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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壹、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民國 93 年 8 月艾利颱風侵襲北台灣，短短 2 日內於石門水庫集

水區降下平均 967 mm 之降雨量，大量且高強度之降雨於集水區內引

發多處嚴重之坡地崩塌與沖蝕情形，巨量土砂伴隨洪流短時間內大量

湧入石門水庫庫區，導致庫區內原水濁度迅速激增至數萬度以上，遠

超過淨水廠處理能力，迫使桃園地區停止供水達 18 日之久；此外石

門水庫亦因湧入庫區之泥砂而新增 2,788 萬立方公尺之淤積量，其規

模已達設計總庫容之 1/10，如此巨大規模之土砂災害對石門水庫之永

續經營造成深遠之影響。有鑑於此，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

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其供水能力，「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特別條例」於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公告，嗣後「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計畫」(以下稱整治計畫)奉行政院於民國 95 年 5 月 24 日

函核定並分 2階段辦理，第 1階段計畫期程原訂為民國 95年～97年，

核編列經費139.7億元，第2階段計畫期程原訂為民國98年～100年，

核編列經費 110.3 億元，總計編列 250 億元。 

整治計畫自核定實施後，整治成效一直受到各級主管機關及民眾

之重視與關注，為了解整治計畫內各分項計畫之目標確實執行並達成

預期效益，提出「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執行成效總報告」(以

下稱本報告)，使各級主管機關及民眾瞭解整治計畫之成效。綜上所

述，本報告之目的在依據整治計畫各執行單位之工作執行成果，利用

相關調查資料與研究數據，配合科學化之方法，提出整治計畫對達成

「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

提升其供水能力」等之成效。 

二、整治計畫執行期程與架構 

(一)整治計畫執行期程 

整治計畫奉行政院核定分 2 階段辦理，第 1 階段計畫期程

原訂為民國 95 至 97 年，核編列經費 139.7 億元，第 2 階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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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期程原訂為民國 98 至 100 年，核編列經費 110.3 億元，總

計編列 250 億元。 

由於整治計畫第 1 階段因特別預算延後通過、土地取得不

易以及若干工程因規劃時程較長等因素，致與原訂期程及經費

配置有顯著落差，基於滾動式管理精神，經報奉行政院 97 年

8 月 27 日臺經字第 0970037120 號函核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第 1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第 2 階段執行計畫」，在第 1 階段計畫經費不變原則

下，執行期程展延 1 年至民國 98 年 12 月底，同時第 2 階段計

畫維持原訂自 98 年度起實施。 

整治計畫第 2 階段執行過程中，因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環

評審查要求延長施工期程，減低對環境影響衝擊，電廠防淤改

善第 1 期工程採購爭議及沉澱池清運居民抗議、輸水管調整路

線及自來水淨水場新、舊設備銜接複雜等因素，致部分工作內

容、經費及工期必須依實調整，爰報奉行政院 99 年 8 月 3 日

臺經字第 0990042985 號函核定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第 1 次

修正)，於第 2 階段計畫經費不變原則下，執行期程展延至 102

年 12 月底完成。 

又因中庄調整池工程於設計階段，經考量廢棄物處理與圍

堤防滲設計、降低河道影響採倒伏式攔河堰設計及化解民眾疑

慮等因素後採分期開發、龍潭淨水場 4 萬噸初沉池暫無興建需

要、板新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因送水管線委外設計標發包不順遂，

送水管埋設私有地尚無法與地主達成協議及增辦水庫防淤隧

道工程先期作業需要，爰報奉行政院 101 年 2 月 8 日臺經字第

1010006098 號函核定第 2 階段第執行計畫(2 次修正)，於第 2

階段計畫經費不變原則下，子計畫「集水區保育治理」期程仍

維持至 100 年 12 月不變、「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展延至

102 年 12 月完成、而「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展延

至 104 年 6 月完成。 

然調整池工程因採完成基本設計後發包，為進一步掌握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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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質特性，在細部設計階段配合部分調整池池區土方開挖辦

理補充地質調查及試驗，俾確認細部設計圖說及相關規範可據

以施工，依據補充地質調查及試驗成果顯示左岸河階台地地質

變化大，部份區域岩盤透水性高於預期，以現地土石直接作為

圍堤填築料源，其透水係數亦高於預期，經以補充地質調查成

果進一步分析調整池滲流量，結果顯示年總滲流量大於基本設

計報告估計量，且部分圍堤斷面滲流量過大而有發生管湧現象

致堤身破壞之風險，為確保調整池防滲功能及圍堤安全，經評

估採調整原圍堤斷面設計型式因應，爰增加圍堤細質殼層填築

及截水牆加深等阻水工項，以降低圍堤滲流量及避免堤身破壞。

因受上開地質變異性大而增加阻水工項及因降雨大而影響施

工等不可抗力因素，爰報奉行政院 103 年 11 月 14 日院臺經字

第 1030066826 號函核定第 2 階段執行計畫(第 3 次修正)，於

第 2 階段計畫經費不變原則下，展延至 105 年 12 月完成。 

嗣後為儘速完成中庄調整池工程，已增加工作面及人力機

具趕辦並完成項下攔河堰、引水路、輸水路及管理大樓等工項，

惟屬要徑之池區工程因遭遇 104 年蘇迪勒颱洪強降雨、105 年

1 月至 3 月連續降雨及近期午後雷陣雨等事件，影響池區土方

開挖及圍堤填築作業甚鉅，另加上自 105 年起法定正常工時減

少等因素，致中庄調整池之池區工程無法如期於 105 年 12 月

完成，爰報奉行政院 105 年 10 月 14 日院臺經字第 1050040268

號函核定第 2 階段執行計畫(第 3 次修正調整)，於第 2 階段計

畫經費不變原則下，展延至 106 年 6 月完成。 

(二)整治計畫架構 

依據整治計畫執行計畫書，其近期以民國 95 年颱風期間

不分區供水為主要目標，中長期之目標則為延長水庫壽命與降

低缺水風險，並期望可達到增加集水區原住民就業機會之附加

效益。為達計畫目標，整治計畫上游集水區將以土地使用管理

與防災監測之非工程手段為主、山坡地治理為輔，而庫區及自

來水供水系統則以災害復建、提升取水功能、擴充淨水廠處理

能力與增加備援容量為主要策略。爰此，整治計畫架構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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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以下簡稱第 1 區塊）；(2)

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以下簡稱第 2 區塊）；以及(3)集水

區保育治理（以下簡稱第 3 區塊）等 3 大區塊，而各區塊針對

之區域分別為水庫庫區、水庫下游自來水幹管以及水庫上游集

水區等，各區塊辦理之計畫與期程如表 1-1所示，茲分述如下。 

1.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共包含 12 個分項計畫，並

由石門水庫管理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辦理，

其中「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分項計

畫已取消辦理。依據分項計畫內容，其可概略分為緊急供水

工程以及水庫更新改善等兩部份： 

(1)緊急供水工程：包括「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

下游輸送管線」、「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以

及「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等 3 個分項計畫。 

(2)水庫更新改善：包括「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後池改

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

改善工程」、「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水文水質試

驗監控中心新建工程」、「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

改善」、「水庫泥砂浚渫」以及「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等 8 個分項計畫。 

2.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工程 

共包含「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石門淨水廠增設 50 萬

噸原水蓄水池」、「龍潭淨水場擴建」、「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

桃園計畫(含南北桃連通計畫)」以及「桃竹雙向供水計畫」等

5 個分項計畫，由政府納入整治計畫特別預算支應相關費用，

並投資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興建辦理。 

3.上游集水區保育 

在上游集水區保育部份共包含「土地使用管理」、「土地



 

1 – 5 

使用與環境生態、防災監測」、「水庫集水區保育」以及「保

育防災教育宣導」等 4 個分項計畫，而每一分項計畫下又可

細分為數各不同之子計畫。惟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遼闊且分

屬不同機關權責管轄範圍，因此不同子計畫依其執行地點分

屬不同執行單位，詳如表 1-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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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架構與期程表(1/2) 

工程(計畫)項目 期程 執行機關 

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第1區塊)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95～97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2.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95～97 

3.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取消辦理） - 

4.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95～96 

5.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95～98 

6.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95~106 

7.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95~105.3 

8.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95~104 

9.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95~105 

10.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 98～100 

11.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周邊環境改善 95~105 

12.水庫泥砂浚渫 95～102 

二、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第2區塊) 

1.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 95 

經濟部（台灣 

自來水公司） 

2.石門淨水廠增設 50 萬噸原水蓄水池 95 

3.龍潭淨水場擴建 95~100 

4.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含南北桃連通計畫) 95~104 

5.桃竹雙向供水計畫 95~97 

三、集水區保育治理(第3區塊) 

（一）土地使用管理 

1.依水庫集水區範圍加強土地使用管制 

2.配合辦理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 

95~100 

內政部 

配合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方案山區道路管制總重 15T 以

上車輛進入 
交通部、農委會 

1.原住民保留地合理土地利用輔導 

2.水庫集水區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收回 

原民會(桃園縣及

新竹縣政府) 

1.大漢溪既有主流防砂壩土地徵收補償 

2.水庫蓄水範圍及保護帶加強管理巡查 

3.配合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方案水庫周邊保護帶範圍劃

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並研擬推動復育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1.辦理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制定查定標準) 2.辦理加

強山坡地違規案件取締及移送法辦執行 3.劃定公告特定水土

保持區範圍 4.公告管制事項 

農委會(水保局) 

1.國、公有土地停止放租、禁止放領，限期收回造林 

2.水庫集水區國有林班地違約租地造林地回收 
農委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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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架構與期程表(2/2) 

工程(計畫)項目 期程 執行機關 

（二）土地使用與環境生態、防災監測 

1.石門水庫集水區經營管理保育對策及集水區泥砂推估計

畫，建立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2.水庫集水區災害通報系統建

置計畫，建立集水區衛星暨數位災害通報系統 

3.石門水庫集水區生態調查評估計畫 4.石門水庫原水濁度自

動監測系統 5.颱風災害期間上游自動採水保存措施及人工水

質監測計畫。6.水質改善計畫。 

95~100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建立水庫集水區保育監測系統及防災緊急處理 農委會(水保局) 

（三）水庫集水區保育 

進行道路(路權及上下邊坡不可分割之範圍)水土保持規劃分

級處理保育與維護 

95~100 

交通部（桃園縣政

府、新竹縣政府） 

水庫整理治理規劃及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理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山坡地(不含蓄水範圍保護帶及國有林班地)治理及棲地生態

保育措施評估 
農委會(水保局) 

國有林班地治理及漂流木倒伏木固定處理 農委會(林務局) 

農路水土保持 
水保局（桃園縣政

府、新竹縣政府） 

原住民保留地治理 
原民會（桃園縣政

府、新竹縣政府） 

（四）保育防災教育宣導 

1.進行保育宣導人力培訓 2.實施保育宣導 3.進行防災宣導人

力培訓 4.製作土地利用管理宣導資料 5.進行土地利用管理宣

導人力培訓 6.實施土地利用管理宣導 

95~100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農委會(林務局、

水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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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評估架構與方法 

依據已核定之整治計畫執行計畫書內對計畫緣起之說明，整治計

畫之目的在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以

及有效提升其供水能力。有鑑於此，本報告將「庫容維持」、「穩定供

水」以及「保育集水區環境」等定位為整治計畫之主要目標，並提出

整治計畫執行後對達成此三項目標之成效。然實際上前述三項目標彼

此間具有高度之相關性，水庫營運最重要之功能即在供水，因此成果

可提升穩定供水能力之分項計畫必然與確保水庫營運功能有所關聯，

再者保育集水區環境除了可增加集水區生態環境多樣性外，應可降低

集水區產砂量，從而減少入庫泥砂量與庫區淤積量，因此對確保水庫

營運功能亦有助益。有鑑於此，為能較清楚陳述各分項計畫成果對達

成整治計畫目標之貢獻性，本報告將依據目標之不同探討不同分項計

畫之成效，並做如下之區別： 

(一)庫容維持：石門水庫為一多目標水庫，其功能涵蓋給水、發電、

防洪與觀光等，然無論是何項功能，首要之課題仍在水庫庫容

之維持，因此在確保水庫營運功能之成效分析方面，本報告將

探討與降低水庫淤積量具直接相關之分項計畫，包含第三區塊

中水庫集水區保育分項計畫對「降低入庫泥砂」成效，以及第

一區塊與庫區泥砂處理相關分項計畫對「降低庫區泥砂落淤量」

之成效，最後再綜整降低入庫泥砂與降低庫區泥砂落淤量之成

效評估結果，分析整治計畫執行後對庫容維持之成效。 

(二)穩定供水：此部分之成效評估將僅探討與供水直接相關之分項

計畫，包含第一區塊之部分分項計畫與第二區塊所有分項計畫，

惟本報告並不考慮集水區與庫區泥砂相關分項計畫對庫區水

體濁度之影響。另外在評估面向將分為「常態與枯旱時期供水」

以及「降低高濁度缺水風險」等兩方面。 

(三)保育集水區環境：整治計畫第三區塊集水區保育不僅工作項目

多元化，其成效亦具有多元性，當不僅只是降低入庫泥砂量。

因此在保育集水區水域環境之成效分析方面，本報告將針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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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塊之分項計畫探討其對維護集水區植生覆蓋率之成效。 

