。當水庫水位無

達到標高 234 公尺或機組維護檢修時，即恢復以既有石門大圳進水口取

水。 

(三)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1. 方案 1：沉砂池排砂道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0.88～1.43 公尺，適用流量

量 0.066～0.11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由 2012～2015 年寶山第

二水庫進水量資料可知，每年進水量 0.4 秒立方公尺（0.066 秒立方公

尺6 道排砂道）以上平均天數為 282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16,243

度（6 部機組）。然因設置空間之限制，施工困難度高，初步不建議設

置。 

2. 方案 2：巴歇爾量水槽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1.2～2.0 公尺，適用流量 0.8

～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由 2012～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

進水量資料可知，每年進水量 0.8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50 天，

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44,400 度。然設置水輪發電機組擬將導致檔板上游

水位壅高，擬將影響巴歇爾量水槽功能，導致量水槽失準，初步不建

議設置。 

3. 方案 3：寶二水庫擋水閘門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1.2～2.0 公尺，適用流量 0.8

～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由 2012～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

進水量資料可知，每年進水量 0.8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5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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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44,400 度。 

(四) 寶山第二水庫水源聯通管路 

由於水源聯通管路整段幾乎為暗渠（隧道與地下導水管等），故評估

地點為閘閥室放流口。如於此地點設置水輪發電機組，將涉及閘閥室管路

之改建且須暫停供水，雖此地點供水量大，但考量工程施工之可行性（局

部拆除重建且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空間不足），初步不建議設置。 

四、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檢討 

本（105）年度針對石門大圳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進行一維水理數值模

擬分析，分述如下： 

(一) 石門大圳 

1. 方案 1-1 

於石門大圳 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斷面 5.2）設置開放型橫流式

水輪發電機組，其上游水位將抬升 0.79～0.91 公尺，導致設置位置之

上游大部分明渠段將溢堤，故其上游明渠段需加高胸牆 0.45 公尺以

上，長度至少 358 公尺（1K+557～1K+915）。 

2. 方案 1-2 

於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渡槽橋前（斷面 1.6）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

發電機組，其上游水位將抬升 0.67～1.61 公尺，導致設置位置之上游

大部分明渠段將溢堤，故其上游明渠段需加高胸牆 0.33 公尺以上，長

度至少 622 公尺（1K+557～2K+179）。 

(二)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 

1. 方案 1 

於沉砂池排砂道末端（斷面 30）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組，上游水位無明顯抬升，然因設置空間之限制，施工困難度高，不

建議設置。 

2. 方案 2 

於巴歇爾量水槽末端（斷面 14）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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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其上游局部水位將抬升 1.83～2.98 公尺，雖不會導致溢堤，擬將

影響巴歇爾量水槽功能，導致量水槽失準，不建議設置。 

3. 方案 3 

於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末端（斷面 1）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組，其上游局部水位將抬升 0.26～1.47 公尺，不會導致溢堤，亦無需

其他土建工程，僅需安裝檔板與水輪發電機組。 

五、 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石門大圳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方案，因潛能發電量較低（每年約為

44,400～382,272 度），故以自發自用為主要考量，可直接供鄰近公共設施

（如路燈）使用或以電力儲存設備儲存（需設置變壓器與穩壓器），減少人

員操作（全自動/半自動）與維運成本。而分層取水工潛能發電量較高（每年

5,817,600 度），且鄰近可供電之設施較少，可考慮採用併聯方式，併聯至台

電或石門發電廠電網，線路長度約 100 公尺。營運模式部分，初步建議未來

可考慮由政府興辦，因本計畫評估範圍之水權與所發電力屬政府機關所有，

可與台灣電力公司配合辦理。 

六、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本計畫整合 2 年度計畫之評估方案，包含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

道、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小（微）水力

發電機組設置評估。目前台灣能源政策，目標為 2025 年將再生能源發電比率

提高至 20 %，故具有高發電潛能且低年均化發電成本（台電 2015 年決算平均

發購電成本為 2.10 元/度）之方案應列為優先考量。因此，建議分層取水工方

案列為最優先考量，第 2 優先方案為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方案（因施工便

利），第 3 優先方案為桃園大圳取水口方案，第 4 優先方案為石門大圳方案

（因需加高胸牆工程）。 

七、 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本計畫分別以「淨現值」、「益本比」與「內部報酬率」等評估指標

以，並以「攤提」方式計算「年均化成本」，分析探討小（微）水力發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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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經濟效益評估與財務分析，分析之相關資料、使用參數與評估結果如下

表所示，分述如下： 

(一) 桃園大圳取水口 

概估建置成本約 5,00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250,000 元。發電替代

效益為 950,888 元/年，淨現值 3,801,792 元，益本比 1.49，內部報酬率

12.75 %，年均化成本 1.20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售電經濟效益為 942,685

元/年，淨現值 3,701,709 元，益本比 1.47，內部報酬率 12.55 %，年均化成

本 1.20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 

(二) 後池堰右岸 

概估建置成本約 10,00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500,000 元。發電替代

效益為 1,027,758 元/年，淨現值-3,061,364 元，益本比 0.8，內部報酬率 0.52 

%，年均化成本 2.23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售電經濟

效益為 1,018,893 元/年，淨現值-3,169,538 元，益本比 0.8，內部報酬率 0.36 

%，年均化成本 2.23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 

(三) 石門大圳 

1. 方案 1：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前 

概估建置成本約 6,00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300,000 元。發電

替代效益為 1,121,242 元/年，淨現值 4,320,265 元，益本比 1.46，內部

報酬率 12.36 %，年均化成本 1.22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售電經濟效

益為 1,111,571 元/年，淨現值 4,202,252 元，益本比 1.45，內部報酬率

12.16 %，年均化成本 1.22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 

2. 方案 2：分支渠取水發電 

概估建置成本約 19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9,500 元。發電替代

效益為 10,249 元/年，淨現值-171,378 元，益本比 0.42，內部報酬率-

17.32 %，年均化成本 4.24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

益。售電經濟效益為 10,161 元/年，淨現值-172,457 元，益本比 0.42，

內部報酬率-17.98 %，年均化成本 4.24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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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經濟效益。 

(四) 分層取水工 

概估建置成本約 130,00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6,500,000 元。

發電替代效益為 17,063,603 元 /年，淨現值 5,383,990 元，益本比

1.03，內部報酬率 5.15 %，年均化成本 1.74 元/度，回收年限 19 年。售

電經濟效益為 16,916,417 元/年，淨現值 3,588,003 元，益本比 1.02，

內部報酬率 4.98 %，年均化成本 1.74 元/度，回收年限 19 年。 

(五)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1. 方案 1：沉砂池排砂道 

概估建置成本約 84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42,000 元。發電替

代效益為 47,643 元/年，淨現值-729,243 元，益本比 0.44，內部報酬率-

14.41 %，年均化成本 4.03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

益。售電經濟效益為 47,232 元/年，淨現值-734,258 元，益本比 0.44，

內部報酬率-14.83 %，年均化成本 4.03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

具經濟效益。 

2. 方案 2：巴歇爾量水槽 

概估建置成本約 94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47,000 元。發電替

代效益為 130,230 元/年，淨現值 122,475 元，益本比 1.08，內部報酬

率 6.19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限 16 年。售電經濟效益為

129,106 元/年，淨現值 108,768 元，益本比 1.07，內部報酬率 6.02 %，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限 17 年。 

3. 方案 3：寶二水庫擋水閘門 

概估建置成本約 940,000 元，每年維護費用約 47,000 元。發電替

代效益為 130,230 元/年，淨現值 122,475 元，益本比 1.08，內部報酬

率 6.19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限 16 年。售電經濟效益為

129,106 元/年，淨現值 108,768 元，益本比 1.07，內部報酬率 6.02 %，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限 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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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寶山第二水庫水源聯通管路 

閘閥室放流口（水源聯通管路前端）施工可行性低，需局部拆除重建

且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空間不足，不建議設置。且台灣省水利局於 1993 年即

已針對「新竹縣寶山第二水庫可行性規劃-水力發電之研究」完成評估，評

估後之經濟性及財務性均欠佳，故無納入寶山第二水庫工程計畫同步開

發。 

(七) 小結 

本（105）年度綜合 2 年度計畫之評估方案，雖由上述之經濟效益評估

結果顯示，桃園大圳取水口與石門大圳方案之回收年限最短，其次為寶二

水庫擋水閘門方案與分層取水工方案。然回收年限僅為經濟效益評估中之

參考結果，需各方案之其他影響因素相似，才可作為方案間之比較基準；

除回收年限外，國家政策施行與施工條件亦為考量重點，故具有高發電潛

能且低年均化發電成本之方案－分層取水工，應列為優先考量。 

八、 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 

本計畫於 2016 年 8 月 26 日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交流研討

會」，並邀請經濟部水利署、台灣電力公司、工程顧問公司與相關設備系統

廠商等專家學者擔任研討會之講師，探討水力發電現況與未來展望、綠能運

用與未來展望、水庫資源利用、小水力發電推動案例與節能發電系統介紹等

議題。與會單位包含經濟部水利署及各附屬機關、各農田水利會、經濟部能

源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與相關設備系統廠

商等共 95 人，藉由水利相關產業與專家學者之技術經驗，提供與交流寶貴之

意見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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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經濟效益與財務分析評估總表 

方案 

項目 

桃園大圳 

取水口 

後池堰 

右岸 
石門大圳 分層取水工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方案 － － A1 段/櫻花步道段 分支渠 
石圳連通管/ 

消能井 
沉砂池排砂道 巴歇爾量水槽 

寶二水庫 

擋水閘門 

最大單機 

發電出力 

(kW) 

44 40 44 0.4 200 0.4 7.4 7.4 

機組數量 1 1 1 1 4 6 1 1 

可用放流天數 307 365 362 364 303 282 250 250 

潛能發電量 

(度/年) 
324,192 350,400 382,272 3,494 5,817,600 16,243 44,400 44,400 

機型 開放型橫流式 軸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建置成本 1
 

(元) 
5,000,000 10,000,000 6,000,000 190,000 130,000,000 840,000 940,000 940,000 

維運費用 2
 

(元/年) 
250,000 500,000 300,000 9,500 6,500,000 42,000 47,000 47,000 

躉購年限 

(年)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折現率 

(%) 
5.25 5.25 5.25 5.25 5.25 5.25 5.25 5.25 

3 

發

電

替

代

效

益 

年效益 

(元) 
950,888 1,027,758 1,121,242 10,249 17,063,603 47,643 130,230 130,230 

淨現值 

(元) 
3,801,792 -3,061,364 4,320,265 -171,378 5,383,990 -729,243 122,475 122,475 

益本比 1.49 0.80 1.46 0.42 1.03 0.44 1.08 1.08 

內部 

報酬率 

(%) 

12.75 0.52 12.36 -17.32 5.15 -14.41 6.19 6.19 

年均化 

成本 

(元/度) 

1.20 2.23 1.22 4.24 1.74 4.03 1.65 1.65 

回收年限

(年) 
9 >20 9 >20 19 >2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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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項目 

桃園大圳 

取水口 

後池堰 

右岸 
石門大圳 分層取水工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方案 － － A1 段/櫻花步道段 分支渠 
石圳連通管/ 

消能井 
沉砂池排砂道 巴歇爾量水槽 

寶二水庫 

擋水閘門 

4 

售

電

經

濟

效

益 

年效益 

(元) 
942,685 1,018,893 1,111,571 10,161 16,916,417 47,232 129,106 129,106 

淨現值 

(元) 
3,701,709 -3,169,538 4,202,252 -172,457 3,588,003 -734,258 108,768 108,768 

益本比 1.47 0.80 1.45 0.42 1.02 0.44 1.07 1.07 

內部 

報酬率 

(%) 

12.55 0.36 12.16 -17.98 4.98 -14.83 6.02 6.02 

年均化 

成本 

(元/度) 

1.20 2.23 1.22 4.24 1.74 4.03 1.65 1.65 

回收年限

(年) 
9 >20 9 >20 19 >20 17 17 

節

能

減

碳

效

益 

減少二氧

化碳(公噸) 
272 294 321 3 4,881 14 37 37 

優先順序 3 不建議 4 不建議 1 不建議 不建議 2 

說明 施工較不便 不具經濟效益 需加高胸牆工程 不具經濟效益 

符合台灣能源政

策目標，提高再

生能源發電比率 

不具經濟效益 
影響巴歇爾量水槽

功能 
施工便利 

註 1：建置成本為概估值，實際費用以工程規劃為主。 

註 2：維運費用以建置成本5 %估算。 

註 3：發電替代效益係依據台灣電力公司 2015 年決算平均電價 2.9331 元/度計算。 

註 4：售電經濟效益係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川流式水力發電躉購費率 2.9078 元/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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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greenhouse effect and control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oblem, different countries carry out the policies of “Energy 

Efficiency and Carbon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Technology” 

to increase energy using efficiency, develop substitute energy and exploit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is one of them. The government develops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actively in order to being in line with the world trend in 

energy source development. Therefore, small hydropower is established as item of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This plan i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small (micro) 

hydropower for Shimen reservoir and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and other ancillary 

facilities, and divided into two years. This plan collected and analysis in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rdinances, cases and industrial techniques, and 

investigated the feasibility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for water intake and channel of 

Tao-Yuan Main Canal and after bay scour way in the first year, and Shimen Canal, 

stratified water intake, water diversion and outlet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in the 

second year, respectively. These will be the reference to promote small (micro) 

hydropower. 

The plan collected structural materials and water transport capacity data, 

including Shimen Canal, stratified water intake, and water diversion and outlet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This plan investigated the water level of Shimen 

Reservoir, the discharge of Shimen Canal and the water inflow and outflow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from 2012 to 2015 in this year, and 21 stations and 28 

stations in Shimen Dajin and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is plan completed th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and equipment form planning, including Shimen Canal, stratified water intake, and 

water diversion and outlet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Shimen Canal may be 

suitable for the installation for open and cross flow type hydropower, gen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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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382,272 kWh per year, with overflow risk. Shimen Canal connected pipelines 

of stratified water intake may be suitable for the installation for tubular hydropower, 

generating about 5,817,600 kWh per year (four sets), the need to dig pipe and 

configure the bifurcation pipe. Open channel section of water diversion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may be suitable for the installation for open and cross flow type 

hydropower, Silt road of settling basin constructed difficulty due to the space 

constraint,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set. If set in the Parshall measuring flume, will 

affect the measurement function, is not recommended to set. The end of the water 

diversion gate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scheme is about 44,400 kWh per year and 

the construction is convenient. Water sources Unicom pipeline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assessment site for the gate valve chamber discharge por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is low,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set. Shimen Canal and water 

diversion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scheme, the power generation to their own 

use a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due to low potential generation. Part of the mode of 

operation, the initial proposal may be conside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own business.  

At present, the energy policy aims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to 20% by 2025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scheme with high 

generation potential and low average annual power generation cost (the final accounts 

in 2015 by Taipower, the average cost of electricity purchase 2.10 NTD / kWh)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stratified water intake 

scheme be listed as the highest priority. The second priority scheme is the water 

diversion gate of second Baoshan reservoir scheme (due to construction facilitation). 

The third priority scheme is water intake of Tao-Yuan Main Canal scheme. The 

fourth priority is Shimen Canal scheme (due to the need to construct parapet 

engineering). Finally, this plan invited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perform seminar on the 

small (micro) hydropower technique. Through exchange of technique, upgrade the 

domestic technique and capabilities of small (micro) hydr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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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本計畫整合 2 年度計畫工作範圍，包含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規劃發電設備配置、設備形式與經濟效

益分析： 

1. 桃園大圳取水口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適用水頭 2～2.9 公尺，適用流量

2.9～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潛能發電量約 324,192 度/年。

概估建置成本約 5,000,000 元，回收年限 9 年，需停水施工。 

2. 後池堰右岸 

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適用水頭 3～6 公尺，適用流量 0.5～0.93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10～40 瓩，潛能發電量約 350,400 度/年。概估

建置成本約 10,000,000 元，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 

3. 石門大圳 

(1) 方案 1：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前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2～2.9 公尺，適用流量

2.9～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潛能發電量約 382,272 度/

年。概估建置成本約 6,000,000 元，回收年限 9 年，需加高胸牆。 

(2) 方案 2：分支渠取水發電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0.88～1.43 公尺，適用流

量 0.066～0.11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潛能發電量約 3,494

度/年。概估建置成本約 190,000 元，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

濟效益。 

4. 分層取水工 

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適用水頭 2～15 公尺，適用流量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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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10～200 瓩，潛能發電量約 5,817,600 度/年（4

部機組）。概估建置成本約 130,000,000 元，回收年限 19 年。 

5.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1) 方案 1：沉砂池排砂道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0.88～1.43 公尺，適用流

量量 0.066～0.11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潛能發電量約

16,243 度/年（6 部機組）。概估建置成本約 840,000 元，回收年限

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 

(2) 方案 2：巴歇爾量水槽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1.2～2.0 公尺，適用流量

0.8～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潛能發電量約 44,400 度/

年。概估建置成本約 940,000 元，回收年限 16～17 年，將影響巴歇

爾量水槽功能，不建議設置。 

(3) 方案 3：寶二水庫擋水閘門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1.2～2.0 公尺，適用流量

0.8～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潛能發電量約 44,400 度/

年。概估建置成本約 940,000 元，回收年限 16～17 年，需停水施

工。 

6. 寶山第二水庫水源聯通管路 

考量工程施工之可行性（局部拆除重建且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空間

不足），不建議設置。 

7. 目前台灣能源政策，目標為 2025 年將再生能源發電比率提高至 20 

%，故具有高發電潛能且低年均化發電成本（台電 2015 年決算平均發

購電成本為 2.10 元/度）之方案應列為優先考量。因此，建議分層取水

工方案列為最優先考量，第 2 優先方案為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方案（因

施工便利），第 3 優先方案為桃園大圳取水口方案，第 4 優先方案為

石門大圳方案（因需加高胸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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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力系統連結部分，石門大圳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方案，因潛能發

電量較低，故以自發自用為主要考量，可直接供鄰近公共設施（如路

燈）使用或以電力儲存設備儲存（需設置變壓器與穩壓器），減少人

員操作（全自動/半自動）與維運成本。而分層取水工潛能發電量較高

且鄰近可供電之設施較少，可考慮採用併聯方式，併聯至台電或石門

發電廠電網，線路長度約 100 公尺。 

(三) 營運模式部分，初步建議未來可考慮由政府興辦，因本計畫評估範圍

之水權與所發電力屬政府機關所有，可與台灣電力公司配合辦理。 

(四) 根據本（105）年度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說明內容，

未來如修法完成後，將有助於本計畫評估方案之推動，節錄爰擬修正

草案之相關重點如下： 

1.  鼓勵小水力發電，活化既有圳路及水利設施用於發電，納入電能躉購

之獎勵對象。 

2. 針對經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本條例有關併聯、躉購之規定，

修訂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一定裝置容量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不及一定裝置容量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 

3. 放寬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適用簡化申設規定之對象，修正為裝置容

量「不及二千瓩者」，不受電業法有關自用發電設備申設資格、餘電

躉購、設備許可、設備登記及每半年造具發電事項報告等規定之限

制。 

4.  放寬原電網併聯規定，容許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單獨或共同設

置變電站及引接線路與電網併聯，並本於公平性，就其共同設置相關

權利義務，應經設置者共同協議。 

二、 建議 

(一) 建議分層取水工方案列為最優先考量，因其具有高發電潛能且低年均

化發電成本，且將提高再生能源發電比率，符合台灣能源政策目標。 

(二) 本計畫評估各方案之經濟效益，未納入颱風水災之風險等不確定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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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建議未來在設計規劃時需考量因應外，在營運階段之維護管理及

保險經費之亦需事先考量。 

(三) 本計畫針對目前國內水利相關法規，初步提出建議之修正方案如下： 

1. 建議可調整「川流式水力」之躉購費率並參考國外採分級訂定，可區

分級距為「10 瓩以下」、「10 瓩以上不及 100 瓩」與「100 瓩以上

不及 500 瓩」。 

2. 因應上述之躉購費率分級，並參考「電業法」與「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與各國相關法規定義，建議可增列「微水力發電」，

並定義為「供電容量不及 100 瓩之水力發電系統」；「小水力發電」

則依據「電業法」定義之小型電業，修改為「供電容量 100 瓩以上且

不及 500 瓩之水力發電系統」。 

3. 建議可將「非抽蓄式水力」修改為「川流式水力」，以利法規之名詞

一致；同時「川流式水力」修改為「指利用圳路、溪流、河川、引水

渠道與輸配水管線之自然水量與落差之水力發電系統」。 

(四) 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2016 年已調升為 2.9078 元/度，建議相關

政府機關單位能持續推動小（微）水力發電相關研究，以帶動國內小

（微）水力發電之發展。 

(五) 建議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如經濟部能源局、農田水利會與台灣電力公

司等，可優先帶領建置小（微）水力發電示範站。藉以提高相關業者

購置、生產或研發之誘因，希冀未來可帶動國內小（微）水力發電相

關產業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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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章 計畫目的及工作範圍 

1.1 計畫緣起及目的 

為減少二氧化碳氣體排放量，降低溫室效應，以有效控制全球氣候變遷問

題，世界各國紛紛採取「節能減碳」及「發展新能源科技」等行動策略，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發展替代能源，以及開發再生能源，水力發電即為其中之一

環，政府為積極開發再生能源以符合世界能源發展之潮流趨勢，訂定小水力發

電屬推廣階段之再生能源項目。 

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等附屬設施進行小（微）水力發電可

行性及經濟效益評估，計畫分 2 年度辦理，本案為第 2 年度計畫，工作內容持

續第 1 年度計畫，再探討規劃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

放水口等小（微）水力發電之可行性分析與經濟評估，做為未來推動小(微)水

力發電之參考依據。 

 

1.2 工作項目與內容 

本計畫針對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等附屬設施進行小（微）水力發電可

行性及經濟效益評估，計畫分 2 年度辦理，整體計畫及工作架構如圖 1-1 所

示。第 1 年度除蒐集整理分析國內外之法令、案例及產業技術等資料外，並探

討規劃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後池堰沖刷道等小（微）水力發電之可行性分

析與經濟評估。本計畫為第 2 年度計畫，工作內容持續第 1 年度計畫，再探討

規劃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小（微）水力發

電之可行性分析與經濟評估，做為未來推動小（微）水力發電之參考依據，2

年度計畫工作差異如表 1-1 所示。 

本（105）年度計畫內容說明如下： 

一、 期中報告 

(一) 地形及構造物基本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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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構造物資料

及其輸水能力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二) 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 

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流況，並就其構造物文獻資料未記

載者之相關細部尺寸現地量測（包含渠底高程、斷面不連續點、跌水

等）；另測量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之流速各 20 處，以補充資

料蒐集之不足。 

(三)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初步評估 

針對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初步

規劃發電設備配置及設備形式。 

(四) 提出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企劃內容。 

 

 

圖 1-1 本計畫整體工作架構圖 

 

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附屬設施小（微）水力發電潛能評估

水文調查及量測

流況
觀測

相關細部尺寸現地量測
（文獻資料未記載者）

電力系統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電力系統
評估規劃

營運模式
規劃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提出最佳方案）

最佳方案之經濟
效益及財務分析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評估與檢討

發電設備
形式

預估發電量 相關結構新（改）建規劃配置
水理數值
模擬分析

第一年：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
後池堰沖刷道
第二年：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
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

資料蒐集

國內外小(微)水
力發電辦理案件

國內外小(微)水
力發電設備產業

計畫區域地形及
構造物基本資料

國內小(微)水力發
電相關法令檢討

小（微）水
力發電技術
研討會企劃

辦理小
（微）水力
發電技術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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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計畫 2 年度工作差異列表 

計畫年度 

項目 
第 1 年度 第 2 年度 

工作範圍 
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後池堰沖

刷道。 

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 

國內外小（微）

水力發電辦理案

件資料蒐集 

蒐集小（微）水力發電辦理案件國內

案例至少三處、國外近十年內案例至

少五處。 

擬將持續蒐集國內外小（微）

水力發電辦理案件資料。 

國內外小（微）

水力發電設備產

業調查蒐集 

蒐集發電設備及其理論與經驗，並分

析其性能優劣與適用性。 

擬將持續蒐集國內外小（微）

水力發電產業調查相關資料。 

地形及構造物基

本資料蒐集 
計畫工作範圍構造物資料及其輸水能力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現況水文調查及

量測 

觀測計畫工作範圍之流況，並就其構造物文獻資料未記載者之相關細部

尺寸現地量測（包含渠底高程、斷面不連續點、跌水等）。 

測量桃園大圳圳路之流速 20 處。 
測量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

引水路等之流速各 20 處。 

國內小（微）水

力發電相關法令

檢討 

檢討水利法、電業法、台灣電力公司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管理法或其他

與小（微）水力發電有關之法規等，

其間是否有相互牴觸或未規範之處，

並提出建議修正方案。 

如評估地點涉及相關規範或要

點，將納入評估是否有衝突之

處（如寶山第二水庫運用要

點）。 

發電設備配置規

劃及設備形式評

估 

分析計畫工作範圍適合小（微）水力發電之範圍與地點，並評估、規劃

其較適發電設備形式、預估發電量、相關結構新（改）建規劃配置。 

發電設備對構造

物及其輸水能力

影響檢討 

桃園大圳需做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

析；桃園大圳取水口另需做三維水理

數值模擬分析。 

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

路等需做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

析。 

電力系統連結與

營運模式評估與

規劃 

評估各處小（微）水力發電之電力系統採用獨立或併入台電供電系統之

優劣，並規劃其連接路線與營運模式。 

發電潛能整體規

劃 

整合第 1 年度計畫工作範圍小（微）

水力發電，提出最佳方案與建議（含

配置、供電系統與營運模式）。 

整合 2 年度計畫工作範圍小

（微）水力發電，提出最佳方

案與建議（含配置、供電系統

與營運模式）。 

發電經濟效益及

財務分析 
依最佳方案提出財務分析。 

小（微）水力發

電技術研討會 
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 

加值工作項目 
小（微）水力發電機之實驗室試驗分

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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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末報告 

(一)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評估 

分析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適合小

（微）水力發電之範圍與地點，並評估、規劃其較適發電設備形式、預估

發電量、相關結構新（改）建規劃配置。 

(二)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檢討 

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需做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 

(三) 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評估各處小（微）水力發電之電力系統採用獨立或併入台電供電系統

之優劣，並規劃其連接路線與營運模式。 

(四)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道、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小（微）水力發電，提出最佳方案與建議（含

配置、供電系統與營運模式）。 

(五) 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依最佳方案提出財務分析。 

三、 辦理研討會 

1. 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藉由技術交流，吸取產官學界之

經驗及意見。 

2. 會場至少可容納 100 人以上之室內場地。 

3. 提供宣導品 300 份，每份價值約 200 元。 

4. 提供出席人員之午餐。 

5. 提出研討會成果報告。 

四、 成果報告書 

1. 依期末報告審查意見修正後，提出成果報告書， 

2. 研討會辦理情形應彙整納入成果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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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範圍及架構 

本計畫依各項工作項目之性質，將工作分為「資料蒐集」、「水文調查及

量測」、「發電設備配置規劃、評估與檢討」以及「電力系統與營運模式評估

與規劃」等四大工作群組，並將各工作項目逐一分類，本（105）年度計畫工

作範圍如圖 1-2～圖 1-4 所示，工作架構如圖 1-5 所示。第 1 年度與第 2 年度計

畫主要差別在於，第 1 年度計畫係針對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後池堰排砂道

等，進行小（微）水力發電之可行性分析與經濟評估；第 2 年度計畫則針對石

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處進行規劃與評估。 

 

 
資料來源：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898/tony0898.html。 

圖 1-2 石門大圳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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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水力發電可行性評估及規劃」，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2008。 

圖 1-3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圖 1-4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示意圖 

 

石
門
水
庫

溢洪道

水庫分層取水工取水高程
上層：EL.242 m(底EL.236 m)
中層：EL.234 m(底EL.228 m)
下層：EL.226 m(底EL.220 m)

石門大圳取水高程
EL.195 m

後池
EL.137 m

自來水銜接點

石門大圳銜接點
EL.19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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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本（105）年度工作架構圖 

 

1.4 相關成果報告 

一、 台灣省水利局（1993），「新竹縣寶山第二水庫可行性規劃-水力發電之

研究」 

1. 寶山第二水庫水力發電計畫經規劃研究結果，擬利用大壩左岸公共給

水之斜依式取水塔之最低取水門作為發電進水口，流量經鋼襯頭水隧

道至設於大壩下游約 240 公尺之地面電廠發電，採 24 小時發電方式，

發電尾水經尾水路放入自來水靜水池，再以管路輸送至淨水場。電廠

擬裝設橫軸管狀式水輪發電機一台，設計流量 2.7 秒立方公尺，設計水

頭 18.98 公尺，裝置容量 441 瓩。 

2. 發電計畫投資主要工程內容及成本如下： 

主要工程包括：廠房、尾水道、機電設備及輸電線等，為發電專

屬設施，該等設施以 1997 年 7 月開工，2000 年 6 月完工商轉之價位估

計，總計畫成本為新台幣 137,078 仟元，與取水工程共用之取水口及鋼

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附屬設施小（微）水力發電潛能評估（2/2）

資料蒐集

地形及構造物
基本資料

(石門大圳、
分層取水工、
寶山第二水庫
引水路與放水

口等)

水文調查及量測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

評估與檢討

石門大圳、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
等流況觀測

相關細部尺寸現
地量測（文獻資
料未記載者）

測量石門大圳、
寶山第二水庫引
水路等之流速各

20處

規劃石門大圳、分層
取水工、寶山第二水
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

之發電設備

小（微）水力發電之
範圍與地點分析

評估與規劃
發電設備形式、
預估發電量與

相關結構新（改）建
規劃配置

水理數值模擬分析
（石門大圳、寶山第
二水庫引水路等）

電力系統與營運模
式評估與規劃

 電力系統
 評估規劃

營運模式規劃

獨立

併聯

線路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整合二年計畫工
作範圍，提出最佳

方案）

最佳方案之經濟效
益及財務分析

小（微）水
力發電技術
研討會企劃
（期中前）

辦理小
（微）水力
發電技術研

討會
（期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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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頭水隧道則列入取水工程經費中。 

3. 發電計畫依據台電公司「水利計畫經濟評估準則」及行政院主計處頒

訂「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編製評估準則」進行評估，結

果，經濟不可行財務不健全。有關經濟評估及財務分析數據列如下： 

 

經濟評估 

年成本（仟元） 12,649 

年效益（仟元） 4,074 

益本比 0.322 

年淨效益（仟元） -8,575 

財務分析 

資金成本率 6.0 % 

現值報酬率 2.62 % 

投資收回年限 經濟壽齡內收回 42.59 % 

 

4. 因水庫水位標高 138.5 公尺以下，受機組運轉範圍限制無法發電，年發

電量僅 2.2 百萬度，且每瓩之投資費用高達 3,346 仟元，故經濟性及財

務性均欠佳，建議暫不納入寶山第二水庫工程計畫同步開發。 

二、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2008），「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水力發電

可行性評估及規劃」 

1. 經評估 7 個方案，選定本計畫最佳方案為取石門大圳引水量發電後，

尾水再排回石門大圳。電廠設置於增設取水工輸水豎井北側，設置豎

軸式法蘭西斯式水輪機 1 台，設計水頭 43.53 公尺，設計流量 12 秒立

方公尺，裝置容量 4,400 瓩。 

2. 計畫以 2008 年物價為估算基準，總工程費約為新台幣 5.00 億元。估計

計畫核可後 3 年內可完成設計及施工作業後即可開始運轉。 

3. 依「石門水庫民國 65～90 年石門水庫營運統計表」之石門大圳輸水量

估算，電廠年平均發電量及年發電效益約如下表： 

 

取水口 上層取水口 中層取水口 下層取水口 

年平均發電量（千度） 2,504 10,468 13,301 

年平均發電效益（仟元） 5,008 20,937 26,602 

 

4. 經濟評估益本比均小於 1，財務分析亦不合格（獲利率指數為負值，且



 

1-9 

無法於經濟年限內回收），故目前尚不具明顯之投資價值，如下表： 

 

項目 上層取水口 中層取水口 下層取水口 說明 

益本比 0.16 0.66 0.84  

自償率（SLR） 0.20 0.30 0.48  

淨現值（NPV） 

（仟元） 
-579,547 -330,163 -243,477 

淨現值若為正，應

為可行計畫 

獲利率指數

（PI） 
-2.86 -1.20 -0.62 

若 PI>1 則應可接

受計畫 

回收年限（PB）

（年） 
無法於經濟年限內回收 經濟壽齡為 50 年 

折現後回收年限

（DPB）（年） 
無法於經濟年限內回收 經濟壽齡為 50 年 

 

5. 本計畫電廠設置工作區係於山坡地內開發建築，且位處自來水水源水

質水量保護區內，故未來開發前應先擬定水土保持計畫及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報請主管機關核可。 

6. 設置電廠對水庫營運操作之影響係原石門大圳取水量改以增設取水工

引取，並經 B2 電廠發電後尾水再排回石門大圳。供水發電期間若石門

大圳需水量大於 12 秒立方公尺，則應以灌溉用水優先輸送電廠發電排

放石圳，其餘不足之公共給水可由平鎮第二原水抽水站取用。 

三、 經濟部水利署（2008），「河川及供排水渠道發展小水力發電潛能評估

及可行性先期研究」 

1. 國內、外小水力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分析：國內「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目前仍未三讀通過立法程序，故目前小水力推動制度並無直接法源依

據。綜覽小水力電廠涉及之相關法令，由於相關法令分散，權責未能

集中導致成效有限。現階段小水力之獎勵措施有電價收購、租稅減

免、加速折舊等。惟台電公司現行之小水力電能收購辦法之電價躉購

費率偏低，系統併聯申請程序應予簡化。（註：「再生能源發展條

例」已於 2009 年 7 月 8 日公布實施） 

2. 國內既有河川小水力資料蒐集、整理及調查分析：台灣地區現有河川

小水力電廠共 17 處，現有灌渠小水力電廠共 8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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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既有灌渠小水力資料蒐集、整理及調查分析：灌渠小水力電廠之

發電形式有 6 處為川流式，2 處為調整池式；其中 2 處電廠設置沈砂

池；引水道有 4 處設置引水明渠；攔河堰形式有 1 處設置臨時壩，有

1 處設置攔河堰，有 2 處為利用水庫尾水發電，另外 4 處則直接銜接

灌渠。 

4. 小水力發電潛能評估：完成河川小水力計畫包括桶後、萱源、民權、

美蘭、仲岳、志學、東錦、牡丹、湖山、清水溪一及清水溪二等 11 處

小水力計畫潛能評估。另外，完成灌渠小水力包括石岡二、石岡三、

石岡四、能高東、牛尾、官田、隘寮、關山圳、南岸一、南岸二、南

岸三及南岸四等 12 處小水力計畫潛能評估。完成工業循環系統微水力

調查分析包括中鋼公司及科學園區等 8 家公司之發電潛能評估。 

5. 小水力發電系統水力、水理分析及營運模式分析：完成桶後、萱源、

民權、美蘭、仲岳、東錦、清水溪一及清水溪二等 8 處計劃場址小水

力之流量延時分析。小水力發電屬於分散式發電之一環，其營運模式

分為併網型、單戶型、聯網型等三種型式。 

6. 「小水力發電產業科技發展計畫」中程綱要草案：研提「中程綱要」

（99 年度～104 年度）之具體策略包括營造小水力發電產業發展環

境、推動小水力發電及相關產業發展技術及輔導推廣小水力發電等三

項目標，並訂定 14 項行動計畫，提供水利署研訂相關政策推動之參

考。 

四、 經濟部水利署（2009），「微型水力發電潛能調查分析及開發策略與相

關配套措施之研究」 

1. 微型水力發電根據利用類型可分為溪流水利用、農業灌溉渠道利用、

上水道利用、下水道利用、工業冷卻水利用、大樓空調用水利用、電

廠溫排水利用等類型。 

2. 日本、大陸、東南亞都有許多微型水力發電之應用實例，日本之微型

水力發電朝多種利用類型發展，而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主要為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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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溪流水利用類型。國內目前微型水力發電技術及市場有限，僅