前述已說明本報告成效評估之方向，而成效評估之主要方法則以

下列二項並行之： 

(一)既有成效評估成果彙整：目前整治計畫各執行單位多已委託其

他學術研究單位辦理以成效評估為主之相關研究計畫，本報告

將彙整其評估成果以說明治理成效 

(二)現地監測資料加值分析：成效評估最直接之方法即為藉由現場

實際量測之泥砂量變化以及高濁度期間之實際供水狀況，配合

過去之監測資料加以互相比對。因此本報告亦蒐集相關之監測

調查資料，並對其進行加值分析以評估治理成效。 

四、成效評估報告章節內容概述 

本報告共分四章陳述，第一章為計畫概述，主要在闡明本報告之

背景與目的、整治計畫架構以及成效評估方法；第二章將彙整整治計

畫之實際執行成果；第三章為成效評估結果，將分別探討整治計畫對

達成「庫容維持」、「穩定供水」以及「保育集水區環境」等目標之成

效；第四章將依據成效評估之過程與結果，提出結論與石門水庫後續

維護與管理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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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及執行成果 

石門整治計畫具體架構可區分為 3 項子計畫：(1)「緊急供水工

程暨水庫更新改善」—水庫庫區（即第 1 區塊）(2)「穩定供水設施

與幹管改善」—水庫下游自來水幹管改善（即第 2 區塊）以及(3)「集

水區保育治理」—水庫上游集水區（即第 3 區塊）。此 3 大區塊項下

再細分數項分項計畫來執行，以達成「庫容維持」、「穩定供水」、「保

育集水區環境，以及「民間參與及資訊公開」等 4 大目標。 

本整治計畫可依執行期程區分為 2 階段，第 1 階段工作由 95 年

起始，原訂 97 年底結束，配合相關工作辦理之需要經一次修正後於

98 年度完成；第 2 階段工作按計畫於 98 年度起始，原訂於 100 年度

完成，配合相關工作辦理之需要經三次修正調整後，預計於 106 年度

完成。各分項計畫於兩階段之預算分配及其預算執行情形詳請參閱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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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經費表(1/2)                                        單位:仟元 

計畫項目 執行機關 1階核定經費 1階實支數 1階繳庫數 1階未支用數 2階核定經費 2階實支數 2階繳庫數 2階未支用數 備註 

子計畫一、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 5,250,000 4,681,686 568,314 0 5,945,260 5,204,906 258,654 481,700  

分項計畫一、提升壩頂緊急抽水及下游輸送管線 北水局 470,000 466,224  3,776  0  0 0 0 0 
 

分項計畫二、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北水局 300,000 269,103  30,897  0  0 0 0 0 
 

分項計畫三、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

行計畫 
北水局 0 0  0  0  0 0 0 0 

 

分項計畫四、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北水局 46,000 45,453  547  0  0 0 0 0  

分項計畫五、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北水局 1,400,000 1,303,962 96,038  0  0 0 0 0 
 

分項計劃六、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北水局 1,200,000 893,160  306,840 0 3,619,260 3,151,593 17,131  450,536  
經2階第3次修正調整，延

至106年底完成。 

分項計畫七、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善工程 北水局 657,000 611,350  45,650  0  1,042,500 918,613 93,798  30,089  
因工程未完成驗收，預計

106年12月完成 

分項計畫八、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北水局 3,000 2,090  910  0  150,000 87,741 62,259  0  
 

分項計畫九、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北水局 100,000 90,523  9,477  0  150,000 120,150 28,775  1,075  
因工程未完成驗收，預計

106年12月完成 

分項計畫十、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 北水局 0 -    0  0  23,500 22,649 851  0 
 

分項計畫十一、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北水局 450,000 438,981  11,019  0  490,000 443,015  46,985  0   

分項計畫十二、水庫泥砂浚渫 北水局 624,000 560,840  63,160  0 470,000 461,145  8,855  0 
 

子計畫二、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 - 2,751,000 2,670,386 80,614 0 2,199,000 877,551 0 1,321,449  

分項計畫一、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 水公司 291,833 248,858 42,975 0 0 0 0 0 
 

分項計畫二、石門淨水廠增設 50 萬噸原水蓄水池 水公司 203,229 195,342 7,887 0 0 0 0 0  

分項計畫三、龍潭淨水場擴建 水公司 587,738 586,810 928 0 381,262 381,262 0 0 
 

分項計畫四、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 水公司 1,324,000 1,323,681 319 0 1,817,738 496,289 0 1,321,449  

分項計畫五、桃竹雙向供水計畫 水公司 344,200 315,695 28,505 0 0 0 0 0 
 

子計畫三、集水區保育治理 - 5,969,000 4,843,804 1,125,196 0 2,885,740 1,810,677 912,033 163,030  

分項計劃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水庫集水區土地

使用計畫通盤檢討 
內政部 0 0 0 0 0 0 0 0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原住民保留地保

育治理 

原民會(含桃園縣

政府、新竹縣政府) 
400,000 365,423 34,577 0 150,000 138,955 11,045 0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水庫蓄水範圍保

護帶規劃及水質巡查 
北水局 58,000  27,665 30,335 0 43,760 11,080 32,680 0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山坡地管理 水保局 47,000  35,234 11,766 0 17,000 16,710 290 0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國有林合法出租

造林地補償收回計畫 
林務局 270,000 122,364 147,636 0 60,000 22,595 37,405 0 

 

分項計畫二、土地使用與環境生態、防災監測 
北水局 180,000  168,564 11,436 0 44,180 39,596 4,584 0  

水保局 100,000  99,952 48 0 41,000 40,264 736 0  

  



 

2 – 3 

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經費表(2/2)                                        單位:仟元 

計畫項目 執行機關 1階核定經費 1階實支數 1階繳庫數 1階未支用數 2階核定經費 2階實支數 2階繳庫數 2階未支用數 備註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進行道路水土保持

規劃分級處理保育與維護 

原民會(含桃園縣

政府、新竹縣政府) 
375,500 322,095 53,405 0 0 0 0 0 

 

交通部(含桃園縣

政府、新竹縣政府) 
218,000 199,929 18,071 0 318,000 293,039 24,961 0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蓄水範圍(含保護帶)

治理 
北水局 231,500  177,668 53,832 0 104,100 102,806 1,294 0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山坡地(不含蓄水範

圍保護帶及國有林班地)治理及棲

地生態保育措施評估  

水保局(含桃園縣

政府、新竹縣政府) 
3,767,000  2,982,760 784,240 0 1,921,700 1,025,049 733,621 163,030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國有林班地治理 林務局 322,000 317,062 4,938 0 180,000 114,854 65,146 0  

分項計畫四、保育防災教育宣導 

北水局 0 0 0 0 6,000 5,729 271 0  

水保局 0 0 0 0 0 0 0 0 

林務局 0 0 0 0 0 0 0 0 

總計 - 13,970,000 12,195,876 1,774,124 0 11,030,000 7,893,134 1,170,687 1,966,179  

註:統計至民國 106 年 9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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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數分項計畫於第 1 階段即已完成，多數工作皆屬跨階段辦理，

執行期程涵蓋民國 95-106 年，亦即第 2 階段之工作內容為延續第 1

階段成果並持續辦理，以下依 3 項子計畫下之各分項計畫架構，呈現

各計畫工作目標及執行成果。各分項計畫之計畫內容及執行成果綜整

請參閱表 2-4。 

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子計畫項下共分為 12 項分項

計畫，其中除了第 3 分項計畫「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

行計畫」1 項，因水質不佳及效益偏低已取消辦理外，其他 11 項分

項計畫，除了「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尚餘攔河堰機電

部分及調整池工程周邊綠美化，因氣候影響導致工期延後，其他分項

皆已完成，各分項計畫工作內容與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1.工作內容：將原臨時抽水系統供水量提升至每日 96 萬噸(北桃

園每日 36 萬噸、南桃園每日 60 萬噸)，同時擴充至淨水場輸

水管線容量。 

2.執行成果：於 95 年完成壩頂緊急抽水系統設置抽水機 19 部、

集水槽及下游輸送管線容量，並經測試抽水系統，由原抽水

量為每日 40 萬噸提升至符合每日 96 萬噸水量設計。98 年莫

拉克颱風期間，增設取水工順利；發揮取水功能，經評估後

於 98 年 10 月及 100 年 9 月分次拆除 96 萬頓抽水管線，並於

100 年 11 月拆除集水槽，本工作階段性任務已圓滿達成。圖

2- 1 為壩頂緊急抽水系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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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壩頂緊急抽水系統 

(二)「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1.工作內容：修復受漂流木及泥砂影響而破壞之石門、義興電

廠以及永久河道放流口(PRO)閘閥，以維持電廠及水庫排淤正

常營運。 

2.執行成果：於 97 年度完成恢復電廠正常發電運轉功能，辦理

工作內容包含義興電廠附屬儀控設備工作、義興電廠即時影

像監視系統、義興電廠廠區增設排水設備及控制系統整合工

作、石門 1、2 號機組壓力鋼管充水設備建置及運轉操作、義

興前池水工設備修復工作、石門水庫排洪隧道 1、3、4 號控

制閘門檢修、石門電廠 2 號進水口閘門檢修工作、石門 2 號

水輪發電機組緊急檢修工作、永久河道放流口何本閥及環滑

閘門修復及攔污柵更新等。本計畫目標已於 97 年度達成，並

定期檢修以維持電廠正常營運。另永久河道放流口(PRO)修復

部分，於 100 年經通水測試結果，PRO 射流閘門已可全開恢

復 PRO 通水功能。圖 2- 2 為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相關施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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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抓斗施工 

(三)「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1.工作內容 

(1)藉由抽取庫區表層水源經溢洪道順流至後池，以防範水位下

降至標高 220 公尺以下，可能因石門水庫淤積面過高而既有

進水口無法取水，或壩頂每日 96 萬噸臨時抽水系統因水位過

低無法抽取之窘境。 

(2)完成石門大圳設置退水路，以增強水源調度能力。 

2.執行成果 

(1)於 96 年完成石門水庫抗旱及電器設備購置，工作內容包含

太空包採購、租用發電機及委託代操作。 

(2)截至 97 年底完成石門大圳設置臨時退水路、石門大圳 1 號

退水路下游鴨母坑溪口整治工程、石門大圳退水路工程，使

退水路流量可達每日 30 萬噸。另石門大圳 1 號渡槽設置退水

路工程，已改列於第 5 分項計畫「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內

辦理。圖 2- 3 為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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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洪道緊急抽水工程 

 
鴨母坑溪整治 

圖 2- 3 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相關圖 

(四)「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1.工作內容 

(1)規劃於水庫大壩左壩座處增設取水塔，可於因颱風、豪雨致

水庫原水渾濁時，直接引取水庫較上層(標高 EL.220m 以上)

水源。 

(2)接續完成第 4 分項「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計畫之石門大

圳設置退水路工作，以增強水源調度能力。 

2.執行成果 

(1)於 98 年完成上、中層（標高 EL.236、228 公尺）取水設施

並完成系統測試，順利發揮正常取水功能。另，下層取水口

（標高 EL. 220 公尺）無適當時機（水位低於 EL.218.5m）進

場施作，至 100 年底已完成下層取水口坡面及攔污柵平台開

挖及邊坡保護工、隧道進洞開挖面臨時性保護工，本工項已

於 105 年 7 月 6 日同意終止契約不再執行。 

(2)於 98 年完成石門大圳設置退水路工作，內容包含石圳退水

路箱涵施作、落水池開挖及石圳聯通管鋼管安裝 (全長

248.28m)之大圳設置退水路工程。圖 2- 4 為增設水庫取水工

工程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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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工程計畫」工程佈置示意圖 

 
取水隧道開挖 

 
取水豎井閘閥控制室 

 
石門大圳退水路 

 
取水豎井開挖及蝶閥室完成 

圖 2- 4 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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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線輸水鋼管埋設 

 
上層取水口 

 
中層取水口 

 
下層取水口隧道破鏡段開鑿 

圖 2- 4 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2/2) 

(五)「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1.工作內容 

(1)拆除石門水庫後池下游大漢溪公告行水區及水庫蓄水範圍

內之榮安二村，以改善水庫排洪流況並保障沿岸居民安全。 

(2)開發中庄調整池作為解決颱洪期間下游河道淨水場取水高

濁度問題，並為水庫防淤操作先前蓄水作業，以增加石門水

庫穩定供水能力。 

2.執行成果 

(1)於 96 年完成榮安二村徵收及清理工程。另，剩餘營建土石

方之清運工作，已納入特別預算第 12 分項計畫內「沉澱池週

遭環境維護綠美化工程」辦理，作為施工便道路基使用並增

進資源再利用。 

(2)中庄調整池工程，主要工程包括取水工程、調整池工程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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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輸水工程等 3 部分，取水工程包括攔河堰及引水路工程，

設計取水能力為每秒 10 立方公尺，其中攔河堰主要位於大漢

溪武嶺橋下游約 1.1 公里，堰長約 200 公尺，攔河堰堰型為

倒伏式活動堰；另引水工程主要將攔河堰取水後引水至調整

池蓄存，引水工程採箱涵設計，全長約 1,500 公尺。於 106

年 5 月完成蓄水，並因應 6 月初豪雨，石門水庫放水，鳶山

堰濁度上升，備援供水 187 萬噸，提早發揮功能；另配合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板新淨水場取水閘門維修，穩定替代鳶山

堰供水累計約 1,000 萬噸。將來營運操作時，於颱洪期間大漢

溪原水濁度過高致鳶山堰無法正常取水時，中庄調整池可備

援桃園與板新地區每日最大 80 萬噸水源約 7 天，有效提升地

區供水穩定度，降低缺水風險。除外，更能讓石門水庫於颱

洪期間進行水力排砂，維持水庫容量，促進永續利用。本計

畫攔河堰工程，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5 屆公共工

程金質獎」水利類第二級優等獎；中庄調整池工程，榮獲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7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水利類特優。 

 
攔河堰右岸俯視全景 

 
引水路工程維修道路施作完成 

 
調整池空拍全景 

 
輸水路過河段工程護堰及護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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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池 

 
管理大樓 

圖 2- 5 中庄調整池工程相關圖 

(六)「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1.工作內容 

(1)改善現有放水設施，藉由潛水伕進行進水口前清淤作業修復

永久河道放水口(PRO)，與電廠防淤第 1、2 期工程等改善工

作，可於颱風、豪雨時期，藉由水力將濁度較高原水排入下

游河道至海口，並使其運轉不受沉木干擾。其中，永久河道

放流口修復部分，為配合本項計畫永久河道放流口防淤改造

工作，由第 2 分項計畫「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改列至本計畫中辦理。 

(2)辦理其他雜項工作。 

2.執行成果 

(1)改善現有放水設施 

a.潛水伕進行進水口前清淤作業，持續至 100 年辦理 PRO 進

水口淤積清除作業，攔污柵變形損壞部分已完成切除第

1~3 塊作業，並於取水塔外側新設攔污柵，經通水測試結

果，PRO 射流閘門已可全開恢復 PRO 通水功能。 

b.電廠防淤功能改善工程分成二期工程，第一期工程係將既

有電廠 2 號機壓力鋼管改建為排砂鋼管以增加排砂功能，

目的在於石門水庫颱風豪雨期挾帶著渾水泥砂入庫，並產

生異重流/渾水潭特性可透過本工程設施，以底層洩水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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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操作，達到蓄清排渾，減緩水庫淤積延長石門水庫壽命

及穩定供水之目標，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竣工，因工程施

工品質優良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遴選為公共工程金

質獎第 11 屆─水利類特優。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為維持電

廠之功能，乃將原電廠 1 號機壓力鋼管增設分歧管及複葉

閥使 2 號機組恢復發電功能，已於 104 年 7 月 31 日完工，

並於 104 年 8 月 13 日恢復發電。「石門水庫既有設施防淤

功能改善工程計畫-電廠發電鋼管複葉閥工程」參加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所辦「105 年度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

共工程及人員選拔－第十屆公共工程金安獎」榮獲工程類

佳作。 

(2)其他雜項工作：已完成電廠廠房至壩區電力電纜遷移、電廠

廠房至壩區控制光纖電纜遷移、石門水庫壩區壓力式水位計

設備採購，並持續進行辦理其他系統設施更新等作業。圖 2- 6

為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相關圖片。 

 
PRO 放流口照片 

 
潛水伕打撈沈木 

 
電廠防淤一期工程排砂照片 

 
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配置圖 

圖 2- 6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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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1.工作內容：為減緩水庫淤積速度，針對既有防砂壩總體檢及

清淤作業規劃、低矮防砂設施可行性評估。第 1 階段進行增

設防砂設施工程水工模型試驗、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工

程規劃、地質調查及建置水工模型；第 2 階段進行防淤隧道

工程之可行性規劃及基本設計。 

2.執行成果：石門水庫防洪防淤規劃已於 100 年 12 月底完成可

行性規劃成果報告，並彙整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總報告，於 101 年 1 月陳報經濟部水利署審核，經行政院國

家發展委員會於 103 年 2 月 11 日初審原則同意該計畫，請經

濟部依會議結論再修正工程計畫後，依程序提送行政院送交

委員會審議。第 1 階段計畫已於 103 年 9 月 1 日行政院核定

實施，期程 104 年至 110 年，總工程經費 46.27 億元(由公務

預算及水資源作業基金籌應)。 

 
防淤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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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水層通過延伸管 

 
異重流流至大灣坪案 

圖 2- 7 防淤隧道工程規劃圖 

(八)「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1.工作內容：以達成水庫延壽功能為目標，辦理各項調查、規

劃、試驗及研究。第 1 階段共辦理 10 項，第 2 階段擬辦理工

作共 12 項，主要係針對需較長時間觀測、鑽探、規劃或第 1

階段辦理結果經評估後需進一步調查者，進行相關研究分析，

以探討其具體方案、可行性與效益。 

2.執行成果：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第 1 階段辦理 10 項，

第 2 階段辦理 12 項。已完成計畫項目及說明詳表 2- 2。圖 2-8

為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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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96.3 石 門 水 庫

及 其 集 水

區 整 治 計

畫 專 屬 網

站 

為使「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辦理內

容及進度透明化、公開化，使社會大眾及各級

意代表確實了解，利計畫各項最新資訊得以利

用網路，隨時對外發布。 

宣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以利

計畫推動。報導歷年政府已執行推動之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成效，利民眾瞭解政府重視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治理。 

展示

宣導 

96.12 石 門 水 庫

更 新 改 善

虛 擬 實 境

模 擬 展 示

委 託 專 業

服務 

主要目的為藉由電腦 3D 虛擬實境製作技術，將

石門水庫更新改善計畫之內容包含：分層取

水、防淤設施、泥砂濃度及流場監測、壩頂抽

水及自來水供水調度、集水區崩塌地處理、水

位提升改善工程及庫區廊道等相關計畫內容，

建置為可由使用者自行進行互動操作之虛擬實

境。 

在 3D 模型建置方面，採用 3DS MAX 進行建

置，並搭配 Virtools Dev.之 3D 虛擬實境互動技

術進行相關展示功能製作。透過石門水庫更新

改善計畫簡介影片及緊急應變流程自動導覽

等功能，使民眾及長官能透過影片及虛擬實境

之模擬，進一步的了解「石門水庫更新改善計

畫」之內容，並進而配合政令宣導，共同珍惜

水資源。 

展示

宣導 

97.8 石 門 水 庫

水 位 提 升

改 善 工 程

可 行 性 評

估及規劃 

近年由於工商業蓬勃發展，用水量激增，現有

水源已不敷需求，由於興建水庫不易，若能以

現有水庫提高蓄水量，應為較可行之經濟方

案，基於此構想，原擬於壩體不加高及防洪安

全無虞之條件下，提高石門水庫溢洪道閘門高

度 2 至 3 公尺，以攔蓄洪水增加庫容。 

綜合考量水庫之增供水效益、水庫排洪操作模

擬結果、水庫結構物安全及實務上水庫排洪操

作可行性等因素，建議可提高豐水期水庫上限

整體水位，將 6 月份上限水位由 235 公尺提

升至 243 公尺。 

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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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2/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97.12 石 門 水 庫

漂 浮 木 與

異 重 流 運

移 之 試 驗

分析 

進行實驗分為漂流木下沈機制、漂流木隨異重

流之運移、漂流木於電廠分岔管內運移及漂流

木運移受進水口取水影響等四組。此外亦針對

漂流木打撈技術與後處理進行資料收集與建議

以釐清漂流木，攔木索及異重流三者之關聯。 

(1) 無論是針闊葉樹短試材在 10天內就開始下

沉；(2)沈底漂流木沈積於底床坡度變化處或攔

木索水下底部；(3)漂流木長度介於 3.2 與 3.6 

公尺間若進入排砂管路，則易造成左側分岔管

阻塞；(4)發電進水口之底床顆粒受水流推擠而

形成堆積丘，其最高點距離進水口約為約 30 

公尺。 

技術

支援 

98.7 石 門 水 庫

及 其 集 水

區 整 治 計

畫 績 效 評

核 

建立合適之績效評核指標與分析架構，並評量

各子計畫對石門整治目標之貢獻，協助掌握各

工程建設之品質與進度，同時分析 96、97 年度

計畫之成效，以協助規劃第二階段之各子計

畫，期最終達成整治條例的總目標。 

包含民國 96 及 97 年度績效評核之結果，整

體而言，各子計畫分年目標均大致能達成，且

工程績效也能符合預期目標。然而，許多子計

畫需要多年的工程才能完成，因此對總目標的

貢獻度可能需要 2、3 年後才能完全呈現。 

展示

宣導 

98.7 石 門 水 庫

及 其 集 水

區 整 治 計

畫 經 濟 效

益評估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直接經濟效益區分為缺水

改善效益、增加售水收益，及整治計畫投入經

費所產生投資之產業關聯效果兩方面進行評

估。至於間接及社會效益方面，則分別以增加

排砂、土砂量控制、清淤效益、產業活動維持、

景觀遊憩以及就業改善等面向，據以進行各項

經濟效益之評估。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高達 470.38 億

元(實質 GDP)，其中直接效益為 264 億元、間

接效益為 72.9 億元、社會效益為 133 億元。不

論從實質 GDP 角度抑或產值角度來看，整體

整治計畫之經濟益本比皆大於1(分別為1.14及

2.20)，顯見石門水庫整治計畫值得持續支持及

全力推動。 

展示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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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3/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99.5 石門水庫上游

主河道分洪防

淤工程初步規

劃及水工模型

試驗研究 ─C

案應用岩塞爆

破法可行性調

查及評估 

為能有效導引排放入庫渾水量，降低石門水

庫淤砂量，以兼顧水庫生態環境保育與水庫

永續利用。遂規劃 4 個方案之分洪排砂隧

道，其中方案 C 隧道位於水下深處，為降低

施工風險，計畫藉由區域地質調查、地質鑽

探、岩力試驗及數值分析等方法，瞭解計畫

地區各項地質特性，探討分析岩塞爆破方法

之可行性。 

岩塞段處理的長度雖有限，但其施工需一次到

位，若有所差池，則在深水下極難進行補救搶

修；無襯砌段岩體抗沖蝕性及長期穩定性則與

分洪排砂隧道之效益及使用壽命息息相關，故

此區段地盤之調查、設計與施工，為一項極為

精緻之岩盤工程，需按部就班、求真務實的執

行。 

技術

支援 

99.6 石門水庫運轉

規線下限及嚴

重下限提升改

善可行性評估

及規劃 

為因應近年來水文條件改變及水庫容積大

幅減少致使水資源調配困難之情況，計畫將

就現行運轉規線下限及嚴重下限作一全盤

之檢討，俾利對乾旱年之供水提早因應，降

低石門水庫供水營運之風險；另石門水庫高

濁度期間運轉係涉緊急供水及排淤原則，需

一併考量與防洪運轉洪峰發生後階段水庫

標高回復至正常滿水位部分之競合。藉由石

門水庫及其上游大漢溪系統水文資料蒐

集、下游各標的供水需求分析，並經由最佳

化搜尋之結果，達到滿足下游需求之水庫蓄

水規線操作，並建構水庫泥砂與濁度分析模

式架構，研議妥 

以具高效能全域搜尋能力之遺傳演算法搜尋

石門水庫運轉規線下限與嚴重下限，並提出三

種修訂方案，並以過去 45 年水庫入流量資料

探討下限與嚴重下限最適當之水位，方案一採

用現階段石門水庫嚴重下限之減供策略，以日

SI 為目標函數搜尋嚴重下限水位；方案二除了

採用現階段石門水庫嚴重下限之減供策略

外，參考翡翠水庫下限之減供策略，農業用水

亦按比例減供，以日 SI 為目標函數搜尋下限與

嚴重下限水位；方案三首先分析各種減供策略

影響搜尋出最佳減供策略，並以日 SI、空庫天

數、水位嚴重下限以下天數為 

技術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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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4/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適的操作策略，以作為相關單位之參考依

據。 

目標函數搜尋下限與嚴重下限水位。經各缺水

指標加以評估分析後，以方案三為最佳方案並

作為水庫運用要點修訂之參考。 

 

99.12 石門水庫供水

操作暨水源及

自來水系統最

佳化調配研究

委託專業服務 

目前桃園及板新地區為石門水庫水源供應

區，桃園及新竹地區則可由桃竹雙向供水管

線相互支援，大台北地區為翡翠水庫水源供

應區，並可支援基隆汐止及板新地區，未來

在「板新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第二期工程及

中庄調整池工程完成後，應再檢討水源調配

利用策略。配合氣候變遷降雨狀況異常，籌

謀其水源及自來水系統供水之最佳化調配

策略，作為爾後提升水資源運用及緊急時應

變調度之參考。 

中、長期於板二計畫完成後之供水策略，建議

以「板二核定計畫」配合「石門水庫水位上限

以上供應板新地區」及「三峽河水源優先供應

板新高地區」2 種優化供水方式，並於大湳及

龍潭淨水廠擴建完成後配合「板新大漢溪水源

南調桃園計畫」新增設施，調整供水範圍以減

少既有管網供水負荷，並可利用新設加壓站支

援南桃園每日 24 萬噸水量，發揮南北桃聯通

支援之效益。 

技術

支援 

99.12 石門水庫濁水

成因及淤泥層

運移機制鑽探

試驗分析 

透過沉積物鑽探取樣及力學特性試驗分析

等研究方法，釐清異重流沖刷等泥砂運移機

制在濁水形成過程扮演的角色，並瞭解電廠

取水口、河道放水道取水口、施工導水隧道

入口處之底泥物理性質與流變特性，據以進

一步分析研判庫區濁水成因與導引排放淤

泥層可行性評估。 

在淤泥透過管流排放之評估方面，標高 E.L.165

以上之淤泥流動性佳，受到庫水靜水壓作用

後，淤泥面可順利抬高約 32.3 公尺，接近理論

分析成果。以套管清除淤泥不僅無須等待淤泥

泥水分離靜置，亦減少了靜置場地空間、時間

成本、大量清水使用成本、量測收方計量等成

本，因此可供後續相關單位執行清淤作業參

考。 

技術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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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5/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99.12 石門水庫水砂