有少數的微型水力發電案例。 

3. 溪流水利用類型之開發規模以提供一戶普通家庭之日常生活用電為基

本條件，其裝置容量至少須 3 瓩；灌溉渠道利用、上水道利用等類型

之發電量較高，發電站週邊用電需求較低，應以售電為主；下水道利

用、工業冷卻水利用、大樓空調用水利用及電廠溫排水利用等類型，

以自發自用為原則。 

4. 微型水力發電工程技術應學習日本、歐美及大陸現有之微型水力產

品，研發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產品，並利用台灣之電子工業特長，加強

其機電或電控部分，藉此彰顯我國產品之特點及優勢，進一步提升未

來國際之市場佔有率。 

5. 微型水力之經濟分析方面，由於裝置容量未達經濟規模，微型水力之

投資報酬率雖比太陽光電來得理想，但仍不具足夠之經濟誘因，如何

藉由補助或其他措施使民眾有投資微型水力之意願，將是未來微型水

力發展重點。 

6. 保守推估之台灣地區微型水力發電潛能 7 萬瓩估計，年總發電量約 5.3 

億度，等同 22.6 萬公頃森林之碳匯效果，如以每公頃購地造林費用 1 

千萬估計，需要 2.26 兆元之造林費用，相較微型水力建置費用粗估約

80 億元，可節省巨額之減碳費用。 

7. 台灣地區過去對於此類型之水力能皆不甚重視，導致許多水路之設計

上未注意水力能之浪費，微型水力發電系統可以有效的回收這些過去

被忽視的能源，藉由大量的小容量發電系統，達到聚沙成塔之效果，

分攤能源之供應重責，減少石化能源的使用與溫室氣體的排放。 

8. 雖然現有適合裝置微型水力發電之地點有限，然而人造建築物總有其

使用年限，如能在未來新建、改建時將微型水力發電系統納入考量，

從整體設計面營造水力能回收之環境，則微型水力開發潛能將隨之成

長，值得持續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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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濟部水利署（2014），「整合微水力發電技術於輸配水系統之可行性

研究」 

1. 評估淨水、污水、再生水處理及其相關設施裝設微水力發電設備之可

行性，並調查各項微水力發電設備產品於國內水處理及再生水相關設

施之適用性，分析各可行項目之水能條件，初步估算發電潛能，如

下： 

(1) 淨水輸配水管路與平壓塔：由於原水取水後送至淨水場之管線段，

原水未經過處理常有雜質，長久下來可能導致發電機組進水管路堵

塞，進而影響取水，且屬小水力發電範圍；淨水廠各處理池間無水

頭可利用，且含有藥劑，故不適合裝設；淨水場處理完後送至配水

池（或平壓站）之管線段，於進入配水池（或平壓站）前幾乎已無

水壓，亦不適合設置；而以配水池（或平壓站）送至用戶端之管線

段較為合適。以配水池平均供水量（0.0896 秒立方公尺）與最大可

能裝設位置之水頭（10 公尺）計算，單處發電潛能約 5.27 瓩，潛

能發電量約 4.61 萬度/年，總潛能發電量約 6,467.20 萬度/年。 

(2) 污水排放管渠與放流口：由於汙水處理廠內各處理池間之管路無水

頭條件，再加上汙水處理過程中之消毒水、懸浮固體物與有機物，

可能造成管路阻塞或損害發電機之葉片與軸承，因此廠區內之管路

不適合設置發電機組；而污水排放管渠常以暗渠方式設計，並不適

合安裝（需加裝陰井等設施）；惟放流口處較適合裝設。以汙水處

理廠平均處理量（0.3876 秒立方公尺）與最大可能裝設位置之水頭

（5 公尺）計算，單廠發電潛能約 11.40 瓩，潛能發電量約 9.98 萬

度/年，總潛能發電量約 918.38 萬度/年。 

(3) 再生水輸配水管路：國內優先推動之再生水系統主要有福田水資源

回收中心再生水、永康污水處理廠水再生利用，以及鳳山溪污水處

理廠水再生利用，再生水廠內各處理池間之管路無水頭條件，不適

合設置發電機組，惟再生水送至廠區/工業區之沿線管路段較適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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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由於永康廠與鳳山溪廠僅有水壓需留予園區與工業區使用，故

無剩餘水頭，惟福田廠具有充足水頭可利用。福田廠至台中港之沿

線管路段，以設計處理量（1.76 秒立方公尺）與最大可能裝設位置

之水頭（45 公尺）計算，發電潛能約 465.7 瓩，潛能發電量約

407.95 萬度/年。 

2. 既有微水力發電設備應用之可行性與經濟效益評估：由發電潛能初步

評估結果可知，淨水輸配水管路與平壓塔可供電量約 6,467.20 萬度/

年；污水排放管渠與放流口可供電量約 918.38 萬度/年；再生水輸配水

管路部分，福田廠可供電量約 407.95 萬度/年。初步評估淨水輸配水管

路、平壓塔、污水排放管渠、放流口，以及再生水輸配水管路，具較

佳發電潛能環境（如管路管徑大於欲裝設之機組，可以分支配管方式

進行規劃設計）如下： 

(1)  淨水輸配水管路：配水池至用戶端管路。 

(2)  平壓塔：平壓塔至用戶端管路。 

(3)  污水排放管渠：暗渠設計，不適合安裝，需加設陰井等設施。  

(4)  放流口：放流口處。 

(5)  再生水輸配水管路：沿線管路段。 

以馬祖雲台山配水池設置簡易微水力發電機組為例，發電機組設

置於最大水頭 224 公尺處。以節省發電成本之替代效益而言，機組設

置 30 年之淨現值為 4,549,764 元，益本比為 10.72，內部報酬率為 1.02 

%；而以台電售電價格之經濟效益而言，機組設置 30 年之淨現值為

504,310 元，益本比為 2.08，內部報酬率為 0.15 %。機組設置 30 年之

成本為 468,215 元，攤提每度電之年均化成本為 0.98 元。 

3. 國內微水力發電設備測試平台規劃與研擬：國內微水力發電設備測試

平台之運作與管理制度，可區分前期初步規劃階段、中期平台建置與

後期平台測試等三個時期，包含「國內微水力發電設備測試平台規劃

與制度研擬」、「媒合國內外微水力發電業者參與測試計畫」，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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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平台建置規劃報告」等。本計畫除研擬進駐測試申請流程、測

試平台提供之基本服務（包含性能曲線測試、發電效率變動性能評

估、耐久性測試、噪音檢測、特殊條件發電測試，以及技術諮詢與媒

合）、執行單位與測試業者之工作劃分、測試報告呈現方式與試驗機

制，以及國內外微水力發電業者參與測試媒合流程外，並實際完成微

水力發電設備測試平台規劃，與估算測試平台之建置成本與基本服務

成本。另外，亦針對國內輸配水管路與測試平台等議題訪談國內相關

專家學者，亦提供寶貴意見。 

六、 經濟部水利署（2015），「微水力發電應用於再生水廠評估建置計畫

（1/2）」 

1. 初步完成規劃「微水力發電機組設備之模擬評估機制」：依再生水廠

流量、流速、水頭與管徑等條件，選擇適合之微水力發電機組，再依

機組設置條件進行數值模擬分析，獲取最佳參數配置，並評估發電

量。 

2. 探討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既有放流水處，可能適合之微水力發電機組

為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反擊式水輪機）；而福田廠再生水管路末端

出口（方案 2）可能適合之微水力發電機組為斜擊式水輪發電機組（衝

擊式水輪機）。 

3. 國內 6 座規劃之再生水廠，僅福田廠與豐原廠擬具有發電潛能條件，

初步評估福田廠（含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具有發電潛能且適合設置

之地點，如下： 

(1)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既有放流水處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目前處理後之放流水係放流於旱溪（綠川

排水），目前放流水每日約為 76,000 公噸（約 0.88 秒立方公

尺）。初步評估擬可設置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1 組，如以裝置容量

10 瓩之機組評估，年潛能發電量約 87,600 度（瓩小時），約可供

24 個家庭一年用電，所發電力可供鄰近照明設施或福田水資源回收



 

1-15 

中心自用。 

(2) 福田廠再生水系統：管路末端出水口（方案 2） 

初步評估擬可設置斜擊式水輪發電機組 3 組，如以單機裝置容

量 60 瓩之機組評估，則 3 部機組年潛能發電量約 1,576,800 度（瓩

小時），約可供 441 個家庭一年用電。管路末端出水口處即為台

中港工業園區，所發電力可供鄰近照明設施或再生水廠自用，可配

置為 1 主管（1,500 公釐）及 3 支管，支管單管流量為 0.5 秒立方公

尺，管徑 500 公釐；3 支管共 1,500 公釐，1.5 秒立方公尺，符合福

田廠目前規劃之輸水量，主管為支管維修保養時放水用。 

4. 以節省購電成本之替代效益與售電之經濟效益進行評估，福田廠各方

案成本效益分析如下： 

(1)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 2014 年決算之數據顯示，每度

平均電價為 3.0705 元，則放流水處與管路末端出水口處之發電替代

效益分別為 268,976 元/年與 4,841,564 元/年。以躉購年限 20 年計算，

益本比均為 2.6，內部報酬率均為 28 %，年均化成本均為 0.71 元/

度，回收年限均為 4 年。 

(2)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5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為 2.6338 元/度。因

此，如以售電角度探討，則放流水處與管路末端出水口處之發電替

代效益分別為 230,721 元/年與 4,152,976 元/年。以躉購年限 20 年計

算，益本比均為 2.3，內部報酬率均為 23 %，年均化成本均為 0.82

元/度與 0.71 元/度，回收年限均為 5 年。 

 

1.5 預期成果與工作期程 

一、 預期成果 

本計畫預期成果如下： 

1. 完成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地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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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物基本資料蒐集。 

2. 完成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 

3. 針對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完成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評估。 

4. 完成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檢討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 

5. 完成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6. 完成發電潛能整體規劃，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道、石門

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小（微）水力發

電，提出最佳方案與建議（含配置、供電系統與營運模式）。 

7. 完成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8. 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 

二、 工作期程 

本計畫為 2 年計畫之第 2 年計畫，服務期限為自決標次日起至正式成果報

告經本局審定日止。本（105）年度計畫工作期程如圖 1-6 所示，各項工作成果

提送期程如下： 

1. 自決標次日起 15 日曆天內（預計 2016 年 3 月 30 日），受託廠商須提

送工作執行計畫書 20 份，並由機關審核並召開審查會議。 

2. 自決標次日起 120 日曆天內（預計 2016 年 7 月 13 日），受託廠商須

提送期中報告 20 份，並由機關審核並召開審查會議。 

3. 自決標次日起 120 日曆天～180 日曆天期間（預計 2016 年 7 月 13 日～

9 月 11 日），由受託廠商擇定適當時機，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

研討會乙場。 

4. 自決標次日起 230 日曆天內（預計 2016 年 10 月 31 日），受託廠商須

提送期末報告 20 份，並由機關審核並召開審查會議。 

5. 工作執行計畫書、期中報告與期末報告如需提出修正版時，受託廠商

應於審查會議次日起 20 日內提出，由機關審核，如有需求另召開審查



 

1-17 

會議。 

 

工作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別 105 年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地形及構造物基本資料蒐集 
                                                                                                                                                            
                               
                          

2. 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 
                                                                                                                                                            
                               
                          

3.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

式評估 

                                                                                                                                                            
                          
                          

(1) 
初步規劃發電設備配置及設

備形式 

                                                                                                        
                          
                                                                              

(2) 
完成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

備形式評估 

                                                                                                        
                          
                                                                              

4.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

能力影響檢討 

                                                                                                        
                          
                                                                              

5. 
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

估與規劃 

                                                                                                        
                          
                                                                              

6. 
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

會 

                                                                                                        
                          
                                                                              

(1) 
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

會企劃 

                                                                                                        
                          
                                                                              

(2) 
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

研討會 

                                                                                                        
                          
                                                                              

7.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8. 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9. 工作執行計畫書 
                                                                                                        
                          
                                                                              

10. 期中報告 
                                                                                                                                                            
                          
                          

11. 期末報告 
                                                                                                        
                          
                                                                              

12. 成果報告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5% 16% 26% 37% 47% 58% 68% 79% 89% 100% 

註： 
 

表示預定進度， 
 

表示實際進度。   
  

圖 1-6 本計畫進度甘梯圖 

 

6. 工作執行計畫書、期中報告與期末報告等修正版經機關審查退還再修

正時，受託廠商應於收到機關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提出，由機關審核，

如有需求另召開審查會議。 

7. 受託廠商應於機關通知次日起 20 日曆天內提送成果報告初稿 3 份（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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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光碟） ，由機關審定。 

8. 受託廠商應於成果報告初稿經機關審定次日起 10 日曆天內提送正式成

果報告書 40 份（含電子檔光碟）。 

9. 各階段修正報告修正次數以 2 次為限，第 2 次修正報告經機關審查退

還修正者，自機關通知次日起視為逾期履約。 

10. 其他：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另召開工作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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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對計畫背景之了解與分析 

2.1 台灣電力發展與現況 

電力為國家經濟建設的基礎，國內早期（1953 年）發電設備以水力為主

（占 93.7 %），火力發電僅占 6.3 %；1954 年起，主要朝火力發電發展，到

1962 年，火力發電量首度超過水力發電；此時，台灣工業迅速起飛，用電量劇

增，台電公司遂開發大容量高效率之火力，電力系統進入火力為主，水力為輔

時期；1974 及 1980 年，因應石油危機後之能源情勢，推展核能發電，至 1985

年先後完成三座核能發電廠，裝置容量達 514.4 萬瓩，同時繼續引進大容量高

效率火力機組，電力系統進入能源多元化時期；1991 年起，國內用電迅速成

長，政府開放民間興建電廠以加速電源開發，進入開放發電業時期；1996 年

起，國際化石燃料價格大漲，嚴重衝擊電業。國內自產能源缺乏，為確保電力

事業永續發展，在供給面發展低碳電力，在需求面全力推動節約用電及提升用

電效率，提倡全民節能減碳。 

水力發電曾為台灣光復初期發電系統之主力，截至 2015 年底之裝置容

量，抽蓄水力發電占比為 6.3 %，核能發電占比為 12.5 %，火力發電容量占比

達 71.3 %，而再生能源（包含慣常水力）發電占比亦逐漸提高至 9.8 %，如圖

2-1 所示。目前國內水力發電廠共 11 所（總裝置容量 4,541.607 百萬瓦，包含

萬大、大觀、明潭、東部、蘭陽、桂山、石門、曾文、大甲溪、卓蘭、高屏發

電廠），依其運轉型態可區分為慣常式與抽蓄式，如圖 2-2 所示。慣常式水力

發電又可分為川流式、調整池式與水庫式；抽蓄式水力發電係利用離峰時剩餘

之電能，抽取下池之水貯存於上池，於尖峰時再利用上池放水發電，以補充系

統尖峰發電量之不足，也就是把深夜多餘的電能，轉變為水的位能儲存起來，

供第二天白天使用。抽蓄發電除可增加尖峰時之發電量，提高大容量火力及核

能發電機組之效率及降低系統成本外，並可隨時調整系統之電壓與頻率，必要

時更可緊急發電或停止抽水，以補充因大容量機組故障而不足之電力以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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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確保供電品質，故抽蓄發電實為目前實施負載管理調節系統尖峰與離峰用

電量最佳方式。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統計資料，本計畫繪製。 

註：查詢日期 2016 年 6 月 13 日。 

圖 2-1 台灣歷年裝置容量占比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圖 2-2 慣常式與抽蓄式水力發電示意圖 

 

台灣用電量需求逐年增加，由台電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 7 月 2 日備轉容

量為 67.3 萬瓩，備轉容量率僅 1.9 %，為近十年之之新低，亮起供電警戒與系

統限電機率增加的紅燈（如圖 2-3 與圖 2-4 所示）。備轉容量（Operating 

Reserve）係指當天實際可調度之發電容量，亦即系統每天的供電能力，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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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所示；備轉容量率（Percent Operating Reserve）係用來衡量每日供電可

靠度之指標，如式（2-2）所示。其中，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係指扣除歲修、小

修及故障機組容量、火力機組環保限制、輔機故障、氣溫變化、水力考慮水

位、水文、灌溉及溢流等。 

 

備轉容量 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系統瞬時尖峰負載（瞬間值） （2-1） 

= 100%
系統運轉淨尖峰能力－系統瞬時尖峰負載（瞬間值）

備轉容量率
系統瞬時尖峰負載（瞬間值）

（2-2）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註：查詢日期 2016 年 6 月 13 日。 

圖 2-3 台灣歷年備轉容量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網站。 

圖 2-4 備轉容量率燈號說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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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新的經濟情勢，台灣電力公司 2015 年 3 月最新負載預測 10403

案，在假設未來經濟年平均成長率 2015～2019 年為 3.72 %，2020～2024 年為

3.14 %及 2025～2026 年為 2.79 %等前提下，並扣除需求面管理預期成效後，預

估未來台電系統之尖峰負載將由 2014 年的 3,482.1 萬瓩，逐年遞增至 2026 年

的 4,301.4 萬瓩，2015 至 2026 年平均每年成長 1.8 %；供電量則由 2014 年的

2,155.5 億度，逐年遞增至 2026 年的 2,686.7 億度，2015 至 2026 年平均每年成

長 1.9 %，方能滿足未來經濟發展所需的電力。 

2015 至 2026 年既有機組退休裝置容量共計 1,079.1 萬瓩（含核一、二、三

廠 514.4 萬瓩），而台灣電力公司奉准施工中之發電計畫（672.9 萬瓩）與規劃

中之發電計畫（726.0 萬瓩），於加計民營再生能源電廠（635.1 萬瓩）後，

2015 至 2026 年合計之新增裝置容量為 2,033.9 萬瓩。 

政府於 2011 年 11 月 3 日公布新能源政策，加速開發我國再生能源潛能及

擴大各類再生能源推廣目標，2015 年 8 月 31 日修正，規劃於 2025 年裝置容量

達 12,513 百萬瓩，2030 年進一步擴大成長至 17,250 百萬瓩，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台灣擴大各類型再生能源推廣目標一覽表 

單位：百萬瓩 

能源別 2015 年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陸域風力 737 1,200 1,200 1,200 

離岸風力 0 520 2,000 4,000 

水力 2,089 2,100 2,150 2,200 

太陽光電 1,115 3,615 6,200 8,700 

地熱能 0 100 150 200 

生質能 741 768 813 950 

合計 4,682 8,303 12,513 17,250 

註：查詢日期：2016/06/13。 

 

台灣電力公司現階段推動再生能源主要以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為主，由於

陸域優良風場大都開發殆盡，風力發電將朝向離岸發展；太陽光電初期由台電

帶頭設置幾處大型系統，近期開發主力已移至民間，以達成「陽光屋頂百萬

座」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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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外，小（微）水力發電為台灣整體能源政策的一

環，亦是台灣少有的自主能源。小（微）水力發電成本相較於傳統能源仍較

貴，且豐枯期水源供應不穩定，導致發展市場導入時面臨多重障礙，必須透過

法規制度建立及政府政策性編列預算補貼，提供適當的經濟誘因，營造穩定健

全的產業發展環境，方可達到微水力發展與利用的經濟規模。 

台灣未來電力發展政策應強調能源自主、減碳目標、電力需求環保潔淨等

方向，以連結水力發電之重要性及必要性。政府為因應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配合國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行動，以及兼顧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與社會

環境保護的前提下，加速推動國內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實現能源、經濟與生

態三者永續發展境界，因此在政府現有機制下，整合各部會之各項資源，透過

能源、科技、產業與環境政策的有效結合，研擬各項推動方案。 

全國能源會議於 2015 年 1 月 26～27 日召開全體大會，並於 2015 年 8 月

公布「第四次全國能源會議具體行動計畫」，與水力發電相關之具體行動計畫

如表 2-2 所示，在水源無慮之下，將既有水力發電納入優先發電及減碳之發電

選項。 

 

2.2 小（微）水力發電簡介 

水力能利用係透過水流推動水輪機旋轉帶動發電機發電，可設計成獨立系

統或與電網接駁之系統，微水力發電即相對於發電而言，屬於微小發電容量之

水力發電。依照我國「電業法」第十條規定，500 瓩以下者稱為小型電業，500

瓩以上則劃分為四級，500～5,000 瓩為第四級，5,000 瓩～20,000 瓩為第三

級，20,000 瓩～100,000 瓩為第二級，100,000 瓩以上列為第一級。 

世界各國對於微水力發電的定義如表 2-3 所示，由於國內尚無相關法規定

義「微水力」發電範圍，且「小水力」發電範圍亦因法規不同而有所差異。因

此，本計畫依據電業法並參考國際能源協會（WEC）與其他國家規定，將「小

水力」定義為發電量 500 瓩以下，「微水力」定義為發電量 100 瓩以下，以符

合國內相關法規之規定，並利於本計畫之資料蒐集與各項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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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第四次全國能源會議具體行動計畫（水力）一覽表 

因應策略 

(共同意見) 
具體行動計畫 

主(協)辦機

關 

具體行動計畫內容 

(計畫、措施、作法、工作項目) 

開發對環境友善

之水力資源為推

廣目標：依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

以川流式水力為

推廣目標，並責

成台電公司增加

川流式水力開發

計畫。 

推動「再生能源

新紀元」計畫 

水力發電：推廣

對環境友善之川

流式水力 

經濟部能源

局 

水力發電採「台電公司與民間雙管齊下、開發

對環境友善水力資源」之發展策略，將責成台

電公司將依其電源開發方案逐步推動國內水力

發電設置，另透過合理川流式水力躉購費率，

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民間投入設置。 

推動小型/微型水

力發電計畫 

台電公司(水

利署) 

利用現有水利設施，包括堰壩水庫、灌溉渠

道、電廠、輸配管路，設置小型/微型水力機

組。 

針對農田圳路中

仍具位能及流速

利用型之圳路，

進行設置微型或

小型水力發電之

相關評估 

農委會農田

水利處(各農

田水利會、

經濟部水利

署 、 能 源

局、台電公

司) 

各農田水利會經管圳路中，仍有具位能及流速

利用型之圳路，可開發微型或小型水力發電使

用。本項目推展目標上，請與各水利會合作，

由水利會提供具開發之處所，共同發展設置之

相關評估技術、合理躉購費率及成本分析、設

備製造技術、組裝技術及在地利用案例等。 

訂定合理川流式

水力躉購費率，

輔以提高業者設

置意願：檢討川

流式水力躉購費

率是否區分級距

訂定。 

推動「再生能源

新紀元」計畫 

水力發電：訂定

合理川流式水力

躉購費率 

經濟部能源

局 

成立 105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檢討費率參數及容量級距之合理性，據以審定

合理費率。 

資料來源：「全國能源會議」，2015 年。 

註：「川流式水力」躉購費率 2016 年調整為 2.9078 元/度（2015 年躉購費率 2.6338 元/度）。 

 

表 2-3 各國水力發電分類定義一覽表 

國家/組織名稱 
分類 (kW) 

微型 (Micro) 迷你型 (Mini) 小型 (Small) 

本計畫 ＜100 － ＜500 

台灣（電業法） － － 
＜500 

（小型電業） 

國際能源協會(WEC) ＜100 ＜1,000 ＜10,000 

拉美能源組織 ＜50 ＜500 ＜5,000 

中國大陸 ＜100 ＜500 ＜50,000 

加拿大 － ＜1,000 ＜30,000 

印度 ＜100 ＜2,000 ＜15,000 

德國 － － ＜10,000 

英國 ＜1,000 － ＜5,000 

美國 ＜500 ＜2,000 ＜15,000 

日本 ＜100 ＜1,000 ＜10,000 

瑞士 ＜300 ＜2,000 － 

法國 ＜500 ＜2,000 ＜8,000 

波蘭 ＜100 ＜1,000 ＜15,000 

資料來源：「微型水力發電潛能調查分析及開發策略與相關配套措施之研究」，經濟部水利署，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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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位於大漢溪中游，地處桃園市大溪區與龍潭區、復興區、新竹

縣、關西鎮之間，由於溪口處有雙峰對峙狀若石門，因而得名。石門水庫集水

區內水系皆發源自雪山山脈帶中，匯流至石門水庫內之阿姆坪進入西部麓山

帶，河系以大漢溪為主，由泰崗溪、白石溪、三光溪、拉拉溪、石磊溪、匹亞

溪、雪霧鬧溪、大嵙崁溪、寶里苦溪、義興溪、抬耀溪、三民溪、高翹溪、及

南子溝溪等支流匯合而成，本、支流總數為 64 條，流路呈不規則樹枝狀，總

長約 352.63 公里，為多目標水利工程，具有灌溉、發電、給水、防洪、觀光等

效益，集水面積約為 763.4 平方公里，如圖 2-5 所示。石門大圳灌溉平鎮、龍

潭及楊梅等農地，及供給石門、平鎮、龍潭淨水場公共給水量，如圖 2-6 所

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專屬網站。 

註：查詢日期 2016 年 6 月 13 日。 

圖 2-5 石門水庫集水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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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供水區整體水源利用規劃」，賴伯勳等人，2011 年。 

圖 2-6 石門大圳灌區與主支分渠示意圖 

 

石門水庫長度 16.5 公里，集水面積 763.4 平方公里，正常滿水位標高 245

公尺，呆水位標高 195 公尺，2015 年有效蓄水量為 2 億 123 萬立方公尺。壩區

主要之土木工程結構物包括大壩、溢洪道、排洪隧道、發電進水口、桃園大圳

取水口、石門大圳進水口、永久河道放水口、後池堰及分層取水工等設施（如

圖 2-7 所示），水庫中各土木工程結構物基本資料說明分述（依據「石門水庫

水門操作規定（2013）」）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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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監控系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圖 2-7 石門水庫相關設施位置示意圖 

 

一、 主要設施及相關水門 

(一) 大壩 

分區直立中央心層式滾壓土石壩構造，長度 360 公尺，壩頂寬度 11.9

公尺，壩底寬度 520 公尺，壩頂標高 252.1 公尺，壩高度 133.1 公尺，體積

706 萬立方公尺。 

(一) 溢洪道 

溢洪道為鞍部瀉槽型，堰頂長度 100 公尺，位於大壩右山脊鞍部，設

弧形閘門 6 座，每座寬 14 公尺，高 10.61 公尺，閘門底標高 235 公尺。最

大可能洩洪量 11,400 秒立方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六號閘門，

其流量率定曲線如圖 2-8 所示。 

(二) 排洪隧道 

排洪隧道 2 條，設於大壩右山脊，上游正方型進水口 12 公尺漸變銜接

直徑 9 公尺，長 59.15 公尺壓力隧道，下游馬蹄型斷面，自下游起依序為第

一號隧道長 227.9 公尺、第二號隧道長 235.2 公尺，每條隧道設垂直固定輪

擋水閘門 2 座，每座寬 4.3 公尺，高 5.7 公尺及垂直固定輪控制閘門 2 座，

每座寬 4.3 公尺，高 5.7 公尺，閘門底檻標高 220 公尺。最大排洪量 2,400

秒立方公尺，自下游起依序為第一號隧道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第二號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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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第三號至第四號閘門，其流量率定曲線如圖 2-9 與圖 2-10 所示。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經濟部，2013 年。 

圖 2-8 石門水庫溢洪道閘門開度與流量關係曲線圖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經濟部，2013 年。 

圖 2-9 石門水庫排洪隧道閘門開度與流量關係曲線（一條個別操作） 

 

流量（ｍ3
/s）

流量（ｍ3
/s） 流量（ｍ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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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經濟部，2013 年。 

圖 2-10 石門水庫排洪隧道閘門開度與流量關係曲線（兩條同時操作） 

 

(三) 排砂隧道 

設於大壩溢洪道左岸，總長約 377.6 公尺，設擋水閘門板 5 扇，每座寬

5.4 公尺，高 4.2 公尺；垂直固定輪控制閘門一座，每座寬 4.36 公尺，高

7.92 公尺，進水口中心線標高 173 公尺，進水口後隧道為直徑 4.5 公尺鋼

管，經架空段後漸變為直徑 3.6 公尺新設鋼管，再經對稱型分歧管後分為兩

管直徑 2.5 公尺鋼管，出水口設高壓滑動閘門 2 座，每座寬 2.2 公尺，高

2.4 公尺；高壓射流閘門 2 座，直徑 2.5 公尺，出水口中心線標高 139.5 公

尺，最大放水量 300 秒立方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隧道、第一號高

壓滑動閘門、第一號高壓射流閘門及第二號隧道、第二號高壓滑動閘門、

第二號高壓射流閘門，其流量率定曲線如圖 2-11 與圖 2-12 所示。 

 

流量（ｍ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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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經濟部，2013 年。 

圖 2-11 石門水庫大壩排砂隧道閘門開度與流量關係曲線（一條個別操作）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經濟部，2013 年。 

圖 2-12 石門水庫大壩排砂隧道閘門開度與流量關係曲線（兩條同時操作） 

流量（ｍ3
/s）

流量（ｍ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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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電隧道及尾水路 

石門發電廠，設於大壩下游溢洪道左岸，裝置水輪發電機一組，容量

45,000 瓩，發電水路設有以下閘門： 

1. 發電進水口閘門：位於大壩右山脊上游面，設擋水閘門板 5 扇，每座

寬 5.4 公尺，高 4.2 公尺；垂直固定輪控制閘門一座，每座寬 4.36 公

尺，高 7.92 公尺，進水口中心線標高 173 公尺。 

4. 發電尾水閘門：尾水管閘門 1 座，寬 3.09 公尺，高 5.36 公尺，閘門底

檻標高 125.82 公尺，最大放水量 68.6 秒立方公尺。 

(五) 河道放水道 

位於排砂隧道右側，輸水管的內徑 1.37 公尺，總長 375.46 公尺，為鋼

管襯砌的圓形混凝土壓力隧道。設擋水閘門板 1 座，寬 2.2 公尺，高 2 公

尺；環滑閘門 1 座，直徑 1.37 公尺；出水口設高壓射流閘門 1 座，直徑

1.37 公尺，進水口中心線標高 169.5 公尺，最大放水量 34 秒立方公尺，其

流量率定曲線如圖 2-13 所示。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經濟部，2013 年。 

圖 2-13 石門水庫河道放水口閘門開度與流量關係曲線 

流量（ｍ3
/s）



 

2-14 

(六) 石門大圳取水口 

石門大圳進水口設在大壩上游左岸，下接直徑 2.5 公尺，長度約 300 公

尺之壓力隧道。設擋水閘門板 1 座，寬 2.9 公尺，高 3.7 公尺；上游側高壓

滑動保護閘門 2 座；下游側高壓滑動控制閘門 2 座，各寬 0.91 公尺，高

1.83 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進水口中心線標高

193.55 公尺，最大取水量 18.4 秒立方公尺。 

(七) 桃園大圳取水口 

桃園大圳取水口設於後池堰左岸，結構物長 25 公尺、寬 8 公尺、高 5

公尺。設固定輪緊急閘門 1 座，寬 4.84 公尺，高 3.7 公尺；弧形閘門 2

座，每座寬 4 公尺，高 3 公尺，自下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進

水口閘門底標高 129.5 公尺，設計取水量 16.8 秒立方公尺。 

(八) 分層取水工 

位於大壩左岸，分上層、中層及下層取水口隧道聯通水庫，隧道仰拱

高程分別為 236 公尺、228 公尺及 220 公尺，每層設蝶閥 2 座，每座直徑

2.4 公尺，自下游起依序為控制蝶閥及維修蝶閥；上層閥門中心線標高

237.22 公尺，中層閥門中心線標高 229.22 公尺，下層閥門中心線標高

221.52 公尺，每層取水口最大取水量 16.2 秒立方公尺，下層取水口於完工

前保持全閉；銜接取水豎井深 41.5 公尺直徑 10 公尺，下接取水隧道長

393.4 公尺，直徑 3 公尺，隧道前段設隔離蝶閥 1 座，直徑 2.6 公尺，閥門

中心線標高 220.82 公尺。 

(九) 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 

位於後池左岸連接石門大圳與後池，明渠長 105.2 公尺，入流工長 34.6

公尺及長 351.4 公尺箱涵。設固定輪阻水閘門 1 座，寬 2.95 公尺，高 3.05

公尺，閘門底標高 191.28 公尺；固定輪退水閘門 2 座，每座寬 2 公尺，高

1.5 公尺，閘門底標高 191.73 公尺，最大退水量 13.78 秒立方公尺。 

(十) 後池及後池堰 

後池堰長度 371.51 公尺，設於大壩下游約 1,400 公尺處，後池設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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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下游至後池堰，前段長約 700 公尺，寬約 300 公尺，後段長約 700 公

尺，寬約 600 公尺，設計調蓄容量 220 萬立方公尺，後池堰旁設有以下閘

門： 

1. 後池沖刷道閘門：位於後池堰左岸，設弧形閘門 3 座，每座寬 4 公

尺，高 3 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三號閘門，進水口閘門底

標高 127.5 公尺，最大出水量 330 秒立方公尺。 

2. 後池右岸溪洲圳閘門：位於後池堰右堰座，設螺桿式控制閘門 1 座，

直徑 0.35 公尺，閘門底標高 131.85 公尺，最大放水量 0.25 秒立方公

尺。 

二、 各水門啟用標準及時間規定 

(一) 平時操作 

1. 溢洪道及排洪隧道閘門：平時全閉儲蓄水量；如遇石門發電廠發電機

組無法運轉及河道放水口閘門無法開啟，為供應下游農業及公共用水

需求，得開啟排洪隧道或溢洪道閘門放水。 

2. 排砂隧道閘門： 

(1) 進水口閘門及高壓滑動閘門平時全開，高壓射流閘門平時全閉。 

(2) 開啟高壓射流閘門之最低水庫水位為標高 193.5 公尺，每條隧道之

最低放水量 10 秒立方公尺。 

(3) 石門發電廠發電機組無法運轉及河道放水道閘門無法開啟，為供應

下游農業及公共用水需求，得開啟排砂隧道閘門放水。 

5. 發電進水口及尾水閘門：平時全開。但於發電機組維修時應全閉。 

6. 河道放水道閘門： 

(1) 環滑閘門平時全開，射流閘門平時全閉。 

(2) 石門發電廠發電機組無法運轉或配合下游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

量全開。 

(3) 配合排除石門水庫淤積泥砂之需求時，得以全開放流排砂。 

7. 石門大圳閘門：依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量調整開度。但於石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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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維修時應全閉。 

8. 桃園大圳閘門：依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量調整開度。但於桃園大

圳維修時應全閉。 

9. 分層取水工閥門： 

(1) 取水隧道隔離蝶閥保持全開，當水庫水位 242 公尺以上，得開啟上

層取水口隧道蝶閥取水；當水庫水位 234 公尺以上，得開啟中層取

水口隧道蝶閥取水；當水庫水位 226 公尺以上，得開啟下層取水口

隧道蝶閥取水，如圖 2-14 所示。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監控系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圖 2-14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閥門控制示意圖 

 

(2) 石門發電廠發電機組無法運轉及石門大圳無法供應下游用水時，得

以分層取水工或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供水。 

10. 後池沖刷道閘門：依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或後池維修需降低水位

或排砂需求時調整開度。但於後池沖刷道維修時應全閉。 

11. 後池右岸溪洲圳閘門：依農業用水需求量調整開度。但於溪洲圳維修

時應全閉。 

(二) 防洪操作 

1. 排洪隧道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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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閘門之最低洪水位為標高 227 公尺，其每條隧道之最低放水量

200 秒立方公尺。 

(2) 每條隧道之 2 座控制閘門，無論開啟或關閉，均應保持相同之開度。 

(3) 為配合水庫預先調降水位之需要，得開啟閘門，排洪量於 200 至

400 秒立方公尺時以開啟一條隧道為原則，排洪量超過 400 秒立方

公尺時以開啟 2 條隧道為原則，其排放總量大於 600 秒立方公尺，

且水庫水位標高 237.5 公尺以上時，得關閉閘門，改以溢洪道排放。 

2. 排砂隧道閘門 

(1) 兩條隧道之高壓射流閘門，無論開啟或關閉均應保持相同之開度，

以全開全閉為原則。 

(2) 為配合水庫排砂及調降水位之需要，得開啟閘門。 

3. 發電水路之進水口及尾水閘門之開啟，依水庫進流量增減發電量，以

調節水位。 

4. 石門大圳閘門、桃園大圳閘門、後池沖刷道閘門及後池右岸溪洲圳閘

門，依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量及水庫排砂需求量調整開度。 

5. 分層取水工閥門：颱風、豪雨期間水庫原水混濁時，得以分層取水工

供水，各層得開啟取水之水庫水位與平時操作相同。 

6. 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閘門：颱風、豪雨期得以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

將水庫底層濁度較高之庫水排放至後池，2 座退水閘門全開，阻水閘門

全閉。 

(三) 溢洪道、排洪隧道、排砂隧道、河道放水道、石門大圳、桃園大圳、

分層取水工、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後池沖刷道及後池右岸溪洲圳等

閘門，必要時依實際需要啟閉。 

三、 各水門操作方法 

(一) 發電水路、石門大圳閘門、排洪隧道閘門、溢洪道閘門及河道放水道

閘門：設有廠區用電及柴油發電機，以現場電動或遙控自動方式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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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大圳閘門及後池沖刷道閘門：設有市電及廠區用電，以現場手

動、電動或遙控自動方式操作。 

(三) 後池右岸溪洲圳閘門：現場手動操作。 

(四) 排砂隧道、分層取水工各水門及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閘門：設有市電

及柴油發電機，以現場電動或遙控自動方式操作。 

四、 水門操作，應記錄時間、水門名稱及操作情形等，並應錄案存查。 

五、 水門每年應定期檢查維護兩次。防洪操作後，溢洪道閘門、排洪隧道閘

門、排砂隧道閘門及河道放水道閘門均應檢查維護。每年檢查應記錄時

間、閘門名稱及檢查維護情形，錄案存查。 

六、 本水庫運轉操作中，如遇緊急事故或異常狀況時，應採取必要之應變措

施，事後應陳報本部水利署轉本部備查。 

 

2.4 寶山第二水庫 

鑑於新竹地區工商業快速發展，公共及工業用水量與日俱增，經濟部水利

署為增進新竹地區水源調度與供應能力，並滿足 2021 年目標用水量之需求，

爰與台灣自來水公司及新竹縣政府共同興建寶山第二水庫（如圖 2-15 所示）。

於 1997 年 4 月開始實施，至 2006 年 6 月正式完工，總工程費 105 億元 。 

寶山第二水庫位於新竹縣寶山鄉山湖村，屬中港溪水系峨眉溪支流石井溪

上游，該水庫為一典型的離槽式水庫，水源係引用頭前溪支流上坪溪（上坪攔

河堰）之餘水調節運用，總有效蓄水量 3,218 萬噸。寶山第二水庫與寶山水庫

聯合運用，可個別取水或聯通存蓄而同時送水至寶山淨水廠處理，每日可增加

供水量 28.20 萬噸，每年可增加供水量 1.02 億噸，可增加新竹地區水資源之調

蓄能力與空間，水利資源永續利用與發展，減低地下水超限利用，配合區域均

衡發展，提供穩定新竹生活圈公共給水之水源，達成區域發展之目標。 

寶山第二水庫為一離槽水庫，其主要水源為引取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多餘水

量，其取水方式利用上坪堰進水口取水，經沉砂池沉砂後由新建引水路引入水

庫調蓄利用。引水路總長約 7,030 公尺，其中包括平地段暗渠、巴歇爾量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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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跌水工、渡槽二座、引水隧道四座及渠末工等工程。寶山第二水庫管理

機關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營運管理，並由北區水資源局、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以及新竹農田水利會組成上坪堰管理小組聯

繫協調上坪堰取配水操作及用水量事宜（「寶山第二水庫運用要點

（2015）」）。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圖 2-15 寶山第二水庫地理位置圖 

 

平時水庫輸送原水之輸送係經由取水塔供應，取水塔位於大壩左岸為一直

立式分層取水塔，取水塔分為上、中下三層依水質狀況個別或混合方式分層取

水，塔高約 58 公尺，為國內此類型中最高者。閘閥室位於大壩輸水路末端，

內設於颱洪期緊急洩放之緊急放水閥門一座、平時維持下游生態之生態基流量

放流閘門一座及輸送至寶山淨水場之自來水擋水蝶閥等設施。各主要設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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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一、 寶山第二水庫大壩 

大壩壩型為中央不透水層分區滾壓式土壩，壩頂標高 154 公尺，壩頂長

度 345 公尺，壩頂寬度 10 公尺，壩身最大高度 61 公尺（1 級水庫）。取水塔

位於大壩左岸為一直立式分層取水塔，取水位高程分別為 110 公尺、125 公尺

及 140 公尺，塔高約 58 公尺，為國內此類型中最高者。 

溢洪道為自由溢流堰接齒墩陡槽鋼筋混凝土結構，溢流堰為半圓型式，

堰頂標高 150 公尺，溢流堰長 56 公尺。形式為由溢流堰接齒墩陡槽，設計流

量 205.69 秒立方公尺，設計洪水位標高 151.73 公尺，溢流堰頂 150 公尺。 

二、 越域引水路 

(一) 巴歇爾量水槽 

巴歇爾水槽一號渡槽為量測上坪堰進水口放流至寶山第二水庫之水

量，於沉砂池下游設置巴歇爾量水槽一座，計畫進水量 15 每秒立方公尺。 

(二) 渡槽、渠末工 

經沉砂池沉淨之原水，由此引水路輸送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包括

平地段暗渠、巴歇爾量水槽一座、跌水工、渡槽二座、引水隧道四座及渠

末工等工程。 

三、 水源連通管路 

水源連通管路為壓力隧道 3 座（直徑 2.5 公尺，長 1,200 公尺），計畫引

水量每秒 6 立方公尺，壓力鋼管埋設 6,450 公尺。寶山第二水庫平時以重力方

式送水，於枯水期時能將未達水位標準之原水以加壓方式抽送至寶山淨水廠

處理。原水經加壓站後，經 6,450 公尺長之水源聯通管路至寶山淨水廠，其中

包括 3 座隧道、兩座水管橋及地下導水管（直徑 2,000 公釐）。 

四、 上坪攔河堰概況 

上坪堰於 1996 年賀伯颱風時造成多處損壞，1998 年初台灣省自來水公司

完成損壞修復工程，修復工程完成後至 2004 年 8 月艾利颱風來臨期間，上坪

堰尚能發揮正常運轉功能；由於上坪堰之左堰座沖積層較薄岩盤較淺，右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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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沖積層較厚，應為舊河道之一部份岩盤較深，溢流堰並未座落於岩盤，艾

利颱風之洪水造成砂礫石基礎流失而懸空，溢流堰除靠近左、右岸之分塊

外，縱向收縮縫後段大致均流失，僅剩前段殘留；下游混凝土固床工及右岸

砌卵石護坡亦遭洪水沖毀。北區水資源局於 2006 年辦理上坪堰復建工程，位

於左堰座上游之進水口則配合寶山第二水庫之興建而辦理改建，改建後之設

計取水量為 20 秒立方公尺，復建工程於 2007 年完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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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 1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 

3.1 第 1 年度計畫工作項目 

本計畫第 1 年度除蒐集整理分析國內外之法令、案例及產業技術等資料

外，並探討規劃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後池堰沖刷道等小（微）水力發電之

可行性分析與經濟評估，做為未來推動小（微）水力發電之參考依據。本計畫

與以往相關研究主要差異在於，除評估地點不同外，本計畫亦針對計畫範圍進

行水理模擬分析，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並提供加值之實驗室試

驗。 

第 1 年度計畫工作架構如圖 3-1 所示，計畫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圖 3-1 第 1 年度計畫工作架構圖 

 

一、 國內外小（微）水力發電辦理案件資料蒐集 

蒐集具代表性之小（微）水力發電辦理案件國內案例至少三處、國外近

十年內案例至少五處，其內容至少須包含水力水文條件、發電設備及發電能

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附屬設施小（微）水力發電潛能評估（1/2）

資料蒐集

國內外小(微)

水力發電
辦理案件

國內外小(微)

水力發電
設備產業

地形及構造物
基本資料

水文調查及量測

國內小(微)

水力發電
相關法令檢討

發電設備配置規
劃、評估與檢討

桃園大圳取水口
及其圳路、後池
堰沖刷道等
流況觀測

相關細部尺寸現
地量測（文獻資
料未記載者）

量測桃園大圳
圳路流速20處

規劃桃園大圳取水
口、後池堰沖刷
道等之發電設備

小（微）水力發電
之範圍與地點分析

評估與規劃
發電設備形式、
預估發電量與

相關結構新（改）
建規劃配置

水理數值模擬分析
（桃園大圳與其取

水口）

電力系統與營運模
式評估與規劃

 電力系統
 評估規劃

營運模式規劃

獨立

併聯

線路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提出最佳方案）

最佳方案之經濟效
益及財務分析

小（微）水
力發電技術
研討會企劃
（期中前）

辦理小
（微）水力
發電技術研

討會
（期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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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電力輸配等。 

二、  國內外小（微）水力發電設備產業調查蒐集 

蒐集內容至少須包含發電設備及其理論與經驗，並分析其性能優劣與適

用性。 

三、  地形及構造物基本資料蒐集 

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後池堰沖刷道等構造物資料及其輸水能力基

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四、  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 

觀測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後池堰沖刷道等流況，並就其構造物文

獻資料未記載者之相關細部尺寸現地量測（包含渠底高程、斷面不連續點、

跌水等）；另測量桃園大圳圳路之流速 20 處，以補充資料蒐集之不足。 

五、  國內小（微）水力發電相關法令檢討 

檢討水利法、電業法、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管理法或其他與小（微）水力發電有關之法規等，

其間是否有相互牴觸或未規範之處，並提出建議修正方案。 

六、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評估 

分析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後池堰沖刷道等適合小（微）水力發電

之範圍與地點，並評估、規劃其較適發電設備形式、預估發電量、相關結構

新（改）建規劃配置。 

七、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檢討 

桃園大圳需做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桃園大圳取水口另需做三維水理

數值模擬分析。 

八、 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評估各處小（微）水力發電之電力系統採用獨立或併入台電供電系統之

優劣，並規劃其連接路線與營運模式。 

九、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後池堰沖刷道等小（微）水力發電，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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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與建議（含配置、供電系統與營運模式）。 

十、 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依最佳方案提出財務分析。 

十一、 辦理研討會 

辦理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藉由技術交流，吸取產官學界之經

驗及意見。 

 

3.2 第 1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 

一、 國內外小（微）水力發電辦理案件資料蒐集 

國內目前水力發電設備為應用於河川與灌溉渠道之發電機組，以及工業

循環系統之微水力發電機。現有河川水力發電廠共 19 處，灌溉渠道水力發電

廠共 8 處，無 100 瓩以下之微水力發電廠；僅有中鋼公司設置之二部微水力

發電機組，為 100 瓩以下之微水力發電系統。除此之外，近年國內廠商研發

一款川流式水力發電系統，外型類似傳統水車，並與雲林農田水利會、宜蘭

農田水利會與花蓮農田水利會合作，分別安裝於集集攔河堰灌溉渠道系統水

圳、萬長春圳與吉安圳，目前僅剩花蓮吉安圳之機組尚在運作。 

國外小（微）水力發電設備應用眾多，以日本為例，有應用於砂防堰堤

（如富士川之金山沢川）、灌溉渠道（如池田町川、大久保排水路、雄物川

排水路等）與龍飛地區湧水系統之橫流式與豎軸式水輪發電機，應用於川崎

市入江崎水處理中心與 NHK 大樓之法蘭西斯水輪發電機。中國大陸主要設置

於偏遠地區之農村與電力線路建設困難之郊區，如浙江省瑞安市草岱村與雲

南省馬慶縣城郊之鄉里習吉村等。 

二、 國內外小（微）水力發電設備產業調查蒐集 

小（微）水力技術在國外雖已開發與應用，且在部分國家已有相當多之

案例，但就全球而言，仍尚未廣泛普及。為瞭解此等有關水輪機與發電機等

之新技術，本計畫主要蒐集近年開發之新型小（微）水力發電設備，並分析

其性能優劣與適用性，包含台灣 L.C.S.川流式水力發電系統、法國超低落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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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機發電機（VLH）、日本發電機一體型水輪機（環型水輪機）、日本微卡

普蘭水輪機發電系統（明渠落差工用發電系統）、挪威發電機一體型輪機

（渦輪驅動）、德國螺桿型水輪機發電機（水力螺桿）、美國低落差水力引

擎（SLH）、德國可動閥水輪機發電機，以及挪威豎軸微貝爾頓水輪機等機組

之理論、適用性與性能。 

三、 地形及構造物基本資料蒐集 

本計畫蒐集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後池堰沖刷道等構造物及其輸水

能力等資料，分述如下： 

(一) 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 

桃園大圳取水口（如照片 3-1 與圖 3-2 所示）設於後池堰左岸，結構物

長 25 公尺、寬 8 公尺、高 5 公尺。設固定輪緊急閘門 1 座，寬 4.84 公尺，

高 3.7 公尺；頂封弧形閘門 2 座，進水口底部高程 129.5 公尺，連接隧道

（馬蹄型）直徑為 3.5 公尺、長度為 320 公尺，設計取水量 16.8 秒立方公

尺，灌溉新屋、觀音、大園、蘆竹、龜山及大溪等農地。 

 
照片 3-1 桃園大圳取水口照片 

   
圖 3-2 桃園大圳取水口 3D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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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圳（如圖 3-3 與圖 3-4 所示）由石門峽至八德大湳，約 18 公里

的導水路，大部分是在地底下的穿山涵洞隧道。自八德大湳接幹線 25.3 公

里；支線 12 條，共長 114.7 公里；分線 6 條，共長 26 公里；蓄水池進水線

241 條，共長 146 公里；小給水路共 686 公里。自 1998 年至 2002 年，連續

5 年分段辦理桃園大圳幹線第三期改善工程，將原有梯型內面工改善為複式

U 型鋼筋混凝土內面工。隨後，桃園農田水利會亦於 2007 年至 2009 年辦

理幹線改善工程，整體幹線改善工程分為 29 工區，除內面工程改善外，亦

包含水門改建、渡槽改建、綠美化工程與護欄工程等。 

 
底圖來源：Google Earth。 

註：○1 ～○12表示支線名稱。 

圖 3-3 桃園大圳導水路、幹線與支流分布圖 

 

   
 U 型複式斷面 複式斷面 

 圖 3-4 桃園大圳幹線 U 型複式斷面 3D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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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後池堰沖刷道 

後池堰沖刷道共 3 座（如照片 3-2 與圖 3-5 所示），每座寬度 4 公尺、

高度 3 公尺，堰頂高程 127.5 公尺，最大排洪量 330 秒立方公尺。後池具有

洩洪時之消能作用，設計可攔蓄發電尾水 220 萬立方公尺，調節供應桃園

及下游灌溉與公共給水及工業用水。 

 
照片 3-2 石門水庫後池堰沖刷道照片 

 

 

圖 3-5 後池堰沖刷道 3D 示意圖 

 

四、 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 

桃園大圳 2012～2014 年每年供水日數分別為 356、347 與 362 天，後池

堰沖刷道 2012～2014 年雖每日均有供水至下游鳶山堰，但並非全日供水。

2015 年桃園大圳實際之累積放流量（截至 10 月 20 日）為 18,208 萬立方公

尺，每日實際放流量介於 0～16.80 秒立方公尺；後池堰沖刷道實際之累積放

流量（截至 10 月 20 日）為 27,589 萬立方公尺，每日實際放流量介於 0～

90.15 秒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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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 2015 年 11 月 24 日測量桃園大圳圳路之流速 20 處，量測儀器

為手持式雷達波表面流速儀、普萊氏流速儀（水深大於 0.75 公尺時，採用兩

點法）、重錘（下振）與測深桿。藉由手持式雷達波流速儀量測渠道之表面

流速，再以普萊氏流速儀量測之流速除以手持式雷達波流速儀量測值以獲取

流速比 k 值，並將斷面表面流速乘以 k 值換算為平均流速，最後將平均流速乘

以各點之通水斷面積以估算渠道流量，並以 HEC-RAS 模式進行水理模擬分

析，驗證量測結果之正確性並建立模型。整體而言，量測與模擬結果之流速

與水位接近，最大流速差約 0.2 公尺每秒，最大水位差約 0.15 公尺，為可接

受範圍，故後續將以此模型條件進行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之

一維水理模擬分析。 

五、 國內小（微）水力發電相關法令檢討 

國內缺乏微水力發電標準規範，僅有電業法、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

其計算公式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等。本計畫針對目前國內水利相關法規，初

步提出建議之修正方案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國內相關法規建議修訂內容列表 

法規 
訂定/修正

年份 
條目 內容 建議修訂內容 

電業法 2014 第 86 條 
供電容量不及五百瓩之電業，為

小型電業。 

供電容量不及壹百瓩之電業，為

微型電業；供電容量壹百瓩以上

且不及五百瓩之電業，為小型電

業。 

再生能源

電能躉購

費率及其

計算公式 

2014 附表二 
「川流式水力」躉購費率裝置容

量級距：無區分 

「裝置容量級距」：分為「10 

瓩以下」、「10 瓩以上不及

100 瓩」與「100 瓩以上不及

500 瓩」。 

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 
2009 

第 3 條 

第 1 項 

再生能源：指太陽能、生質能、

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抽蓄

式水力、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

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

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 

再生能源：指太陽能、生質能、

地熱能、海洋能、風力、川流式

水力、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

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所

產生之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 

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 
2009 

第 3 條 

第 5 項 

川流式水力：指利用圳路之自然

水量與落差之水力發電系統。 

川流式水力：指利用圳路、溪

流、河川、引水渠道與輸配水管

線之自然水量與落差之水力發電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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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評估  

本計畫針對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其圳路、後池堰沖刷道，初步規劃發電設

備配置如下： 

(一) 桃園大圳取水口 

初步規劃可設置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開放式），設置示意圖如圖 3-6 所

示，於桃園大圳隧道口前 2.5 公尺處設置擋板與水輪發電機組。機組適用水

頭 2～2.9 公尺，適用流量 2.9～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流量 2.9

秒立方公尺以上之放流天數平均每年 307 天，每年發電量約為 324,192 度。 

 

 
圖 3-6 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開放式）設置示意圖 

 

(二) 桃園大圳 

本計畫以桃園農田水利會之工作站地點為首要選點考量，鄰近桃園大

圳幹線之工作站有水尾工作站與大崙工作站，故分別擬可設置於第 4 支線

匯出前（約 26K 處）與第 8-1 支線匯出前（約 33K 處），分述如下： 

1. 第 4 支線匯出前（約 26K 處）：此處流量約僅剩原放流流量之 70 %，

水深約 0.95～1.01 公尺（設計流量條件下），常時水深將會更低，水

頭條件不足以設置。 

2. 第 8-1 支線匯出前（約 33K 處）：此處流量約僅剩原放流流量之 30 

%，水深約 0.58～0.69 公尺（設計流量條件下），常時水深將會更

低，水頭條件不足以設置。 

擋板

水輪機進水口 暗渠

閘
門

閘
門

擋板

水輪機進水口

溢
流
孔

溢
流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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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不考量供電目標而僅考量明渠段，以設計流量條件下而言，僅有最

小容量之發電機組可設置，最大可能發電出力不超過 2 瓩；常流量條

件下則未達設置機組之水力條件。裝機效益不大，因此不建議設置。 

(三) 後池堰沖刷道 

初步規劃可設置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如下。考量既有結構

物與環境條件，此處雖具有發電潛能，但施工上較不可行，亦不建議施作。

因此，本計畫另評估後池堰右岸是否有裝設之可能性。 

(四) 後池堰右岸 

可沿溪洲圳路線埋設取水管（如圖 3-7 與圖 3-8 所示），長度約 460 公

尺。此段管線有效水頭約 6 公尺，故亦可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水頭 6 公

尺，適用流量 0.93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0 瓩。以全年每天供水計算，則

每年發電量約為 350,400 度不影響供水機制，惟需額外施作管線埋設工

程。 

 

 

圖 3-7 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溢流口 關水閥
蓄水池

進水口 彎頭
攔汙

水頭

壓力水管

發電機

沉砂池
土壤 混擬土

閥門

法蘭
渦殼

水輪機
出水口

尾水管
下水位線

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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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後池堰右岸管線布設示意圖 

 

七、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檢討 

本計畫分別針對桃園大圳取水口設置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開放式）前後

情況進行模擬，探討水輪發電機組擋板（如圖 3-9 所示）設置前後之差異。一

維水理數值模擬用以分析較大範圍之流況，探討設置小（微）水力發電設備

後對上、下游水位之影響；而三維水理數值模擬之目的，主要用於探討局部

之流場變化，觀察是否有不正常之流況產生，評估是否對結構物造成損害。 

 

 

圖 3-9 擋板尺寸示意圖 

 

由一維水理數值模擬結果顯示，僅於設置擋板處局部水位有變化，流速局

部加快之情形（因束縮水輪機進水口），其餘斷面位置流況不受影響，設置擋

板後無溢堤之情形，亦不影響輸水能力。三維水理數值模擬結果顯示，亦呈現

設置擋板後僅局部水位與流速有變化，與 HEC-RAS 模擬結果相符；溢流孔下

方將形成漩渦，應不至於對構造物造成損害，對上、下游水位無影響，亦不影

響輸水能力。 

水輪機進水口

溢
流
孔

溢
流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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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由於本（105）年度計畫區域為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後池堰沖刷道

等，鄰近即有石門發電廠以及電網布置。因此，初步規劃之供電方式為，可考

慮併入桃園大圳取水口處之石門發電廠電網，惟發電機組須為 3 相 220 伏特輸

出以便併入，如非 3 相 220 伏特輸出則需加裝變壓器。而營運模式部分，初步

建議未來可考慮由政府自營（因鄰近即有石門發電廠之電網），意即將小

（微）水力發電機組之電力，併聯至石門發電廠電網予以使用進行聯合管理

（電力歸主管機關所有），以減少人員操作（全自動/半自動）與維運成本；或

考量以 BOT 方式辦理，電力歸主管機關所有，廠商繳交一定比例之權利金予

主管機關）。 

九、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本計畫藉由小（微）水力發電機組、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與後池堰沖

刷道之地形及構造物等資料蒐集，現況水文調查與量測，以及水理數值模擬

分析，初步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及圳路、後池堰沖刷道與後池堰右岸等小

（微）水力發電之評估結果，提出最佳方案與建議（包含發電設備配置、供

電系統與營運模式）。 

綜合上述所提之 4 個設置地點進行探討，初步評估擬較適合設置地點為

桃園大圳取水口與後池堰右岸。而桃園大圳部分，因橫流式水輪機（開放

式）之水力條件限制，目前無適合之機型，如設置其他類型之水輪發電機組

（如斜擊式），則另須規劃分支引水與接管工程；後池堰沖刷道則因無空間

設置機組，故不適合裝設水輪發電機組。 

十、 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本計畫分別以「淨現值」、「益本比」與「內部報酬率」等評估指標

以，並以「攤提」方式計算「年均化成本」，分析探討小（微）水力發電之

發電經濟效益評估與財務分析，分析需要之相關資料、使用參數與評估結果

如表 3-2 所示。以政府自營角度而言，桃園大圳取水口與後池堰右岸方案益本

比均大於 1，具有經濟效益，可減少電力消耗。以投資角度而言，桃園大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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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與後池堰右岸方案內部報酬率 13 %以上，值得投資，回收年限 4～9 年；

未來躉購電價如提高，更有助於縮短回收年限。 

除此之外，桃園大圳取水口與後池堰右岸方案，每年約分別可減少 272

公噸與 294 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可減少石化能源之使用，降低石化能源對

地球之傷害，減緩溫室效應。 

  

表 3-2 發電經濟效益與財務分析評估表 

方案 

項目 
桃園大圳取水口 後池堰右岸 

水頭(m) 2~2.9 6 

流量(m
3
/s) 2.9~4.6 0.93 

單機發電出力(kW) 44 40 

機組數量 1 1 

潛能發電量(度/年) 324,192 350,400 

機型 
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開放式） 
軸流式水輪發電機 

建置成本(元) 
4,400,000 3,200,000 

(10 萬/kW) (8 萬/kW) 

維運費用(元/年) 220,000 160,000 

使用年限(年) 20 20 

折現率（%） 5.25 5.25 

發電替代效益 

年效益(元) 995,432  1,075,903  

淨現值(元) 5,281,466  8,135,675   

益本比 1.77  2.63  

內部報酬率(%) 16.84  28.43  

年均化成本(元/度) 1.06  0.71  

回收年限(年) 7 4 

售電經濟效益 

年效益(元) 853,857  922,884  

淨現值(元) 3,553,940  6,268,494   

益本比 1.52  2.26  

內部報酬率(%) 13.20  23.49  

年均化成本(元/度) 1.06  0.71  

回收年限(年) 9 5 

節能減碳效益 減少二氧化碳(公噸) 272 294 

註：售電經濟效益採用 2015 年「川流式水力」躉購費率 2.6338 元/度計算。 

 

十一、 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 

為提升國內小（微）水力發電技術，本計畫於 11 月 9 日辦理一場國際

「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如照片 3-3 所示），探討世界小（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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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希冀藉由國內、外水利相關產業與專家學者之技術

經驗，提供寶貴之意見與回饋。並彙整各方提供之心得與意見，以供國內相

關機關單位參考，做為未來推動小（微）水力發電之參考依據。期國內水利

相關之產官學界均能陸續投入相關資源與研究，共同提昇國內微水力發電技

術之發展。 

 

 
照片 3-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陳局長開場致詞照片 

 

本研討會邀請對象包含：經濟部水利署、各水資源局、各河川局、水利

規劃試驗所、經濟部能源局、各農田水利會、水利會聯合會、台灣電力公

司、台灣電力公司石門發電廠、台灣自來水公司與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二區管

理處等，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一同參與本次研討會。 

國內專家學者部分，阜宣科技有限公司劉嘉仁總經理介紹台灣再生能源

利用現況，並探討擬具再生能源之發電潛能地點；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賴融毅技師針對南化水庫下游管線設置水力發電之可行性進行探討；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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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海峽兩岸科技研究中心黃志偉博士則探討微水力發電應用於再生水廠管

路之可行性評估。國外專家學者部分，中國大陸武漢大學水利水電學院賴旭

教授探討目前中國大陸之水力發電技術與應用情形；日本石川縣立大學環境

科學科瀧本裕士教授，介紹日本小（微）水力發電案例與須檢討課題以及未

來展望。 

研討會與會貴賓與專家學者之重點問題與回覆如下： 

問題：目前台電評估之微水力發電為再生能源處，而小水力部分為 100 kW～

2MW，與國際上定義有差異。以往推動太陽能光電或風力發電時似乎

較為簡單，然目前微水力推動上仍有困難，不知有哪些難處須克服？

是否有何限制因素？ 

回覆：國內微水力推動困難之處，主要可分為三大重點進行探討： 

（一）國外機組已相當成熟，且已有相關配套措施（係指法規之規定與國家

政策支持，如有專門之技術、規範與申請程序等，而國家政策亦鼓勵

與推動小（微）水力發電之設置），因有需求，才有市場，如中國大

陸與日本等。相對而言，台灣目前市場尚未形成，機組亦均為國外產

品，建議台電可先行選擇地點建置示範站，以帶動微水力機組之裝

設，促進相關產業研發與投資。 

（二）目前國內微水力發電機組設置成本 1 瓩約 8～15 萬，微水力發電機組

建置成本應在 1 瓩 15 萬以下，經濟效益才高，回收期才短。 

（三）2015 年川流式水力躉購費率為 2.6338 元/度，與太陽能光電及風力發電

躉購費率有相當差距，太陽能光電每度 4.7521～6.6721 元，風力發電

每度 2.6900～8.4071 元，且川流式水力無分級制度，導致相關業者投

入微水力發電市場之意願較低，寧可先投入太陽能光電及風力發電市

場。因此，國內需制定合理的躉購電價，促使相關業者產生誘因，如

此才能蓬勃發展。建議相關單位，如台電、能源局、農田水利會等可

先帶領建置。 

問題：目前台電於推動水力發電上仍有困難，主要著手於舊機組更新。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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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嘉南農田水利會合作，並選擇 2 處擬進行設置。選擇之機組類型

為日本廠商生產之機型，相關資料取得困難，且不僅是設置成本需考

量，其他尚有土地成本、人事成本等相關費用，將會提高整體成本。 

回覆：目前台電公司評估電價係以中大型水力平均設置成本評估（約 1 瓩 6.6

萬），與目前的微水力設置成本較不符合，而日本機組本身在引進上

就有難處，且日本廠商意願較低，成本上更是較高。除此之外還包含

土地成本、人事成本、維運費用等，故整體建置成本與困難度將提升

許多。 

十二、 小（微）水力發電機之實驗室試驗分析 

本計畫以斜擊式水輪發電機組進行組裝（如照片 3-4 所示），並於實驗室

進行低水頭發電測試。測試機組之裝置容量為 5 瓩，建議水頭 20～50 公尺，

建議流量 0.006～0.035 秒立方公尺，單機重量 150 公斤，輸出電壓為 220 伏

特。 

 

 
照片 3-4 微水力發電機實驗室組裝配置情形照片 

 

規劃測試試驗為 4 組，水頭固定為 3 公尺，以抽水泵浦抽水，利用循環水

進行發電。採用之抽水泵浦管徑為 8 英寸（約 200 公釐），馬力 7.5 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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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3 瓦），級數 4 級，每分鐘水量 4～4.5 公升（約 0.067～0.075 秒立方公

尺）。進水口管徑為 150 公釐，並配置流量計以量測流量，水壓計量測管路水

壓，功率錶顯示輸出電流（安培）與電壓（伏特），轉速顯示器（搭配感應

器）顯示水輪機葉片轉速。除此之外，另設置一盞燈泡與一組電阻，展示發電

情形並消耗產生多餘之電量。 

試驗係分別調整進水口流量為 0.020、0.028、0.036 與 0.044 秒立方公尺

（此測試機組適用流量範圍），每組試驗連續測試 20 小時，每 1 小時紀錄流

量、水壓、轉速與發電功率，共 80 小時。由試驗結果（如圖 3-10 所示）可

知，於 80 小時之試驗過程中，流量與水壓穩定，無太大變化起伏之處，於此

段流量條件下，可維持正常運作，且實際發電出力與理論（模擬）發電出力接

近。 

 

 
圖 3-10 實驗室測試與模擬結果（平均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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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形及構造物基本資料蒐集 

本（105）年度計畫將針對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

與放水口等構造物資料及其輸水能力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初步蒐集之基本資

料如下： 

一、 地形 

本計畫範圍位於桃園，桃園臺地最重要的地形特徵即臺地地形，桃園臺

地的成因係由於古石門溪所沖積形成的古石門沖積扇。整個桃園臺地的平均

高度為 39.4 公尺，西面臨海，東側隔大漢溪與大溪階地相鄰，階地的平均相

對高度為 253.4 公尺，再向東則為山地地形。北接平均高度 249.7 公尺的林口

臺地，南臨平均相對高度 227.28 公尺的湖口臺地。受四周較高的臺地及階地

地形所環抱，桃園臺地是一個較為低平而且完整的臺地面，屬於沖積扇地

形。 

桃園臺地的地勢係以石門為中心，其等高線作同心圓狀向西北降低，地

面坡度則自 1/40 漸次緩降至 1/120，此種坡降性質對本區水利開發具有決定性

的影響。就陂塘外觀與地形間之關係，通常在坡度愈陡的地區，陂塘長徑延

伸方向會與等高線相平行，意即拓墾者懂得順應天然地勢，在田地高處挖掘

陂塘，以達上流（陂塘）下接（田地）的灌溉功效，因此本區上星羅棋佈的

大小陂塘逐步形成。 

由於地形、地質的關係，桃園台地最主要的地理特色，就是遍佈供農田

灌溉用的人工埤塘，埤塘最多曾達 8,846 個，贏得「千塘鄉」的美稱。有埤塘

的地方就有聚落，蓄水灌溉，養魚休閒，甚至是風水景觀兼具，因此，昔日

桃園農漁牧興盛，物產富饒。即便迄今，許多桃園重要建築皆由埤塘闢建而

來，也因此造就了桃園的「埤塘文化」。 

二、 石門大圳 

石門大圳為國內重要水利工程之一，1956 年 7 月開工，1964 年 6 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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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灌溉區域涵蓋桃園市龍潭區、中壢區、楊梅區、平鎮區、八德區與新竹

縣湖口鄉，及供給石門、平鎮、龍潭淨水場公共給水量。石門大圳進水口設

在大壩上游左岸，下接直徑 2.5 公尺，長度約 300 公尺之壓力隧道。設擋水閘

門板 1 座，寬 2.9 公尺，高 3.7 公尺；上游側高壓滑動保護閘門 2 座；下游側

高壓滑動控制閘門 2 座，各寬 0.91 公尺，高 1.83 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

號至第二號閘門，進水口中心線標高 193.55 公尺，最大取水量 18.4 秒立方公

尺。 

石門大圳灌區全區呈扇形由南向北傾斜丘陵地，排水性極佳，大部份地

區為粘壤土及粘土，少部分為砂壤土。農民耕地面積狹小（平均約 0.5 公頃/

人），農舍密佈，農地重劃地區原有三合院全數改建，為小型集合住宅（20

～30 戶）。灌區池塘數多，達 460 口，全灌區種植水稻，無旱作或其他雜

作。石門大圳主幹圳長 27.4 公里，支渠 18 條（長 101.2 公里），分渠 43 條

（長 175.7 公里），而由各圳渠通往田間的給水小路則長達 1,700 公里。 

三、 分層取水工 

分層取水工位於石門水庫大壩左岸，分上層、中層及下層取水口隧道聯

通水庫，取水口底檻高程分別為 236 公尺、228 公尺及 220 公尺，每層設蝶閥

2 座，每座直徑 2.4 公尺，自下游起依序為控制蝶閥及維修蝶閥；上層閥門中

心線標高 237.22 公尺，中層閥門中心線標高 229.22 公尺，下層閥門中心線標

高 221.52 公尺，每層取水口最大取水量 16.2 秒立方公尺，下層取水口於完工

前保持全閉；銜接取水豎井深 41.5 公尺直徑 10 公尺，下接取水隧道長 393.4

公尺，直徑 3 公尺，隧道前段設隔離蝶閥 1 座，直徑 2.6 公尺，閥門中心線標

高 220.82 公尺。 

分層取水工主要之工程內容包括：3 條取水口隧道、1 座取水豎井、1 條

取水隧道、1 條中線輸水鋼管、1 座輸水豎井、1 條輸水隧道、1 條低線輸水

鋼管、1 條石門大圳聯通管路、1 條石門大圳退水路及各類閘閥及其監控系統

等；其主要路線係由石門水庫既有依山閣 2 涼亭南方興建取水口隧道及取水

豎井，取水口隧道分上、中、下層，其直徑均為 2.4 公尺之鋼襯；豎井內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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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尺、高 41 公尺，其中央為直徑 4 公尺之落水鋼管，並開鑿一直徑 3 公尺

之取水隧道共長 393 公尺，於大壩中線道路高程 216 公尺處出洞，再沿中線

埋設直徑 3 公尺之壓力鋼管至中線管理站附近，再於中線管理站附近開鑿直

徑 3 公尺、高度約 39.5 公尺之輸水豎井及長約 50 公尺之水平隧道銜接低線道

路，接著沿低線道路埋設直徑 3 公尺之鋼管至台 4 省道，於交會點上游約 150

公尺銜接石門大圳聯通管路；故分層取水工工程兼具公共給水、工業及農業

用水之功能，並備有退水路放水於後池，取水工之設計取水量為每日 140 萬

CMD，可供應自來水系統水量為 68～140 萬 CMD，可供石門大圳水量為 12

～120 萬 CMD，可於石門大圳取水口濁度高時運轉，取得濁度較低之表層水

供應桃園地區。 

四、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 

寶山第二水庫為一離槽水庫，其主要水源為引取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多餘

水量，其取水方式利用上坪堰進水口取水，經沉砂池沉砂後由新建引水路引

入水庫調蓄利用，如圖 4-1 所示。引水路總長約 7,030 公尺，其中包括平地段

暗渠、巴歇爾量水槽一座（計畫進水量 15 秒立方公尺）、跌水工、渡槽二

座、引水隧道四座及渠末工等工程。 

上坪攔河堰取水隧道為馬蹄型斷面，全長 243.96 公尺，淨寬度 5.1 公

尺，淨流水寬度 4.4 公尺，約在起拱線下用隔牆分為三道，左、右兩道淨寬均

為 1.2 公尺，中間一道淨寬為 2 公尺。左道主要供應現有竹東圳及寶山水庫用

水，其餘兩道則供應寶二水庫用水，每道下游終點後分別連接個別之沉砂

池。隧道縱坡度為 1/1,000，設計流量 20 秒立方公尺（「寶山第二水庫水門操

作規定（2015）」）。 

沉砂池總長度 144.16 公尺（含上游側溢流段、整流逆坡段及下游自由溢

流段），設沉砂溝共八道，每道淨寬 4 公尺，左側兩道構成第一號沉砂池，

中間四道為第二號沉砂池，最右側兩道則為第三號沉砂池。各沉砂池末端取

水口前之溢流堰頂標高，第一號沉砂池為 171.8 公尺，第二號及第三號沉砂池

均為 170.8 公尺。第一號及第三號沉砂池末端各設有固定輪排砂閘門一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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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沉砂池則設有兩道，各閘門孔寬度及高度均分別為 3 公尺及 1.4 公尺，第

一號、第二號及第三號沉砂池之排砂閘門底檻標高分別為 167.57 公尺、

166.42 公尺及 166.57 公尺。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圖 4-1 上坪攔河堰水門位置圖 

 

分水設施分別為竹東圳分水閘門、現有灌溉渠道灌溉水門、寶二水庫擋水

閘門以及竹東圳放水閘門。其中，寶二水庫擋水閘門位於寶二水庫引水路平地

段引水暗渠與一號引水隧道間之傾斜式跌水工前，寶二水庫引水路與現有竹東

圳交匯處，設滑動式擋水閘門一座，門孔寬 3 公尺，高 1.8 公尺，設計流量 15

秒立方公尺，於引取家用及公共用水與工業用水時開啟之，無取水時關閉。 



 

5-1 

第五章 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 

本計畫擬觀測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流況，並就其構造物文獻

資料未記載者之相關細部尺寸現地量測（包含渠底高程、斷面不連續點、跌水

等）；另測量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之流速 20 處，以補充資料蒐

集之不足，流速量測時機為該日流量需接近或大於平均流量。 

 

5.1 水文調查 

一、 石門水庫 

本計畫調查石門水庫 2012～2015 年之水位資料如圖 5-1～圖 5-4 所示。

2012～2015 年石門水庫水位標高最高為 244.94 公尺，最低為 217.18 公尺，

平均為 239.25 公尺；水位標高 242 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185 天（得開啟上層

取水口隧道蝶閥取水）；水位標高 234 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303 天（得開啟

中層取水口隧道蝶閥取水）；水位標高 226 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340 天（得