運移監測及異

重流數值模式

開發及應用研

究 

如何運用水庫異重流運移特性適時導引排

放，達到蓄清排渾，減緩水庫的淤積速率，

以延長石門水庫的使用壽命。計畫即在石門

水庫颱洪期間監測高濃度之水砂運移特

性，及發展適合石門水庫防淤課題的數值模

式，期以現地量測輔以數值模擬之方式，提

升對於高含砂水流以及異重流運移行為瞭

解，據以作為未來石門水庫擬訂濁水防治策

略、濁水預警、防淤設施更新改善與操作運

轉之參考，俾使水庫永續經營。 

1.建置測站，且採用 TDR 含砂濃度自動化觀測

技術，有助於觀測異重流運移及渾水潭沈降特

性。 

2.由庫區全模型試驗資料與模式濃度計算結果

比對顯示具有相同的趨勢，皆為下層泥砂濃度

較高，但靠近底床濃度差異較大，推估乃現場

與模型對泥砂粒徑大小的反應或與模式底床

條件設定有關。目前模式限於定性計算，待日

後較有完善現場監測資料及更多物理模型試

驗數據供模式佐證，方可驗證及率定參數使模

式更具準確性。 

3.兩防淤操作搭配模擬結果顯示，泥砂減少率

並非為單一操作減少率相加，推估可能為部份

泥砂在上游就已經被排出庫區外，使得到達下

由泥砂濃度相對減少，使得庫區泥沙減少率不

會增加太多。三維模式模擬防淤策略方案主要

探討各方案在相同條件下之排砂效率，但定量

方面尚需進一步驗證，且也還未能反應排砂效

率之外的其他效益評估。 

技術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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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6/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99.12 石門水庫供水

區整體水源利

用規劃 

石門水庫供水區應朝整體水源利用規劃，以

合理分配管理水資源，發揮水利會原有圳

路、埤塘蓄水及調度水資源功能，實際調配

埤塘水量以助益石門水庫之操作與管理。 

桃園地區用水供需檢討結果，民國 120 年用水

需求為 150.1 萬立方公尺，未來板二計畫完成

後大漢溪水源可全部供應桃園地區，再加上中

庄調整池及桃園海淡廠興建，總供水能力提升

為每日 154.1 萬立方公尺，現階段尚可滿足用

水需求，惟考量石門水庫仍可能面臨極端豪雨

而造成淤積降低供水能力、未來且有其他開發

案之用水需求及氣候變遷造成水量分布不均

下，尚需有其他備援水源因應，整體而言，增

加縣管河川取水之效益較大，然實施期程過

長，短期推動不易，故近程以石門大圳改善為

優先，中程則以埤塘改善(配合浚深)、搭排管

理、水源調配調度手段及河川整治，長程則完

成全面污水下水道系統，逐年編列經費及人

力，增加水源利用量，使桃園地區供水無虞。 

技術

支援 

100.2 石門水庫清水

坑備援水池工

程初步規劃 

為確保南桃園地區供水系統水源量於颱洪

期間不致發生短缺情況，此計畫備援水池之

規劃顯具必要性。 

清水坑鄰近石門水庫後池，位於龍潭鄉大 

打鐵坑溪集水區小，常時無可增供水量，颱風

期間低濁度可引總逕流量有限，及存在可供水

時間可能晚於需求時間之風險，水源並不穩

定。考量備援之重要性 

技術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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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7/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平村、三林村與佳安村間之小谷地，計畫擬

於該處規劃一備援水池，納入石門水庫供水

系統供備援使用。 

 

、穩定性及水質要乾淨之原則，備援水池將採

常時於石門水庫高水位時引取石門水庫原水

蓄存備用，而打鐵坑溪天然逕流量則保留給既

有水權人，當颱洪期間石門水庫原水濁度過高

時，再藉由石門大圳與三坑子加壓站，將備援

水池內低濁度原水輸送至龍潭、平鎮或石門淨

水廠，達到全額備援供水或釋稀高濁度原水之

功能，以維持淨水廠出水能力，降低缺水危機。 

計畫採用人工湖式蓄水方式進行備援水池規

劃，將計畫功能定位增加為「水源備援」及「水

力發電」，以期能一併利用既有石門大圳配水

量尚未開發之水力能源。 

 

100.6 石門水庫電廠

防淤改善工程

三維數值模擬

及不確定性分

析 

對石門水庫排洪隧道進行三維流場數值模

擬，包括流固之網格建置、流場模擬、力學

分析、流固耦合計算及不確定性分析等，在

獲得相關數據資料後，進行開閘過程之流力

與固力整合分析，以及流體對後池作用力分

析等，以釐清排洪隧道相關之物理特性，進

而確保運轉時之安全性。 

為了驗證三維數值模擬結果的正確性，已於民

國 100 年 9 月 6 日辦理排洪閘門靜態振頻試驗

(無排洪)及民國 101 年 4 月 6 日辦理排洪閘門

動態振頻試驗(有排洪)與通洪量測(水庫水位

241.15 公尺，排洪閘門開度 1.5 公尺)。 

技術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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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8/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100.12 石門水庫防淤策

略對下游河道影

響之評估研究 

收集大漢溪、淡水河歷年之水文、斷面及

河床質等基本資料，並對河道歷年之沖淤

情形及河道變遷進行分析。另於大漢溪溪

及淡水河進行河床質調查分析(共二十五

個採樣坑)及泥砂濃度監測。 

 

採用美國國家計算水科學及工程中心之

CCHE1D、CCHE2D 模式，作為相關分析評估

之動床數模工具，並參考民國 100 年「石門水

庫防洪防淤工程規劃-水工模型試驗」之物模

試驗資料，及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提供

鳳凰、薔蜜、辛樂克及莫拉克等颱風實測流量

及泥砂資料，進行模擬。計畫針對現況案、防

洪防淤隧道 C1 案、C1 延伸管案、D2 案及 C1

延伸管案加 D2 修改案等五案，評估各防洪防

淤方案對下游河道之影響。 

永續

發展 

101.6 石門水庫排洪隧

道 3 維水理數值

模擬及不確定性

分析委託服務 

畫將針對石門水庫排洪隧道進行三維流

場數值模擬，內容包括流固之網格建置、

流場模擬、力學分析、流固耦合計算及不

確定性分析等，在獲得相關數據資料後，

進行開閘過程之流力與固力整合分析，以

及流體對後池作用力分析等，以釐清排洪

隧道相關之物理特性，進而確保運轉時之

安全性。 

不同水位下，水位越高所受之總水流衝擊力越

大，所以最大應力也隨著增加。透過閘門的密

合度分析，得知當閘門開啟 4 公尺左右以後，

此時閘門下端因受到水流衝擊力而使得上方

懸空，產生槓桿的效果，所以造成閘門上端翹

貣來以致於部分滾輪有脫離的現象。綜合現行

所採用通洪量折減率與不確定性模式推估

值，取其帄均值作為洩洪量折減率之建議值。  

技術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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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9/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102.10 石門水庫上游集

水區流量與含砂

量量測及水文資

料數化庫建立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地形陡峻，近年來受

到全球氣候異常、自然風化及地震作用之

影響，山坡地崩塌日益嚴重，加上每年受

颱風及豪大雨侵襲數次，造成水庫集水區

上游河川含沙量大幅增加，使得石門水庫

原水濁度飆高，影響民生用水及產業發

展。此計畫即針對上述問題，積極進行上

游 5 個水位流量站之河川含砂量、水位及

流量等監測，並將石門水庫過去長期人工

觀測之水文資料建立整合之資料庫，有助

於相關單位水庫營運操作策略之研擬。 

此計畫共完成民國97年至99年石門水庫上游

集水區霞雲、高義、稜角、玉峰及六巒等 5

個水位站總計約 62 次平常時期及 7 次颱洪時

期之流量及含砂量現場量測工作，並完成「水

位-流量」及「流量-輸砂量」率定公式，及相

關水文報表。並將歷年之雨量、水文、流量、

含砂量、蒸發量、入滲量及土壤含水量等資料

建置完整資料庫，建置報表輸出系統及水文資

料傳送接收系統，以方便相關報表之輸出及大

暑經由遠端傳輸方式取得所需資料。執行期

間，亦引進各式新型超音波流速儀作為流量及

水深量測之工具，解決傳統量測方式所存在之

不合理問題，已大幅增加流量量測之效率及準

確性。 

技術

支援 

103.3 石門水庫放淤對

下游河道變遷影

響分析委託專業

服務 

石門水庫為北部地區最重要水庫之一，原

設計並無水力防淤專用設施，經經濟部水

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更新改善既有設施及

未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完成後，將增

加水庫排砂功能，加上以抽泥泵浦將淤積

於水庫區之淤泥抽取後暫置於水庫後池， 

為瞭解及掌握石門水庫電廠一期改善工程完

成後及暫置於水庫後池淤泥，經洩洪沖淤自然

回歸河道後，對水庫下游河道變遷，仍需進行

河相變遷調查分析，以掌握淤泥回歸河道後的

影響。將進行河道河口地形測量、河道河口地

形變遷分析、淤積河段底泥分析、淡水河河道 

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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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10/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俟颱風期水庫洩洪時，淤泥藉由洪水自然

回歸河道後入海，可減緩水庫淤積量並提

升水庫防淤功能。 

輸泥能力之數值模擬分析，分析水庫放淤成效

及對河道變遷影響。 

 

103.4 石門水庫放淤對

下游河道生態影

響之調查研究計

畫 

石門水庫原設計並無水力防淤專用設

施，經既有設施更新改善工程及未來石門

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完成後，將增加水庫排

砂功能，加上以抽泥泵浦將淤積於水庫區

之淤泥抽取後暫置於水庫後池，俟颱風期

水庫洩洪時，淤泥藉由洪水自然回歸河道

後入海，可減緩水庫淤積量並提升水庫防

淤功能。 

本案為瞭解石門水庫電廠一期改善工程完成

後及暫置於水庫後池淤泥，經洩洪沖淤回歸河

道後，對石門水庫下游大漢溪及淡水河河道之

生態影響狀況，除另施設「下游水質監測設備」

進行水質監測外，亦進行河道生態調查分析，

以掌握水庫放淤對下游生態之影響。本委託計

畫利用水庫下游河川環境因子調查、水質檢測

分析、水域與陸域生態環境調查分析及生態環

境資料庫構建置與維護等各項調查分析結

果，提供後續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設計、施工及

放淤策略之參據。 

永續

發展 

104.12 
石門水庫排洪減

淤操作對下游河

道泥砂濃度與底

床沖淤影響及改

善 

瞭解未來增設防淤隧道完工後之排洪減

淤操作前之下游河道泥砂濃度與底床沖

淤影響之情形，持續進行資料蒐集、現地

監測及相關數值模擬分析，將有助於瞭解

水庫放淤操作對下游河道泥砂濃度變

化、底床沖淤情形及提早評估出高泥砂量 

完成懸浮質泥砂濃度與濁度採樣及分析、河道

及河口斷面測量、河道淤泥採樣及粒徑分析、

數值模擬分析、排洪減淤操作對下游河道影響

評析及研擬因應改善對策、並評估建議永久性

懸浮質泥沙觀測站可行設站位址等工作。 

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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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11/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或超量沖淤之河段，並研擬相關因應對

策，提供既有設施及未來石門水庫防淤隧

道工程完成後排洪減淤操作之參據，以俾

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之永續經營。 

  

104.12 

石門水庫排洪減

淤操作對下游河

道生態影響及改

善方案研究 

為瞭解水庫排洪減淤操作對下游河道生

態環境之影響，北區水資源局於 102 年辦

理下游河道生態環境先期調查研究，執行

期間為有效降低蘇力、潭美等颱風造成之

水庫高原水濁度，提升水力排砂效率，首

次開啟排砂隧道(電廠一期改善工程)，發

揮了排渾蓄清效果。為釐清排砂是否與淡

水河文蛤產量減少及魚群大量死亡有

關，本計畫執行兩年調查與研究(103~104

年)，目標為瞭解石門水庫排洪減淤操作對

下游河道生態環境之影響，研擬減輕下游

河道生態衝擊之操作策略，俾利管理單位

推動石門水庫之永續經營。 

本年度完成水庫排洪減淤操作指標生物反

應、下游河道汛期前水質背景資料調查、營養

鹽及有機物、水層溶氧資料分析、全洪程水質

採樣、濕地底質及沖淤特性底棲系統代謝變化

及水域生態功能指標調查、棲地特性探討及變

遷預測等工作。 

永續

發展 

104.12 
石門水庫颱洪期

間泥砂運移長期

監測計畫 

接續以往相關計畫 2007~2011 年「石門水

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及應

用研究」與 2012~2013 年「石門水庫長期

監測計畫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持續維 

為維持觀測系統正常運作，本計畫持續進行既

有人工與自動化觀測站維護與檢討改善，包括

浮台測站自動化設備維護與感測器更換、入庫

測站及下游各排放口管路系統更換與功能性 

技術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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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6 年底)(12/12) 

結案

日期 
名稱 計畫概要 執行成果 分類 

 

 