開啟下層取水口隧道蝶閥取水）。可開啟分層取水口之天數，供發電潛能評

估與發電設備配置評估之用。 

二、 石門大圳 

本計畫調查石門大圳 2012～2015 年之實際放流量資料如圖 5-5～圖 5-8

所示。2012～2015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最高為 24.80 秒立方公尺，最低為 0 公

尺（歲修），平均放流量為 10.0 秒立方公尺；放流量 2.9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

均天數為 362 天，放流量之天數計算，將供發電潛能評估與發電設備配置評

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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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水位＝0 m」的天數。 

x 軸「226」表示「0 m≦水位＜226 m」的天數。 

x 軸「234」表示「226 m≦水位＜234 m」的天數。 

x 軸「242」表示「234 m≦水位＜242 m」的天數。 

x 軸「245」表示「242 m≦水位＜245 m」的天數。 

圖 5-1 2012 年石門水庫水位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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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水位＝0 m」的天數。 

x 軸「226」表示「0 m≦水位＜226 m」的天數。 

x 軸「234」表示「226 m≦水位＜234 m」的天數。 

x 軸「242」表示「234 m≦水位＜242 m」的天數。 

x 軸「245」表示「242 m≦水位＜245 m」的天數。 

圖 5-2 2013 年石門水庫水位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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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水位＝0 m」的天數。 

x 軸「226」表示「0 m≦水位＜226 m」的天數。 

x 軸「234」表示「226 m≦水位＜234 m」的天數。 

x 軸「242」表示「234 m≦水位＜242 m」的天數。 

x 軸「245」表示「242 m≦水位＜245 m」的天數。 

圖 5-3 2014 年石門水庫水位組體圖 

 



 

5-5 

 

 
註：x 軸「0」表示「水位＝0 m」的天數。 

x 軸「226」表示「0 m≦水位＜226 m」的天數。 

x 軸「234」表示「226 m≦水位＜234 m」的天數。 

x 軸「242」表示「234 m≦水位＜242 m」的天數。 

x 軸「245」表示「242 m≦水位＜245 m」的天數。 

圖 5-4 2015 年石門水庫水位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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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放流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066」表示「0 m
3
/s≦放流量＜0.066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066 m
3
/s≦放流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放流量＜4.6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4.6 m
3
/s≦放流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放流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5」表示「15 m
3
/s≦放流量＜25 m

3
/s」的天數。 

圖 5-5 2012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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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放流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066」表示「0 m
3
/s≦放流量＜0.066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066 m
3
/s≦放流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放流量＜4.6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4.6 m
3
/s≦放流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放流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5」表示「15 m
3
/s≦放流量＜25 m

3
/s」的天數。 

圖 5-6 2013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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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放流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066」表示「0 m
3
/s≦放流量＜0.066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066 m
3
/s≦放流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放流量＜4.6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4.6 m
3
/s≦放流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放流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5」表示「15 m
3
/s≦放流量＜25 m

3
/s」的天數。 

圖 5-7 2014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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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放流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066」表示「0 m
3
/s≦放流量＜0.066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066 m
3
/s≦放流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放流量＜4.6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4.6 m
3
/s≦放流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放流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5」表示「15 m
3
/s≦放流量＜25 m

3
/s」的天數。 

圖 5-8 2015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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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寶山第二水庫 

由於本（105）年度計畫主要針對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進行評

估，故本計畫初步調查寶山第二水庫 2012～2015 年之進水量與出水量資料。

2012～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水量資料如圖 5-9～圖 5-12 所示，最高為 18.74

秒立方公尺，最低為 0 立方公尺（無進水），平均 1.79 秒立方公尺，進水量

0.4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82 天，進水量 0.66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

為 262 天，進水量 0.8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50 天，進水量 1.25 秒立

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15 天；出水量資料如圖 5-13～圖 5-16 所示，最高為

3.84 秒立方公尺，最低為 0.59 秒立方公尺，平均 1.85 秒立方公尺。寶山第二

水庫之進水量與出水量資料，將供水理數值模擬驗證與發電設備配置評估之

用。 

 

5.2 現況水文量測 

一、 量測位址選定原則 

除既有水庫水位與流量資料蒐集外，本計畫將另量測石門大圳、寶山第

二水庫引水路等之流速 20 處。流速量測之目的，主要作為後續水理模式驗證

之用，探討小（微）水力發電設備，對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構

造物及其輸水能力之影響。石門大圳部分，本計畫規劃於 A1 段（12 公尺量

測 1 處，計 12 處，如圖 5-17 所示）與櫻花步道段（8 公尺量測 1 處，計 9

處，如圖 5-17 所示）進行流速量測，共 21 處；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部分，規

劃於引水路明渠段－沉砂池（No.3～No.8 排砂道各量測 1 處，計 6 處，如圖

5-18 所示）、巴歇爾量水槽（3 公尺量測 1 處，計 20 處，如圖 5-18 所示）以

及寶二水庫擋水閘門（量測 2 處，如圖 5-18 所示）進行流速觀測，共 28 處，

量測位址選定原則如下： 

1. 有跨河構造物，便於量測。 

2. 量測位置上下平直無陡彎，且無支流或側流匯入。 

3. 無水躍、迴水現象及感潮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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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進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4」表示「0 m
3
/s≦進水量＜0.4 m

3
/s」的天數。 

x 軸「0.66」表示「0.4 m
3
/s≦進水量＜0.66 m

3
/s」的天數。 

x 軸「0.8」表示「0.66 m
3
/s≦進水量＜0.8 m

3
/s」的天數。 

x 軸「1.25」表示「0.8 m
3
/s≦進水量＜1.25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1.25 m
3
/s≦進水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進水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0」表示「15 m
3
/s≦進水量＜20 m

3
/s」的天數。 

圖 5-9 2012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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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進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4」表示「0 m
3
/s≦進水量＜0.4 m

3
/s」的天數。 

x 軸「0.66」表示「0.4 m
3
/s≦進水量＜0.66 m

3
/s」的天數。 

x 軸「0.8」表示「0.66 m
3
/s≦進水量＜0.8 m

3
/s」的天數。 

x 軸「1.25」表示「0.8 m
3
/s≦進水量＜1.25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1.25 m
3
/s≦進水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進水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0」表示「15 m
3
/s≦進水量＜20 m

3
/s」的天數。 

圖 5-10 2013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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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進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4」表示「0 m
3
/s≦進水量＜0.4 m

3
/s」的天數。 

x 軸「0.66」表示「0.4 m
3
/s≦進水量＜0.66 m

3
/s」的天數。 

x 軸「0.8」表示「0.66 m
3
/s≦進水量＜0.8 m

3
/s」的天數。 

x 軸「1.25」表示「0.8 m
3
/s≦進水量＜1.25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1.25 m
3
/s≦進水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進水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0」表示「15 m
3
/s≦進水量＜20 m

3
/s」的天數。 

圖 5-11 2014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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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進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4」表示「0 m
3
/s≦進水量＜0.4 m

3
/s」的天數。 

x 軸「0.66」表示「0.4 m
3
/s≦進水量＜0.66 m

3
/s」的天數。 

x 軸「0.8」表示「0.66 m
3
/s≦進水量＜0.8 m

3
/s」的天數。 

x 軸「1.25」表示「0.8 m
3
/s≦進水量＜1.25 m

3
/s」的天數。 

x 軸「10」表示「1.25 m
3
/s≦進水量＜10 m

3
/s」的天數。 

x 軸「15」表示「10 m
3
/s≦進水量＜15 m

3
/s」的天數。 

x 軸「20」表示「15 m
3
/s≦進水量＜20 m

3
/s」的天數。 

圖 5-12 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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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出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1」表示「0 m
3
/s≦出水量＜0.1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1 m
3
/s≦出水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出水量＜4.6 m

3
/s」的天數。 

圖 5-13 2012 年寶山第二水庫出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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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出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1」表示「0 m
3
/s≦出水量＜0.1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1 m
3
/s≦出水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出水量＜4.6 m

3
/s」的天數。 

圖 5-14 2013 年寶山第二水庫出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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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出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1」表示「0 m
3
/s≦出水量＜0.1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1 m
3
/s≦出水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出水量＜4.6 m

3
/s」的天數。 

圖 5-15 2014 年寶山第二水庫出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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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x 軸「0」表示「出水量＝0 m

3
/s」的天數。 

x 軸「0.1」表示「0 m
3
/s≦出水量＜0.1 m

3
/s」的天數。 

x 軸「2.9」表示「0.1 m
3
/s≦出水量＜2.9 m

3
/s」的天數。 

x 軸「4.6」表示「2.9 m
3
/s≦出水量＜4.6 m

3
/s」的天數。 

圖 5-16 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出水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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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來源：Google map。 

圖 5-17 本計畫初步規劃石門大圳流速量測位置示意圖 

 

 
底圖來源：Google map。 

圖 5-18 本計畫初步規劃寶山第二水庫流速量測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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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測儀器 

本計畫規劃於橋上以吊測方式或以手持式雷達波表面流速儀進行量測

（如表 5-1 所示）。吊測部分，如水深大於 0.75 公尺時，另採用普萊氏流速

儀搭配鉛魚方式進行量測，以量測渠道之流速比 k（平均流速/表面流速），

量測人力約需 2～3 人；而以手持式雷達波表面流速儀於橋面進行非侵入式量

測則無水深限制，量測人力僅需 1 人，可降低量測儀器與操作人員之危險

性。由於本計畫量測之水面寬度不大，且流況穩定，故僅於渠道中間進行流

速觀測。 

 

表 5-1 普萊氏與雷達波流速儀量測比較表 

儀器 

項目 
普萊氏流速儀 手持式雷達波流速儀 

量測方式 侵入式，可量測不同水深流速 量測表面流速 

人力需求 2~3 人 1 人 

危險性 較高 
手持式：較低 

固定式：無 

量測範圍 0.02～4 m/s 0.2～18 m/s 

 

(一) 手持式雷達波表面流速儀 

手持式雷達波表面流速儀體積小巧且形似手槍，故亦稱手持式測速槍

（如照片 5-1 所示），其規格如表 5-2 所示，可量測流速範圍為 0.2～18.0 

公尺每秒，量測精度 0.1 公尺每秒，量測時間為 99.9 秒，最後於儀器顯示

窗顯示此段時間量測之平均值。 

 

   
照片 5-1 手持式雷達波表面流速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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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手持式雷達波表面流速儀規格表 

項目 說明 

探頭工作頻率 34.7 GHz ± 100 MHz 

量測範圍 0.2 ~ 18.0 m/s ± 0.1 m/s 

電波發射錐度角 12° 

測量角度 
俯角 1° ~ 60° (含角度感應器，自動修正俯角) 

偏角 0° ~ 45° (手動修正) 

測量時間 99.9 秒 

環境溫度 -30 ~ +70 °C 

電源 DC 7.2 V，連續工作 3 小時 

總重 0.975 公斤 

 

(二) 普萊氏流速儀 

普萊氏流速儀為河川流速觀測常用之儀器，適用於流速 4 公尺每秒以

下之流況，流速係藉由旋杯轉動速率與流速之率定曲線推估而得。儀器率

定曲線雖於出廠前即已建立，但仍須定期進行檢校之動作，使用者僅需根

據所測得旋杯轉動之次數及時間，即可利用此率定曲線換算而得流速。本

計畫採用之普萊氏流速儀如照片 5-2 所示，流速儀校正（於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校正）後之方程式如式（5-1）所示。當水深小於 0.75 公尺時

採用單點法，介於 0.75～2 公尺時採用兩點法（即量測 0.2 與 0.8 倍水深之

流速，並取其平均值），大於 2 公尺時採用三點法（即量測 0.2、0.6 與 0.8

倍水深之流速，並取其平均值），如表 5-3 所示。  

 

 
照片 5-2 普萊氏流速儀照片 

 0.681 0.012V N   （5-1） 

其中，V 為流速 (m/s)，N 為旋杯轉數 (re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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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普萊氏流速儀流速測定方法列表 

測線水深 D (m) 流速測定法及施測位置 平均流速(m/s) 

< 0.75 單點法 0.6 D V0.6 

0.75~2.00 兩點法 0.2 D、0.8 D (V0.2+V0.8)/2 

> 2.00 三點法 0.2 D、0.6 D、0.8 D 
(V0.2+2V0.6+V0.8)/4 

(V0.2+V0.6+V0.8)/3 

 

(三) 重錘（下振） 

本計畫採用之重錘重量為 1.8 公斤，頂部直徑 7.5 公分，高 10 公分，

如照片 5-3 所示。重錘於量測時，力求其垂直落於水面及落抵河床，以測得

垂直水面距及水深；當水流湍急時，重錘線於水中通常會被水流沖成弧

形，其垂直夾角不宜過大，若超過 35 度時應更換較重之重錘。 

 

 

照片 5-3 重錘照片 

 

三、 流量推估 

本計畫採用流速面積法（如圖 5-19 所示）推估渠道流量。藉由手持式雷

達波流速儀量測渠道之表面流速，再以普萊氏流速儀量測之流速比，將斷面

表面流速換算為平均流速，最後將平均流速乘以各點之通水斷面積以估算渠

道流量。 

1
0
 c

m

7.5 cm 7.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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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河川流量自動化觀測科技發展計畫（3/3）」，經濟部水利署，2013 年。 

圖 5-19 流速面積法與坐標系統示意圖 

 

四、 現況水文量測與驗證 

(一) 石門大圳 

本計畫於 2016 年 6 月 23 日於石門大圳之 A1 段與櫻花步道之明渠段量

測流速計 21 處，量測結果如表 5-4 所示，量測情形如照片 5-4～照片 5-9 所

示。量測當日石門大圳實際流量為 12.54 秒立方公尺，大於平均放流量 10.0

秒立方公尺，故量測結果具代表性。量測當日以手持式流速儀量測之表面

流速介於 1.1～1.6 公尺每秒，並於橋梁處（A1 段測點 8 與測點 12，櫻花步

道測點 1 與測點 9）以普萊氏流速儀分別量測 0.2、0.6 與 0.8 倍水深處之流

速，以計算此三處水深之平均流速，並估算流速比（普萊氏流速儀量測之

平均流速/手持式流速儀量測之表面流速）約為 0.88，藉由推估之流速比，

即可推算各測點之平均流速（手持式流速儀量測之表面流速流速比）與流

量（平均流速通水面積），量測流量介於 11.90～12.58 秒立方公尺。 

(二)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 

本計畫於 2016 年 6 月 28 日於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之沉砂池（No.3、

No.4、No.5、No.6、No.7 與 No.8 排砂道）、巴歇爾量水槽與寶二水庫擋水

閘門等明渠段量測流速計 28 處，量測結果如表 5-5 所示，量測情形如照片

5-10～照片 5-12 所示。量測當日寶山第二水庫實際進水量為 5.79 秒立方公

尺（配合本計畫量測，於 10 點～12 點調整進水量），大於平均進水量 1.79

x

y

z

Di

左岸

右岸

Vi

Vsi

Bi

表面流速：雷達波流速儀

平均流速：普萊氏流速儀

i

si

V
k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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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立方公尺，故量測結果具代表性。量測當日沉砂池表面流速介於 0.6～0.8

公尺每秒，巴歇爾量水槽表面流速介於 1.2～12 公尺每秒，寶二水庫擋水閘

門表面流速介於 2.9～4 公尺每秒，並於巴歇爾量水槽起點處以普萊氏流速

儀量測 0.6 倍水深處之流速，以估算流速比（普萊氏流速儀量測之流速/手

持式流速儀量測之表面流速）約為 0.87，藉由推估之流速比，即可推算各

測點之平均流速（手持式流速儀量測之表面流速流速比）與流量（平均流

速通水面積），量測流量介於 5.22～5.79 秒立方公尺。量測流量與實際放

流量有些微差異，係因手持式流速儀量測精度為 0.1 公尺每秒，故於推估流

量時將產生少許誤差。 

 

表 5-4 石門大圳現況水文量測結果列表 

測點 
累距 

底寬 

(1) 

手持式流速儀 普萊氏流速儀 

流速比 k 

(4)=(3)/(2) 

平均流速 

(5)=(2)(4) 

水深 

(6) 

量測流量 

(7)=(1)(6)(5) 
量測 

表面流速 

(2) 

0.2D 0.6D 0.8D 平均

流速 

(3) 
流速 流速 流速 

(m) (m) (m/s) (m/s) (m/s) (m/s) (m/s) (m/s) (m) (m
3
/s) 

石

門

大

圳

A1

段 

1 0 5.2 1.1  － － － － 0.88 0.97  2.5 12.58  

2 12 5.2 1.1  － － － － 0.88 0.97  2.5 12.58  

3 24 5.2 1.1  － － － － 0.88 0.97  2.5 12.58  

4 36 5.2 1.1  － － － － 0.88 0.97  2.5 12.58  

5 48 5.2 1.1  － － － － 0.88 0.97  2.5 12.58  

6 60 5.2 1.1  － － － － 0.88 0.97  2.5 12.58  

7 72 5.2 1.1  － － － － 0.88 0.97  2.5 12.58  

8 78 3.25 1.6  1.54  1.37  1.32  1.41  0.88 1.41  2.6 11.90  

9 90 3 1.7  － － － － 0.88 1.50  2.7 12.12  

10 98 3 1.7  － － － － 0.88 1.50  2.7 12.12  

11 120 3 1.7  － － － － 0.88 1.50  2.7 12.12  

12 140 3 1.7  1.63  1.44  1.41  1.49  0.88 1.50  2.7 12.12  

石

門

大

圳

櫻

花

步

道 

1 0 3 1.7  1.65  1.46  1.39  1.50  0.88 1.50  2.7 12.12  

2 8 3.3 1.6  － － － － 0.88 1.41  2.6 12.08  

3 16 3.3 1.6  － － － － 0.88 1.41  2.6 12.08  

4 24 3.3 1.6  － － － － 0.88 1.41  2.6 12.08  

5 32 3.3 1.6  － － － － 0.88 1.41  2.6 12.08  

6 40 3.3 1.6  － － － － 0.88 1.41  2.6 12.08  

7 48 3.3 1.6  － － － － 0.88 1.41  2.6 12.08  

8 56 3.3 1.6  － － － － 0.88 1.41  2.6 12.08  

9 62 3.3 1.6  1.56  1.36  1.32  1.41  0.88 1.41  2.6 12.08  



 

5-25 

 
照片 5-4 石門大圳 A1 段現地量測照片（一） 

 

測點1

2016/06/23

測點1

2016/06/23

測點2

2016/06/23

測點2

2016/06/23

測點3

2016/06/23

測點3

2016/06/23

測點4

2016/06/23

測點4

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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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5 石門大圳 A1 段現地量測照片（二） 

測點5

2016/06/23

測點5

2016/06/23

測點6

2016/06/23

測點6

2016/06/23

測點7

2016/06/23

測點7

2016/06/23

測點8

2016/06/23

測點8

2016/06/23

測點8

2016/06/23



 

5-27 

 
照片 5-6 石門大圳 A1 段現地量測照片（三） 

測點9

2016/06/23

測點9

2016/06/23

測點10

2016/06/23

測點10

2016/06/23

測點11

2016/06/23

測點11

2016/06/23

測點12

2016/06/23

測點12

2016/06/23

測點12

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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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7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現地量測照片（一） 

 

測點1

2016/06/28

測點1

2016/06/28

測點1

2016/06/28

測點2

2016/06/28

測點2

2016/06/28

測點3

2016/06/28

測點3

201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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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8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現地量測照片（二） 

 

測點4

2016/06/28

測點4

2016/06/28

測點5

2016/06/28

測點5

2016/06/28

測點6

2016/06/28

測點6

2016/06/28

測點7

2016/06/28

測點7

201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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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9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現地量測照片（三） 

 

 

 

 

 

 

 

 

 

 

測點8

2016/06/28

測點8

2016/06/28

測點9

2016/06/28

測點9

2016/06/28

測點9

2016/06/28



 

5-31 

表 5-5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現況水文量測結果列表 

測點 
累距 

底寬 

(1) 

手持式流速儀 
普萊氏流速

儀 

流速比 k 

(4)=(3)/(2) 

平均流速 

(5)=(2)(4) 

水深 

(6) 

量測流量 

(7)=(1)(6)(5) 
總流量 量測 

表面流速 

(2) 

0.6D 

流速 

(3) 

(m) (m) (m/s) (m/s) (m/s) (m) (m
3
/s) (m

3
/s) 

沉

砂

池 

NO.3 － 4 0.6 － 0.87 0.52 0.3 0.63 

5.71  

NO.4 － 4 0.6 － 0.87 0.52 0.3 0.63 

NO.5 － 4 0.8 － 0.87 0.70 0.4 1.11 

NO.6 － 4 0.8 － 0.87 0.70 0.4 1.11 

NO.7 － 4 0.8 － 0.87 0.70 0.4 1.11 

NO.8 － 4 0.8 － 0.87 0.70 0.4 1.11 

巴

歇

爾

量

水

槽 

1 3 7 1.2 0.61 0.87 1.04 0.79 5.77 － 

2 6 7 1.2 － 0.87 1.04 0.79 5.77 － 

3 9 7 1.2 － 0.87 1.04 0.79 5.77 － 

4 12 7 1.2 － 0.87 1.04 0.79 5.77 － 

5 15 7 1.2 － 0.87 1.04 0.79 5.77 － 

6 18 7 1.2 － 0.87 1.04 0.79 5.77 － 

7 21 7 1.2 － 0.87 1.04 0.79 5.77 － 

8 24 7 1.2 － 0.87 1.04 0.79 5.77 － 

9 27 7 1.2 － 0.87 1.04 0.79 5.77 － 

10 30 7 1.2 － 0.87 1.04 0.79 5.77 － 

11 33 5.67 1.7 － 0.87 1.48 0.69 5.79 － 

12 36 4.3 2.6 － 0.87 2.26 0.59 5.74 － 

13 39 3 4.4 － 0.87 3.83 0.5 5.74 － 

14 42 3.67 3.2 － 0.87 2.78 0.55 5.62 － 

15 45 4.3 3.0 － 0.87 2.61 0.5 5.61 － 

16 48 5 3.0 － 0.87 2.61 0.4 5.22 － 

17 51 5 4 － 0.87 3.48 0.3 5.22 － 

18 54 5 12 － 0.87 10.44 0.1 5.22 － 

19 57 5 12 － 0.87 10.44 0.1 5.22 － 

20 60 5 12 － 0.87 10.44 0.1 5.22 － 

閘

門 

1 － 3 4 － 0.87 3.48 0.5 5.22 － 

2 － 3 2.9 － 0.87 2.52 0.69 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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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0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沉砂池現地量測照片 

 

 
照片 5-11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巴歇爾量水槽現地量測照片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2016/06/28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底圖來源：Google Earth。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底圖來源：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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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12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寶二水庫擋水閘門現地量測照片 

 

5.3 量測結果驗證與 HEC-RAS 模式建立 

為驗證量測結果之正確性，本計畫以 HEC-RAS 模式進行水理模擬分析。

HEC-RAS 模式為美國工兵團所發展之一維水理模式進行計算，其演算方法主

要係利用能量方程式以標準步推法求各斷面水位與流速等水理狀況，以供分析

研判本計畫現況渠道之水理情況與輸水能力檢討。由於現況僅石門大圳與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可進行流速觀測，故本計畫針對石門大圳與寶山第二水

庫引水路明渠段進行水裡模式建置與驗證，以利後續探討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

其輸水能力影響檢討（第七章）。 

一、 石門大圳 

本計畫模擬採用之斷面資料，係依據 1964 年之「石門水庫工程竣工圖」

進行渠道斷面建置，模擬範圍為 1K+539.7～2K+225（如圖 5-20 所示）；渠道

曼寧粗糙係數 n 值參考「HEC-RAS 使用手冊」，並與現況流速量測資料進行

驗證，取 0.015～0.05；入流量採量測當日實際流量（12.54 秒立方公尺），上

下游水位採用臨界水位，作為石門大圳之模擬標準。各測點流速與水深之實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

2016/06/28底圖來源：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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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與模擬結果如表 5-6、圖 5-21 與圖 5-22 所示，量測與模擬結果之流速與水

深接近，流速差範圍介於 0～0.05 公尺每秒，水深差範圍介於 0～0.18 公尺，

為可接受範圍，故後續將以此模型條件進行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

影響之一維水理模擬分析。 

 

 
底圖來源：「石門水庫工程竣工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964 年。 

圖 5-20 石門大圳模擬範圍圖 

 

表 5-6 石門大圳實測流速與模擬結果比較表 

測點 斷面 
累距 底寬 量測流速 模擬流速 相對誤差 量測水深 模擬水深 

(m) (m) (m/s) (m/s) (%) (m) (m) 

石

門

大

圳
A1

段 

1 10.1 0 5.2 0.97  0.95  1.86  2.5 2.53  

2 9.4 12 5.2 0.97  0.95  1.86  2.5 2.54  

3 9.3 24 5.2 0.97  0.94  2.89  2.5 2.55  

4 9.2 36 5.2 0.97  0.94  2.89  2.5 2.57  

5 9.1 48 5.2 0.97  0.94  2.89  2.5 2.58  

6 8.2 60 5.2 0.97  0.93  3.93  2.5 2.59  

7 8.1 72 5.2 0.97  0.93  3.93  2.5 2.60  

8 7.1 78 3.25 1.41  1.39  1.28  2.6 2.78  

9 6.2 90 3 1.50  1.49  0.40  2.7 2.80  

10 6.1 98 3 1.50  1.51  0.94  2.7 2.77  

11 5.2 120 3 1.50  1.52  1.60  2.7 2.75  

12 5.1 140 3 1.50  1.52  1.60  2.7 2.75  

石

門

大

圳

櫻

花

步

道 

1 2 0 3 1.50  1.54  2.94  2.7 2.72  

2 1.7 8 3.3 1.41  1.40  0.57  2.6 2.72  

3 1.6 16 3.3 1.41  1.41  0.14  2.6 2.70  

4 1.5 24 3.3 1.41  1.42  0.85  2.6 2.68  

5 1.4 32 3.3 1.41  1.42  0.85  2.6 2.67  

6 1.3 40 3.3 1.41  1.43  1.56  2.6 2.65  

7 1.2 48 3.3 1.41  1.44  2.27  2.6 2.64  

8 1.1 56 3.3 1.41  1.45  2.98  2.6 2.61  

9 1 62 3.3 1.41  1.46  3.69  2.6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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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石門大圳實測流速與模擬結果比較圖 

 

 
圖 5-22 石門大圳實測水深與模擬結果比較圖 

 

二、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本計畫模擬採用之斷面資料，係依據 2006 年之「寶山第二水庫工程計畫

－引水工程平地段（土建部份）竣工圖」進行渠道斷面建置，模擬範圍為 0 

K+343.456～1K+504.987（如圖 5-23 所示）；渠道曼寧粗糙係數 n 值參考

「HEC-RAS 使用手冊」，並與現況流速量測資料進行驗證，取 0.001～0.07；

入流量採量測當日實際流量（5.79 秒立方公尺），上下游水位採用臨界水

位，作為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之模擬標準。各測點流速與水深之實測

與模擬結果如表 5-7、圖 5-24 與圖 5-25 所示，因沉砂池 NO.5～NO.8 斷面高

程（NO.5 = NO.6 = NO.7 = NO.8）較 NO.3 與 NO.4 低（NO.3 = NO.4），模式

僅顯示 NO.5～NO.8 之流速，故 NO.3 與 NO.4 流速誤差較大。整體而言，量

測與模擬結果之流速與水深接近，流速差範圍介於 0.01～2.18 公尺每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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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差範圍介於 0.03～0.17 公尺，為可接受範圍，故後續將以此模型條件進行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之一維水理模擬分析。 

 

 
底圖來源：「寶山第二水庫工程計畫－引水工程平地段（土建部份）竣工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2006 年。 

圖 5-23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模擬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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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實測流速與模擬結果比較表 

測點 斷面 
累距 底寬 量測流速 模擬流速 相對誤差 量測水深 模擬水深 

(m) (m) (m/s) (m/s) (%) (m) (m) 

沉

砂

池 

NO.3 31 0 4 0.52  0.71  36.02 0.3  0.27 

NO.4 31 0 4 0.52  0.71  36.02 0.3  0.27 

NO.5 31 0 4 0.70  0.71  2.01  0.4  0.37  

NO.6 31 0 4 0.70  0.71  2.01  0.4  0.37  

NO.7 31 0 4 0.70  0.71 2.01  0.4  0.37  

NO.8 31 0 4 0.70  0.71 2.01  0.4  0.37  

巴

歇

爾

量

水

槽 

1 21 3 7 1.04  0.82  21.46  0.8  0.94  

2 20.9 6 7 1.04  0.82  21.46  0.8  0.94  

3 20.8 9 7 1.04  0.82  21.46  0.8  0.95  

4 20.7 12 7 1.04  0.82  21.46  0.8  0.95  

5 20.6 15 7 1.04  0.81  22.41  0.8  0.94  

6 20.5 18 7 1.04  0.81  22.41  0.8  0.94  

7 20.4 21 7 1.04  0.81  22.41  0.8  0.95  

8 20.3 24 7 1.04  0.81  22.41  0.8  0.95  

9 20.2 27 7 1.04  0.80  23.37  0.8  0.95  

10 20.1 30 7 1.04  0.80  23.37  0.8  0.96  

11 18.1 33 5.67 1.48  1.52  2.77  0.7  0.72  

12 18 36 4.3 2.26  2.32  2.56  0.6  0.54  

13 16.1 39 3 3.83  3.68  3.87  0.5  0.33  

14 16 42 3.67 2.78  2.50  10.20  0.6  0.41  

15 15.2 45 4.3 2.61  2.50  4.21  0.5  0.41  

16 15.1 48 5 2.61  2.50  4.21  0.4  0.41  

17 15 51 5 3.48  2.50  28.16  0.3  0.41  

18 14.2 54 5 10.44  8.26  20.88  0.1  0.13  

19 14.1 57 5 10.44  8.82  15.52  0.1  0.12  

20 14 60 5 10.44  9.35  10.44  0.1  0.11  

閘

門 

1 4 3 3 3.48  3.32  4.60  0.5  0.50  

2 1 15 3 2.52  2.95  16.92  0.7  0.56  

 

 
圖 5-24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實測流速與模擬結果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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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實測水深與模擬結果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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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評估 

6.1 初步調查可能適合之微水力發電機組 

本計畫擬針對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

規劃發電設備配置及設備形式，並評估、規劃其較適發電設備形式、預估發電

量、相關結構新（改）建規劃配置。考量本（105）年度計畫評估地點，初步

探討可能適合之小（微）水力發電機組，如下： 

一、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為較新之機型（如圖 6-1 所示），係直接設置

於河川或渠道內，藉由設置之擋板抬高機組上游側水位並束縮水輪機出水

口，以增加流體衝擊力並帶動水輪機扇葉，故僅需低落差及低流量即可發

電，多餘流量將由擋板之溢流口流出，發電出力約 0.4～44 瓩，適用流量 0.35

～4.6 秒立方公尺，適用水頭 0.95～2.86 公尺。 

 

 
資料來源：http://www.jagseabell.jp/index.html。 

圖 6-1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照片與示意圖 

 

二、 貫流式水力發電機組 

貫流式水輪機適用於 1～25 公尺的水頭，裝置發電容量最大可達數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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瓩。貫流式之水流道呈直線狀，是一種臥軸水輪機，轉輪形狀與軸流式轉輪

相似，類似於電風扇葉片，貫流式水輪機轉輪分為定槳和轉槳兩種。由於水

流在流道內基本上沿軸向運動不轉彎，因此機組的過水能力和水力效率有所

提高。貫流式水輪機適用於潮汐電站，其雙向發電、雙向抽水和雙向泄水等

功能很適合綜合利用低水頭水力資源。 

貫流式水輪機的機組主要有軸伸貫流式、豎井貫流式、燈泡貫流式、全

貫流式四種形式，由於全貫流式水輪機製造工藝要求很高目前應用很少，故

主要以軸伸貫流式、豎井貫流式以及燈泡貫流式（如圖 6-2 所示）進行評估。

由於目前可開發的水電資源多為低水頭，貫流式水輪機適合低水頭應用，而

且投資效率高，近年來發展較快，而且功率也越來越大。 

 

 
圖 6-2 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示意圖 

 

(一) 軸伸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軸伸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採用臥式佈置，亦有傾斜安裝之形式，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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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簡單，造價與工程投資少，但效率較低，在低水頭小水電站中應用較

廣，其中水平臥式用得最多。軸伸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水輪機部分主要有

轉輪室、轉輪、導葉與控制機構、S 形尾水管組成，轉輪主軸穿出尾水管連

接到發電機。由於低轉速發電機體積龐大且價格較貴，小型貫流式水輪發

電機組多採用齒輪增速後帶動高速發電機的形式。水流沿軸向進入，經過

導葉進入轉輪室，推動轉輪旋轉做功，流經轉輪葉片後，通過 S 形尾水管

排出。 

(二) 豎井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豎井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係將發電機組安裝在水輪機上游側的一個混

凝土豎井中，水輪機部分主要由導葉機構、轉輪室、轉輪與尾水管組成，

轉輪主軸伸入混凝土豎井中，通過齒輪箱等增速裝置連接到發電機。亦有

將發電機布置於上面廠房，轉輪主軸通過扇齒輪或皮帶輪與發電機連接，

使豎井尺寸更小一些。豎井貫流式水輪機組結構簡單、造價低廉、運行和

維護方便，但效率較低，在低水頭小水電站中應用較廣。水流進入後從混

凝土豎井兩旁通過再彙集到導葉進入轉輪室，水流推動轉輪旋轉做功後從

尾水管排出。 

(三) 燈泡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燈泡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之發電機密封安裝在水輪機上游側一個燈泡

型的金屬殼體中，發電機水準方向安裝，發動機主軸直接連接水輪機轉

輪。燈泡貫流式水輪機組的水輪機部分由轉輪室、導葉機構、轉輪與尾水

管組成；發電機軸直接連接到轉輪，一同安裝在鋼制燈泡外殼上，發電機

在燈泡殼內，轉輪在燈泡尾端，發電機軸承通過軸承支持環固定在燈泡外

殼上，轉輪端軸承固定在燈泡尾端外殼上，發電機軸前端連接到電機滑環

與轉輪變槳控制的油路裝置。鋼制燈泡通過上支柱、下支柱固定在混凝土

基礎中，上支柱也是人員出入燈泡的通道。水流進入後從燈泡周圍均勻通

過到達轉輪，推動轉輪旋轉做功後由尾水管排出。通過導葉角度與轉輪葉

片角度的調整配合可使水輪機運行在最優狀態。燈泡貫流式水輪機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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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緊湊、穩定性好、效率較高，適用於低水頭大中型水電站。 

 

6.2 發電設備配置地點評估 

本計畫初步於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與水源

聯通管路（第一隧道前）進行現勘，初步評估如表 6-1 所示，分述如后。 

 

表 6-1 發電設備配置初步評估結果一覽表 

方案 設置地點 機組型式 

適用 

流量 

(m
3
/s) 

發電 

出力 

(kW) 

平均可發

電之放流

量天數 

發電量/ 

發電潛能 

(度/年) 

風險評估 

一 
石門

大圳 

方案 1 

A1 段第一號隧

道口前或櫻花步

道渡槽橋前 

開放型 

橫流式 
2.9～4.6 44 362 382,272 

疑有溢出

風險 

方案 2 分支渠取水發電 
開放型 

橫流式 

0.066～

0.11 
0.4 364 3,494 

開挖時須

留意既有

地下管線 

二 

分層

取水

工 

方案 1 
石門大圳連通管

（A1 段旁） 
貫流式 1.0～3.5 

200 303 

5,817,600 

(1,454,4004) 

需開挖工

程，設置

分岔管 

方案 2 
石門大圳連通管

末端 
貫流式 1.0～3.5 

需打除消

能井上部

結構，擬

導致無法

有效消除

水錘之影

響 

三 

寶山

第二

水庫

引水

路明

渠段 

方案 1 
沉砂池排砂道末

端 

開放型 

橫流式 

0.066～
0.11 

0.4 282 

16,243 

(2,7076) 

設置空間

之限制，

施工困難

度高 

方案 2 
巴歇爾量水槽末

端 

開放型 

橫流式 

0.8～
1.25 

7.4 250 44,400 

擬影響巴

歇爾量水

槽功能 

方案 3 
寶二水庫擋水閘

門末端 

開放型 

橫流式 

0.8～
1.25 

7.4 250 44,400 無 

四 

寶山

第二

水庫

水源

聯通

管路 

方案 
生態基流量放流

口 
－ － － － － 

局部需拆

除重建且

水輪發電

機組設置

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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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石門大圳 

石門大圳進水口設在大壩上游左岸，下接直徑 2.5 公尺，長度約 300 公尺

之壓力隧道。進水口高程標高 195 公尺，中心線標高 193.55 公尺，最大取水

量 18.4 秒立方公尺。壓力隧道後即接石門大圳 A1 段（如照片 6-1 所示），故

此段具有最大流量條件，依據 2012～2015 年放流量資料顯示，平均放流量為

9.86 秒立方公尺，但當放流量達 14.5 秒立方公尺以上時，水位即有溢出之風

險。初步評估方案如下： 

 

  

照片 6-1 石門大圳 A1 段與櫻花步道段照片 

 



 

6-6 

(一) 方案 1 

於石門大圳 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如照片 6-2 所示）或櫻花步道渡槽

橋前（如照片 6-3 所示）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設置示意如圖 6-3

～圖 6-5 所示。於渠道中設置擋板與水輪發電機組，發電機位於擋板側之上

緣。擋板主要作用為束縮流路，使主流先集中由水輪機處通過，多餘水量

再藉由兩側擋板之溢流孔通過，因此不會影響渠道入流量，但由於石門大

圳 A1 段與櫻花步道段渠道高度僅 3 公尺，故疑有溢堤之風險，後續擬進行

輸水能力影響檢討。考量石門大圳常年供水且流量充足，故可選擇此類型

最大裝置容量之機型：適用水頭 2～2.9 公尺，適用流量 2.9～4.6 秒立方公

尺，發電出力 44 瓩。由 2012～2015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資料可知，每年放

流量 2.9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362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382,272

度。 

 

 
照片 6-2 石門大圳 A1 段初步評估機組裝設位置照片 

 

 
照片 6-3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初步評估機組裝設位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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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圖 6-4 石門大圳 A1 段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圖 6-5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二) 方案 2 

可考量分支渠取水並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置閘門控制

流量，維護檢修時則關閉閘門）方式，但石門大圳 A1 段與櫻花步道段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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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處均小於 100 公尺，可用水頭小，較難達到水輪發電機組設置條件，且

開挖須留意既有地下線路與管線，故不建議分支渠取水發電。評估之機組

（最小裝機容量）適用水頭 0.88～1.43 公尺，適用流量 0.066～0.11 秒立方

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由 2012～2015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資料可知，每年

放流量 0.066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364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3,494

度，開挖時須留意既有地下管線，初步不建議設置。 

二、 分層取水工 

分層取水工位於石門水庫大壩左岸，分上層、中層及下層取水口隧道聯

通水庫，本計畫評估地點聚焦於分層取水銜接石門大圳之管線（石門大圳連

通管）。分層取水工每層取水口直徑 2.4 公尺，最大取水量 16.2 秒立方公

尺。 當石門水庫水位標高 234 公尺以上時，得開啟中層取水口隧道蝶閥取水

（底檻高程為 228 公尺），最大取水量 16.2 秒立方公尺。分層取水工石門大

圳連通管為本局備援系統，於颱洪時期及運水渠道停用時則以此供給用水。 

考量石門大圳連通管路（如圖 6-6 與照片 6-4 所示）潛能發電量大，且可

創造相關附加價值（如降低燃料汙染與碳排放成本等），故擬可改以利用此

管路供應石門大圳。由 2012～2015 年石門水庫水位資料得知，水位標高 234

公尺之平均天數為 303 天，故擬可於石門大圳連通管段設置水輪發電機組。

初步評估方案如下： 

 
資料來源：石門水庫更新改善虛擬實境模擬展示網站，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圖 6-6 分層取水工取水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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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4 分層取水工照片 

 

(一) 方案 1 

於石門大圳連通管路平緩段（如圖 6-7 所示）設置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如圖 6-8 所示），此類型之水輪發電機最大裝置容量適用水頭 2～15 公

尺，適用流量 1.0～3.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10～200 瓩。如啟用石門大

圳連通管取水，則需開挖管線，將原有單支連通管改為 4 支連通管（配置

分岔管，如圖 6-9 所示），且為確保滿管流量，最大取水量需調整為 14 秒

立方公尺，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5,817,600 度。當水庫水位無達到標高 234 公

尺或機組維護檢修時，即恢復以既有石門大圳進水口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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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工程」竣工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2010 年。 

圖 6-7 石門大圳連通管路平縱斷面圖 

 

 
資料來源：「Hydro-eKIDS」手冊，東芝國際公司，2011 年。 

圖 6-8 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示意圖 

 

 
底圖來源：Google map。 

圖 6-9 石門大圳連通管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方案 1）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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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 2 

將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置於減壓池前之消能井處，即水管橋後須配

置分岔管並設置 4 組水輪發電機（如圖 6-10 與圖 6-11 所示），發電後之尾

水排至減壓池。因既有消能井（如圖 6-12 所示）上部結構為混凝土構造

（如照片 6-5 所示），故如欲設置分岔管線設置水輪發電機組，再將發電尾

水排至減壓池，則消能井上部結構高程 140 公尺以上須打除。然因消能井

處空間之限制，故施工較為困難，且擬導致無法有效消除水錘之影響，初

步建議採用方案 1 之配置方式。 

 

 
底圖來源：Google map。 

圖 6-10 石門大圳連通管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方案 2）設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Hydro-eKIDS」手冊，東芝國際公司，2011 年。 

圖 6-11 石門大圳連通管消能井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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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工程」竣工圖，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2010 年。 

圖 6-12 石門大圳連通管消能井設計圖 

 

 
照片 6-5 石門大圳連通管消能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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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寶山第二水庫主要水源為引取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多餘水量，利用上坪堰

進水口取水，經沉砂池沉砂後由新建引水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引水路總長

約 7,030 公尺，明渠段包含沉砂池、巴歇爾量水槽與寶二水庫擋水閘門等，如

照片 6-6 所示。 

 

  
底圖來源：Google map。 

照片 6-6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照片 

 

上坪攔河堰於 2006 年辦理復建工程，位於左堰座上游之進水口則配合寶

山第二水庫之興建而辦理改建，改建後之設計取水量為 20 秒立方公尺；巴歇

爾水槽一號渡槽為量測上坪堰進水口放流至寶山第二水庫之水量，於沉砂池

下游設置巴歇爾量水槽一座，計畫進水量 15 秒立方公尺。初步評估方案如

下： 

(一) 方案 1 

於沉砂池排砂道末端（如照片 6-7 所示）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組，設置示意如圖 6-13 所示。每道排砂道設計高度 4.15 公尺，寬 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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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溢堤風險。擬適合機組（最小裝機容量）類型之適用水頭 0.88～1.43

公尺，適用流量 0.066～0.11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由 2012～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水量資料可知，每年進水量 0.4 秒立方公尺（0.066 秒立

方公尺6 道排砂道）以上平均天數為 282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16,243 度

（6 部機組）。然因設置空間之限制，施工困難度高，初步不建議設置。 

 

 
照片 6-7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沉砂池排砂道）照片 

 

 
圖 6-13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沉砂池排砂道）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二) 方案 2 

於巴歇爾量水槽末端（如照片 6-8 所示）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組，設置示意如圖 6-14 所示。巴歇爾量水槽末端高度 8.2 公尺，寬 5.59 公

尺，應無溢堤風險。擬適合機組類型之適用水頭 1.2～2.0 公尺，適用流量

0.8～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由 2012～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

水量資料可知，每年進水量 0.8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50 天，則每年

發電量約為 44,400 度。然設置水輪發電機組擬將導致檔板上游水位壅高，

擬將影響巴歇爾量水槽功能，導致量水槽失準，初步不建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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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8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巴歇爾量水槽）照片 

 

 
圖 6-14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巴歇爾量水槽）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三) 方案 3 

於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末端（如照片 6-9 所示）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

電機組，設置示意如圖 6-15 所示。擋水閘門末端高度 3 公尺，寬 3.3 公

尺，應無溢堤風險。擬適合機組類型之適用水頭 1.2～2.0 公尺，適用流量

0.8～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由 2012～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

水量資料可知，每年進水量 0.8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50 天，則每年

發電量約為 44,40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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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9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寶二水庫擋水閘門）照片 

 

 
圖 6-15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四、 寶山第二水庫水源聯通管路 

寶山第二水庫平時原水之輸送係經由取水塔供應，閘閥室位於大壩輸水

路末端，內設於颱洪期緊急洩放之緊急放水閥門一座、平時維持下游生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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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基流量放流閘門一座及輸送至寶山淨水場之自來水擋水蝶閥等設施。 

寶山第二水庫平時以重力方式送水，於枯水期時為能將未達水位高程標

準之原水必需以加壓方式抽送至寶山淨水廠處理，故設加壓站一處。原水經

加壓站後，經約 6,800 公尺長之水源聯通管路至寶山淨水廠，其中包括三座隧

道、兩座管路橋及地下導水管等設施。由於水源聯通管路整段幾乎為暗渠

（隧道與地下導水管等），故評估地點為閘閥室放流口（如照片 6-10 所

示）。如於此地點設置水輪發電機組，將涉及閘閥室管路之改建且須暫停供

水，雖此地點供水量大，但考量工程施工之可行性（局部拆除重建且水輪發

電機組設置空間不足），初步不建議設置。 

 

  

  
照片 6-10 寶山第二水庫水源聯通管路（第一隧道前）照片 

 

台灣省水利局於 1993 年即已針對「新竹縣寶山第二水庫可行性規劃-水力

發電之研究」完成評估，依據該計畫規劃研究結果，擬利用大壩左岸公共給

水之斜依式取水塔之最低取水門作為發電進水口，流量經鋼襯頭水隧道至設

於大壩下游約 240 公尺之地面電廠發電，評估後之經濟性及財務性均欠佳，

故無納入寶山第二水庫工程計畫同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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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檢討 

一、 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模式 

本計畫擬針對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等進行一維水理數值模擬

分析，針對評估地點之水輪發電機組設置前後進行模擬，探討發電設備對構

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初步規劃以 HEC-RAS 模式進行模擬，HEC-RAS 模

式為美國陸軍工程師團水文工程中心（Hydrologic Engineering Center，簡稱 

HEC）所發展之河川分析系統（River Analysis System）。可執行一維水理模

式進行計算，其演算方法主要係利用能量方程式以標準步推法求各斷面水位

與流速等水理狀況，能處理山區河川之超臨界流及亞臨界流交替出現之混合

流況，並能進行跨河結構物之簡易水理分析，以供分析研判本計畫現況渠道

與引水路等之水理情況與輸水能力檢討。 

HEC-RAC 係為執行天然河川與人工渠道系統一維水理演算而設計之程

式。HEC-RAS 之水理演算單元主要功能說明如下： 

(一) 定量流水面剖線（Steady Flow Water Surface Profiles） 

此單元可用以演算定量漸變流（Steady Gradually Vaired Flow）之水面

剖線，包括整體河川系統、樹狀河川系統及單一河段，定量流單元可模擬

亞臨界流、超臨界流及兩者混合流況之水面剖線。 

基本之演算過程為求解一維能量公式，能量損失係以磨擦損失（採用

曼寧公式）及束縮/擴張損失（以流速水頭之變化量乘以一係數）估算；而

在水面剖線急速變化之情況下則採用動量公式演算，急速變化情況包括混

合流況（如水躍）、橋樑水理演算及匯流口之水面剖線。 

水理演算過程亦包括阻水結構如橋樑、箱涵、堰堤及洪氾區內之構造

物，此定量流模擬系統可應用於洪氾區管理及洪災保險中行水區佔用界限

之評估；同時亦提供評估因河道改善及堤防構築所造成水面剖線變化之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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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流單元之特殊功能包括同時進行數個分析方案、數個水面剖線演

算、數個橋樑/箱涵孔口分析及河道最佳分流分析。 

(二) 變量流模擬（Unsteady Flow Simulation） 

HEC-RAS 之變量流單元可模擬整體明渠系統之一維變量流況。變量流

公式之求解方法係採用 Dr.Robert L. Barkau 之 UNET 程式（Barkau，1992

及 HEC，1997）。變量流單元係針對亞臨界流況而發展之演算程式。 

變量流單元中亦包括定量流單元中河川斷面、橋樑、箱涵及其他水工

構造物之水理演算方式。 

(三) 輸 砂 / 動 床 演 算 （ Sediment Transport/Movable Boundary 

Computations） 

輸砂/動床單元係用以模擬河道在合理時段內（一般為數年，單場洪水

事件亦適用）因沖淤所造成之輸砂/動床演算。輸砂潛能係依粒徑分配計

算，因此可模擬水力分類（Hydraulic Sorting）及護甲作用（Armoring）。

本單元之主要特性包括具模擬整體河川系統、河道疏浚、各種堤防及洪氾

區佔用（Encroachment） 方案，並可使用不同之公式計算輸砂量。 

此單元之設計將提供因河道改變流量、水位及延時或改變河道斷面所

造成長期沖淤現象之模擬功能。此單元可用於水庫淤積評估、維持航運水

深所需之河道束縮、預估河道疏浚對沉積率之影響、估算洪水事件可能造

成之最大沖刷深度及評估定床河道之淤積。 

本計畫後續擬依斷面高程資料，以 HEC-RAS 模式建立模型，並利用流速

等實測資料進行水理模擬驗證與分析，以驗證模式參數設定之正確性。HEC-

RAS 模式之曼寧粗糙係數 n 值擬取 0.015～0.016（混凝土），上下游水位擬

採用臨界水位，並代入各測點之實測流量資料進行模擬驗證，驗證後擬以此

模型條件進行發電設備對構造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之一維水理模擬分析。 

二、 水錘效應 

小（微）水力發電機組如設置於管路，如貫流式、軸流式與斜擊式水輪

發電機，擬可能產生水錘作用，如此一來則需設置平壓塔進行減壓。水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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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指水流於長管路中流動，如將管路下游之閥門快速關閉，水流之流動具

有慣性之動量，因此水流之慣性動量持續往前推擠，造成管內壓力急速上

升，造成管路受到破壞。 

水錘作用（薛文評，2006）大小視水路之流量與水頭落差（指管路兩頭

落差），瞬間流量與水頭落差愈大，造成流速愈快，相對地水流的慣性動量

愈大，產生水錘作用所造成之壓力，有可能造成設備之損害，因此通常會有

洩壓裝備或設置平壓塔將管內壓力宣洩或減低管內水流造成衝擊波持續震盪

（如圖 7-1 所示）。 

管路中之液體流動時，若閥門急速關閉使液體突然停止流動，按動量變

化原理，液體所具有之動能瞬間轉變為壓力能，使壓力急遽上升。假設液體

為不可壓縮，於閥門關閉時，則液體完成趨於靜止。但實際上，任何液體均

係可壓縮，於閥門關閉時，接觸閥門之液體完成靜止，亦即只有此部分液體

之壓力上升。此則形成所謂的彈性波，向上游傳送，此彈性波傳送至管路上

游後再反射至下游，又經由閥門在反射，如此於管路內來回往復振動。 

 

 
底圖來源：http://www.derkor.com/index.html。 

圖 7-1 水錘作用影響示意圖 

 

若將閥門急速開啟，使管路內流體開始流動；最初閥門處之壓力降低，

亦將產生前述之彈性波。在此情況時，初始壓力並非提高，若壓力低於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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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所對應之飽和壓力時，則液體將蒸發成蒸汽，產生液汽分離，但伴隨壓

力之變動，蒸汽空泡破裂消失時將產生甚大之壓力。此因流速急遽變化而使

壓力產生劇烈變動之現象，稱為水錘作用。水錘作用發生於各種管路中，尤

其是水力發電廠（如本計畫評估地點－分層取水工之石門大圳連通管），因

發電負載變動而需調節流經水輪機之流量時；又如泵於運轉中，發生停電或

其他事故時，使驅動電源突然切斷，均將產生水錘現象。 

彈性波傳送速度可以式（7-1）計算： 

1

11
w p

K

c
K d

E t




 

 （7-1） 

式中，
1K 為液體容積彈性模數（帕），為液體密度（公斤每立方公尺），

wE 為材料縱向彈性模數（帕）， d 為管內徑（公尺）， pt 為管壁厚度（公

尺），彈性模數如表 7-1 所示。 

 

表 7-1 材料與液體彈性模數列表 

材料縱向彈性模數
wE （ 910 帕） 液體容積彈性模數

1K （ 910 帕） 

鋼 196 水 2.06 

鑄鐵 98 油 1.62 

混凝土 19.6 甘油 4.46 

木 9.8   

鉛 1.96   

銅 118   

黃銅 59   

硬鹽化乙烯 1.96～3.92   

聚氯乙烯(硬) 3.5   

 

水錘壓力公式可以式（7-2）與式（7-3）計算： 

當
2

,  
L

t P c V
c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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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2 2 /

,  
L L c

t P c V
c t

      （7-3） 

式中， t 為水錘作用持續時間（閥門關閉時間）（秒）， L為管路長度（公

尺），P為水錘壓力（公斤每平方公分），V 為流速（公尺每秒）。 

由於本（105）年度評估地點適合裝設之小（微）水力發電機組為開放型

橫流式與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其中，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非管路形

式，故無水錘作用；而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係設置於分層取水工之石門大

圳連通管處，石門大圳連通管末端即為消能井（減壓設施），如設置於連通

管末端，則須打除消能井上部結構，擬導致無法有效消除水錘之影響。 

三、 石門大圳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 

本計畫分別針對石門大圳裝設小（微）水力發電機組方案進行一維水理

數值模擬分析，邊界條件如表 7-2 所示，模擬結果如表 7-3 與圖 7-2 所示。由

模擬結果可知，於最大流量（石門水庫管理中心實際操作以 13.5 秒立方公尺

為保守最大流量）條件下，石門大圳無溢堤現象產生，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

輪發電機組不會對構造物造成損害，各方案之輸水能力影響： 

(一) 方案 1-1 

於石門大圳 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斷面 5.2）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

發電機組，其上游水位將抬升 0.79～0.91 公尺，導致設置位置之上游大部

分明渠段將溢堤（如照片 7-1 所示），故其上游明渠段需加高胸牆 0.45 公

尺以上，長度至少 358 公尺（1K+557～1K+915）。 

(二) 方案 1-2 

於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渡槽橋前（斷面 1.6）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

機組，其上游水位將抬升 0.67～1.61 公尺，導致設置位置之上游大部分明

渠段將溢堤（如照片 7-1 與照片 7-2 所示），故其上游明渠段需加高胸牆

0.33 公尺以上，長度至少 622 公尺（1K+557～2K+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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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石門大圳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參數列表 

參數 採用值 

曼寧粗糙係數 0.015～0.05 

上游流量 13.5 秒立方公尺 

下游水位 臨界水位 

 

 
照片 7-1 石門大圳 1K+557～1K+915 照片 

 

 
照片 7-2 石門大圳 1K+915～2K+179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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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石門大圳各方案水理數值模擬分析結果列表 

斷面 
累距 渠底 渠頂 

最大流量 

水位 

方案 1-1 

水位 

方案 1-2 

水位 
是否溢堤 

(m) (m) (m) (m) (m) (m) 方案 1-1 方案 1-2 

18 1,539.70  190.78  194.27  192.95  193.74  193.62  無溢堤 無溢堤 

17 1,557.00  190.45  193.49  192.94  193.73  193.61  溢堤 溢堤 

16 1,600.00  190.45  193.46  192.90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15 1,650.00  190.41  193.38  192.86  193.69  193.57  溢堤 溢堤 

14 1,670.00  190.43  193.56  192.84  193.68  193.56  溢堤 無溢堤 

13 1,674.00  190.43  193.56  192.92  193.73  193.61  溢堤 溢堤 

12 1,700.00  190.65  193.72  192.90  193.72  193.60  無溢堤 無溢堤 

11 1,750.00  190.60  193.70  192.89  193.72  193.60  溢堤 無溢堤 

10.1 1,795.00  190.56  193.55  192.88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10 1,800.00  190.56  193.79  192.88  193.71  193.59  無溢堤 無溢堤 

9.4 1,807.00  190.55  193.53  192.88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9.3 1,819.00  190.54  193.51  192.88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9.2 1,831.00  190.52  193.50  192.88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9.1 1,843.00  190.51  193.48  192.88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9 1,850.00  190.50  193.72  192.87  193.71  193.59  無溢堤 無溢堤 

8.2 1,855.00  190.49  193.46  192.87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8.1 1,867.00  190.48  193.45  192.87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8 1,871.00  190.47  193.47  192.87  193.71  193.59  溢堤 溢堤 

7.1 1,873.00  190.24  193.21  192.79  193.66  193.53  溢堤 溢堤 

7 1,875.00  190.24  193.21  192.76  193.64  193.52  溢堤 溢堤 

6.2 1,885.00  190.20  193.20  192.75  193.64  193.51  溢堤 溢堤 

6.1 1,893.00  190.22  193.20  192.74  193.64  193.51  溢堤 溢堤 

6 1,900.00  190.23  193.20  192.73  193.63  193.51  溢堤 溢堤 

5.2 1,915.00  190.23  193.18  192.72  193.63  193.50  溢堤 溢堤 

5.1 1,935.00  190.22  193.17  192.70  192.70  193.49  無溢堤 溢堤 

5 1,950.00  190.22  193.16  192.69  192.69  193.49  無溢堤 溢堤 

4 1,986.54  190.21  193.16  192.65  192.65  193.47  無溢堤 溢堤 

3 2,162.65  189.96  192.96  192.25  192.25  193.26  無溢堤 溢堤 

2 2,163.00  189.96  192.96  192.24  192.24  193.26  無溢堤 溢堤 

1.7 2,171.00  189.93  193.06  192.18  192.18  193.24  無溢堤 溢堤 

1.6 2,179.00  189.91  193.17  192.10  192.10  193.21  無溢堤 溢堤 

1.5 2,187.00  189.89  193.27  192.01  192.01  193.18  無溢堤 無溢堤 

1.4 2,195.00  189.86  193.37  191.91  191.91  193.16  無溢堤 無溢堤 

1.3 2,203.00  189.84  193.48  191.79  191.79  193.13  無溢堤 無溢堤 

1.2 2,211.00  189.81  193.58  191.65  191.65  193.10  無溢堤 無溢堤 

1.1 2,219.00  189.79  193.68  191.46  191.46  193.07  無溢堤 無溢堤 

1 2,225.00  189.77  193.76  190.96  190.96  190.96  無溢堤 無溢堤 

註：粗體表示水位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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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石門大圳各方案水理數值模擬分析結果圖 

 

四、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 

本計畫分別針對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裝設小（微）水力發電機組

方案進行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邊界條件如表 7-4 所示，模擬結果如表 7-5

與圖 7-3 所示。由模擬結果可知，於設計流量（20 秒立方公尺）條件下，寶

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無溢堤現象產生，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不會對構造物造成損害，各方案之輸水能力影響： 

(一) 方案 1 

於沉砂池排砂道末端（斷面 30）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上

游水位無明顯抬升，然因設置空間之限制，施工困難度高，不建議設置。 

(二) 方案 2 

於巴歇爾量水槽末端（斷面 14）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其

上游局部水位將抬升 1.83～2.98 公尺，雖不會導致溢堤，擬將影響巴歇爾

量水槽功能，導致量水槽失準，不建議設置。 

(三) 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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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末端（斷面 1）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其上游局部水位將抬升 0.26～1.47 公尺，不會導致溢堤，亦無需其他土建

工程，僅需安裝檔板與水輪發電機組。 

 

表 7-4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參數列表 

參數 採用值 

曼寧粗糙係數 0.001～0.07 

上游流量 20 秒立方公尺 

下游水位 臨界水位 

 

表 7-5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各方案水理數值模擬分析結果列表 

斷面 
累距 渠底 渠頂 

設計流量 

水位 

方案 1 

水位 

方案 2 

水位 

方案 3 

水位 
是否溢堤 

(m) (m) (m) (m) (m) (m) (m)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32 330.46  170.80  174.00  172.97  172.97  172.97  172.97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31 331.46  167.85  174.00  170.11  170.11  170.11  170.1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30 343.46  167.65  174.00  170.11  170.11  170.11  170.1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9 396.96  166.76  174.00  170.10  170.10  170.10  170.10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8 397.46  168.40  173.00  171.75  171.75  171.75  171.75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7 397.96  166.85  173.00  170.21  170.21  170.21  170.2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6 400.87  166.79  173.00  170.21  170.21  170.21  170.2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5 406.36  166.68  173.00  170.20  170.20  170.20  170.20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4 564.66  167.96  170.76  170.29  170.29  170.29  170.29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3 564.66  167.96  170.76  170.29  170.29  170.29  170.29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2 581.06  168.36  170.61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1 581.66  168.36  172.71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9 584.66  168.36  172.68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8 587.66  168.35  172.65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7 590.66  168.35  172.63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6 593.66  168.35  172.60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5 596.66  168.35  172.57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4 599.66  168.34  172.54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3 602.66  168.34  172.51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2 605.66  168.34  172.49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1 608.66  168.33  172.46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0 611.66  168.33  172.43  170.32  170.32  170.32  170.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9 612.26  168.48  172.42  170.30  170.30  170.30  170.30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8.1 617.98  168.48  172.37  170.12  170.12  170.12  170.1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8 619.88  168.48  172.35  169.72  169.72  169.72  169.7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7 621.10  168.02  172.34  168.85  168.85  168.85  168.85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6.1 621.65  168.06  172.34  168.90  168.90  168.90  168.90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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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 
累距 渠底 渠頂 

設計流量 

水位 

方案 1 

水位 

方案 2 

水位 

方案 3 

水位 
是否溢堤 

(m) (m) (m) (m) (m) (m) (m)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16 624.15  168.25  172.31  169.01  169.01  169.01  169.0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5.2 624.93  168.25  172.30  169.01  169.01  169.01  169.0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5.1 625.71  168.25  172.30  169.01  169.01  169.01  169.0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5 626.47  168.25  172.29  169.01  169.01  169.01  169.01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4.2 633.60  165.06  172.22  165.45  165.45  167.86  165.45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4.1 634.79  164.53  172.21  164.90  164.90  167.88  164.90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4 635.37  164.00  172.20  164.35  164.35  166.18  164.35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3 635.97  163.50  166.80  166.22  166.22  166.22  166.2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2 641.97  163.50  166.80  166.22  166.22  166.22  166.2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1 643.47  164.00  166.80  166.16  166.16  166.16  166.16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0 649.47  164.00  166.30  165.49  165.49  165.49  165.49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9 973.47  163.42  165.72  164.40  164.40  164.40  164.40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8 1,069.47  163.24  165.54  164.17  164.17  164.17  164.17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7 1,466.59  162.53  164.83  163.32  163.32  163.32  163.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6 1,497.54  162.53  164.83  163.32  163.32  163.32  163.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5 1,498.98  162.53  164.73  163.32  163.32  163.32  163.32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4 1,499.59  162.28  164.63  163.37  163.37  163.37  163.37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3 1,500.82  161.59  164.53  162.65  162.65  162.65  162.65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2 1,501.64  161.07  164.43  162.03  162.03  162.03  163.50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1 1,504.99  159.20  164.00  160.43  160.43  160.43  160.69  無溢堤 無溢堤 無溢堤 

註：粗體表示水位抬升。 

 

 
圖 7-3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各方案水理數值模擬分析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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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本計畫擬根據相關法規，如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設置管理辦法、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台灣電力公

司審查民間業者發電機組與台電電力系統併聯計畫收費要點、第三型（裝置容

量不及 500 瓩）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併聯作業須知、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聯計畫書審查作業須知（500 瓩以上），以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者申請併聯相關界面協商應備文件及資料說明（500 瓩以上）等，評估各處

小（微）水力發電之電力系統採用獨立或併入台電供電系統之優劣，並規劃其

連接路線與營運模式。 

一、 電力系統連結評估與規劃 

國內電力系統流程如圖 8-1 所示。發電廠產生的電壓約為 11～23.8 kV，

利用變壓器變壓到 154～345 kV 的超高壓，輸送到用電多的都市或工業區附

近的一次變電所，一次變電所將電壓降至 69 kV，分配給二次變電所和工廠自

家變電所，經過二次變電所後將電壓降到 22.8 kV 或 11.4 kV，分配給工廠、

大廈、公寓地區用電，再經三次變電所（或配電變電所）將電壓降到 3.3 kV

或 6.6 kV，分配到都市街巷內的桿上變壓器，經過桿上變壓器將電壓降至 110

或 220 V，提供給每個家庭使用。 

輸變電設備依電壓等級通常可以區分為：超高壓輸電系統、超高壓變電

所、一、二次輸電系統以及一、二次變電所。「超高壓輸電系統」為大容量

電力長距離輸送之用，是輸電系統的基幹，此輸配的線路稱為「饋電線」，

通常採用高架或是地下方式配電；一、二次輸電系統則為地區性供電系統，

輸電的線路稱為「配電線」。 

配電設備係由高、低壓配電線、桿上變壓器及開關等組成，主要任務係

將電力送到各用戶中使用。電力公司將電力送到各用戶的總開關處，該點即

所謂「責任分界點」，「責任分界點」之前的線路歸電力公司負責，而「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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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分界點」之後所有一切設備維護則由用戶自行負責。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圖 8-1 國內電力系統流程圖 

 

國內配電的方式為交流配電，無直流的配電系統，如需使用直流電系統，

必需自行安裝交流轉換為直流的設備。交流配電方式以相別分類有：單相式、

二相式及三相式；以導線數分類則有單相二線式、單相三線式、二相三線式、

二相四線式與二相五線式、三相三線式、三相四線式等。國內目前高壓配線以

三相四線式為主，一般家庭多採用低壓配線的單相二線式（如電燈）以及單相

三線式（如冷氣機）二種，其他（如電焊機、馬達）等特殊電力則採用單相二

線 220 配電。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2009）」，併聯系統之分類如下： 

1. 發電設備總容量未滿 100 瓩，得併接於低壓單相三線 110 伏特/220 

伏特或三相三線 220 伏特或三相四線 220 伏特/380 伏特之低壓系統或

高壓以上系統。本計畫評估之小（微）水力發電機組，即適用本項之

規定，併聯示意如圖 8-2 所示。由水輪發電機組併聯至電網前，需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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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變壓器、保護開關、負載開關、隔離開關與電錶等設備再併入電

網，併入電網後再利用變壓器轉換至供應標的之設備需求電壓。 

2. 發電設備總容量在 100 瓩以上未滿 10,000 瓩者，得併接於 11,400 伏

特之高壓系統；發電設備總容量在 100 瓩以上未滿 20,000 瓩者，得

併接於 22,800 伏特之高壓系統；若發電設備總容量在 100 瓩以上未

滿 500 瓩者，得併接於三相四線 220 伏特/380 伏特之低壓系統。 

3. 發電設備總容量在 10,000 瓩以上未滿 20,000 瓩且無 22,800 伏特之高

壓系統者或發電設備總容量在 20,000 瓩以上者，得併接於特高壓系

統，其併聯之電壓依個案檢討決定。 

 

 
圖 8-2 小（微）水力發電機組併聯電網示意圖 

 

依據經濟部 2011 年 2 月 25 日修正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第 3 條規定「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裝置容量不及 500 瓩並利用

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第 4 條規定「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在 1 瓩

以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第四項為川流

式水力發電設備。2009 年 7 月 8 日公布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5 條規

定「設置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不及 500 瓩者，不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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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第九十七條、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三條規

定之限制」。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程序流程如圖 8-3 所示，併聯審查需填寫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申請表」，依公告期限

接受申請。並依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同意備案者，其應於同意備案有效

期限內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辦理簽約。前項同意備案有效期限，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為自同意備案之日起二個月，其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為自同意備案之

日起一年。」再依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第

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請人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於簽約之日起一年內，應

完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聯，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

記。」另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三型（裝置容量不及 500 瓩）再

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併聯作業須知」，「申請併聯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若

採靜止型轉換器併接於高壓線路，裝置容量與併聯饋線既設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合計總容量（含已准未併）在 250 瓩以下，且併聯點至變電所之線路長度

（主幹線加分歧線）不超過 20 公里者，原則可免作系統衝擊分析」。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圖 8-3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申設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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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 

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告之「再生能源加強電

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為配合政府推廣再生能源政策，凡屬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依本計費方式計收加強電力網所需

工程費。本計費方式係針對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

於屬加強輸電電網或新（增）設配電饋線範圍。石門水庫鄰近區域之配電系

統，可參考石門水庫開關場操作單線圖（如圖 8-4 所示）。 

加強電力網設備產權屬台電公司，加強電力網設備費用可區分為變壓

器、配電線路及輸電線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每瓩分攤單價，將依該

區域加強電力網檢討變壓器需求及線路長度，再累加各項設備費用計算。變

壓器每瓩分攤單價係按裝設變壓器之實際工程費除以一定比例之變壓器容量

（桿上式及亭置式 TR 為 100%、TR,DTR,MTR 為 80%、ATR 為 70%）；配

電線路每瓩每公里分攤單價，架空線及地下電纜分別以 5 MW 及 10 MW 線

路容量均分費用；輸電線路每瓩每公里分攤單價按架空線或地下電纜每公里

單價加計終端設備費用後除以線路容量之 70%均化計算。2015～2016 年各項

設備工程費用計算，每瓩之分擔費用（每 2 年檢討 1 次）如表 8-1 與表 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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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石門發電廠。 

圖 8-4 石門水庫開關場操作單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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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分攤原則及計費方式表 

加強電力網設備 104-105 年再生能源申設裝置容量每 kW 分攤單價 

變 

壓 

器 

桿上式及亭置式 

TR(100kVA) 
1033 元/kW 

TR(25MVA) 
735 元/kW 

DTR(60MVA) 

MTR(200MVA) 
420 元/kW 

ATR(500MVA) 

配 

電 

線 

路 

11kV 844 元/(kW*km)*架空線公里數(km)+2333 元/(kW*km)*地下電纜公里數(km) 

22kV 2333 元/(kW*km)*地下電纜公里數(km) 

輸 

電 

線 

路 

69kV 
341 元/(kW*km)*架空線公里數(km)+549 元/(kW*km)*地下電纜公里數(km)+

線路終端設備 225 元/kW 

161kV 
119 元/(kW*km)*架空線公里數(km)+327 元/(kW*km)*地下電纜公里數(km)+

線路終端設備 54 元/kW 

1. 本表各項計費方式（元以下小數四捨五入進整），以併網工程費實績加計 5%維護費訂之，並

每 2 年檢討修訂。 

2. 本表計費僅適用本公司未新建變電所，如需新建變電所按本公司實耗工程費計收。 

3. 本加強電力網之計費方案適用於加強輸電電網及新（增）設配電饋線，未含括部分，則依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第 8 條及電業法第 59 條之現行計費方式辦理。 

4. 有關「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屬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與本方案同時適用時，設置者得

擇優適用。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表 8-2 再生能源業者併網費用分攤適用範圍及計費方式補充說明表 

項目 適用範圍說明 

1. 第三型(500KW 以下)屬屋頂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者之併

網工程費用計費方式 

1. 符合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屬屋頂型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 

2. 適用申請配電層級 110V、380V、11kV 及 22kV 併網

者。 

3. 屬未新(增)設饋線或新(擴)建變電所之情況。 

2. 再生能源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

計費方式 

1. 屬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2. 適用於輸電電網或配電新（增）饋線。未涵括部分，則

依現行計費規定辦理。 

3. 適用申請配電層級 110V、380V、11kV、22kV 及輸電

層級 69kV、161kV 併網者。 

4. 屬未新建變電所之情況。 

3. 現行計費規定：(1)加強電網：

由台電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者分攤。(2)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及電力網連接之線路，由設

置者自行興建及維護，電業應

提供必要之協助；所需費用由

設置者負擔。 

1. 非屬項目 1 及項目 2 情況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者。 

2. 新建變電所按實耗工程費計收。 

資料來源：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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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 

依據 2001 年 10 月 31 日修正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民

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有 BOT、BTO、BOO、ROT、OT 等方式。除此之外，

營運模式尚有 BT、TOT、TBT、PPP 與政府自營模式等，概述如下： 

(一) BOT（Build 興建，Operation 營運，Transfer 移轉） 

政府提供土地，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營運，營運期滿，該建設所有

權移轉給政府。 

(二) BTO（Build 興建，Transfer 移轉，Operate 營運） 

指民營機構為設施融資並負責其建設，完工後即將設施所有權（實體

資產仍由民營機構占有）移交給政府方；隨後政府方再授予該民營機構經

營該設施的長期合同，使其通過向用戶收費，收回投資並獲得合理回報。

此模式適合於有收費權的新建設施，如水廠與污水處理廠等終端處理設

施，政府希望在運營期內保持對設施的所有權控制，特許協議中規定政府

對項目資產和土地使用權等擁有所有權。 

(三) BT（Build 興建，Transfer 移轉） 

根據專案發起人通過與投資者簽訂合同，由投資者負責專案的融資、

建設，並在規定時限內將竣工後的專案移交專案發起人，專案發起人根據

事先簽訂的回購協議分期向投資者支付專案總投資及確定的回報。 

(四) BOO（Build 興建，Operation 營運，Own 擁有） 

配合國家政策，民間機構自備土地及資金興建營運，並擁有所有權，

業者可享減免稅及優惠融資等好處，相對要提供回饋條件，例如雇用在地

員工等，回饋內容由業者與政府協調產生。 

(五) ROT（Reconstruction 重建，Operation 營運，Transfer 移轉） 

政府舊建築物，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予以

擴建、整建、重建後並營運，營運期滿，營運權歸還政府。 

(六) TOT（Transfer 移轉，Operation 營運，Transfer 移轉） 

為一種通過出售現有資產以獲得增量資金進行新建項目融資的一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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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融資方式，在這種模式下，首先私營企業用私人資本或資金購買某項資