護石門水庫長期觀測站，颱洪期間進行全

洪程觀測，以水庫泥砂運移自動化監測與

傳輸系統，即時掌握全洪程水庫泥砂運移

與異重流資訊，提供水庫供水防洪防淤操

作運轉之參考數據。另外全洪程人工觀測

掌握每小時入庫水砂歷線與水庫各排放

口水砂歷線，以及異重流在庫區之運移特

性，據以量化檢討水庫現況防淤功能，以

利評估規劃設計案之水庫更新改善防淤

功能。 

檢討改善。並於下游排水口各人工測站逐步朝

向含砂濃度自動化觀測系統改善，計畫執行期

間，每周均有檢視各站系統情況，並參考檢視

結果進行不定期維護。 

完成 2014 年麥德姆與鳳凰及 2015 年昌鴻、蘇

迪勒及杜鵑 5 場颱風事件之全洪程泥砂運移

人工觀測與 TDR 自動化觀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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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相關設施水工模型試驗-石門水庫電廠改建功能試驗 

 
石門水庫相關設施水工模型試驗-排洪隧道改建模型試驗 

 
石門水庫漂流木及異重流運移試

驗分析 

 
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

機制鑽探試驗分析(1) 

 
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2) 

圖 2- 8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相關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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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電廠防淤改善工程三維

數值模擬及不確定性分析(1) 

 
石門水庫電廠防淤改善工程三維

數值模擬及不確定性分析(2) 

圖 2- 8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相關圖(2/2) 

(九)「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 

1.工作內容：完成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以執行防汛

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等作業。 

2.執行成果：本工程已於 101 年度汛期已可執行防汛防災應變

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業，能有效執行水文及水質監測

及泥砂濃度觀測，進而有效分析，且提供相關人員於汛期或

水質異常期間進駐，作為防汛防災應變之工作場所。圖 2- 9

為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照片。 

 
水質試驗中心照片 

 
既有建物結構柱補強 

圖 2- 9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圖 

 



 

2 – 29 

(十)「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周邊環境改善」 

1.工作內容 

(1)辦理義興壩及榮華壩區附屬設施修復。 

(2)為防止漂流木繼續危害大壩安全，除設置攔污索外，需持續

進行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及上游擱置物清除作業，減少

對水庫結構物破壞並發揮其既有功能。 

(3)辦理水庫相關設施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2.執行成果 

(1)已完成義興壩及榮華壩修復工程、義興壩臨時副壩及混凝土

塊製作工程、義興壩整體修復及下游河道整治第 2階段工程、

榮華壩區設施維護工程-下游翼牆修復及榮華壩區設施維護工

程部分。 

(2)於 96 年完成增設第 1、2 條攔污索工程；水庫蓄水範圍漂流

木打撈工作，針對擱置上游河道漂流木及庫底沉木進行打撈

作業，計畫內庫區上游河道焚燒總計約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

木，水庫蓄水範圍漂流物打撈總計約48,525立方公尺漂流木，

有效減少對水庫結構物破壞並發揮其既有功能。 

(3)已完成阿姆坪生態園區整建工程、石門水庫後池左側護岸復

建工程、阿姆坪生態園區第二期綠美化工程、水文測報及雨

量站改善－水位流量站及雨量站設施改善工程、南苑園區整

建工程、A1 區段渠道及兩側道路已施作、高線及中線環境整

理改善工程、石門水庫高線與中線管理站區及水庫週邊景觀

美化工程、北苑大草原及水上活動中心環境整理工程完成景

觀部分及後續介面施工完工、壩頂緊急抽水設施及臨時輸水

管完成拆除工作。圖 2- 10 為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周邊環境改

善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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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木索攔截漂流木 

 
阿姆坪生態園區整建工程 

 
義興壩修復完成 

 
榮華壩護坡修護工程完成 

 
南苑園區整建工程 

 
榮華壩消能池底板修復及副壩

下游固床工工程 

 
漂流木打撈清運 

 
石門大圳 A1 區段改善 

圖 2- 10 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周邊環境改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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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上游漂流木焚燒清除 

 
庫底沉木打撈 

 
水庫周邊相關環境改善 (北苑) 

 
臨時輸水管拆除工作 

圖 2- 10 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周邊環境改善(2/2) 

(十一)「水庫泥砂浚渫」 

1.工作內容：為確保發電進水口免於淤塞，減緩淤積上升壓力，

針對水庫庫區辦理清淤或抽泥作業。預定計畫期間完成抽除

水庫淤泥 115 萬立方公尺、沉澱池土方清運 145 萬立方公尺。 

2.執行成果：完成排砂管更新改善工程。95 年開始辦理沉澱池

土方清運，至特別預算計畫內沉澱池土方清運共清運 144.1

萬立方公尺。98 年開始辦理水庫泥砂浚渫，特別預算計畫至

102 年底，期間內完成抽除水庫淤泥 156.7 萬立方公尺。圖 2- 

11 為水庫泥砂浚渫相關作業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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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澱池土方清運 

 
石門水庫下游段淤泥浚渫 

圖 2- 11 水庫泥砂浚渫 

二、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 

「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子計畫項下共分為 5 項分項計畫，

各分項計畫工作內容與整治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 

1.工作內容：藉由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使大湳淨水場汛期時

原水供水量增加至 35 萬噸，以確保穩定供水。 

2.執行成果：於 95-96 年間完成機電、土建等工程施工，以及完

成辦理加壓站土地取得及產權移轉作業，主要辦理增設 6,000

噸原水池 1 座、1,200 馬力抽水機 6 台、600 馬力抽水機 1 台

及附屬配電設備等工作，並依試俥紀錄，輸水量已可達 35 萬

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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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總平面位置圖 

 
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施工前 

 
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完工後 

圖 2- 12 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 

(二)「石門淨水廠增設 50 萬噸原水蓄水池」 

1.工作內容：藉由蓄水池整治與新建，使石門水庫排淤作業期

間，可供應石門淨水場備援水源量 50 萬噸，於汛期期間增加

桃園地區每日 7 萬噸水量。 

2.執行成果：於 95-96 年完成機電、土建、管線等工程施工，主

要辦理戰備水池植生工程、污水截流工程施工、增設抽水機

組、導水管線，與改善社子 1 號埤塘及增設 5 台移動抽水設

備等工作。試俥結果可達到 50 萬噸蓄水量計畫目標，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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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試運轉功能均正常，達本計畫目標。圖 2- 13 為石門淨水

廠增設 50 萬噸原水蓄水池相關圖片。 

 
石門淨水場增設 50 萬噸原水蓄水池平面位置圖 

 
戰備水池 831、832 號水池 

 
石門埤塘揚送抽水站─完工後 

 
社子水池─施工前 

 
社子水池─完工後 

圖 2- 13 石門淨水廠增設 50 萬噸原水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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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龍潭淨水場擴建」 

1.工作內容：增加龍潭淨水場每日供應水量。 

2.執行成果：已完成取得部分國有土地、龍潭淨水場擴建送水

管工程、三坑抽水站改善工程完工、清水池(24,000噸)施工等，

龍潭淨水場擴建統包工程於 98 年底開工，截至 100 年底已完

成清水池、廢水設施及淨水設施之土建結構，以及相關結構

體、機電完成，統包工程整體進度達 94.52%。圖 2- 14 為龍

潭淨水場擴建相關設施。 

 
龍潭淨水場擴建統包沉澱池設施 

 
龍潭淨水場擴建統包淨水設備 

圖 2- 14 龍潭淨水場擴建設施 

(四)「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含南北桃連通計畫)」 

本項工作為跨 1、2 階段執行項目。 

1.工作內容：每日增加板新地區緊急供水調度桃園能力至 30 萬

噸、大湳淨水場增加 10 萬噸清水蓄水能力、南北桃園區域水

量調配能力增加至 17 萬噸、大湳淨水場增加每日 15 萬噸淨

水能力等。 

2.執行成果：已完成南北桃管線（環中東路）、大湳淨水場 10

萬噸清水池、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送水管工程、三鶯水

管橋工程、板新場增設加壓設備工程。另，截至 100 年底，

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送水管工程已完成送水管（一）、

（六）；頂山腳加壓站已完成用地取得；大湳淨水場 15 萬噸

處理設備擴建統包已完成原水抽水站底版、牆第 1 昇層、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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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牆第 1 昇層、沉砂池底版（4/5）與沉泥池底版（2/6），

以及建雜照取得與宿舍拆除完畢。圖 2- 15 為板新大漢溪水源

南調桃園計畫(含南北桃連通計畫)相關施工及完工圖。 

 
南北桃環中東路送水管線工程 

 
大湳淨水場 10 萬噸清水池 

 
板新南調桃園送水管─三鶯水管橋 

 
板新場增設加壓設備 

 
板新南調桃園送水管管線施工 

 
大湳淨水廠擴建統包既有宿舍拆除 

 
大湳淨水場擴建統包分水井模板施工 

圖 2- 15 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含南北桃連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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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桃竹雙向供水計畫」 

1.工作內容：送至竹北水量由每日 8 萬噸增至每日 20 萬噸，並

建立新竹與桃園間雙向支援系統每日達 10 萬噸。 

2.執行成果：於 96 年完成千甲路管線連接工程，並洗管通水使

用，打通供水瓶頸並增加送至竹北水量由每日 8 萬噸增至每

日 20 萬噸；另於 97 年完成 5 座加壓站（義民廟、新竹二場、

六家、新工及上湖加壓站）並通過試俥，完成桃竹雙向支援

設備後，桃竹雙向支援能力可達每日 10 萬噸之目標。圖 2- 16

為桃竹雙向供水計畫工作執行圖片。 

 
桃竹雙向千甲路路送水管線工程 

 
義民廟加壓站機電設備竣工 

 
六家加壓站抽水井施工 

 
桃竹雙向改善計畫-新工加壓站土建 

圖 2- 16 桃竹雙向供水計畫 

三、集水區保育治理 

「集水區保育治理」子計畫內容主要有 4 項分項計畫，包含「土

地使用管理」、「土地使用與環境生態、防災監測」、「水庫集水區保育

治理」及「保育防災教育宣導」等，大多屬於跨 1、2 階之各年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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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工作項目。本子計畫於 100 年度已結束，其各分項計畫工作目標

與整治執行成果內容說明如下：  

(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計畫通盤檢討」 

1.工作內容 

(1)加強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管制-建置土地利用相關資料

庫及土地利用類別重新分類，並劃設集水區內生活及生產空

間範圍。 

(2)進行環境敏感地劃設、土地適宜性分析以及環境敏感地與生

活、生產使用空間比對。 

(3)辦理 5 場村里說明會並完成土地使用管理檢討原則及土地使

用計畫方案（草案）。 

2.執行成果 

(1)96 年完成土地利用類別重新分類，共分為農業、森林、交通、

水利、建築、公共、遊憩、礦鹽及其他使用。 

(2)96 年完成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47 處，並配合地籍資料完成生

活生產空間範圍調整。共完成生活空間約 108 公頃及生產空

間約 2,563 公頃之劃設。 

(3)97 年依據石門水庫集水區環境特性，劃分為一級與二級環境

敏感地。從劃設成果顯示，石門水庫集水區內有 71％屬一級

環境敏感地，面積約 5 萬 4,592 公頃，有 29％屬二級環境敏

感地，面積約 2 萬 1,888 公頃。並藉由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

完成環境敏感地與生活、生產使用空間之比對。 

(4)完成 13 場說明會與集水區 7萬 6,340 公頃之分區調整檢討與

分析，且土地使用計畫方案（草案）業已納入「變更臺灣北、

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辦理。該案業新增重

要水庫集水區管制之相關管制條文，並於 99 年 5 月 19 日奉

行政院核備，於 99 年 6 月 15 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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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7 為 98 年 5～6 月份配合地方政府辦理之民眾說明

會，分別辦理桃園縣 12 場次及新竹縣 1 場次。於說明會中主

要向民眾說明本案之土地使用規劃構想，即以社會、經濟及環

境三面向來考量水庫集水區之土地使用規劃，並提出針對不同

土地使用分區內之相同的用地類別，應有不同的容許使用項目

等。說明會中並開放予當地民眾就土地使用管理相關問題提出

意見交流討論。辦理民眾說明會照片。 

  

  

圖 2- 17 98 年度民眾說明會 

(二)「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原住民保留地保育治理」 

1.工作內容 

(1)加強土地利用管理：建立原住民保留地 GPS 定位系統，與非

法使用之查報作業及自然資源調查，利用 GPS 系統定位建立

土地管理，並辦理加強土地利用管理、法令常識教育保育宣

導說明會。 

(2)加強土地非法利用案件處理： 

(3)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復育團，95~98 年復育團規模 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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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0 年復育團規模 120 人。 

(4)非法佔用及租用土地超限利用保留地强制收回造林。 

a.原住民保留地復育專案管理中心：負責各項專案之推行管

理、查核與督導，計畫管考每 3 個月查核 1 次，復育團服

勤及管考每 3 個月 1 次。 

b.遴選造林示範區 50 公頃及示範部落 2 處。 

2.執行成果 

(1)於 96 年建構原住民保留地 GIS 結合 GPS 林業用地查詢定位

與監視系統，並辦理 GPS 及 GIS 相關教育訓練，藉由 GPS

定位系統完成超限度利用土地定位及現場地上物現況更新。

另外並於 100 年度完成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資訊系統土地利用

子系統建置。 

(2)於 95 年 11 月成立水庫集水區原住民保留地復育團（復興鄉

及尖石鄉）共 250 人，並持續辦理至 97 及 98 年度；99~100

年度復育團人數則為 120 人。 

(3)於各年度完成超限利用地清查，並於 97 年解除超限利用地

面積 114 公頃，改正造林 76.99 公頃；98 年解除超限利用地

面積 212.11 公頃，改正造林 23.52 公頃；99 年解除列管超限

利用地面積47.98公頃，辦理超限利用地改正造林17.35公頃、

改正造林撫育 283.78 公頃；100 年解除列管超限利用地面積

64.33 公頃，辦理 28.85 公頃輔導改正造林工作，並執行造林

撫育 140.82 公頃。 

(4)至 100 年 12 月完成打造示範造林區 2 處(38.79 公頃)，復興

鄉霞雲段 159 地號、三光段 34 筆、爺亨段 3 筆等合計約 32.19

公頃；尖石鄉田埔段 762 號、秀巒段 1867 號等合計約 6.6 公

頃；遴選 2 處(復興鄉庫志溪 1 處、尖石鄉老鷹溪 1 處)生態資

源調查、生態示範區選定、初步規劃及營造。圖 2- 18 為辦理

超限利用地清查、遴選生態部落及復育團等相關工作照片。 



 