產的全部或部分產權或經營權，然後，購買者對專案進行開發和建設，在

約定的時間內通過對專案經營收回全部投資並取得合理的回報，特許期結

束後，將所得到的產權或經營權無償移交給原所有人。 

(七) OT（Operation 營運，Transfer 移轉） 

政府投資興建完成，委由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滿，營運權歸還政

府。 

(八) TBT（TOT 與 BOT 之組合） 

TBT 即將 TOT 與 BOT 融資方式組合起來，以 BOT 為主的一種融資模

式。政府將一個已建項目和一個待建項目打包處理，獲得一個逐年增加的

協議收入（來自待建項目），最終收回待建專案的所有權益。 

(九)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營合作制） 

係指政府與私人組織之間，為了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或是為

了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務， 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彼此之間形成一種伙

伴式的合作關係，並通過簽署合同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合作

的順利完成，最終使合作各方達到比預期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 

(十) 政府興辦 

完全由政府投資興建與營運，建設所有權即為政府。 

四、 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 

本（105）年度計畫針對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

放水口等適合小（微）水力發電之範圍與地點，分別評估電力系統連結方式

與營運模式。因分層取水工潛能發電量較高（每年 5,817,600 度），且鄰近可

供電之設施較少，可考慮採用併聯方式，併聯至台電或石門發電廠電網，線

路長度約 100 公尺（如圖 8-5 所示），但將增加併聯費用且須提出相關申請；

且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係指裝置容量不及 500 瓩之再生能源自用發電

設備，而分層取水工評估方案為 4 組發電出力 10～200 瓩之機組，擬可能不

適用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規定。而石門大圳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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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潛能發電量較低（每年約為 44,400～382,272 度），故以自發自用為主

要考量，可直接供鄰近公共設施（如路燈）使用或以電力儲存設備儲存（需

設置變壓器與穩壓器），減少人員操作（全自動/半自動）與維運成本。 

 

 
底圖來源：Google map。 

圖 8-5 石門大圳鄰近電網分布示意圖 

 

獨立系統部分，優勢為所發電力可在地立即使用，不受電網分布之影

響；劣勢為鄰近需有足夠可消耗電量之裝置或設施，否則將無效益；而併聯

至鄰近電網之優勢為，供電對象不受限；相對地劣勢為需注意電壓問題是否

會受到影響，此部分可加裝變壓器因應。 

營運模式部分，初步建議未來可考慮由政府興辦，因本計畫評估範圍之

水權與所發電力屬政府機關所有，可與台灣電力公司配合辦理。政府興辦評

估流程如圖 8-6 所示，此評估流程係依據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2001 年之「研擬

既有電網

後池堰

石門大圳
設置地點

新設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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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整體作業手冊（2001）」。另外，可參考「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手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財務評估模式

規劃」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作業手冊」等 3 本手冊，此 3 本手冊分別

針對主要作業程序之各階段作業，提供更為詳盡之作業指引與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研擬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整體作業手冊」，中華民國運輸學會，2001 年。 

圖 8-6 政府興辦計畫與 BOT 評估流程圖 

 

我國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係從 1993 年 8 月開始，行政院在考量國

家整體財政負荷的情形下，通過「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期中檢討報告」，之後

逐漸形成政策，並獲得朝野高度共識的支持。1994 年立法院通過「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次年行政院核定「以 BOT 方式推動國內公共建設」方

案，列管南北高速鐵路等 22 項 BOT 示範計畫。1996 年國家發展會議共同決

議為達到民營化的目標，要求政府落實「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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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擴大其實施範圍，以健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法制基礎。其後行政院通

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與審核作業注意事項」，建立公開、透明與責任

化的招商制度，2000 年 2 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

公布實施。 

傳統政府採購與 BOT 差異如表 8-3 所示。BOT 係指由主管機關負責營運

之公共建設，將其規劃、興建、營運及修護等權利，特許給民間機構成立的

專案（特許）公司投資辦理，允許該民間機構在一段固定期間內自行籌資興

建、營運該設施，並允許在該期限內收回其對該專案的投資、營運與維修費

用及一些合理的服務費、租金等其他費用，以使該專案公司能有一定流量的

收入來償還該工程所有的債務，並取得預定的資金回報收益。在約定的特許

期間屆滿後，專案公司再以無償或極低的代價將該設施的所有權移轉給主管

機關繼續營運。 

 

表 8-3 傳統政府採購方式與 BOT 差異列表 

項目區分 傳統政府採購 BOT 

招標規格說明 規格要求明確 概括描述，促使民間發揮專業與創意 

資金來源 政府預算 權益資金及融資機構專案融資 

參與競爭者 不必限制 透過資格初審，甄選有限制競爭者 

合約 由政府訂定 
草約由政府擬訂，惟部分條款可透過

政府與競標者協商 

爭議處理 依照政府規定辦理 依雙方議定方式辦理 

採議價之可能 
原則採競標方式，如僅單一廠

商，可採議價 

原則採競標方式，如國際雙邊優惠貸

款或民間公司特定技術時，可採議價 

發起方式 政府主動辦理 除政府主動外，民間亦可規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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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 

本計畫整合 2 年度計畫工作範圍，包含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道、

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小（微）水力發電機

組評估方案，並提出最佳方案與建議（含配置、供電系統與營運模式），如圖

9-1 所示。 

 

 
圖 9-1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流程圖 

 

本計畫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道、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

山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小（微）水力發電機組評估方案結果如表 9-1 所

示。2 年度計畫評估範圍之方案中，以分層取水工方案 1－石門大圳連通管設

置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為建議優先設置方案。次優先方案為寶山第二水庫引水

路方案 3－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末端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桃園大圳

取水口方案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以及石門大圳方案 1－A1 段第一

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前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議轄管機

關可優先帶領建置小（微）水力發電示範站，除符合台灣能源政策目標，可提

高再生能源發電比率外，亦藉以提高相關業者購置、生產或研發之誘因，希冀

未來可帶動國內小（微）水力發電相關產業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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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一覽表 

序 方案 設置地點 
機組 

型式 

適用 

流量 

(m
3
/s) 

發電 

出力 

(kW) 

發電量/ 

發電潛能 

(度/年) 

電力 

連結 

優先 

順序 
風險評估 

一 

桃園大圳 

取水口 

（第 1 年度計畫） 

桃園大圳取水口 
開放型 

橫流式 
2.9～4.6 44 324,192 

儲能/ 

就近使用 
3 需停水施工 

二 
後池堰右岸 

（第 1 年度計畫） 
後池堰右岸 軸流式 0.5～0.93 10～40 350,400  不建議 

開挖時須留意既有地下管

線，且將影響交通 

三 
石門大圳 

（P.6-4～6-

8） 

方案 1 

A1 段第一號隧道口

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

前 

開放型 

橫流式 
2.9～4.6 44 382,272 

儲能/ 

就近使用 
4 有溢堤風險，需加高胸牆 

方案 2 分支渠取水發電 
開放型 

橫流式 
0.066～0.11 0.4 3,494  不建議 

開挖時須留意既有地下管

線 

四 

分層 

取水工 

（P.6-8～6-

12） 

方案 1 
石 門 大 圳 連 通 管

（A1 段旁） 
貫流式 1.0～3.5 

200  
5,817,600 

(1,454,4004) 

電網併聯 1 
符合台灣能源政策目標，

提高再生能源發電比率 

方案 2 石門大圳連通管末端 貫流式 1.0～3.5  不建議 

需打除消能井上部結構，

擬導致無法有效消除水錘

之影響 

五 

寶山第二

水庫引水

路明渠段 

（P.6-13～

6-16） 

方案 1 沉砂池排砂道 
開放型 

橫流式 
0.066～0.11 2.4 

16,243 

(2,7076) 
 不建議 

因設置空間之限制，施工

困難度高 

方案 2 巴歇爾量水槽 
開放型 

橫流式 
0.8～1.25 7.4 44,400  不建議 影響巴歇爾量水槽功能 

方案 3 寶二水庫擋水閘門 
開放型 

橫流式 
0.8～1.25 7.4 44,400 

儲能/ 

就近使用 
2 需停水施工 

六 

寶山第二水庫 

水源聯通管路 

（P.6-16～6-17） 

生態基流量放流口 － － － －  不建議 
局部需拆除重建且水輪發

電機組設置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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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1 優先方案：分層取水工方案 1－石門大圳連通管 

分層取水工位於石門水庫大壩左岸，分上層、中層及下層取水口隧道聯

通水庫，本計畫評估地點聚焦於分層取水銜接石門大圳之管線（石門大圳連

通管）。分層取水工每層取水口直徑 2.4 公尺，最大取水量 16.2 秒立方公

尺。 當石門水庫水位標高 234 公尺以上時，得開啟中層取水口隧道蝶閥取水

（底檻高程為 228 公尺），最大取水量 16.2 秒立方公尺。 

考量石門大圳連通管路潛能發電量大，且可創造相關附加價值（如降低

燃料汙染與碳排放成本等），故擬可改以利用此管路供應石門大圳。由 2012

～2015 年石門水庫水位資料得知，水位標高 234 公尺之平均天數為 303 天。

初步規劃於石門大圳連通管路平緩段設置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此類型之水

輪發電機最大裝置容量適用水頭 2～15 公尺，適用流量 1.0～3.5 秒立方公

尺，發電出力 10～200 瓩。如啟用石門大圳連通管取水，則需開挖管線，將

原有單支連通管改為 4 支連通管（配置分岔管，如圖 9-2 所示），且為確保滿

管流量，最大取水量需調整為 14 秒立方公尺，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5,817,600

度。當水庫水位無達到標高 234 公尺或機組維護檢修時，即恢復以既有石門

大圳進水口取水。 

 
底圖來源：Google map。 

圖 9-2 石門大圳連通管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方案 1）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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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劃之供電方式，可採用併聯方式，併入石門發電廠電網或台灣電

力公司電網（需設置變壓器與穩壓器）。而營運模式部分，因評估範圍之水

權與所發電力屬政府機關所有，初步規劃可由政府興辦，並與台灣電力公司

聯合辦理與管理，以減少人員操作（全自動/半自動）與維運成本。 

二、 第 2 優先方案：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方案 3－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末端 

寶山第二水庫主要水源為引取頭前溪支流上坪溪多餘水量，利用上坪堰

進水口取水，經沉砂池沉砂後由新建引水路引入水庫調蓄利用。引水路總長

約 7,030 公尺，明渠段包含沉砂池、巴歇爾量水槽與寶二水庫擋水閘門等。 

初步規劃於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末端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

置示意如圖 9-3 所示。擋水閘門末端高度 3 公尺，寬 3.3 公尺，應無溢堤風

險。擬適合機組類型之適用水頭 1.2～2.0 公尺，適用流量 0.8～1.25 秒立方公

尺，發電出力 7.4 瓩。由 2012～2015 年寶山第二水庫進水量資料可知，每年

進水量 0.8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均天數為 250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44,400

度。 

 

 
圖 9-3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初步規劃之供電方式以自發自用為主要考量，可直接供鄰近公共設施

（如縣道 122 號之路燈）使用或以電力儲存設備儲存（需設置變壓器與穩壓

器）。而營運模式部分，因評估範圍之水權與所發電力屬政府機關所有，初

步規劃可由政府興辦，並與台灣電力公司聯合辦理與管理，以減少人員操作

距離(m)

高
程

(m
)

水輪機進水口

（高1.2m，寬1m）

溢流口

（高2.7m，寬0.8m）

溢流口

（高2.7m，寬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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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半自動）與維運成本。 

三、 第 3 優先方案：桃園大圳取水口 

桃園大圳取水口設於後池堰左岸，結構物長 25 公尺、寬 8 公尺、高 5 公

尺。設固定輪緊急閘門 1 座，寬 4.84 公尺，高 3.7 公尺；弧形閘門 2 座，每

座寬 4 公尺，高 3 公尺，進水口閘門底標高 129.5 公尺，設計取水量 16.8 秒

立方公尺。 

初步規劃於桃園大圳取水口前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設置示意

圖如圖 9-4 所示，於桃園大圳隧道口前 2.5 公尺處設置擋板與水輪發電機組，

發電機則設置於擋板側之上緣。擋板主要作用為束縮流路，使主流先集中由

水輪機處通過，多餘水量再藉由兩側擋板之溢流孔通過，因此不會影響渠道

入流量，且由於進水口處兩側構造物高達 20 公尺，故不會有溢堤之風險。 

 

 
圖 9-4 桃園大圳取水口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考量取水口常年供水且流量充足，故可選擇此類型最大裝置容量之機

型：適用水頭為 2～2.9 公尺，適用流量為 2.9～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由 2012～2014 年桃園大圳放流量資料可知，每年流量 2.9 秒立方公尺以

上之放流天數分別為 300 天、297 天與 324 天（2015 年 1 月 1 日～10 月 20 日

為 229 天），平均每年 307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324,192 度。 

由於桃園大圳取水口鄰近石門發電廠且有電網布置，故初步規劃之供電

擋板

水輪機進水口 暗渠

閘
門

閘
門

擋板

水輪機進水口

溢
流
孔

溢
流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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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可考慮併入桃園大圳取水口處之石門發電廠電網（需設置變壓器與

穩壓器）。而營運模式部分，因鄰近即有石門發電廠之電網，初步建議未來

可考慮由政府興辦，意即將小（微）水力發電機組之電力，併聯至石門發電

廠電網予以使用進行聯合管理（電力即歸石門發電廠所有），以減少人員操

作（全自動/半自動）與維運成本。 

四、 第 4 優先方案：石門大圳方案 1－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

橋前 

石門大圳進水口設在大壩上游左岸，下接直徑 2.5 公尺，長度約 300 公尺

之壓力隧道。進水口高程標高 195 公尺，中心線標高 193.55 公尺，最大取水

量 18.4 秒立方公尺。壓力隧道後即接石門大圳 A1 段，故此段具有最大流量

條件，依據 2012～2015 年放流量資料顯示，平均放流量為 9.86 秒立方公尺。 

初步規劃於石門大圳 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前設置開放

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設置示意如圖 9-5～圖 9-7 所示。於渠道中設置擋板與

水輪發電機組，發電機位於擋板側之上緣。由於石門大圳 A1 段與櫻花步道段

渠道高度僅 3 公尺，故將有溢堤風險，需需加高兩側胸牆 0.45 公尺以上。考

量石門大圳常年供水且流量充足，故可選擇此類型最大裝置容量之機型：適

用水頭 2～2.9 公尺，適用流量 2.9～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由

2012～2015 年石門大圳放流量資料可知，每年放流量 2.9 秒立方公尺以上平

均天數為 362 天，則每年發電量約為 382,272 度。 

 

 
圖 9-5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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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 石門大圳 A1 段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圖 9-7 石門大圳櫻花步道段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示意圖 

 

初步規劃之供電方式以自發自用為主要考量，可直接供鄰近公共設施

（如路燈）使用或以電力儲存設備儲存（需設置變壓器與穩壓器）。而營運

模式部分，因評估範圍之水權與所發電力屬政府機關所有，初步規劃可由政

府興辦，並與台灣電力公司聯合辦理與管理，以減少人員操作（全自動/半自

動）與維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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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 

一、 經濟效益分析方法 

經濟效益評估工作係應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將建設計畫引發之成本與

效益項目予以貨幣化，並進行比較分析。本計畫擬分別以「淨現值」、「益

本比」與「內部報酬率」等評估指標以，並以「攤提」方式計算「年均化成

本」，分析探討小（微）水力發電之發電經濟效益評估與分析，分述如下： 

(一) 淨現值 

淨現值係用以表達計畫方案之整體淨效益。其計算方法係將各期淨效

益（即總成本－總效益）之現值加總，如式（10-1）所示：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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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t

R C
NPV

i

 
  

 
  （10-1） 

式中，NPV 為淨現值，Rt 為第 t 年產出效益（元），Ct 為第 t 年投入成本

（元），n 為機組使用年限，i 為折現率。 

(二) 益本比 

若經濟益本比大於 1，則表示整體效益大於整體成本，值得投資，計算

公式如式（10-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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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式中，B 為產出效益總額（元），C 為投入成本總額（元）。 

(三) 內部報酬率 

內部報酬率係用於表達計畫方案之效率，其計算方法係使總體淨效益

等於零之折現率，即為內部報酬率。內部報酬率愈大，愈值得投資，計算

公式如式（1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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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式中，r 為內部報酬率（無因次，以百分比表示）。 

二、 評估準則 

本計畫財務分析主要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 2008 年發布之「公共建設計畫

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效益評估計算公式；評估準則，係依據

行政院主計處頒訂之「國營事業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編製評估要點

（2013）」，與本計畫評估之相關條文如下： 

1. 第一條：投資計畫之效益分析，應以現值報酬率法及淨現值法為主，

收回年限法為輔。 

2. 第二條：投資總額應按各投入項目分析，並視需要列明必需之營運資

金，但於計算資金成本率時，應不包括建廠期間利息費用。 

3. 第三條：投資計畫應以資金成本為基礎，並決定一可接受之合理報酬

率，作為取捨之標準。其現值報酬率大於資金成本率且淨現值為正者

方可投資，惟計畫屬配合政府政策及環保需求者不在此限。 

4. 第六條：可接受之合理報酬率，得以事業單位本身可能達到之報酬

率，或同業之平均報酬率為準，但不得低於資金成本率。合理報酬率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5. 第七條：內部報酬率（又稱現值報酬率）者，謂基於貨幣時間價值觀

念，就投資計畫之現金流量化成現值後求得之報酬率。 

6. 第八條：稱淨現值者，謂基於貨幣時間價值觀念，以資金成本率為折

現率，求出投資計畫之現金流量淨現值。 

7. 第九條：基年投資實值，係指分年投資化為基年之現值或終值。計畫

完成期限較短者，以開始投資之年度為基年，現金流量均化為現值計

算。完成期限較長者，以開始生產之年度為基年，現金流量在基年以

前者，化為終值，在基年以後者，化為現值計算。預計一年內可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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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投資計畫，以投資年度之投資總額為基年投資實值。 

8. 第十四條：稱收回年限者，謂就計畫之投資總額，計算其全部收回所

需之年數。其計算方法，係以各年現金流入現值，逐次累積至接近基

年投資實值總額為止。其累積完畢之年次，即為投資收回之年數。比

較各別計畫之收回年限時，應考慮各別之預計使用壽年。 

三、 發電經濟效益及財務分析項目 

本計畫整合 2 年度計畫評估之最佳方案，分別針對發電替代效益（由於

小（微）水力發電量小，以自發自用為原則，不以售電方式考量，而以節省

發電成本之角度探討，故為替代效益）與售電經濟效益進行探討如表 10-1 所

示，分述如后。 

(一) 桃園大圳取水口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適用水頭 2～

2.9 公尺，適用流量 2.9～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潛能發電

量約 324,192 度/年。 

2. 建置成本：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4,400,000 元

（100,000 元/瓩），擋板、固定支架與變電設施以 600,000 元概估，總

計約 5,00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250,0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

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價

為 2.9331 元/度，則桃園大圳取水口之發電替代效益為 950,888 元/

年，淨現值 3,801,792 元，益本比 1.49，內部報酬率 12.75 %，年均化

成本 1.20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 

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則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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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圳取水口之售電經濟效益為 942,685 元/年，淨現值 3,701,709 元，益

本比 1.47，內部報酬率 12.55 %，年均化成本 1.20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 

(二) 後池堰右岸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適用水頭 3～6 公尺，

適用流量 0.5～0.93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10～40 瓩，潛能發電量約

350,400 度/年。 

2. 建置成本：軸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4,000,000 元（100,000 元/

瓩），固定支架、變電設施、道路工程與管路工程以 6,000,000 元概

估，總計約 10,00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500,0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

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價

為 2.9331 元/度，則後池堰右岸之發電替代效益為 1,027,758 元/年，淨

現值-3,061,364 元，益本比 0.8，內部報酬率 0.52 %，年均化成本 2.23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 

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則後池

堰右岸之售電經濟效益為 1,018,893 元/年，淨現值-3,169,538 元，益本

比 0.8，內部報酬率 0.36 %，年均化成本 2.23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 

(三) 石門大圳 

1. 方案 1：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前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2～

2.9 公尺，適用流量 2.9～4.6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44 瓩，潛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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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量約 382,272 度/年。 

(2) 建置成本：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4,400,000 元

（100,000 元/瓩），擋板、固定支架、變電設施與胸牆工程及其他

工程費用以 1,600,000 元，總計 6,00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300,0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

價為 2.9331 元/度，則石門大圳方案 1（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

花步道渡槽橋前）之發電替代效益為 1,121,242 元 /年，淨現值

4,320,265 元，益本比 1.46，內部報酬率 12.36 %，年均化成本 1.22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 

(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

則石門大圳方案 1（A1 段第一號隧道口前或櫻花步道渡槽橋前）之

售電經濟效益為 1,111,571 元/年，淨現值 4,202,252 元，益本比 1.45，

內部報酬率 12.16 %，年均化成本 1.22 元/度，回收年限 9 年。 

2. 方案 2：分支渠取水發電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0.88

公尺，適用流量 0.066～0.11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潛能發

電量約 3,494 度/年。 

(2) 建置成本：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40,000 元

（100,000 元 /瓩），擋板、固定支架、變電設施與其他工程以

150,000 元，總計 19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9,5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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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

價為 2.9331 元/度，則石門大圳方案 2（分支渠取水發電）之發電替

代效益為 10,249 元/年，淨現值-171,378 元，益本比 0.42，內部報

酬率-17.32 %，年均化成本 4.24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

經濟效益。 

(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

則石門大圳方案 2（分支渠取水發電）之售電經濟效益為 10,161 元/

年，淨現值-172,457 元，益本比 0.42，內部報酬率-17.98 %，年均

化成本 4.24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 

(四) 分層取水工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適用水頭 2～15 公

尺，適用流量 1.0～3.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10～200 瓩，潛能發電

量約 5,817,600 度/年。 

2. 建置成本：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80,000,000 元（100,000 元

/瓩），擋板、固定支架、變電設施、分岔管、鋼管與其他工程以

50,000,000 元概估，總計 130,00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6,500,0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

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價

為 2.9331 元/度，則分層取水工之發電替代效益為 17,063,603 元/年，

淨現值 5,383,990 元，益本比 1.03，內部報酬率 5.15 %，年均化成本

1.74 元/度，回收年限 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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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則分層

取水工之售電經濟效益為 16,916,417 元/年，淨現值 3,588,003  元，益

本比 1.02，內部報酬率 4.98 %，年均化成本 1.74 元/度，回收年限 19

年。 

(五)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1. 方案 1：沉砂池排砂道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0.88

～1.43 公尺，適用流量量 0.066～0.11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0.4 瓩

（6 部機組 = 2.4 瓩），潛能發電量約 16,243 度/年（6 部機組）。 

(2) 建置成本：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240,000 元

（100,000 元/瓩），擋板、固定支架與變電設施以 600,000 元概估，

總計約 84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42,0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

價為 2.9331 元/度，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方案 1（沉砂池排

砂道）之發電替代效益為 47,643 元/年，淨現值-729,243 元，益本

比 0.44，內部報酬率-14.41 %，年均化成本 4.03 元/度，回收年限超

過 20 年，不具經濟效益。 

(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

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方案 1（沉砂池排砂道）之售電經濟

效益為 47,232 元/年，淨現值-734,258 元，益本比 0.44，內部報酬

率-14.83 %，年均化成本 4.03 元/度，回收年限超過 20 年，不具經



 

10-8 

濟效益。 

2. 方案 2：巴歇爾量水槽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1.2

～2.0 公尺，適用流量 0.8～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潛

能發電量約 44,400 度/年。 

(2) 建置成本：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740,000 元

（100,000 元/瓩），擋板、固定支架與變電設施以 200,000 元概估，

總計約 94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47,0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

價為 2.9331 元/度，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方案 2（巴歇爾量

水槽）之發電替代效益為 130,230 元/年，淨現值 122,475 元，益本

比 1.08，內部報酬率 6.19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限 16

年。 

(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

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方案 2（巴歇爾量水槽）之售電經濟

效益為 129,106 元/年，淨現值 108,768 元，益本比 1.07，內部報酬

率 6.02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限 17 年。 

3. 方案 3：寶二水庫擋水閘門 

(1) 適用機型與潛能發電量：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適用水頭 1.2

～2.0 公尺，適用流量 0.8～1.25 秒立方公尺，發電出力 7.4 瓩，潛

能發電量約 44,400 度/年。 

(2) 建置成本：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建置成本約 7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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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元/瓩），擋板、固定支架與變電設施以 200,000 元概估，

總計約 940,000 元。 

(3) 維運費用：每年維護費用約 47,000 元（建置成本5 %）。 

(4) 使用年限：依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計算公式，躉購年限為 20 年。 

(5) 折現率：5.25 %（依據「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98 年度第 5

次會議報告案及討論議案」公布之數值。 

(6) 發電替代效益：依據台灣電力公司決算之數據顯示，2015 年平均電

價為 2.9331 元/度，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方案 3（寶二水庫

擋水閘門）之發電替代效益為 130,230 元/年，淨現值 122,475 元，

益本比 1.08，內部報酬率 6.19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

限 16 年。 

(7) 售電經濟效益：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

式」之資料顯示，川流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調升為 2.9078 元/度，

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方案 3（寶二水庫擋水閘門）之售電

經濟效益為 129,106 元/年，淨現值 108,768 元，益本比 1.07，內部

報酬率 6.02 %，年均化成本 1.65 元/度，回收年限 17 年。 

(六) 寶山第二水庫水源聯通管路 

閘閥室放流口（水源聯通管路前端）施工可行性低，需局部拆除重建

且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空間不足，不建議設置。且台灣省水利局於 1993 年即

已針對「新竹縣寶山第二水庫可行性規劃-水力發電之研究」完成評估，評

估後之經濟性及財務性均欠佳，故無納入寶山第二水庫工程計畫同步開

發。 

(七) 小結 

本（105）年度綜合 2 年度計畫之評估方案，雖由上述之經濟效益評估

結果顯示，桃園大圳取水口與石門大圳方案之回收年限最短，其次為寶二

水庫擋水閘門方案與分層取水工方案。然回收年限僅為經濟效益評估中之

參考結果，需各方案之其他影響因素相似，才可作為方案間之比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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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回收年限外，國家政策施行與施工條件亦為考量重點。 

目前台灣能源政策，目標為 2025 年將再生能源發電比率提高至 20 %，

故具有高發電潛能且低年均化發電成本（台電 2015 年決算平均發購電成本

為 2.10 元/度）之方案應列為優先考量。因此，建議分層取水工方案列為最

優先考量，第 2 優先方案為寶二水庫擋水閘門方案（因施工便利），第 3

優先方案為桃園大圳取水口方案，第 4 優先方案為石門大圳方案（因需加

高胸牆工程）。 

四、 節能減碳效益 

如以燃煤電廠每度能源排放 0.839 公斤的二氧化碳計算，則各方案每年

約分別可減少 3～4,881 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五、 系統規模 

小（微）水力發電規模較小，適於分散建造使用，只要水頭、流量、機

型符合與足夠的設置空間即可設置進行發電，具備投資金額少、興建期短與

技術簡單之優點。惟不同的發電量與使用標的，則需設置規劃不同的系統規

模（單機或多機），以達到最佳的發電成效。 

六、 其他效益 

微水力發電再生能源為目前國際公認綠色能源之一，可減少石化能源之

使用，降低石化能源對地球之傷害，減緩溫室效應。除此之外，透過小

（微）水力再生能源的利用參與，有助於企業營造社會責任之品牌形象。因

此，除可獲得再生能源的實際經濟效益外，尚有品牌形象提升之無形效益及

商機，此效益雖難以量化卻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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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發電經濟效益與財務分析評估總表 

方案 

項目 

桃園大圳 

取水口 

後池堰 

右岸 
石門大圳 分層取水工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方案 － － A1 段/櫻花步道段 分支渠 
石圳連通管/ 

消能井 
沉砂池排砂道 巴歇爾量水槽 

寶二水庫 

擋水閘門 

最大單機 

發電出力 

(kW) 

44 40 44 0.4 200 0.4 7.4 7.4 

機組數量 1 1 1 1 4 6 1 1 

可用放流天數 307 365 362 364 303 282 250 250 

潛能發電量

(度/年) 
324,192 350,400 382,272 3,494 5,817,600 16,243 44,400 44,400 

機型 開放型橫流式 軸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開放型橫流式 

建置成本 1
 

(元) 
5,000,000 10,000,000 6,000,000 190,000 130,000,000 840,000 940,000 940,000 

維運費用 2
 

(元/年) 
250,000 500,000 300,000 9,500 6,500,000 42,000 47,000 47,000 

躉購年限 

(年)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折現率 

(%) 
5.25 5.25 5.25 5.25 5.25 5.25 5.25 5.25 

3 

發

電

替

代

效

益 

年效益 

(元) 
950,888 1,027,758 1,121,242 10,249 17,063,603 47,643 130,230 130,230 

淨現值 

(元) 
3,801,792 -3,061,364 4,320,265 -171,378 5,383,990 -729,243 122,475 122,475 

益本比 1.49 0.80 1.46 0.42 1.03 0.44 1.08 1.08 

內部 

報酬率 

(%) 

12.75 0.52 12.36 -17.32 5.15 -14.41 6.19 6.19 

年均化 

成本 

(元/度) 

1.20 2.23 1.22 4.24 1.74 4.03 1.65 1.65 

回收年限

(年) 
9 >20 9 >20 19 >20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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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項目 

桃園大圳 

取水口 

後池堰 

右岸 
石門大圳 分層取水工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方案 － － A1 段/櫻花步道段 分支渠 
石圳連通管/ 

消能井 
沉砂池排砂道 巴歇爾量水槽 

寶二水庫 

擋水閘門 

4 

售

電

經

濟

效

益 

年效益 

(元) 
942,685 1,018,893 1,111,571 10,161 16,916,417 47,232 129,106 129,106 

淨現值 

(元) 
3,701,709 -3,169,538 4,202,252 -172,457 3,588,003 -734,258 108,768 108,768 

益本比 1.47 0.80 1.45 0.42 1.02 0.44 1.07 1.07 

內部 

報酬率 

(%) 

12.55 0.36 12.16 -17.98 4.98 -14.83 6.02 6.02 

年均化 

成本 

(元/度) 

1.20 2.23 1.22 4.24 1.74 4.03 1.65 1.65 

回收年限

(年) 
9 >20 9 >20 19 >20 17 17 

節

能

減

碳

效

益 

減少二氧

化碳(公噸) 
272 294 321 3 4,881 14 37 37 

優先順序 3 不建議 4 不建議 1 不建議 不建議 2 

說明 施工較不便 不具經濟效益 需加高胸牆工程 不具經濟效益 

符合台灣能源政

策目標，提高再

生能源發電比率 

不具經濟效益 
影響巴歇爾量水槽

功能 
施工便利 

註 1：建置成本為概估值，實際費用以工程規劃為主。 

註 2：維運費用以建置成本5 %估算。 

註 3：發電替代效益係依據台灣電力公司 2015 年決算平均電價 2.9331 元/度計算。 

註 4：售電經濟效益係依據 2016 年「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川流式水力發電躉購費率 2.9078 元/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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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 

一、 緣起 

為提升國內小（微）水力發電技術，本計畫辦理一場「小（微）水力發

電技術研討會」，探討小（微）水力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希冀藉由水利相

關產業與專家學者之技術經驗，提供寶貴之意見與回饋。並彙整各方提供之

心得與意見，以供國內相關機關單位參考，做為未來推動小（微）水力發電

之參考依據。期國內水利相關之產官學界均能陸續投入相關資源與研究，共

同提昇國內微水力發電技術之發展。 

二、 辦理時間 

2016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三、 研討會地點 

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學思樓 2 樓，可容納 204 人）辦理，如照片

11-1 所示。 

 

 
照片 11-1 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照片 

 

四、 邀請對象 

經濟部水利署及各附屬機關、各農田水利會、經濟部能源局、台灣電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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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井寶產機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阜宣科技有限公司、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富盛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河見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泉溢電機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自

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理處、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區營業處、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區營業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源開發處、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明潭發電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甲溪發電廠、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桂山發電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大觀發電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蘭陽發電廠、台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台灣自來

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區管理

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區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

管理處、社團法人臺灣水利產業發展促進協會、社團法人中華農業暨水利事業

發展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水資源管理學會。 

五、 邀請專家學者 

本（105）年度研討會初步規劃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講師與擬探討議題如

下： 

(一) 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林元鵬組長 

簡介：辦理水資源經營管理調度及規劃工作，尤其在水資源及水庫經

營管理的幕僚及實務推動均有豐富經驗。 

(二) 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 曹本介課長 

簡介：參與西寶水力發電、萬里水力發電、日月潭水力排砂、大甲溪

發電廠后里機組更新、嘉南大圳微型水力示範機組計畫與鯉魚

潭水庫景山水力發電等計畫。 

(三) 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處 葉泰和課長 



 

11-3 

簡介：專長為火力電廠構建、再生能源如風力及水力、電力系統。 

(四)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顏呈仰經理 

簡介：專長為坡地工程、水庫工程，參與烏山頭、西口、八田、名間

與牡丹水庫水力發電等工程。 

(五)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盧順從董事長 

簡介：致力於研發風力趨動抽水機，並結合利用位能差產生水力發

電，可以用於抽水與海水淡化使用，解決水資源問題。 

六、 研討會議程 

本（105）年度研討會議程如表 11-1 所示，辦理情形如照片 11-2 與照片

11-3 所示，出席人數共 95 人，包含學術單位 12 人（佔 13 %）、業界 16 人

（佔 17 %）與公職人員 67 人（佔 70 %）。 

表 11-1 「小（微）水力發電技術研討會」議程表 

時   間 議   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主席致詞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黃局長宏莆 

09:40～10:40 
場次一：台電公司水力發電現況與未來展望 

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 曹本介 課長 

10:40～11:00 茶點時間  

11:00～12:00 
場次二：綠能運用與未來展望 

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處 葉泰和 課長 

12:00～13:00 午餐 

13:00～13:40 
場次三：水庫資源利用－水力發電與湖面漂浮式太陽能發電 

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林元鵬 組長 

13:40～14:20 
場次四：國內小水力發電推動案例說明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顏呈仰 經理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5:10 
場次五：節能發電系統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盧順從 董事長 

15:10～16:00 
綜合討論 

（專家學者列席與與會來賓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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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2 研討會辦理現況照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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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3 研討會辦理現況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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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宣導品 

本（105）年度宣導品為台灣桂竹提杯（如照片 11-4 所示），以臺灣桂竹

手工打造，杯身搭配竹節，優雅而簡約，更增添寫意水文風情。提杯材質為

桂竹，竹杯內層為環保天然漆，來源為漆樹植物棲樹的樹脂，尺寸為 10 公分

6 公分10 公分（長寬高）。 

 

   
照片 11-4 宣導品照片 

 

八、 問題與回覆 

問題 1： 台電對台灣各地之發電開發潛能研究計畫，是否僅為台電本身自

行開發，或者公布其開發計畫委外執行？又或者有其他發展方

向。 

回覆： 開發潛能研究計畫及結果皆會公布，相關計畫之產權及轄管單位

皆不相同，將篩選相較有利於台電推動投資效益可達要求之計畫

執行，而其他相關計畫資料亦可分享於相關單位，以供自行試作

或尋找相關單位合作。 

問題 2： 未來台電電網系統方面，該如何配合針對微水力發電設置地點未

在電網布置區內，其發電如何連結電網，其後續連結配置作業費

用該由業主又或台電承擔？ 

回覆： 目前微水力發電大部分皆連結於配電系統中，屬於較低電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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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就近使用；而位處電網外之發電地點則須與業主討論該如何分

攤費用，其方式有再生能源要點可供參考。 

問題 3： 如果廢核政策為既定政策，核一核二將為最先除役系統，勢必造

成北部之電力缺口，而微水力之發電特性為就近發電就近使用，

台電對於北部之微水力發電是否有特別強調之問題？假設未來北

部有電力缺口，台電未來之規劃是否對於南北地區之躉售費率有

所差異，使北部地區增加投資誘因？ 

回覆： 針對廢核造成之負載減低，微水力發電對於此缺口來說相對太

小，此缺口目前是由天然氣為主來補足；躉售費率之問題，目前

費率為能源局所規範，台電無法規定，但台電亦積極向能源局爭

取提高，而能源局也會依據市場狀況有所調整。 

問題 4： 自來水公司預計辦理南化水庫之微水力計畫，欲瞭解台電與北水

局之合作代管操作模式為何？依照目前再生能源法規定，自來水

公司執行微水力計畫需另成立一籌備處，如子公司，而台電及北

水局是否有一樣的問題，該如何解決？ 

回覆： 石門及義興發電廠之模式為水利署出資、投資、興建，再由台電

代管營運；而鯉魚潭水庫之營運模式，因其為既有電廠為台電投

資興建微水力電廠再而營運，後復請中水局代管。再生能源法部

分，台電並無此相關問題。需成立子公司應為自來水公司營業項

目，並無發電項目而需另闢籌畫。 

問題 5： 再生能源之投資優先順序為? 

回覆： 太陽能光電如大量設置，以目前躉購費率，雖然無法兩全，但是

可以解決尖峰用電問題，亦可增加備載容量；風力發電部分，陸

域部分發電風機須由當地居民配合，離岸風機雖起步虧損，但須

多嘗試備置，增加其使用經驗，亦可增加其使用效率及投資報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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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 漂浮式太陽能光電配置於水庫，其水庫功能與其配合之下應當如

何建立設施安全評估機制？ 

回覆： 設置漂浮式太陽能之重點因素，將其量化有其難度；但將來可針

對其作檢討和評估及考量相對量化方式。 

問題 7： 台電於寶二水庫區域之附近電網並無完全覆蓋，雖目前處於可行

性研究階段，將來配合台電電網而建立之併網問題，希望發展單

位可與台電接洽並討論雙方配合方式，避免建立之模式與台電方

無法配合。其二，將來如果其他地區之發電區域無台電電網，其

建立併聯電網之費用應當如何分配？ 

回覆： 目前之研究為初步想法，還要與台電及能源局溝通與考量電網狀

況，後須將可繼續討論；費用之分配目前尚未有明確規定，考慮

其未來整體發展，將會降地成本而提升利潤，短期營造有利環

境，政府應全面協助，中期回歸本業運作，長期政府退場由業主

自負盈虧。 

問題 8： 台電目前於再生能源方面已有許多規劃與評估，但於其不穩定性

下，應搭配儲能設施穩定其發電效率，而儲能設施可行性的選擇

與方向是否有所評估；其二，目前政府提倡的氫能發電，其可行

性？ 

回覆： 關於系統不穩定性之評估，目前配合科技部於七美設置智慧變流

器設施，以管控其電力系統，目前正在建設中，未來如增加設施

將可滿足其穩定性；儲能系統目前單價甚高，於大系統中並無裝

置，僅以抽蓄系統運作，而未來可能增加抽蓄系統搭配儲能裝

置，如氫能裝置等，但因氫能系統目前處試驗階段尚未商業化發

展，尚無法配合。 

問題 9： 水庫施設太陽能之問題，目前於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中，

並無施設太陽能光電申請許可的項目，而申請許可之項目，其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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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之裝設期為三年，後須展延申請，後續將如何解決法規面之問

題？施設水庫之選擇與位置將如何規劃？ 

回覆： 法規方面，經水庫蓄水範圍主管單位－經濟部，修改公告內容即

可；而裝設年限之問題，未來亦可納入討論而調整其要點；施設

水庫選擇與位置之規劃，目前水規所已委外調查盤點全省水力與

太陽能光電區域，而其規劃方式，將來會依照各個地點情況建立

評估方式。 

問題 10： 目前討論之議題許多關鍵是在於饋線部分，而未來電業法之政策

是否可匯集各發電單位意見提供予台電，以利國家級之整體規

劃。 

回覆： 目前電業法之部分處討論階段，台電之輸電線路以供電為主，將

來電業法針對發電業主連接電網方面，亦將增加討論其分擔與運

作方式。 

問題 11： 各式再生能源之發電成本與其利潤為何？依造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中，申請配電併網之評估條件為何？自來水公司目前於再生能源

發展部分仍屬陌生，其現行之合作企劃案之運作模式是否可供參

考？ 

回覆： 小（微）水力發電部分，依目前設置經驗，1 kW 設置成本約為

3~6 萬，不同機型、裝置容量與設置地點成本亦不同；而太陽能

光電部分，設置成本 1 kW 約 5~7 萬，依照不同大小之裝置亦有

不同之躉售費率。現行之合作企劃運作模式，相關單位可提供資

料。而配電併網申請需與台電各區營業處現勘評估，根據併網容

量及併網點試算其涵容能力，如需改善增加線路亦須與台電討論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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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台電公司水力發電現況與未來展望 

主講人：曹本介 課長 

單  位：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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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 

 

主  題：綠能運用與未來展望 

主講人：葉泰和 課長 

單  位：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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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三 

 

主  題：水庫資源利用－水力發電與湖面漂浮式太陽能發電 

主講人：林元鵬 組長 

單  位：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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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國內小水力發電推動案例說明 

主講人：顏呈仰 經理 

單  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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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五 

 

主  題：節能發電系統 

主講人：盧順從 董事長 

單  位：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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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服務建議書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附 2-1 

服務建議書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主席：張副局長庭華 

1. 時間：105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2. 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3F） 

委員意見 處理情形 

一、吳委員進忠 

1. 這是兩年計畫的第二年延續性計

畫審查，因此廠商服務建議書應

以專章專節呈現第一年度的執行

成果，以提供委員審查是否達成

原計畫進度及目標，建議廠商補

正服務建議書內容。 

1. 感謝委員指導，第 1 年度計畫執行

成果已摘錄於工作執行計畫書第二

章。 

2. 未見廠商自我檢視本計畫第一年

度的執行成果是否均達成目標？

已達成的部份如何再精進？未達

成的部份如何檢討改進？請廠商

提出補充說明。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第 1 年度執

行成果，於 2015 年 12 月 23 日期

末審查中，經委員同意續辦第 2 年

度計畫。第 1 年度計畫既定工作項

目均已達成，本（105）年度計畫

將整合 2 年度計畫成果，提出更具

體且完善之發電設備評估、電力系

統與營運模式規劃，以及經濟效益

分析。 

3. 請廠商說明第一年度研討會

(2015.11.09)的辦理情形，以及該

研討會對本計畫『石門水庫及寶

山第二水庫附屬設施小（微）水

力發電潛能評估』的效益？並請

說明第二年度擬赴中國大陸辦理

交流研討會及進行參訪的必要

性、執行計畫、參加人員等。依

服務建議書內容來看，好像比較

偏向出國計畫的性質，而非舉辦

或參加研討會（應有活動計畫書

3. 感謝委員指導，第 1 年度研討會辦

理情形補充於 P.2-12～2-15。研討

會目的主要為國內外專家學者之經

驗分享與交流，提供本計畫進行各

項評估工作時有相當之助益，如發

電設備形式評估與營運模式規劃

等，並瞭解台電於推動水力發電上

之困難性（ P.3-12～ 3-15）。本

（105）年度研討會經與主辦課室

討論後，初步規劃與經濟部水利署

合作辦理，仍維持國內研討會方



 

附 2-2 

或邀請函），應請廠商說明。 式。（P.7-1～7-4） 

4. 服務建議書第 43~44 頁『電力系

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建議所

述：…，或考量以 BOT 方式辦

理，電力歸石門電廠所有，廠商

繳交一定比例之權利金與石門電

廠，可參考名間水力發電廠之

BOT 案。惟相關敘述說明不清

楚、或有矛盾，且名間水力發電

廠之 BOT 案是否為一成功案例不

無疑義，廠商提出這樣的建議應

深入瞭解評估。 

4. 感謝委員指導，BOT 營運模式已補

充說明於 P.8-14～8-15。 

5. 相關工作項目所需經費，應在預

算費用表中陳列。 

5.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各工作項目

之經費分配，已列於服務建議書附

錄二「投標標價清單」。 

二、曾委員炳權 

1. 本案經評估結果只有兩處可建置

小水力發電機組之可能，即桃園

大圳取水口 40 公尺處及後池右岸

80 公尺處，分別可設置 44KW 

及 40KW ，請問同一地點可否設

置多部，即採用並置或串聯建置

方式，以提升該地點之可用率。

(P.47)。 

1. 感謝委員指導，桃園大圳取水口與

後池右岸為本計畫第 1 年度評估之

設置地點，由於此兩處可設置空間

與機組形式之限制，僅適合以單機

設置。 

2. 表 3-6 第一年度發電經濟效益與

財務分析表中，桃園大圳取水口

建置 44KW ，建置成本需要

4,400,000 元，而後池右岸 40KW 

建置成本需要 3,200,000 元，請問

包含內容如何，是否包括土建或

只有機電設備，請詳述。(P.50)。 

2. 感謝委員指導，建置成本係指簡單

之固定支架與接管工程，不包含開

挖工程與機電設備等費用。 

3. 微小水力發電設備之建置，以套

裝式及 Free Maintenance 方式為

宜，請研究日本或其他國家對於

微小水力發電設備之建置方式如

3. 感謝委員指導，根據第 1 年度計畫

調查結果，日本與中國大陸雖有套

裝式機組，但由於設置地點空間之

差異，實際裝設時之管路、固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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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架或檔板設施等仍須調整，才能符

合本計畫評估之地點；機組維護部

分，常時雖不用人力監控與操作，

但仍需定期進行檢修與保養等工

作。 

三、鄧委員英慧 

1. 依照第 57 頁圖 4-1 中第 8 項之企

劃案提出時間，為期中報告前，

而辦理時間在期末報告前，故第 2

頁之圖 1-1 及第 3 頁「(三)辦理研

討會」之順序，宜稍作調整為一

致。 

1. 感謝委員指導，圖 1-1（P.1-2）之

整體工作架構圖已參酌委員意見進

行調整；計畫工作項目「（三）辦

理研討會」之撰寫方式，係依據本

計畫契約內容陳述方式編排（P.1-

12）。 

2. 圖 2-1~圖 2-4 之資料來源為台灣

電力公司網站，請加註引用之日

期 (因不同版本，可能內容會變

更)。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引用台灣電

力公司網站之資料，已適時加註查

詢日期，如圖 2-1（P.2-2）與圖 2-3

（P.2-3）。 

3. 第 6~7 頁中提到「本年度」、

「去年」、「今年」之處，宜以

真正之年數代替，以免混淆。 

3. 感謝委員指導，工作執行計畫書

P.3-2～3-4 已修正為實際年數。 

4. 第 50 頁倒數第 5 行中之「發電替

代效益」似為「售電經濟效益」

才正確，請澄清後修正。 

4. 感謝委員指導，第 1 年度計畫執行

結果之敘述已進行調整，詳工作執

行計畫書 P.2-11～2-12。 

5. 本年度擬赴大陸辦交流研討會，

擬邀請參加對象是否先初步擇

定。(當然將來研擬企劃案時，亦

可修改) 

5.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研

討會經與主辦課室討論後，初步規

劃與經濟部水利署合作辦理，仍維

持國內研討會方式（ P.7-1～ 7-

4）。 

6. 本計畫第二年之研究，請將涉及

開發小(微)水力各方案，如涉及水

土保持法、環評法(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範圍認定標

準 )等相關法規，加以作專章說

明。 

6. 感謝委員指導，第 2 年度計畫評估

過程如涉及相關法規，將會納入探

討。 

7. 圖 4-1 中第 3-(2)文末漏掉「估」 7. 感謝委員指導，圖 1-6（P.1-17）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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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請加註。 預定進度甘梯圖已進行修正。 

8. 第 69 頁第 12 行，請刪除一組

「公司」之文字。 

8.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協力廠商簡

介之敘述已有調整，詳工作執行計

畫書 P.6-3～6-4。 

四、劉委員駿明 

1. 本案第一年研究結果桃園大圳進

水口及後池堰右岸(溪洲圳)，益本

比分別為 1.52 及 2.26，具有經濟

效益，不需政府補貼，有投資價

值，又石門水庫，目前發電設

施，均委託台電公司營運操作，

而計畫研究結果並建議列入台電

電網進行聯合管理，故建議比照

目前由台電經營，若第二年研究

益本比低於 1，則可考慮政府補貼

及採 BOT 方式經營策略，請參

考。 

1.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計

畫之評估結果，將參酌委員之意

見。 

2. 依「發展新能源科技」行動策

略，除水力外尚有陸域風力、離

岸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又

查第一年計畫研究小水力，可操

作全年時間分別 307 及 365 天，

其效率高，為彰顯小水力發電成

效，建議蒐集相關文獻進行天數

比較，以利外界參考。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擬參考委員

所提之意見，待本（105）年度綜

整 2 年計畫之評估結果後，再進行

統一比較。 

3.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目前使用

時機係配合颱風侵襲前後，短暫

利用供自來水公司二區處防止濁

度過高之供水問題，若需考慮水

力發電效益，勢必延長時間採

作，會與原石門大圳操作方式不

同，是否有競合問題，宜審慎處

理。 

3. 感謝委員指導，目前規劃之分層取

水工，聚焦於中層取水銜接石門大

圳之管線。如此設置地點未來評估

可行，擬考慮改以此線路為主要供

水管線，當水庫水位不足或機組維

護時，再恢復原石門大圳進水口取

水。（P.6-9） 

4. 據了解前(97 年)次北水局委託相

關案件，曾於石門大圳渠道設有

4.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第一號隧

道設置之水力發電機組，為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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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力發電設備，並無檔板設

計，似不屬開放型橫流式水輪

機，其機組形式為何，請列入分

類說明以利了解。 

計畫設置之測試機組。其水輪機葉

片形式為長型葉片設計（類似風力

發電機），非目前市售產品，且該

設計形式仍需進行改良。 

五、蔡委員秉儒 

1. 就本年度本局委託研究微水力發

電潛能評估地點之外，是否仍有

其他可能探討之地點。 

1. 感謝委員指導，由於本（105）年

度計畫工作範圍涵蓋較廣，故初步

主要聚焦於石門大圳 A1 段、分層

取水工中層取水銜接石門大圳之管

線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

（上坪攔河堰附近與水源聯通管路

前）。（P.6-4～6-15） 

2. 貴公司已執行第 1 年度計畫，在

相關成果報告蒐集部分，在 P.1

頁中僅臚列 3 本研究報告，國內

相關研究是否僅限於此。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已補充經濟

部水利署 2014 年與 2015 年辦理之

相關計畫，並節錄重點成果。

（P.1-1～1-9） 

3. 在第 1 年度計畫中，研討會籌辦

相當急促，導致訊息傳遞或來不

及報名，造成外單位參與人數甚

少，無法達到推廣目的，本年度

有無精進措施。 

3.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研

討會辦理相關事項，將提前與主辦

課室協商討論相關事宜，避免倉促

舉辦。 

4. 寶山第二水庫範圍之微水力發電

要如何處置?實務執行上有無窒礙

難行之處? 

4. 感謝委員指導，寶山第二水庫初步

聚焦於引水路明渠段（包含沉砂

池、巴歇爾量水槽與寶二水庫擋水

閘門）以及水源聯通管路前（P.6-

11～6-15），2016 年 3 月 10 日已

與主辦課室至現場進行現勘作業。 

5. 在 P.42 頁中臚列甚多營運模式評

估方式，本年度是否會依所提內

容確切提出評估。 

5.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初

步規劃，擬將選擇主要與次要之營

運模式方案進行更完整之評估（如

政府自營與 BOT）。 

6. 第 3.6 節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中，

所述基本資料蒐集、水文調查、

發電設備評估等，皆非本年度研

6. 感謝委員指導，原服務建議書所列

之基本資料蒐集、水文調查與發電

設備評估等，為第 1 年度計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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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範圍。 項目，本（105）年度擬依照第 1

年度計畫評估方式進行論述。 

7. P.57 頁所列進度與目前發包時程

不符。另期中報告至期末報告有

110 日曆天(120~230)，其工作項

目與第 1 計畫架構相同，應無需

這麼多的工作日，可否縮短期末

報告提送時程? 

7. 感謝委員指導，圖 1-6（P.1-17）之

預定進度甘梯圖已進行修正，如未

來計畫執行進度提前完成，擬將與

主辦課室討論是否縮短工作期程。 

8. 請補充說明工作團隊目前仍在履

約之案件總量。 

8. 感謝委員指導，本工作團隊目前仍

在履約之案件（已完成簽約）總量

為 3 件。 

9. 本年度計畫應將分層取水工列為

評估重點，但建議書中對此部分

著墨甚少，建議應列入工作重

點。 

9. 感謝委員指導，分層取水工聚焦於

中層取水銜接石門大圳之管線。如

此設置地點未來評估可行，擬考慮

改以此線路為主要供水管線，當水

庫水位不足或機組維護時，再恢復

原石門大圳進水口取水。（P.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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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主席：黃局長宏莆 

1. 時間：105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2. 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3F） 

委員意見 處理情形 

一、葉委員克家 

1. 建議將第三章對計畫背景之了解

移至第二章，另將 1、2 節移至第

二章，原第二章改為第三章，以

符合本(第二年)年度之任務需求。 

1. 感謝委員指導，已參酌委員意見將

第二章與第三章對調。 

2. 第一年度有關小水力發電位置之

檢查，僅針對桃園大圳及後池堰

等四處進行評估，本年度之選

址，由 P.4-41 可知尚包括石門大

圳、分層取水工、寶二水庫引水

路及放水口，此不同於第一年評

估(見 P.2-11)之設置地點桃園大圳

取水口與後池堰右岸，建議本年

度有較完整之評估與建議。 

2.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將

整合 2 年度計畫之評估結果，提出

完整之論述與建議。 

3. 有關水文調查部分，石門水庫採

用 2012~2015 年之水位資料，石

門大圳採 2010~2015 年之流量資

料，寶二水庫採 2015 年之水位資

料，資料長度並不一致，建議就

小水力發電所需，對於資料長度

予以統一。 

3.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水庫水位、石

門大圳流量以及寶二水庫流量已統

一採用 2012~2015 年之資料進行分

析。（P.5-1～P.5-18） 

4. 為提高小水力發電之效益，是否

有必要對各設置地點之流量操作

有所調整，建議有所評估。 

4. 感謝委員指導，如設置小水力發電

機組，擬可能需調整流量操作或供

水機制（如分層取水工之石門大圳

連通管）。（P.6-9） 

5. 本計畫之成果將達到小(微)水力發 5.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成果方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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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組、型式選取、位置、工程

佈置、益本分析之可行性評估，

或是較初步之評估，宜有所敘

明。 

於研究型之可行性評估，擬完成之

內容如 3.2 節「第 1 年度計畫執行

成果」所述項目，本（105）年度

將進行 2 年度計畫之統合與彙整。

（P.3-3～3-16） 

二、曾委員炳權 

1. 本計畫分為 2 年度辦理，以資料

蒐集，水文調查及量測，發電設

備配置規劃，評估與檢討及電力

系統與營運模式評估規劃等進

行，依 P.5-2 圖 5-1 預定進度甘梯

圖，工作項目之內容，部份內容

於 104 年度計畫案已有詳細評估

與敘述，建議確實指出在石門水

庫及寶山第二水庫小水力發電之

可行性評估。 

1.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將

整合 2 年度計畫之評估結果，提出

完整之可行性評估。 

2. 依 P.2-3 指出小水力發電在日本已

有許多開發之案例，希望能借鏡

應用於台灣。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第 1 年度已

收集日本近年設置之機組案例，並

評估機組設置之適用性。（詳第 1

年度計畫成果報告） 

3. 有關小水力發電之開發，對於綠

能產業之發展非常重要，希對於

小水力之開發能彙整其困難之

處，並能提出建議與解決方案供

給政府決策之考。 

3. 感謝委員指導，第 1 年度辦理之研

討會中，提及國內微水力推動困難

之處，如需政府政策支持、降低建

置成本與提高躉購費率等問題，詳

P.3-14。 

4. 在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發電

潛能評估(1/2)已提出發電經濟效

益與財務分析評估表中，已提出

桃園大圳取水口有二處及後池堰

右岸等共有三處，希能針對此三

地點進一步探討，以促進其實

現，並作為未來微小水力發電之

案例。 

4.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第 1 年度評

估之地點，後續擬由北區水資源局

委託台灣電力公司進行詳細評估。 

5. 在整個小水力發電相關評估中有

結構分析等，對於地震力所受之

5. 感謝委員指導，結構分析較偏向詳

細評估之內容，本計畫無針對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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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有無納入探討之需要。 分進行探討。 

6. 請了解小水力發電之建置有無環

評的需要。 

6. 感謝委員指導，水力發電廠之環境

影響評估部分，係依據「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如本計畫評估設置地點非位於

保護區或敏感區位，則無需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除非需於山坡地興建

或擴建攔水壩（堰），方須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詳第 1 年度計畫成

果報告） 

三、鄧委員英慧 

1. 第 5-2 頁預定進度甘梯圖： 

(1) 請以「虛線」表示預定進度，

「實線」表示實際進度，以今天

9.工作執行計畫書已提送並召開

審查，請如實標示。 

(2) 「6.發電潛能整體規劃」乙欄之

排序，宜往後適當順移。 

1. 感謝委員指導， 

(1) 圖 1-6（P.1-17）預定進度甘梯圖

已修繪。 

(2) 「發電潛能整體規劃」與「發電經

濟效益及財務分析」欄已往後順

移。（P.1-17） 

2. 第 5-1 頁預期成果之第 6 項「完

成發電潛能整體規劃」乙項，請

將第 1-11 頁第 4 之內容，加入說

明。 

2. 感謝委員指導，預期成果第 6 項

「完成發電潛能整體規劃」已補充

說明。（P.1-16） 

3. 105.3.3 服務建議書審查時，委員

所提意見，研究團隊均已適當說

明處理情形，予以肯定與感謝。 

3. 感謝委員指導與肯定，本計畫參酌

委員所提意見辦理並回覆處理情

形。 

四、吳委員進忠 

1. 本案為兩年計畫的第二年延續性

計畫，執行單位已依審查意見建

議於第二章呈現第一年度的計畫

項目與執行成果，可提供委員檢

視是否達成原計畫進度及目標，

對此，本人表示感謝。 

1. 感謝委員指導與肯定，第一年度計

畫項目與執行成果說明，有助於提

供委員檢視是否達成原計畫進度及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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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執行計畫書第 2-11 頁，八、電

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

劃所述，已排除小(微)水力發電機

組採用獨立系統運轉模式的可行

性，建議第 1-14 頁第 2 年工作架

構圖中電力系統評估規劃有關

「獨立系統」的部分可刪除。 

2. 感謝委員指導，依據「電力系統連

結與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工作項

目內容：評估各處小（微）水力發

電之電力系統採用獨立或併入台電

供電系統之優劣，並規劃其連接路

線與營運模式（P.1-12），故圖 1-5

（P.1-7）第 2 年計畫工作架構圖仍

維持保留「獨立系統」之評估。 

3. 執行計劃書第 2-11 頁，九、發電

潛能整體規劃，桃園大圳部分因

橫流式水輪機(開放式)之水力條件

限制，目前無適合之機組，如採

斜擊式水輪發電機組，則另須規

劃分支引水與接管工程，建議應

以潛能開發為優先考量，桃園大

圳部分應請執行單位將分支引水

與接管工程納入規劃。 

3.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將

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

道、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處之評

估結果，再提出最佳方案與建議。 

4. 本年度預定舉辦之「小(微)水力發

電技術交流研討會」，除邀請第

4-46 頁所列之對象外，建議亦同

時邀請國內可能參與小(微)水力發

電的開發商，以增加本案未來招

商成功的機會。 

4. 感謝委員指導，「小（微）水力發

電技術交流研討會」之邀請對象，

增列相關設備系統廠商。（P.7-3） 

5. 本案所評估之小(微)水力發電設備

是否適用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理

辦法(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請再作確認。 

5. 感謝委員指導，依據經濟部 2011

年 2 月 25 日修正之「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三條規

定「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裝

置容量不及 500 瓩並利用再生能源

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第四條規

定「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在 1 瓩以

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

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第四項為

川流式水力發電設備，故適用本計

畫評估之小（微）水力發電設備。

（P.8-10） 

五、劉委員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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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後續水理模式驗證，本年計畫

在石門大圳及寶二水庫引水路各

進行 20 處流速測量，除後續水理

模式驗證外，亦評估對構造物及

輸水能力之影響，圖 4-15 及 4-16

只提出 20 處位置示意圖，建議製

表標示每點 TW97(2010)國際地籍

坐標，以利後續計畫推動的比對

分析。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初步規劃並

於石門大圳（如圖 5-17（P.5-19）

所示）與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

段（如圖 5-18（P.4-19）所示）完

成流速觀測。 

2. 依第二年計畫服務建議書貴團隊

回應處理情形，表示石門大圳第

一號隧道科技部設有水輪發電機

乙組，當初設置目的為研究葉片

材料、設置角度、抗磨耗能力及

發電效能等，其中葉片材料及設

置角度曾進行調整改善，惟尚未

做實質利用，建請評估是否為適

合水力發電機組及商業運轉之可

能性。 

2.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第一號隧

道設置之機組由於仍處於研發與改

良階段，機組設置成本尚偏高，且

裝置容量較低，目前無納入考量。 

3. 報載嘉南農田水利會依嘉南大圳

學甲分線設置川流式水力發電機

組，計畫產生每小時 2 瓩電力，

因不需導水路等其他設施，建造

成本低，又依貴團隊收集四種機

組：橫流式、軸流式、斜擊式及

貫流式，其採用似不屬以上分

類，請釐清或補述清楚。 

3. 感謝委員指導，根據報導指出，嘉

南水利會委託廠商於學甲分線設置

之微水力發電機組（如下圖），雖

計畫每小時產生 2 瓩電力，但初步

只達到一半電力，發電效率尚不

高。此類型為新開發之產品，應用

案例尚較小，本計畫擬收集相關資

訊再考量是否列入評估。 

 

資料來源：http://udn.com/news/story/7326

/1534995-%E5%98%89%E5%8D%97%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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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A7%E5%9C%B3%E6%B0%B4%E6

%B5%81%E8%B1%90-%E8%A9%A6%E9

%A9%97%E5%BE%AE%E6%B0%B4%E

5%8A%9B%E7%99%BC%E9%9B%BB。 

4. 表 1-1 第二年與第一年工作差異

列表，建議發電設備及國內小(微)

水力發電相關法令部分，有必要

再收集新資料進行研析因應，請

持續辦理，又第二年研究的石門

分層取水口，是否有必要比照第

一年桃園大圳取水口做三維水理

數值模擬分析，請考慮。 

4.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計

畫之評估地點涉及相關規範或要

點，將納入評估是否有衝突之處

（如寶山第二水庫運用要點）。

（表 1-1，P.1-3） 

由於第一年評估之桃園大圳取水口

處，為明渠接暗渠段，如設置機組

導至水位抬升，將直接影響供水機

制，故進行三維水理數值模擬分

析，本（105）年度評估地點僅進

行一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 

5. 石門大圳取水口 EL.195 m 較新設

分層取水工低；若考慮以分層取

水工進行小水力發電，雖其取水

口 EL.236/228 m 位能較為優勢，

惟石門大圳尚有輸送泥沙及農田

造淤功能，建議其減少清淤量應

評估，列入因應說明。 

5. 感謝委員指導，由於石門大圳有輸

送泥砂及農田造淤功能，但也因此

導至最大可供水量變少（原設計流

量為 18.4 秒立方公尺，現況約 14.5

秒立方公尺時即有水位溢出風

險），此部份後續將列入因應說

明。 

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石門發電廠 

1. 目前台灣電力公司電源開發處已

針對國內各小(微)水力發電機組資

料進行統計，後續將針對本計畫

建議之小(微)水力定義、法規修正

與躉購費率等項目，待台電公司

整合後再進一步討論。 

1. 感謝委員指導，如台電公司整合

後，將再討論是否有需釐清之項

目。 

七、本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1. 第一年計畫內評估發電日數過於

樂觀(如 P.2-9 後池堰右岸以全年

每天供水計算)，應合理扣除機組

維護、颱風濁度影響、圳路維護

停水等因素。 

1.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將

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

道、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處之評

估結果後，再綜合考量其他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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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2. 表 2-2 所到維護費 1 年僅 1~20 萬

元，是否過低，請再研析。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之每年

維護費用，係參酌相關廠商之設置

經驗，以建置成本之 5%估計。 

3. P.4-28 所描述似乎非分層取水口

中層取水口隧道，而是石門大圳

連通管，建議修正。 

3.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為分層取水

銜接石門大圳之管線（石門大圳連

通管）。（P.6-7） 

4. 石圳受限圳路隧道容量，日前平

均輸送流量未達 10 cms，是否可

利用取水餘裕量，改造石圳退水

路，利用其高落差，尾水回流後

池供水，可長期供水發電，建議

可納入評估參考。 

4.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評估地點

目前聚焦於分層取水銜接石門大圳

之管線（石門大圳連通管），以及

石門大圳 A1 段。石門大圳退水路

部分，擬再探討是否納入評估。

（P.6-5～6-11） 

八、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 

1. 有關現況水文調查及量測針對石

門大圳及寶二水庫引水路等流速

各 20 處進行測量，請問是否需區

分豐、枯水期或月份進行測量，

測量次數頻率是否有較具體的要

求，應可補充。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初步調查

2012～2015 年石門大圳及寶二水庫

流量資料，石門大圳平均放流量為

10.0 秒立方公尺（P.5-1），寶二水

庫平均進水量為 1.79 秒立方公尺

（P.5-10）。本計畫石門大圳及寶

二水庫流速量測當日，流量均大於

平均流量（P.5-23～5-24）。 

2. 有關簡報 31 頁，若寶二水庫上坪

堰巴歇爾量水槽之跌水工經評估

為有發電效益，應請考量發電機

組回水不得影響量水槽之量水功

能；另 32 頁閘室出口噴流閥初步

評估雖不建議設置，但該處若需

施工仍可配合施工停水。 

2. 感謝委員指導，如於巴歇爾量水

槽）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組，擬將影響巴歇爾量水槽功能，

導致量水槽失準，初步較不建議設

置（P.6-13）。閘室出口噴流閥流

量大，流速高，初步評估擬無合適

機組，需局部拆除重建且水輪發電

機組設置空間不足（P.6-15）。 

3. 計畫書第 4-4 頁，有關寶二引水

路擋水閘門門孔寬高應為 3 米

1.8 米，設計流量應為 15 秒立

方公尺，請確認修正。 

3. 感謝委員指導，原寶二引水路擋水

閘門門孔寬尺寸與設計流量係依據

「上坪攔河堰水門操作規定」

（2015 年 1 月 22 日廢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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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已參酌委員意見修正，並參酌

「寶山第二水庫水門操作規定

（2015）」。（P.4-3） 

4. 有關宣導品的製作，除了計畫書

的幾項外，個人建議可考慮增加

發光水龍頭當宣導品，本產品內

含微型水力發電機，開啟水龍頭

有水流通過即會發電，相當具有

吸引力，價位也約 200 元，可吸

引民眾好奇進而達到宣導之目

的。 

4. 感謝委員指導，委員所提之宣導品

為一好的建議，後續將再與主辦課

室協商討論宣導品方案。初步規劃

之宣導品為行動電源、手提袋或太

陽能 LED 燈。（P.7-1～7-2） 

九、養護課 

1. 本計畫第一年度曾蒐集小微水力

發電廠辦理案件國內案例至少三

處，配合本次簡報 p.33 后里圳低

落差示範電廠資料，建議蒐集相

關國內其他類似小微水力發電案

件之建置成本，提供本案濳能評

估時之參考，並檢討第一期評估

建置 5 萬元/kw 及 10 萬元/kw 成

本預估，以利發電經濟效益及財

務分析。 

1. 感謝委員指導，后里圳低落差示範

電廠興建費用為 1,600 萬元，裝置

容量 110 瓩，故每 1 瓩建置費用約

145,455 元。后里圳示範電廠於

1986 年興建，據今已 30 年，隨著

經濟條件改變以及水力發電機組技

術更為成熟，故建置費用以 5～10

萬元/瓩估計屬合理範圍。 

2. 簡報 p42 所提維護費用(元/年)=建

置成本*5%，建議可比較國內現

有小微水力案件之維護情況並增

加概述於本期之潛能評估案中。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之每年

維護費用，係參酌相關廠商之設置

經驗，以建置成本之 5 %估計。後

續如有蒐集相關維護費用資料，擬

將納入探討。 

十、計畫課 

1. 鑒於第 1 年度辦理研討會之經

驗，研討會企劃書請提早提出，

以利主辦單位有充分之籌備作業

時間。 

1. 感謝委員指導，研討會辦理相關事

宜，將與主辦課室保持密切聯繫，

適時協商討論。初步規劃暫定於

2016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上

午 9 時至下午 4 時辦理。（P.7-1） 

2. 石門大圳現況流速調查位置初步 2. 感謝委員指導，研究團隊於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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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在石圳 A1 段及寶二水庫引水

路明渠段，其理由為何? 

日與 3 月 10 日分別與主辦課室人

員至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石門

大圳連通管）與寶二水庫閘閥室以

及引水路進行現勘。流速量測地點

之初步選定為與主辦課室討論後之

結果。 

3. P.4-34 提及水垂效應，本計畫研

究範圍有無此狀況?可能發生位

置?解決方式之案例? 