2 – 41 

  

復興鄉復育團超限利用地調查  尖石鄉復育團教育訓練 

  

委員於尖石鄉工作站討論意見 復興鄉超限利用地 GPS 驗證工作 

圖 2- 18 原住民保留地保育治理相關工作 

(三)「土地使用管理計畫-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規劃及水質巡查」 

1.工作內容 

(1)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規劃及水質巡查。 

(2)大漢溪既有主流防砂壩土地徵收補償(含巴陵壩、義興壩、玉

峰壩、秀巒壩及砂崙仔壩)。 

(3)水庫蓄水範圍土地撥用及價購、徵收、補償。 

(4)完成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及上游主流河道保育治理

計畫並規劃 1 處 BMPs 生態治理示範區。 

2.執行成果 

(1)至 100 年 12 月累積巡查計 5,959 人次，查報有害水質事件共

計 452 件。 

(2)98 年度完成巴陵壩上游淤積區土地限制使用救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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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年度完成蓄水範圍及上游主流河道保育治理計畫，研選出

霞雲坪做為示範區及研擬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並劃設

石門水庫周邊保護帶範圍土地面積共 44.4 平方公里。 

(4)水庫蓄水範圍土地撥用及價購、徵收、補償工作截至 100 年

底，已完成蓄水範圍私有土地調查規劃及公地撥用累計 376

筆約計 147.9 公頃，已全數完成，達成目標值。圖 2- 19 為辦

理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巡查及大漢溪既有主流防砂壩土地徵

收補償(義興壩)之相關照片及圖片。 

 
公所派員複查 

 
巴陵壩救濟金發放作業 

 
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巡查 

 
4 處 BMPs 場址位置圖 

圖 2- 19 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相關工作 

(四)「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山坡地管理」 

1.工作內容 

(1)辦理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792 筆總計 544 公頃。 

(2)法規宣導及道路訪查 95 年完成各 2 場，後續每年各 6 場，

總計各 32 場。 

(3)加強山坡地違規案件取締及移送法辦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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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劃定公告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及公告管制事項。 

2.執行成果 

(1)97 年完成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792 筆 544 公頃。 

(2)法規宣導及道路水土保持訪查總計完成各 32 場。 

(3)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辦理違反水土保持法之山坡地違規使用

查報取締自95年起至100年止違規查報取締案件共計343件，

移送法辦 24 件，罰鍰計 2,105 萬元整。 

(4)截至 100 年底已完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蘇樂溪、砂崙仔及泰

平溪等 3 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計畫草案，同時召開地方說

明會及徵求相關機關意見；桃園縣政府並於 100 年 4 月完成

公開展示作業。圖 2- 20 為辦理相關工作之照片及圖片。 

 

 
田埔教會辦理水土保持教育宣導 

 
水土保持管理法規宣導 

 
道路工程水土保持現場查訪 

 
3 處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位置圖 

圖 2- 20 山坡地管理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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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國有林合法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計畫」 

1.工作內容 

(1)國有林班地租地收回 480 公頃。 

(2)國有林非法占用列管案件 58件，面積 9.7698公頃處理完成。 

(3)完成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264 筆。 

(4)國有林地巡視管理、國有林違約租地造林終止租約收回林地

(每月巡視及辦理違約租地處理)。 

2.執行成果 

(1)已完成國有林班地租地收回說明會 37 場次及 513 公頃租地

收回。 

(2)至 100 年 12 月已處理非法占用林班地 41 件，完成收回面積

9.686 公頃。 

(3)已完成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 264 筆，並編定土地使用地類

別。圖 2- 21 為辦理國有林合法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計畫之相

關照片。 

 
租地收回現場調查 

 
非法占用收回 

圖 2- 21 國有林合法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計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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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地收回現場調查 

 
租地收回與林業政策宣導說明會 

圖 2- 21 國有林合法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計畫(2/2) 

(六)「土地使用與環境生態、防災監測」 

1.工作內容 

(1)建立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及防災通報系統 

(2)上游原水濁度自動監測系統建置與人工水質監測及自動採

水作業。 

(3)完成 5 條溪流生態調查，並辦理生態保育工作坊。 

(4)運用多元尺度航遙測影像進行防災監測，監測面積 14,590 公

頃。 

(5)運用多元尺度航遙測影像建置蒐集坡地環境多尺度空間資

訊，自 98 年起每年 1,200 公頃，總計 3600 公頃。 

(6)自 95 至 100 年，每年運用航遙測技術輔助管理坡地 20,026

公頃。 

(7)建構石門水庫集水區完整之監控格網 20,026 公頃。 

(8)泥砂監測與調查每年 10 公頃。 

2.執行成果 

(1)完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與石門

水庫集水區立體模型，包含地文資訊、崩塌地、土石流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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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治理分界、執行特別預算所有治理工程點位資訊等。 

(2)於 97 年 5 月完成原水濁度自動監測系統建置共計 12 站，搭

配防災通報系統整合既有資料庫，建置有效率的資料庫管理

系統完整平台，即時掌握石門水庫及上游原水濁度變化，提

供防災預警測報機制及水庫運轉原水調配決策參考。 

(3)截至 100 年底完成 9 條溪流指標生物習性調查、生態資料整

合、與生態調查評估準則，並辦理生態保育工作坊。 

(4)運用衛星影像、無人載具拍攝、地面及空載 LiDAR 掃瞄等

監測技術全方位觀測環境變遷情形，截至 100 年累積監測面

積已達 1 萬 4,590 公頃以上。 

(5)利用多時序航遙測資訊、數值高程資訊與 GIS 空間資訊完成

建置坡地環境多尺度空間監測資訊 3,600 公頃。 

(6)95 至 100 年，每 2 個月利用衛星影像判釋技術輔助 20,026

公頃之山坡地管理工作(6 期/年)。 

(7)至 100 年底已完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完整監控格網規劃，建置

總面積達 2 萬 26 公頃。可透過標準溝通介面之「水土保持局

格網機制平台」，快速取得橫向與縱向之資訊。 

(8)於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高義水文站、玉峰水文站、秀巒水文

站、下文光、泰平溪及蘇樂等野溪共六處，進行泥沙監測與

調查工作，至 100 年底累計已完成 60 公頃。 

(9)於 99 年完成蘇樂溪、下文光及鐵立庫等 3 處高精度 LiDAR

掃瞄判釋，建立 5 大集水區坡面沖蝕量的評估模式，並辦理

玉峰溪及三光溪之河段斷面測量。圖 2- 22 為本分項計畫工作

之相關照片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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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峰站濁度監測系統完成建置情形 

 
石門水庫三維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石門水庫集水區坡地環境監測資訊 秀巒站現場採樣作業 

圖 2- 22 土地使用與環境生態、防災監測相關工作 

(七)「水庫集水區保育」 

1.工作內容 

(1)辦理台 7 線沿線邊坡植生保護工程。桃園縣政府進行鄉編號

道路之委託水文調查及規劃案。新竹縣政府辦理竹 60 線及

60-1 線道路水土保持工程。 

(2)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理護岸治理 4,000m。崩塌地整治 3.1

公頃。預估土砂控制量 11 萬 m3。 

(3)山坡地(不含蓄水範圍保護帶及國有林班地)治理及棲地生態

保育措施評估完成崩塌地處理 150 公頃。完成野溪處理 345

處。估計土砂控制量達 1,878 萬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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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有林班地治理完成崩塌地處理 47 件 120 公頃。估計土砂

控制量達 200 萬 m3。 

2.執行成果 

(1)自 95 至 100 年共完成道路水土保持工程 42 件，包含邊坡植

生改善 40.54 公頃、排水改善 23,942 公尺、護欄 17,875 公尺、

路面改善 25.20 公頃。各項工作之執行成果詳見表 2- 3。 

(2)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理：完成護岸治理 4,000m 及崩塌地整

治 3.1 公頃。圖 2- 23 為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理執行成果圖。 

(3)山坡地保育治理工程總計完成 307 件，並完成崩塌地處理

155.2 公頃與野溪處理 387 處，達計畫預期目標；以及農路水

土保持工程63件，完成道路邊坡及排水系統整治35,400公尺。

圖 2- 24 為山坡地治理成效相關照片。 

(4)95 至 100 年共計完成 47 件、146.7 公頃國有林班地崩塌地處

理 (含國有林班地治理及漂流木倒伏木固定處理)。圖 2- 25

為國有林班地治理成效相關照片。 

 

表 2- 3 道路水土保持保育與維護工作執行成果 

年度 執行單位 邊坡植生(m2) 排水改善(m) 護欄(m) 路面改善(m2) 

95 交通部公路總局 29,804 987 557 1,493 

96 
交通部公路總局 32,576 3,115 2,511 8,540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3,000 0 0 0 

97 
交通部公路總局 2,400 5,038 3,569 3,138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3,000 0 0 0 

98 交通部公路總局 9,577 1,008 1,588 35,145 

99 交通部公路總局 7,246 768 2,576 63,198 

100 交通部公路總局 9,500 1,146 6,424 140,496 

總計  97,103 12,062 17,225 252,010 

註 1：交通部公路總局部分已包含其補助桃園縣及新竹縣政府之執行量，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

局 6 年計畫執行報告。 

註 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部分全數為其補助桃園縣及新竹縣政府之執行量，資料來源: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 6 年計畫執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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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溪秀巒段護岸治理工程 

(施工前) 

 
白石溪秀巒段護岸治理工程 

(完工後) 

 
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 

(施工前) 

 
巴陵壩下游右岸崩塌地處理工程 

(完工後) 

 
溪口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 

(施工前) 

 
溪口地區崩塌地處理工程 

(完工後) 

圖 2- 23 蓄水範圍(含保護帶)治理執行成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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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樂野溪保育治理工程-治理成效 

 

砂崙仔崩塌地保育治理工程-治理成效 

圖 2- 24 山坡地治理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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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事業區第 152 林班崩塌地復育 

(施工前) 

 
大溪事業區第 152 林班崩塌地復育 

(完工後) 

 
大溪事業區第 155 林班崩塌地復育 

(施工前) 

 
大溪事業區第 155 林班崩塌地復育 

(完工後) 

圖 2- 25 國有林班地治理執行成果範例 

(八)「保育防災教育宣導」 

1.工作內容 

(1)經濟部北區水資源局 

a.保育防災教育宣導每年 500 人次。 

b.建置環境教育平台。 

(2)農委會水保局 

a.辦理中小學校園師生水土保持宣導，計 2,700 人次。 

b.辦理防災宣導人力培訓活動 3 場次。 

c.辦理保育宣導人力培訓活動 3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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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辦理水土保持服務團標竿學習觀摩 1 場次。 

e.辦理土石流防災宣導活動 6 場次。 

(3)農委會林務局 

a.印製宣導文宣 3,000 份。 

b.每年舉辦 3 場林農暨民眾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

宣導說明會宣導說明會，共計 18 場。 

c.每年舉辦 3 場校園保育宣導，共計 18 場。 

d.協助鄉公所辦理教育宣導，共計 4 場。 

2.執行成果 

(1)辦理 30 校中小學師生水土保持宣導暨校園水土保持宣導，

累積完成 3,313 宣導人次。 

(2)辦理 6 場防災宣導人力培訓，累積完成 56 人次。 

(3)辦理 5 場保育宣導人力培訓。 

(4)辦理 2 場水土保持服務團標竿學習觀摩。 

(5)辦理 8 場土石流防災教育宣導(含 2 場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實施以來，藉以積極推動「保育防

災教育宣導」計畫，使社會大眾重視環境生態的保育治理精神、保障

居民生命安全與提升災害應變能力，以及增進人民對整治計畫的瞭解

與信賴，並落實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資訊公開，使得石門水

庫的治理更趨完善。圖 2- 26 為保育防災教育宣導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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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防災推廣活動 

 
生態保育教育宣導 

 
配合 iwater 宣導活動 

 
校園水土保持宣導活動-巴陵國小 

 
土石流防災宣導 

及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水資源教育參訪活動 

 
與聯合報合辦寫作營 

 
學校水資源保育防災教育宣導 

圖 2- 26 保育防災教育宣導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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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工作坊 

-百吉地區 

 
復興鄉光華國小教育訓練 

 
民眾參與評鑑會議情形 

 
卡拉部落生態敏感區繪製 

 
梁秉中(水土保持技師) 

-工程也可以很友善 

 
大溪事業區第 155 林班 

-崩塌地復育 2 期工程現勘說明 

圖 2- 26 保育防災教育宣導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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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ter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教育宣導 

 
新竹林區管理處及石門水庫 

集水區內摺頁文宣 

 
東眼山自然教育中心戶外教學 

森林水故鄉-環境解說 

 
東眼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緊急救護訓練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教育宣導」園遊會 