3. 感謝委員指導，水錘效應可能發生

位置為分層取水工（石門大圳連通

管），如後續評估可行，擬將探討

水垂效應之問題，解決方式為設置

相關減壓設施。（P.8-5～8-7） 

4. 對於未來評估可設置微水力發電

地點，皆須評估其水理狀況及對

構造物之影響，不僅限於只有流

速測量範圍內。 

4. 感謝委員指導，「發電設備對構造

物及其輸水能力影響檢討」擬將探

討水理狀況對構造物之影響。

（P.8-3～8-5） 

5. 對於評估地點、現況、面臨問題

及解決方案評析等，報告內著墨

內容不若簡報詳細，請補充。 

5. 感謝委員指導，簡報新增之內容與

評析已補充於各相關章節。 

6. 軟橋發電廠目前如何營運，發電

如何去化?此案可作為本計畫在該

區域設置微水力發電站之參考。 

6. 感謝委員指導，桂山發電廠軟橋機

組水源取自上坪溪之上坪攔河堰，

最大送水量 4.2 秒立方公尺，水輪

機為貫流式水輪機，轉速 120 

rpm、有效落差 7.7 公尺，出力 230

瓩；發電機為感應式，轉速 1200 

rpm 、電壓 480 V ，出力 0.22 

MW，年發電量約 170 萬度，發電

尾水經竹東圳供新竹地區自來水及

農田灌溉之用。本計畫後續擬蒐集

更完整之資料，供本計畫規劃與評

估之參考。 

7. 石門大圳與分層取水工兩者在供

水操作上有競合關係，在評估微

水力發電站設置時，應考量兩者

供水量(方案可能有 1.全由石門大

圳供水、2.全由分層取水工供水、

3.各提供部分供水量)。 

7.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與分層取

水工如設置小水力發電機組，擬可

能需調整流量操作或供水機制。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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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1-1 相關成果報告請新增「新竹

縣寶山第二水庫可行性規劃水力

發電之研究」臺灣省水利局(82.9) 

8. 感謝委員指導，「新竹縣寶山第二

水庫可行性規劃水力發電之研究」

計畫成果已摘錄於 P.1-1～1-2。 

9. P1-10 依契約本(105)年度工作項

目無包括國內外小(微)水力發電辦

理案件資料蒐集以及水力發電設

備產業調查蒐集，但因應技術研

究之日新月異，建議於本年度執

行階段，仍應持續蒐集國內外相

關資料。 

9.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擬

將持續蒐集國內外小（微）水力發

電辦理案件與產業調查相關資料，

並補充於報告中。（表 1-1，P.1-

3） 

10. P2-14(三)2015 年川流式水力躉購

費率為 2.6338，請加註單位。 

10. 感謝委員指導，已加註躉購費率單

位。 

11. P3-8 第三行：「…土木工程結構

物包括大壩、溢洪道、緊急排洪

隧道…」，請刪除緊急二字。 

11. 感謝委員指導，已刪除「緊急」二

字。（P.2-8） 

12. 4.2.1 水文調查章節，有關石門水

庫、石門大圳以及寶山第二水庫

目前調查分別為 4、6、1 年，樣

本數太少，請將放大樣本數。另

水庫各標高平均天數、石門大圳

平均放流量天數亦請以圖表方式

呈現。 

12.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水庫水位、石

門大圳流量以及寶二水庫流量目前

統一採用 2012~2015 年之資料進行

分析（P.5-1～P.5-18）。 

13. P4-19 量測儀器-流速儀是否具有

校正(率定)報告？ 

13.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採用之普萊

氏流速儀於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

試驗所完成校正，具有（率定）報

告。（P.5-21） 

14. P4-22 期末前：分析適合小(微)水

力發電之範圍與地點，並評估、

規劃其(遺漏)，請補正。 

14. 感謝委員指導，缺漏處已補充說

明。（P.6-1） 

15. 4.3.2 發電設備配置地點-石門大

圳。石圳流量大且穩定(>4.6 m
3
/s

每年超過 300 天)是其優勢，欲以

分之渠取水方式設置發電機組，

流量減低、開挖、土木結構支

15.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長直段

（穩流）擺放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

已納入評估，惟擬有水位溢出之風

險。（P.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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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預計將降低益本比。請評估

於石圳長直段(穩流)擺放橫流式水

輪發電機組，益本比是否較佳？ 

16. 承上，饋線問題為微水力發電限

制因素，石圳部分水路有民宅鄰

近，發電量或可考量供當地民宅

使用，避免電力升壓成本及電

損。 

16. 感謝委員指導，小（微）水力發電

以自發自用為原則，發電量供臨近

設施或住宅使用為較建議之方式。

（P.8-18） 

17. 4.3.2 發電設備配置地點-分層取水

工。報告對於分層取水工設置瞭

解錯誤，非中層取水口銜接石

圳，係分層取水工連接石圳段(石

圳連通管)，請改正。 

17.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為分層取水

銜接石門大圳之管線（石門大圳連

通管）。（P.6-7） 

18. 承上，分層取水工石圳連通管為

閉管式壓力流，且該連通管具有

壓差大、腹地大、不常開啟(可供

施工)等優勢，或許又可將發電量

(不需升壓)連接至桃圳閘閥室，建

請列為評估重點。 

18. 感謝委員指導，分層取水工石圳連

通管已列入評估。（P.6-7～6-11） 

19.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寶山第二水

庫擋水閘門處以及巴歇爾量水槽

水量、空間，似乎為不錯的建置

地點，且鄰近電線桿，但應考慮

設置發電機組後，是否影響巴歇

爾量水槽水位高度造成量水槽失

準，需重新率定等相關問題，請

於數值模擬分析時一併考量。 

19. 感謝委員指導，如於巴歇爾量水

槽）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

組，擬將影響巴歇爾量水槽功能，

導致量水槽失準，初步較不建議設

置（P.6-13）。 

20. 寶山第二水庫放水口-依據「新竹

縣寶山第二水庫可行性規劃水力

發電之研究」益本比偏低，僅

0.322（民國 86 年），開發效益偏

低。生態放流口流量小，但壓差

大且長年放流，或許可行，建請

評估。 

20. 感謝委員指導，生態放流口初步評

估擬無合適機組，需局部拆除重建

且水輪發電機組設置空間不足

（P.6-1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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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履約情形：本案廠商係依旨案契

約服務說明書第四條第(一)點規

定：「自決標次日起 15 日曆天

內，受託廠商須提送工作執行計

畫書 20 份，並由機關審核並召開

審查會議」。查旨案決標日係 105

年 3 月 15 日，決標次日起 15 日

曆天應為 105 年 3 月 30 日，查廠

商於 105 年 3 月 30 日提送工作執

行計畫書 20 份到局，時程及工作

執行計畫數量尚符契約規定。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如期、如

質、如量完成本（105）年度之工

作項目。 

2. 審查（查驗）結果：本工作執行

計畫書暨簡報原則認可，請參酌

各與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或建

議加以研處並有所回應。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參酌各與會

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或建議，並予

以研處及回應。 

3. 其他必要事項：  

(1) 請執行團隊將簡報新增與修正

之內容補充於報告書中，並請

計畫課協助確認本計畫工作範

圍與目標，於報告書中予以敘

明。 

 

(1) 感謝委員指導，簡報新增之內容與

評析已補充於各相關章節。 

(2) 本案係對於石門水庫及寶山第

二水庫具有水力發電潛能之各

附屬設施進行發電潛能評估，

其發電潛能應配合現今法規、

躉購電價等限制因素，在今年

報告中妥善進行具體且詳實的

初步規劃，並由各評估設施

中，考量市面現有機組、用地

取得、結構安全以及益本比等

因素，提出最佳方案次序供本

局參考。 

(2)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將

整合桃園大圳取水口、後池堰沖刷

道、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寶山

第二水庫引水路與放水口等處之評

估結果，再提出最佳方案與建議。 

(3) 小 (微 )水力發電技術交流研討

會，除了技術發表交流部分

外，亦應請具有小(微)水力開發

規畫或開發興趣之單位及具有

(3) 感謝委員指導，「小（微）水力發

電技術交流研討會」之邀請對象，

增列相關設備系統廠商。（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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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設備機組之廠商共同參與

及交流，促進小(微)水力開發。 

(4) 營運模式評估與規劃亦為本案

重點，由誰出資、誰營運以及

水路進入斷水期時如何操作，

都將影響未來效益，請參考本

局目前與石門電廠配合模式進

行最佳化評估。 

(4)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參考北區

水資源局目前與石門電廠配合模

式，以進行最佳化評估。 

(5) 請執行單位於本次會議紀錄文

到 20 日內檢送工作執行計畫書

修正稿乙式 3 份，以利本局憑

辦後續作業。 

(5)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於規定時

程內檢送工作執行計畫書修正稿乙

式 3 份，供北區水資源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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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書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主席：蘇主任工程司俊明 

1. 時間：105 年 8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2. 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3F） 

委員意見 處理情形 

一、葉委員克家 

1. P.1-1 一、相關成果報告一節，建

議移至該章節後面處。 

1. 感謝委員指導，相關成果報告已移

至 1.4 節。（P.1-7～1-15） 

2. 2.1 節台灣電力發展與現況，目前

政府之能源政策與本計畫有關

者，建議有所彙整；p.2-1 第 14

行，宜寫“…截至 2015 年底之裝

置容量…”，圖 2-2 之圖名應為“慣

常式與抽蓄式水力…”。 

2. 感謝委員指導，已依照委員意見修

正。（P.2-1～2-2） 

3. 第二章中，建議列入石門水庫、

寶二水庫，上坪攔河堰之壩體立

面及平面圖，以便了解各出、取

水工之相關佈置。 

3. 感謝委員指導，因本計畫評估地點

主要聚焦於石門大圳與寶二水庫引

水路明渠段，故僅呈現相關布置

圖。 

4. P.5-10 有關水位、流量量測位置

之數量說明與表 5-4 及 5-5 中之數

量不一致，宜修改之。 

4. 感謝委員指導，流速量測位置之數

量說明已修正。（P.5-10） 

5. P.5-23 最後一行起有關寶二水庫

引水路流量量測正確性之說明，

宜有較客觀之說明；另由表 5-5

巴歇爾水槽幾個測點所量得之流

量並非 5.79 cms，其可能誤差原

因宜有所說明。 

5. 感謝委員指導，量測流量與實際放

流量有些微差異，係因手持式流速

儀量測精度為 0.1 公尺每秒，故於

推估流量時將產生少許誤差。

（P.5-24） 

6. 表 8-3 為石門大圳分層取水工及

寶二水庫引水路可能設置發電機

組方案之效益初步評估，其中如

6.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將

整合第一年及第二年所有之評估方

案，排列優先順序，並提出最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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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程可行性有問題之方案宜刪

去之，如 P.6-7 所述不建議於石門

大圳分支渠取水處施作；另各方

案是否均可施作無排斥性，宜有

所說明。 

案與建議。本（105）年度初步評

估之所有方案仍保留列表，後續將

再以優先順序與備註方式說明。

（P.9-2） 

7. 表 7-1 研討會中之議程，建議有

一場次是本計畫成果之說明。 

7. 感謝委員指導，研討會議程為參酌

主辦課室意見後擬定，詳細議程表

詳 P.11-3。 

二、曾委員炳權 

1. 本案在第一年分析國內外之法

令，案例及產業技術等資料收

集，現在已進入第二年度之期中

報告，且已初步完成石門大圳及

寶山第二水庫等相關規劃，請問

第一年分析過國內外之法令，案

例及產業技術等資料收集，其特

殊之處及優點，可否列出供以參

考。 

1. 感謝委員指導，關於第一年度計畫

之收集資料內容，可參閱第一年度

計畫成果報告。 

2. 石門大圳適合設置開放型橫流式

水輪機發電機組，每年發電量約

為 381,744 度，但有溢堤風險，有

無改善空間。 

2.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方案經一

維水理數值模擬分析評估後，確實

將造成溢堤，改善方案為加高胸牆

高度（P.7-5）。 

3. 石門大圳連通管路，則適合設置

慣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每年發電

量約為 5,817,600 度（ 4 部機

組），因需挖管線，並配置分岔

管，雖工程較大，但同樣可提升

發電量，請評估投入之工程費與

年發電量並計算其回收年限，是

否值得投入。 

3.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連通管方

案，因涉及施工項目與相關成本因

素眾多，故先概估水輪發電機組與

土方、分岔管以及鋼管工程費用，

總價約 110,000,000 元，回收年限

13 年 ； 如 總 建 置 成 本 高 於

135,000,000 元，則回收年限將超

過 20 年。（P.10-6～10-7） 

4. 現已評估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

渠段，適合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

輪發電機組，每年發電量約為

53,856 度，經過多次之評估以本

案最為優先，希望能更有詳細之

4. 感謝委員指導，寶山第二水庫引水

路明渠段方案之經濟效益評估，詳

P.10-7～10-9。而颱風水災之風險

為不確定因素，目前無納入評估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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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計算，包括投入成本與回

收年等，但必須要把颱風水災之

風險問題亦需納入考量。 

5. 簡報 P.23 水文調查將以石門水

庫、石門大圳、寶山第二水庫進

水量及出水量，四處用以發電量

評估，未來經評估結果可行性高

時是否可設置水輪發電機組，希

望能有更詳述。 

5. 感謝委員指導，水輪發電機組設置

之可行性，統一於第六章「發電設

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評估」中呈

現。 

6. 簡報 P.30、P.31，已列出貫流式

水輪發電機組，未來在期末報告

中，希望能列出可適用在石門水

庫與寶山水庫之水輪發電機組。 

6.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方案擬

適用之水輪發電機組，統一於第六

章「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形式

評估」中呈現。 

三、鄧委員英慧 

1. 錯別字：<一>摘要，倒 3 行之

「擬」，似為「疑」；<二>P.1-4

第 11 行中「網」應為中「鋼」；

<三>P.1-5 第 24 行之「設統」請

修正；<四>表 1-1 中間第 8 欄之

「抵」觸，改為「牴觸」；。P.3-

2 頁同；<五>P.2-18 第 15 行，台

灣「省」自來水詞，刪「省」

字。第 23 行「利資源」更為「水

利資源」；<六>P.3-6 第 2 行，後

池「堰」沖刷道；<七>P.4-1 第 14

行「陂」度修正為「坡」度；<八

>P.4-2 第 12 行，刪除第一個

「，」。 

1. 感謝委員指導，錯別字部分均已修

正。 

2. 第 2-20 及 2-21 頁部分內容重複敘

述，請精簡整。 

2. 感謝委員指導，報告部分內容重複

敘述之處已修正。（ P.2-20～ 2-

21） 

3. P.3-6 現 況 水 文 調 查 期 間 為

2012~2014 年，P.5-1 水文調查期

間 2012~2015 年，如時間許可，

建議將 2011 年以前 5 年資料收集

3. 感謝委員指導，歷年水文調查資料

主要作為發電潛能評估之用（估算

可用於發電之天數），現況水文調

查作為模擬驗證之用，故發電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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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提高模擬可靠度。 評估初步以近年供水情況為主要考

量。 

4.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已於民國 98.7.8

公布實施，建議於 P.1-3 倒 3 行文

末加註。 

4. 感謝委員指導，報告中已加註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公布實施日期。

（P.1-9） 

5. 圖 5-9~5-12 之註中「放流量」改

為「進水量」，圖 5-13~5-16 之

「放流量」改為「出水量」。 

5. 感謝委員指導，圖 5-9～圖 5-16 之

註釋已修正。（P.5-11～5-18） 

6. 依 P.5-31 表 5-5 中測點有 28 點；

故 P.5-23 倒 2 行之「24」，P.5-10

倒 4 行「23」，P.8-1 倒 8 行中之

「23」均宜改為「28」？ 

6. 感謝委員指導，寶山第二水庫引水

路明渠段流速觀測均已修正為 28

處。（P.5-10、5-23 與 8-1） 

7. P.7-3 邀請對象單位建議增加台北

市翡翠水庫管理局，及台糖公

司。 

7. 感謝委員指導，「小（微）水力發

電技術研討會」已於 2016 年 8 月

10 日，由北區水資源局正式發文邀

請，邀請對象詳 P.11-2。 

8. 參考文獻 34、35 建議將 P.8-7 中

8.2.2 節所列法規列出。 

8. 感謝委員指導，參考文獻 34 與 35

已補充法規名稱。（P.參-3） 

四、吳委員進忠 

1. 經檢視執行單位提交之期中報告

內容，確已包括 1.地形及構造物

基本資料蒐集、2.現況水文調查與

量測、3.發電設備配置規劃及設備

型式初步評估及 4.提出小(微)水力

發電技術研討會企畫內容等項目

無誤，本人同意期中報告內容符

合計畫進度及目標。 

1. 感謝委員指導並惠賜寶貴意見。 

2. 期中報告第 3-11 頁九、發電潛能

整體規劃，已敘明「桃園大圳部

分因橫流水輪機(開放式)之水利條

件限制，目前無適合之機組，如

採斜擊式水輪發電機組，則另須

規劃分支引水與接管工程」，惟

表 3-2 桃園大圳取水口之擬設發

2. 感謝委員指導，第 1 年度評估之桃

園大圳地點因流量與水頭之限制，

故無適用之機組（桃園大圳與桃園

大圳取水口為不同方案）。本計畫

整合 2 年度之評估方案與經濟效益

分析結果，詳表 9-1（P.9-2）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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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型仍為橫流式水輪機(開放式)

不無矛盾。另第 8-20 頁表 8-3 未

將石門水庫後池堰之發電效益與

財務內入評估，請廠商補充說

明。 

10-1（P.10-11～12）。 

3. 依期中報告第 6-4 頁表 6-1 發電設

備配置初步評估結果一覽表所

列，除分層取水工建議採用貫流

式水輪發電機組外，其餘方案皆

建議採用開放型橫流式水輪機，

是否已有確認之機組？第 6-1 頁

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的介

紹過於簡略，另請廠商說明。另

第 6-6 及 8-2 頁所述方案一每年發

電量約為 381,744 度與第 6-4 頁表

6-1 及第 8-20 頁表 8-3 方案一所列

382,272 度不同，亦請廠商說明確

認。 

3. 感謝委員指導，6.1 節評估之機組

機型為已公開販售之產品。開放型

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介紹與設置案

例資料，可參閱第 1 年度計畫成果

報告。石門大圳 A1 段與櫻花步道

方案之潛能發電量，已統一修正為

每年 382,272 度。 

4. 期中報告及第 8-20 頁表 8-3 所列

各方案之建置成本是否包括第 6-4

頁表 6-1 備註欄所列各項土木配

合工程之費用？如果沒有，則 8-3

所列各項益本比、內部報酬率、

年均化成本及回收年限等恐將失

真，請廠商說明確認。表 8-3 內

容數字與簡報內容不同，請說

明。 

4. 感謝委員指導，表 10-1（P.10-11～

12）之經濟效益初步評估結果已修

正，表中所列之建置成本無包含表

6-1（P.6-4）備註欄所列之各項土

木配合工程費用（因涉及施工項目

與相關成本因素眾多，故部分方案

僅先估算主要工程費用）。 

5. 併聯營運模式如採“自發自用”則

需再作更精確分析可行性。 

5. 感謝委員指導，電力系統連結與營

運模式評估與規劃，補充說明於

P.8-7。 

五、劉委員駿明 

1. 期末報告建議將第一、二年研究

的六個擬設微水力發電就可用水

頭差、流速、流量、發電量（以

上為能量水頭）、益本比等在摘

要內列表說明綜整成果，以利判

1. 感謝委員指導，第一、二年評估地

點之水力條件與評估結果補充於摘

要（P.I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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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使用。 

2. 利用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進行發

電操作，其實際放水與農業溉灌

需求及蓄水高度息息相關，請再

加強高於中層取水（標高 228 m，

原設計 234 m 以上可操作，若考

量水力發電，是否有空間調降亦

請研究）年平均日數（最近

2012~2015 的三年資料）扣農閒減

少用水、渠道維護等，確估可操

作日數，引入說明。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採用之石門

水庫放流量，為管理單位提供之實

際流量紀錄，農閒減少用水時即於

流量較低時，而渠道維護時之流量

則為 0。 

3. 評估中層取水益本比時，因與目

前石門大圳取水高度標高 195 m，

相差 33 m，水中懸浮之砂石含量

亦不同，故清淤效益，亦應列入

評估增加成本。 

3. 感謝委員指導，清淤效益目前無納

入評估項目。 

4. 依初步評估，分層取水工，微水

力發電需開挖管路，其工程多

長，是否影響颱洪期間可操作取

用上層濁度較低之乾淨水源，供

民生使用，應列入評估範圍說

明。 

4. 感謝委員指導，目前中層取水工閘

門尚無開啟使用，故如可行且未來

進行施工，應不影響上層取水。 

5. 石門水庫已核定列入環境教育場

所，為配合降低溫室效應，採節

能減碳及發展新能源科技等行動

策略，本案推動深具意義，宜評

估列入可行性及產生新效益。 

5.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目前針對各

評估方案，估算節能減碳效益（詳

P.10-12）。 

6. 石門大圳設置開放型橫流式微水

力發電機組，評估有溢流風險，

因渠道坡度緩，迴水長度必長，

加高胸牆工程，宜另計成本進行

分析。 

6.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設置開放

型橫流式微水力發電機組方案，目

前 初 步 概 估 加高 胸 牆 工 程 約

500,000（僅概算材料費用），並納

入經濟效益評估。（P.10-4～10-

5） 

六、本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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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有關利用石圳、桃圳規劃設

置小(微)水力發電設施，建議邀請

及諮詢農田水利會意見。 

1. 感謝委員指導，農田水利會之建

議，主要以不影響供水為主要考

量。 

2. P.6-5，石門大圳，當放流量達

13.8 m
3
/s 以上即有溢流風險，本

中心實際操作皆以 13.5 m
3
/s 為保

守最大流量。 

2.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實際放流

量資料係加總灌溉石圳、平鎮給

水、石門與龍潭給水、中山給水之

流量。 

3. 本計畫評估於分層取水工系統設

置水力發電設施並以此流量供

水。惟在非颱風期間，自分層取

水工供應之原水濁度較低，將影

響平鎮淨水廠之快濾床過濾效

率，有造成供水量不足之疑慮，

請加入評估考量。 

3.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如有蒐集到相

關資料與數據，再納入補充說明與

分析。 

七、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 

1. 表 5-4、5-5 石門大圳及寶二引水

路流量測量結果，同一圳路上下

游約 100 m 長，流量誤差約為 0.5 

m3/s，此誤差考量是否合理。 

1. 感謝委員指導，量測流量與實際放

流量有些微差異，係因手持式流速

儀量測精度為 0.1 公尺每秒，故於

推估流量時將產生少許誤差。 

2. P.6-14 寶二擋水門經評估建議可

列入優先設置地點，適用流量為

2.9~4.6 秒立方公尺，若流量超過

4.6 cms 發電機是否會損壞？因為

實際操作進水流量可能達 15.5 

cms，於此渠道上架設發電機組水

流阻礙及溢堤風險，仍請於後續

進行評估。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之開放

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各機型之

進水量固定，超過進水量則於溢流

孔溢出（P.6-1）。如水位擬有高於

發電機之疑慮，可加高發電機兩側

之檔板或將機組吊（移）出。由寶

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一維水理

數值模擬分析結果顯示，裝設擋板

與水輪發電機組，僅造成局部水位

抬升，但無溢堤風險（P.7-7～7-

9）。 

八、計畫課 

1. 圖 1-2~圖 1-4，名稱與圖內容不

符，請修正。 

1. 感謝委員指導，圖 1-2～圖 1-4 圖

名已修正。（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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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1 節資料請滾動式更新(請查

明經濟部能源局、台灣電力公司

等網站公布資訊)。 

2. 感謝委員指導，2.1 節引用之網站

資料更新日期為 2016 年 6 月 13

日，後續如果變動將持續進行更

新。 

3. 水位組體圖之累積曲線無法與 5-1

節之敘述相連結，累積曲線現請

改以超越之概念呈現(寶二水庫進

水量一併修改)。 

3. 感謝委員指導，圖 5-1～圖 5-16 之

累積曲線改以高於水位/流量天數方

式呈現。（P.5-2～5-18） 

4. 石門大圳實際放流量資料有大於

15 秒立方公尺，請再查明原始資

料正確性。 

4.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實際放流

量資料係加總灌溉石圳、平鎮給

水、石門與龍潭給水、中山給水之

流量。 

5. P.5-24， ”放流量 ”請改為 ”進水

量”? 

5. 感謝委員指導，已依委員意見修

正。（P.5-24） 

6. 在普萊氏流速儀量測，石門大圳

與寶二水庫引水路為何採用不同

方式?又寶二水庫引水路在普萊氏

流速儀儘量測一點，如何率定流

速比?。 

6. 感謝委員指導，普萊氏流速儀測定

方法與量測位置之水深相關（詳表

5-3，P.5-22），且於渠道中間量測

較為理想。因寶二水庫引水路之水

深與環境條件，故僅一處適合以普

萊氏流速儀量測，該處重覆量測 5

次並取平均值。 

7. 表 6-1，平均可發電之天數如何定

義?流量值為何? 

7. 感謝委員指導，平均可發電之天

數，為各機組最低適用流量之平均

放流天數，各方案之機組適用流量

補充於表 6-1（P.6-4）。 

8. 第 1 年度計畫所提及軸流式、斜

擊式等發電機組，為何未評估運

用在本年度計畫內?發電機組之選

用並非僅考量其發電效能，仍需

考量現地安裝位置與土木工程經

費。 

8. 感謝委員指導，發電機組設置類型

因評估地點之水文與環境等條件而

有所差異，考量本（105）年度評

估地點之各項條件，開放型橫流式

與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為較適合之

類型。 

9. 財務分析景考慮發電機組建置成

本，機房、現地改建等土木建置

成本應內入財務分析內，才能分

9. 感謝委員指導，因涉及施工項目與

相關成本因素眾多，故部分方案僅

先估算主要工程費用，經濟效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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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合理之經濟效益。 步評估結果總表詳表 10-1（P.10-11

～12）。 

10. 發電機組配置單機容量、機組數

量、型式，應搭配水理分析，做

出最佳化評估，此部分請於期末

報告詳實評估。 

10. 感謝委員指導，發電機組配置已依

據水理模擬分析結果與經濟效益等

考量，調整機組規格，調整後之整

體評估結果，詳表 9-1（P.9-2）與

表 10-1（P.10-11～12）。 

結論 

1. 履約情形：本案廠商係依旨案契

約服務說明書第四條第(二)點規

定：「自決標次日起 120 日曆天

內，受託廠商須提送期中報告 20

份，並由機關審核並召開審查會

議」。查旨案決標日係 105 年 3

月 15 日，決標次日起 120 日曆天

應為 105 年 7 月 13 日，查廠商於

105 年 7 月 13 日提送期中報告 20

份到局，時程及工作執行計畫數

量尚符契約規定。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如期、如

質、如量完成本（105）年度之工

作項目。 

2. 審查（查驗）結果：本期中報告

書暨簡報原則認可，請參酌各與

會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或建議加

以研處並有所回應。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參酌各與會

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或建議，並予

以研處及回應。 

3. 其他必要事項：  

(1) 本計畫案石門大圳及分層取水

工發電設置配置地點評估，請

考量水資源再利用及排淤效益

等因素。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地點相

關因素，後續擬列入考量。 

(2) 本計畫目前是第二年委託服

務，請執行單位將第一年及第

二年所有的評估方案，請於綜

合檢討後排出最佳化評估，並

將所有方案排列優先順序，以

供後續推動策略擬訂。並於期

末摘要部份，請執行單位整合

(2) 感謝委員指導，本（105）年度將

整合第一年及第二年所有之評估方

案，排列優先順序，並提出最佳方

案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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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方案列述，俾利委員審

閱。 

(3) 本計畫所提各方案之建置成

本、發電替代效益、售電經濟

效益等分析， 請執行單位在期

末報告，將計算基礎詳細說明

清楚。 

(3) 感謝委員指導，各方案之經濟效益

評估計算條件，將補充於期末報告

書。 

(4) 本期中報告暨簡報原則認可，

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單位代表

意見或建議加以研處；並將意

見回覆及辦理情形之內容納入

期末報告。 

(4)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參酌各與會

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或建議，並予

以研處及回應。 

(5) 請執行單位於本會議紀錄文到

七日內檢送其修正報告一式三

份，以利本局憑辦後續作業。 

(5)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於規定時

程內檢送工作執行計畫書修正稿乙

式 3 份，供北區水資源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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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書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主席：蘇主任工程司俊明 

1. 時間：105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2. 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二會議室（3F） 

委員意見 處理情形 

一、 曾委員炳權 

1. 本計畫評估之小（微）水力發電

方案，請詳述建議方案及未來推

動方式。 

1. 感謝委員指導，建議方案及未來推

動方式補充說明於第九章。（P.9-1

～9-7） 

2. 回收年限評估，是否有包含土建

工程、運轉維護與備品等費用？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之方

案，初步概估各方案所需之機組、

工程費用與運轉維護費用，備品無

列入費用估算。（P.10-3～10-9） 

3. 本案發電潛能評估係採用 2012～

2015 年之石門水庫水位資料，一

般水力發電之潛能評估，如水文

資料過少，將降低準確性，是否

考慮採用 10 年以上之水文資料進

行評估。 

3.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發電潛能評

估以近年供水情況為主要考量。

（P.5-1～5-18） 

4. 經濟效益評估之回收年限是在何

種基準下進行評估？係以台電之

平均售電價格或躉購費率為基

準？請說明。 

4. 感謝委員指導，經濟效益評估分別

以發電替代效益（2015 年台電平均

售電價格 2.9331 元/度）與售電經

濟效益（2016 年川流式水力發電躉

購費率 2.9078 元 / 度）評估。

（P.10-3～10-9） 

二、 鄧委員英慧 

1. 本案成果報告，將來作為政府後

續推動策略之參考依據，故表 10-

1 中所列建置成本無包含表 6-1 備

註欄所列各項土木配合工程費用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之方

案，已重新概估各方案所需之機

組、工程費用與運轉維護費用，已

補充於 P.10-3～10-9 以及摘要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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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聯等），只估算主要工程

費，建議在結論或建議中加以說

明，以免參考者誤估。 

論（P.VII～VIII、X～XIII）中。 

2. 寶山第二水庫引水路明渠段方案

之經濟效益評估，未納入颱風水

災之風險等不確定性因素，但以

台灣之氣象環境經驗，該災害無

法避免發生，除在設計規劃時要

考量因應外，在營運階段之維護

管理及保險經費之事先考量亦很

重要，建議在結論或建議中加以

特別說明。 

2. 感謝委員指導，颱洪災害風險之不

確定性因素考量，已補充說明於建

議中。（P.XIV～XV） 

3. 相關法令建議修正乙節，請在建

議章節中特別再摘錄，請主辦機

關行文各法令之主辦機關參考修

法。 

3. 感謝委員指導，法令建議修正部分

已補充說明於建議中。（P.XV） 

三、 吳委員進忠 

1. 結論與建議部分僅（五）、

（六）、（七）點可歸為本案之

評估結論，其餘各點僅是執行本

案要求工作項目之辨理情形稱不

上研究結論，建議的部分過於簡

略且缺乏與結論的關聯性，建請

研究團隊應列表方式呈現本案各

項要求工作項目及期辦理情形，

另將研究評估的結果彙整為期末

報告結論，並提出具體可行的建

議。 

1. 感謝委員指導，摘要、結論與建議

已加強說明（P.I～XV），本計畫

執行進度詳圖 1-6（P.1-17）。 

2. 第八章電力系統連結與營運模式

評估與規劃，內容過於簡略，沒

有針對可能設置地點的電力系統

現況（電壓等級、饋線容量、饋

線負載、線路長度、線路壓降

等）進行說明、評估、分析，即

驟下第 8-7 頁三、電力系統連結

與營運模式評估之結論：僅分層

2. 感謝委員指導，電力系統與營運模

式規劃已補充說明（ P.8-1～ 8-

12），更詳細之電力系統規劃（如

饋線容量、負載與壓降等），建議

於規劃設計階段中詳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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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工可考慮採用與市電併聯方

式，其餘之石門大圳與寶山第二

水庫引水路方案均建議以自發自

用為主要考量，如此營運模式又

何以建議以 BOT 方式辦理?似有

矛盾之處。請廠商說明並補正。 

3. 第九章發電潛能整體規劃，內容

實在過於簡略，僅有兩頁應該無

法單獨成一章， 表 9-1 備註欄所

列內容應為各方案的風險評估，

建議修正欄位名稱，另表 9-1 所

列各項方案應明顯備註係根據前

面那一個章節的評估結論以方便

查閱。請廠商修正並補充內容。 

3. 感謝委員指導，表 9-1（P.9-2）原

備註欄位名稱已修改為風險評估，

並加註評估結論章節頁碼。 

4. 第十一章小（微）水力發電技術

研討會辦理情形，廠商未將本案

評估結論與成果於會中發表、聽

取各方專家建議、交換意見並據

以修正調整本案，實屬可惜，是

否達成本案要求辨理研討會的目

的?不無疑問，且部分主題（綠能

運用與未來發展、太陽能發電、

節能發電系統）與本案無關、出

席的專家層級不高（與期初報告

規劃邀請的專家落差太大），另

出席人數是否踴躍?請廠商一併說

明。 

4. 感謝委員指導，研討會議程為參酌

主辦機關意見辦理，研討會出席人

數共 95 人，包含學術單位 12 人

（佔 13 %）、業界 16 人（佔 17 

%）與公職人員 67 人（佔 70 

%）。（P.11-3） 

四、 劉委員駿明 

1. 本計畫第 2 年計畫共完成石門大

圳 21 處，寶二水庫 28 處之流速

觀測，摘要各 20 處，請按實臚

列。 

1. 感謝委員指導，摘要部分已修正。

（P.III） 

2. 石門大圳擬設置開放型橫流式水

輪發電機，但有溢堤風險，可用

兩岸加高處理迴水風險，宜在摘

要內加以說明，又分層取水工回

2. 感謝委員指導，摘要部分已加強補

充說明。（P.III、V、VIII、X～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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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年限恐超過 20 年（開挖管線並

配置分岔管）與摘要附表分析 13

年不同，請說明；又效益評估分

成發電替代及售電經濟兩項，建

議表后以備註說明區別，以利了

解。 

3. 籌辦發電技術交流研討會，其辦

理成果，達成結論及建議，宜列

入重點(示範站、水力躉購費率提

高等)說明，以彰顯其功效。 

3. 感謝委員指導，小（微）水力發電

技術研討會主要目的為經驗分享與

交流。（P.11-6～11-9） 

4. 兩年計畫共辦理六大項目評估，

摘要所附表，請編號以利判讀，

又寶二水源聯通管未列入，且缺

少可行性評估（設優先、次優先

及不建議設置），請加入，以利

參考利用。 

4. 感謝委員指導，摘要部分已修正。

（P.III～XI） 

5. 若採兩岸加高處理溢堤風險，石

門大圳設置地點，必須施工動線

及空間，請妥為佈設，以圖及座

標標示，以利參考。 

5.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無針對施工

動線及空間進行探討。 

6. 分層取水工原設置目的，係因應

颱洪期間發生濁度昇高，取上層

較潔淨水源供水，固其與石門大

圳連通，功能上已可代替石門大

圳取水口，建議評估時可用下層

取水年平均天數 340 天，而非中

層 303 天，請考量。 

6. 感謝委員指導，分層取水工評估之

取水路線前段為中線鋼管，於中線

管理站附近銜接低線鋼管，再銜接

石門大圳聯通管路（ P.4-2～ 4-

3），故取水年平均天數採中層取

水。 

7. 依圖 5-5 至 5-8 石門大圳放流量組

體圖分析，放流量 2.9 cms，平均

可發電天數 362 天，若提高至 4.6 

cms，則天數僅減少 4 天為 358

天，建議就總發電效益評估其經

濟效益，提供決策參考。 

7.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方案評估

之開放型橫流式水輪發電機組，最

大裝置容量之機組適用流量為 2.9

～4.6 秒立方公尺，故以放流量 2.9

秒立方公尺計算可發電天數。

（P.6-6） 

五、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石門發電廠 



 

附 5-5 

1. 針對本案評估地點，研究團隊能

考量未來營運時，相關零組件設

備的方便 取得及相容性，收集並

應用目前國外已商品化之設備，

提出適合類型之小 （微）水力發

電機組，對降低營運成本的用心

表示肯定。 

1. 感謝委員肯定。 

2. 調查寶二水庫 2012～2015 年資

料，進水量平均為 1.79 cms，0.8 

cms 以上平均天數為 250 天，另

1.6 cms 以上平均天數為  147 

天，而初步建議擬可列入優先設

置之寶二水庫擋水閥門地點，評

估流量以 0.8~1.25 cms 計，是否

過於保守，未充分利用水資源。 

2.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方案，

除考量水力條件外，經濟效益評估

為主要因素。經試算不同裝置容量

之機組，目前評估機組具有較佳之

經濟效益。（P.6-13～6-16、10-7～

10-9） 

3. 針對分層取水工所應用之管路用

貫流式水力發電機組部分，請詳

細介紹圖 6-8 及圖 6-10 示意圖之

應用方式，以利應用參考。 

3.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分層取水工

設置貫流式水力發電機組之說明。

（P.6-9～6-12） 

4. 後池堰右岸是否可以納入沖刷道

放水量，以增加發電效益。 

4. 感謝委員指導，後池堰右岸方案因

評估管路之水力條件限制，且機組

適用流量有其上限值，達滿管流量

之條件下，多餘水量無益於發電效

益。 

六、 本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林委員羿丞 

1. 成果報告請依水利署格式製作

（英摘）。 

1. 感謝委員指導，成果報告已補充英

文摘要。（P.XII～XIII） 

2. P.5-1，2012～2015 年石門大圳放

流量最高為「24.8」秒立方公尺，

請確認。 

2.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放流量資

料，為加總灌溉石圳、平鎮給水、

石門與龍潭給水、中山給水之流

量，資料為主辦機關提供。 

3. P.6-4，表 6-1 中石門大圳方案 1

與方案 2 平均可發電之放流天數

不一致，請確認。 

3.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方案 1 與

方案 2 評估之機組非相同機型（適

用流量不同），故平均可發電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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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天數不同。（P.6-5～6-8） 

4. 本計畫摘要請加入第一年設置方

案做整體檢討，並於表中增設評

估結果欄位以利閱讀。 

4. 感謝委員指導，已加強摘要之論

述。（P.III～XI） 

5. 請補充貫流式發電設備，若在高

於適用流量是否可行。 

5. 感謝委員指導，高於適用流量之水

量將由兩側擋板之溢流孔通過。

（P.6-6） 

6. P.7-6 本計畫石門大圳水理數值模

擬分析會溢堤地點位置，請補充

照片或說明。 

6. 感謝委員指導，石門大圳方案擬溢

堤位置補充於照片 7-1（P.7-6）與

照片 7-2（P.7-6）。 

七、 寶山第二水庫管理中心 

1. P6-13 方案一有關沉砂池末端設置

開放型橫流式發電機案，結論為

排砂道含沙量高有損害機組之風

險初步不建議設置；首先以本中

心實際操作引水經驗且依據寶二

水庫運用要點規定上坪堰原水濁

度超過 3000NTU 可視需要停止引

水，在不缺水情況下本水庫約於

濁度超過 500NTU 即停止引水，

因此含沙量高之疑慮應可忽略。 

1. 感謝委員指導，沉砂池排砂道方

案，已排除含砂量高之疑慮，修正

為因設置空間之限制，施工困難度

高。（P.6-14） 

2. 同上，引用 2012~2015 寶二每年

進水量 0.8 CMS 以上天數為 250

天，擬安裝 0.8~1.25 CMS 機組 6

部，此處總進水量 0.8 CMS 若分

成 6 道排砂道每道安裝 1 部機

組，進水量恐無法推動 6 部機

組；因此建議可重新檢討選擇 1~2

道排砂道，安裝至多 2 部機組是

不是更有發電效益。 

2. 感謝委員指導，沉砂池排砂道方案

已修改評估機組與說明，目前以 6

部機組評估。（P.6-13～6-14） 

八、 計畫課 

1. 摘要請系統化陳述，並摘錄結論

與建議的重點。 

1. 感謝委員指導，已加強摘要之論

述。（P.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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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摘要中表列的各項評估數據結

果，與結論所建議的施作優先順

序互相矛盾，表中最佳的益本

比、內部報酬率、回收年限等數

據，均非結論建議推動的優先方

案，如係機組以外其他成本導

致，應妥為說明並於表中呈現。 

2. 感謝委員指導，已加強摘要之論

述。（P.VII～XI） 

3. 結論與建議乙節，請加述未來再

生能源法修正後，可能具有優勢

的方案。 

3. 感謝委員指導，結論中已補充未來

再生能源法修正後，可能具有優勢

的方案。（P.XIV） 

4. 第七章 HEC-RAS 模式，邊界條件

及重要參數請表列呈現。 

4. 感謝委員指導，邊界條件及重要參

數補充於表 7-2（P.7-6）與表 7-4

（P.7-9）。 

5. 第九章表 9-1，請納入結論說明。 5. 感謝委員指導，表 9-1 之評估結

果，已納入結論說明。（P.XIII） 

6. 第十章中，評估準則中各建置成

本為何均未包含變電設施成本？

請說明補正。 

6.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評估方案已

重新概估總工程費用。（P.10-3～

10-9） 

結論 

1. 本計畫為 2 年計畫，請執行單位

強化本計畫之具體成效，尤其於

摘要、結論與建議部分。 

1.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已加強摘

要、結論與建議之論述。 

2. 成果報告請增加英文摘要。 2. 感謝委員指導，成果報告已補充英

文摘要。（P.XII～XIII） 

3. 本期末報告暨簡報審查原則認

可，請執行單位參酌各委員之意

見加以研處，並納入期末報告定

稿本內。 

3.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參酌各與會

委員及單位代表意見或建議，並予

以研處及回應。 

4. 請執行單位於本會議紀錄文到後

14 日內提送期末報告修正稿一式

3 份到本局，憑辦後續行政程序。 

4.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將於規定時

程內檢送期末報告書修正稿乙式 3

份，供北區水資源局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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