 
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工作坊 

-玉峰地區 

圖 2- 26 保育防災教育宣導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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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目標及執行成果彙整表(95-106 年)(1/5) 

計畫項目 期程 執行機關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子計畫一、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分項計畫一、提升壩頂緊急抽水及下游

輸送管線 
95~97 

北水局 

1.將原臨時抽水系統供水量提升至每日96萬噸(北桃園每日36萬

噸、南桃園每日60萬噸)，同時擴充至淨水場輸水管線容量。 

1.已於95年完成壩頂緊急抽水系統設置抽水機19部、集水槽及下游輸送管線，並經測試抽水系

統，由原抽水量為每日40萬噸提升至符合每日96萬噸水量設計。 

- 

分項計畫二、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

急修復 
95~97 

1.修復受漂流木及泥砂影響而破壞之石門、義興電廠以及永久河

道放流口(PRO)閘閥，以維持電廠及水庫排淤正常營運。 

1.已於97年前完成電廠#1、#2機組檢修及修復，並恢復電廠正常發電運轉功能。永久河道放流

口部分，並先完成何本閥及環滑閘門修復及攔污柵更新等。 

永久河道放流口修復，已

改列於分項計畫7辦理，

並已於100年完成。 

分項計畫三、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

備援供水執行計畫 
取消辦理 

- - - 

分項計畫四、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95~96 

1.抽取庫區表層水源經溢洪道順流至後池，以防範水位下降至標

高220公尺以下而無法取水之窘境。 

2.石門大圳設置退水路，以增強水源調度能力。 

1.已於96年完成石門水庫抗旱及電器設備購置。 

2.已於97年完成石門大圳退水路工程，退水路流量可達每日30萬噸。 

石門大圳1號渡槽設置退

水路工程，已改列於分項

計畫5辦理，並已於98年

完成。 

分項計畫五、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95~98 

1.於水庫大壩左壩座處增設取水工，可於原水渾濁時，直接引取

水庫較上層(標高EL.220m 以上)水源。 

2.石門大圳設置退水路工作，以增強水源調度能力。 

1.已於98年完成上、中層取水設施並完成系統測試，順利達成正常取水。下層取水口已於100

年完成坡面及攔污柵平台開挖及邊坡保護工、隧道進洞開挖面臨時性保護工 

2.已於98年完成石門大圳設置退水路工作，包括石圳退水路箱涵施作及落水池開挖、石圳聯通

管鋼管安裝(全長248.28m)等工程。 

 

分項計劃六、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

槽人工湖 
95~106 

1.榮安二村徵收及清理工程，以改善水庫排洪流況並保障沿岸居

民安全。 

2.開發中庄調整池（備援水池）工程，以增加石門水庫穩定供水

能力。 

1.已於96年完成榮安二村徵收及清理工程。 

2.中庄調整池計畫於106年5月完成蓄水，6月初豪雨事件，石門水庫放水，鳶山堰濁度上升，

備援供水187萬噸，提早發揮功能；另配合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板新淨水場取水閘門維修，

穩定替代鳶山堰供水累計約1000萬噸，穩定桃園地區公共用水，達成計畫供水功能。 

- 

分項計畫七、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

善工程 
95~105.3 

1.改善現有放水設施，藉潛水伕進行進水口前清淤作業修復永久

河道放水口，與電廠防淤第1、2期工程等改善工作，並使其運

轉不受沉木干擾。 

2.辦理其他雜項工作。 

1.截至104年已完成河道放水道(PRO)改善工程，以及各進水口潛水伕水下作業，辦理各進水口
前清淤作業並切除3塊攔污柵變形損壞部分，經通水測試結果，PRO射流閘門已可全開恢復
PRO通水功能。完成電廠防淤第1、2期改善工程，1期已發揮其排砂效益，2期已恢復電廠發
電。 

2.已完成電廠廠房至壩區電力電纜遷移、電廠廠房至壩區控制光纖電纜遷移、石門水庫壩區壓
力式水位計設備採購，並持續進行辦理其他系統設施更新等作業。 

 

分項計畫八、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95~104 
1.第1 階段進行增設防砂設施工程水工模型試驗、主河道分洪防

淤工程初步工程規劃、地質調查及建置水工模型；第2 階段進

行防淤隧道工程之可行性規劃及基本設計。 

1.第1階段完成增設水庫防砂設施規劃設計、增設水庫防砂設施水槽試驗、水庫上游主河道分

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地質調查及水工模型建置；第2階段工作已完成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

規劃。 

- 

分項計畫九、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95~105 

1.第1階段共辦理10項計畫；第2階段擬辦理工作擬辦理18項。 1.已完成：「石門水庫相關設施水工模型試驗」、「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

驗分析(1/2)」、「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及異重流數值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石門水庫漂

浮木與異重流運移之試驗分析」、「水位提升改善可行性評估」、「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

計畫績效評核」、「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經濟效益評估」、「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流

量與含砂量量測及水文資料數化庫建立」、「石門水庫上游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步規劃及

水工模型試驗研究─C案應用岩塞爆破法可行性調查及評估」、「石門水庫運轉規線下限及嚴

重下限提升改善可行性評估及規劃」、「石門水庫供水區整體水源利用規劃」、「經濟部水利

署北區水資源局專案管考系統建置」、「石門水庫清水坑備援水池工程初步規劃」、「石門水

庫防淤策略對下游河道影響之評估研究」、「石門水庫淤泥層深測試驗工作浮台」、石門水庫

排洪隧道開閘過程中流場、結構強度與震動及不確定性分析」、「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水庫

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2/2)」、「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執行成效及效益評

估」、「石門水庫長期監測計畫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1/2)」、「石門水庫排洪隧道3維水理數值

模擬及不確定性分析」、「石門水庫供水操作暨水源及自來水系統最佳化調配研究」等27項

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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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目標及執行成果彙整表(95-106 年) (2/5) 

計畫項目 期程 執行機關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分項計畫十、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

建置工程 
98~100 

北水局 

1.水文及水質試驗及監測中心建置，以執行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

測、泥砂濃度觀測等作業。 
已於 101 年 9 月驗收完成，101 年度汛期已可執行防汛災防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業。 依審查意見辦理第1次變

更設計作業，原預定民國

100年底前完工，調整至

民國101年2月4日。 

分項計畫十一、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

邊環境改善 
95~105 

1.辦理義興壩及榮華壩區附屬設施修復。 

2.設置攔污索，並持續進行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及上游擱置

物清除作業。 

3.辦理水庫相關設施及周邊環境之改善工程。 

1.96年完成義興壩及榮華壩修復工程、97年完成義興壩臨時副壩及混凝土塊製作工程、99年完

成義興壩整體修復及下游河道整治第2階段工程、榮華壩區設施維護工程-下游翼牆修復、

100年完成華壩消能池底版修復工作。 

2.已於96年完成增設第1、2條攔污索。持續進行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作業，96~98年度累

計打撈蓄水範圍漂流木共17,207立方公尺，99~100年因無大量漂流木流至水庫庫區，故未

辦理水庫漂流木打撈工作。持續進行水庫上游擱置物清除工作，96~100年度焚燒含下游蓄

水範圍總計約92,625立方公尺漂流木。 

3.96年完成阿姆坪生態園區整建工程、石門水庫後池左側護岸復建工程、98年完成阿姆坪生態

園區第二期綠美化工程、水文測報及雨量站改善－水位流量站及雨量站設施改善工程、99

年完成南苑園區整建工程、A1區段渠道及兩側道路已施作，另防汛道路部份目前施工中、

100年完成高線及中線環境整理改善工程、石門水庫高、中線管理站區及水庫週邊景觀美化

工程、北苑大草原及水上活動中心環境整理工程完成景觀部分及後續介面施工完工、壩頂

緊急抽水設施及臨時輸水管拆除工作。 

- 

分項計畫十二、水庫泥砂浚渫 95~102 
1.辦理清淤或抽泥作業，預期完成抽除水庫淤泥115萬立方公尺、

沉澱池土方清運145萬立方公尺。 
持續沉澱池土方清運工作，整治計畫期間截至 102 年底累計清運 144.1 萬立方公尺；持續水庫

泥砂浚渫工作，整治計畫期間截至 102 年底累計清運 156.7 萬立方公尺。 

- 

子計畫二、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 

分項計畫一、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 95 

台水公司 

1.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使大湳淨水場汛期時原水供水量增加至

35萬噸。 

1.已於 95年完成機電、土建等工程施工，以及完成辦理加壓站土地取得及產權移轉作業，主

要辦理增設6,000噸原水池1座、1,200馬力抽水機6台、600馬力抽水機1台及附屬配電設備

等工作，依據試俥紀錄，輸水量可達35萬噸以上。 

- 

分項計畫二、石門淨水廠增設 50 萬噸原

水蓄水池 
95 

1.蓄水池之整治與新建，使石門水庫排淤作業期間，可供應石門

淨水場備援水源量50萬噸。 

1.96年完成機電、土建、管線等工程施工，主要內容辦理戰備水池植生工程及污水截流工程施

工，並於試俥結果，可達到50萬噸蓄水量計畫目標。 

- 

分項計畫三、龍潭淨水場擴建 95~100 

1.增加龍潭淨水場每日供應水量。 1.截至100年底已完成取得部分國有土地、相關送水管探管作業、龍潭淨水場擴建送水管工程、

三坑抽水站改善工程及清水池(24,000噸)施工。另龍潭淨水場擴建統包工程已完成完成清

水池、廢水設施及淨水設施之土建結構，以及相關結構體、機電完成，截至100年底統包工

程進度達94.52%。 

因土地地目編定使用漏

列1筆，須辦理完成使能

核發建照，預定101年11

月底完成試車。 

分項計畫四、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 95~102 

1.每日增加板新地區緊急供水調度桃園能力至30萬噸、大湳淨水

場增加10萬噸清水蓄水能力、南北桃園區域水量調配能力增加

至17萬噸、大湳淨水場增加每日15萬噸淨水能力等。 

1.截至100年底已完成南北桃管線（環中東路）、完成辦理設計前置作業及土地取得作業、大湳

場10萬噸清水池工程設計、大湳淨水場用地取得、大湳淨水場10萬噸清水池整體工程、板

新南調桃園送水管(1)、(6)工程、頂山腳加壓站用地取得、三鶯水管橋整體工程、板新場

增設加壓設備。大湳淨水場15萬噸處理設備擴建統包工程已發包，目前完成水抽水站底版、

牆第1昇層、汙水井牆第1昇層、沉砂池底版（4/5）與沉泥池底版（2/6），以及建雜照取得

與宿舍拆除完畢。 

- 

分項計畫五、桃竹雙向供水計畫 95~97 

1.送至竹北水量由8萬CMD增至20萬CMD，並建立新竹與桃園間雙向

支援系統達10萬CMD。 

1.已於97年以前完成千甲路管線連接工程施工，並洗管通水使用，打通供水瓶頸並增加送至竹

北水量由每日8萬噸增至每日20萬噸。另完成5座加壓站（義民廟、新竹二場、六家、新工

及上湖加壓站）整體施工並通過試俥，完成桃竹雙向支援設備後，桃竹雙向支援能力可達

10萬C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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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目標及執行成果彙整表(95-106 年) (3/5) 

計畫項目 期程 執行機關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子計畫三、集水區保育治理 

分項計劃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水庫集

水區土地使用計畫通盤檢

討 

95~100 內政部 

1.加強石門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管制-建置土地利用相關資料庫

及土地利用類別重新分類，並劃設集水區內生活及生產空間範

圍。 

2.進行環境敏感地劃設、土地適宜性分析以及環境敏感地與生

活、生產使用空間比對。 

3.辦理5場村里說明會並完成土地使用管理檢討原則及土地使用

計畫方案（草案）。 

 

1.完成土地利用類別重新分類，共分為農業、森林、交通、水利、建築、公共、遊憩、礦鹽及

其他使用。(96年) 

2.完成土地利用現況調查47處，並配合地籍資料完成生活生產空間範圍調整。共完成生活空間

約108公頃及生產空間約2563公頃之劃設。(96年) 

3.依據石門水庫集水區環境特性，劃分為一級與二級環境敏感地。從劃設成果顯示，石門水庫

集水區內有71％屬一級環境敏感地，面積約54592公頃，有29％屬二級環境敏感地，面積約

21888公頃。並藉由土地適宜性分析方法，完成環境敏感地與生活、生產使用空間之比對。

(97年) 

4.完成13場說明會與集水區76340公頃之分區調整檢討與分析，且土地使用計畫方案（草案）

業已納入「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辦理。該案業新增重要

水庫集水區管制之相關管制條文，並於99年5月19日奉行政院核備，於99年6月15日公告。

(98年)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原住民

保留地保育治理 
95~100 原民會 

1.建立原住民保留地GPS定位系統，與非法使用之查報作業及自然

資源調查，利用GPS系統定位建立土地管理。 

2.成立原住民保留地復育團，加強執行非法土地利用案件之處理

及巡查與自然資源調查。 

3.超限利用地解除列管及非法佔用及租用土地超限利用保留地强

制收回造林。 

4.原住民保留地復育專案管理中心：負責各項專案之推行管理、

查核與督導，計畫管考每3個月查核1次，復育團服勤及管考每3

個月1次。 

5.遴選造林示範區50公頃及示範部落2處。 

1.於96年建構原住民保留地GIS結合GPS林業用地查詢定位與監視系統，於後續年度配合計畫實

施輔導林地調整可利用限度及更正編定，並辦理GPS及GIS相關教育訓練，藉由GPS定位系統

完成超限度利用土地定位及現場地上物現況更新。另外並於100年度完成建置原住民保留地

管理資訊系統土地利用子系統。 

2. 於95年11月成立水庫集水區原住民保留地復育團（復興鄉及尖石鄉）共250人，並持續辦理

至97及98年度；99~100年度復育團人數則為120人。 

3.於各年度完成超限利用地清查，並於97年解除超限利用地面積114公頃，改正造林76.9949

公頃；98年解除超限利用地面積212.1136公頃，改正造林23.5199公頃；99年解除列管超限

利用地面積47.985公頃，辦理超限利用地改正造林17.3503公頃、改正造林撫育283.7819公

頃；100年解除列管超限利用地面積64.3312公頃，辦理28.8514公頃輔導改正造林工作，並

執行造林撫育140.8231公頃。 

4.95年12月7日成立專案管理中心，督導及控管工作執行進度，每季發行通訊刊物，每月與各

單位及復育團召開工作檢討會。 

5.截至100年底，完成打造示範造林區2處(38.79公頃)，復興鄉霞雲段159地號、三光段34筆、

爺亨段3筆等合計約32.19公頃；尖石鄉田埔段762號、秀巒段1867號等合計約6.6公頃；遴

選2處（復興鄉庫志溪1處、尖石鄉老鷹溪1處）生態資源調查、生態示範區選定、初步規劃

及營造。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水庫蓄

水範圍保護帶規劃及水質

巡查 

95~100 北水局 

1.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規劃及水質巡查。 

2.大漢溪既有主流防砂壩土地徵收補償(含巴陵壩、義興壩、玉峰

壩、秀巒壩及砂崙仔壩)。 

3.水庫蓄水範圍土地撥用及價購、徵收、補償。 

4.完成石門水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及上游主流河道保育治理計

畫並規劃1處BMPs生態治理示範區。 

1.95年度完成巡查執行計畫核定及巡查人員招募、講習，至97年間僱用當地居民進行加強巡

查；98年起改以自辦方式進行。至100年底累積巡查計5959人次，查報有害水質事件共計452

件。 

2.98年度完成巴陵壩上游淤積區土地限制使用救濟計畫；100年度完成義興壩土地撥用及徵收

計畫；玉峰壩、秀巒壩及砂崙仔壩淤積範圍內，於100年度經查並無私有土地，故免辦理徵

收補償。 

3.水庫蓄水範圍土地撥用及價購、徵收、補償工作截至100年底，已完成蓄水範圍私有土地調

查規劃及公地撥用累計376筆約計147.9公頃，已全數完成，達成目標值。 

4.98年度完成蓄水範圍及上游主流河道保育治理計畫，研選出霞雲坪做為示範區及研擬預期績

效指標及評估基準，並劃設石門水庫周邊保護帶範圍土地面積共44.4平方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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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目標及執行成果彙整表(95-106 年) (4/5) 

計畫項目 期程 執行機關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山坡地

管理 
95~100 水保局 

1.辦理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792筆總計544公頃。 

2.法規宣導及道路訪查95年完成各2場，後續每年各6場，總計各

32場。 

3.加強山坡地違規案件取締及移送法辦執行計畫。 

4.劃定公告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及公告管制事項。 

1.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截至97年度已完成792筆544公頃。 

2.法規宣導及道路水土保持訪查總計完成各32場。 

3.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辦理違反水土保持法之山坡地違規使用查報取締自95年起至100年止違規

查報取締案件共計343件，移送法辦24件，罰鍰計新臺幣2,105萬元整。 

4.截至100年底已完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內蘇樂溪、砂崙仔及泰平溪等3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計

畫草案，同時召開地方說明會及徵求相關機關意見；桃園縣政府並於100年4月完成公開展

示作業，惟因民眾陳情異議，由縣府溝通協調中。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劃定業務，自100年1

月起，由升格準直轄市之桃園縣政府依水土保持法辦理並積極召開部落說明會議，以爭取

認同支持。 

 

分項計畫一、土地使用管理計畫-國有林

合法出租造林地補償收回

計畫 

95~100 林務局 

1.國有林班地租地收回480公頃。 

2.國有林非法占用列管案件58件，面積9.7698公頃處理完成。 

3.完成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264筆。 

4.國有林地巡視管理、國有林違約租地造林終止租約收回林地(每

月巡視及辦理違約租地處理)。 

 

1.已完成513公頃國有林班地租地收回，於95至100年共辦理租地收回說明會37場次。 

2.非法占用林班地經歷年之執行處理，現有非法占用林班地計有58件，面積9.7698公頃，截至

100年底已處理41件，完成收回面積9.686公頃，剩餘17件，面積0.0838公頃，將賡續依法

辦理。 

3.已完成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264筆，並編定土地使用地類別。 

4.按預定計畫完成每月巡視及辦理違約租地處理。 

 

分項計畫二、土地使用與環境生態、防

災監測 
95~100 

北水局 

1.建立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及防災通報系統 

2.上游原水濁度自動監測系統建置與人工水質監測及自動採水作

業。 

3.完成5條溪流生態調查，並辦理生態保育工作坊。 

1.完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擴充建置及維護，與石門水庫集水區立體模型，包含地文

資訊、崩塌地、土石流潛勢溪流、治理分界、執行特別預算所有治理工程點位資訊等。 

2.於97年5月完成原水濁度自動監測系統建置共計12站，透過現場觀測站之自動水質監測儀及

資料通訊控制器通訊傳輸系統之建置，進行現場水質及水位即時資料監測傳輸，並配合人

工水質監測作業，搭配防災通報系統整合既有資料庫，建置有效率的資料庫管理系統完整

平台，即時掌握石門水庫及上游原水濁度變化，提供防災預警測報機制及水庫運轉原水調

配決策參考。 

3.截至100年底完成9條溪流指標生物習性調查、生態資料整合、與生態調查評估準則，並辦理

生態保育工作坊。 

 

水保局 

1.運用多元尺度航遙測影像進行防災監測，監測面積14,590公頃。 

2.運用多元尺度航遙測影像建置蒐集坡地環境多尺度空間資訊，

自98年起每年1,200公頃，總計3600公頃。 

3.自95至100年，每年運用航遙測技術輔助管理坡地20,026公頃。 

4.建構石門水庫集水區完整之監控格網20,026公頃。 

5.泥砂監測與調查每年10公頃。 

1.運用衛星影像、無人載具拍攝、地面及空載LiDAR掃瞄等監測技術全方位觀測環境變遷情形，

截至100年累積監測面積已達14,590公頃以上。 

2.利用多時序航遙測資訊、數值高程資訊與GIS空間資訊完成建置坡地環境多尺度空間監測資

訊3,600公頃。 

3.自95至100年，每2個月利用衛星影像判釋技術輔助20,026公頃之山坡地管理工作(6期/年)。 

4.至100年底已完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完整監控格網規劃，建置總面積達20,026公頃。可透過標

準溝通介面之「水土保持局格網機制平台」，快速取得橫向與縱向之資訊。 

5.於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高義水文站、玉峰水文站、秀巒水文站、下文光、泰平溪及蘇樂等野

溪共六處，進行泥沙監測與調查工作，至100年底累計已完成60公頃。 

6.於99年度完成蘇樂溪、下文光及鐵立庫等3處高精度LiDAR掃瞄判釋，建立5大集水區坡面沖

蝕量的評估模式，並辦理玉峰溪及三光溪之河段斷面測量。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進行道路

水土保持規劃分級處理保

育與維護 

95~100 
原民會、交通部、桃

園縣及新竹縣政府 

1.辦理台7線沿線邊坡植生保護工程。桃園縣政府進行鄉編號道路

之委託水文調查及規劃案。新竹縣政府辦理竹60線及60-1線道

路水土保持工程。 

總計自95至100年，共完成道路水土保持工程42件，包含邊坡植生改善40.53735公頃、排水改

善23,942m、護欄17,875m、路面改善25.2010公頃。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蓄水範圍

(含保護帶)治理 
95~100 北水局 

1.護岸治理4,000m。 

2.崩塌地整治3.1公頃。 

3.預估土砂控制量11萬m
3
。 

1.95到100年總計辦理22件保育治理工程，悉數竣工。 

2.完成護岸治理4,886m。 

3.完成崩塌地植生整治6.9公頃。 

4.估計土砂控制量達17.2萬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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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目標及執行成果彙整表(95-106 年) (5/5) 

計畫項目 期程 執行機關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山坡地(不

含蓄水範圍保護帶及國有

林班地)治理及棲地生態

保育措施評估  

95~100 水保局 

1.完成崩塌地處理150公頃。 

2.完成野溪處理345處。 

3.估計土砂控制量達1,878萬m
3
。 

1.自民國95年起開始實施至民國100年底，農委會水保局及補助桃園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辦理

之山坡地保育治理工程總計完成307件。 

2.完成崩塌地處理155.2公頃與野溪處理387處，達計畫預期目標；以及農路水土保持工程63

件，完成道路邊坡及排水系統整治35,400公尺。 

3.推估土砂控制量達1,989萬m
3
。 

 

分項計畫三、水庫集水區保育-國有林班

地治理 
95~100 林務局 

1.完成崩塌地處理47件120公頃。 

2.估計土砂控制量達200萬m
3
。 

1.95至100年共計完成47件崩塌地處理，約146.7公頃(含國有林班地治理及漂流木倒伏木固定

處理)。 

2.估計之土砂控制量達240萬m
3
。 

 

分項計畫四、保育防災教育宣導 95~100 

北水局 
1.保育防災教育宣導每年500人次。 

2.建置環境教育平台。 

1.辦理307場解說教育宣導及水資源保育活動，累計完成18,707宣導人次。 

2.完成環境教育平台擴充、維護與應用推廣。 

- 

水保局 

1.辦理中小學校園師生水土保持宣導，計2,700人次。 

2.辦理防災宣導人力培訓活動3場次。 

3.辦理保育宣導人力培訓活動3場次。 

4.辦理水土保持服務團標竿學習觀摩1場次。 

5.辦理土石流防災宣導活動6場次。 

1.辦理30校中小學師生水土保持宣導暨校園水土保持宣導，累積完成3,313宣導人次。 

2.辦理6場防災宣導人力培訓，累積完成56人次。 

3.辦理5場保育宣導人力培訓。 

4.辦理2場水土保持服務團標竿學習觀摩。 

5.辦理8場土石流防災教育宣導(含2場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林務局 

1.印製宣導文宣3,000份。 

2.每年舉辦3場林農暨民眾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宣導說

明會宣導說明會，共計18場。 

3.每年舉辦3場校園保育宣導，共計18場。 

4.協助鄉公所辦理教育宣導，共計4場。 

1.印製宣導文宣8,500份。 

2.舉辦林農暨民眾辦理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及生態旅遊宣導說明會，累計宣導31,299人次。 

3.舉辦校園保育宣導累計5,436人次。 

4.協助鄉公所辦理11場教育宣導，累計宣導70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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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 

為落實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資訊公開，增進人民對公共

事務瞭解、信賴及監督及促進民主參與，於 97 年 6 月 27 日發布「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資訊公開要點」。且為符合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中重視環境生態的治理精神，已架構相關專家學

者及民間參與協調協商機制，並由經濟部研訂民間參與機制流程，於

98 年 5 月 15 日發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民眾參與注意事

項」，俾落實推動。以下分別針對 95-106 年之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各

項執行成果詳述。 

(一)民間參與協商機制 

1.聽證會：95 年 9 月 22 日於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廣邀請學者專

家、在地團體、保育團體及集水區民眾等，其主要目的一方

面係遵照立法院之決議，再則是聆聽集水區民眾最基層的心

聲，同時也將彙集意見後供各執行單位之參考，以達各項工

程之推展順遂圓滿。 

2.公聽會：97 年 11 月 7 日於立法院聚賢樓廣邀請學者專家、在

地團體、保育團體及集水區民眾等參加；99 年 4 月 22 日舉辦

「中庄調整池下游輸水路工程」公聽會；99 年 9 月 6 日舉辦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輸水路

過河段」公聽會；99 年 12 月 7 日舉辦「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

第二次等公聽會。其主要目的就治水條例中的基本精神對三

大目標提出最好的建言，並廣納在地居民意見，期望順利推

動本整治計畫後續工作。 

3.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會勘及說明會：為落實民眾參與機制，

各執行機關舉辦工程現勘，主要內容包括第 1 階段目前執行

情形說明以及第 2 階段工程規劃設計理念之溝通，以瞭解當

地需求、民間團體之想法、生態有善之指導與對保育治理工

程之支持並加強協商溝通，俾使後續工程推動順利。另依各

項工程規劃設計時程，在定案過程中由各執行機關舉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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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落實與在地民眾直接交換意見。99 年 2 月 11 日舉辦

鐵立庫三期崩塌地處理工程會勘；99 年 7 月 15 日舉辦大漢溪

主流河道羅浮地區河道左岸護岸治理工程說明會；99 年 11 月

26 日舉辦石門水庫清水坑備援水池工程初步規劃地方說明

會…等。民眾參與照片如圖 2- 28 示。 

  

中庄調整池下游輸水路工程 

公聽會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輸水路 

過河段公聽會 

圖 2- 27 公聽會照片 

 
鐵立庫三期崩塌地處理工程會勘 

 
奎輝村 2 區坡地復育工程施工說明會 

 
卡拉橋上游土石災害復育工程 

施工說明會 

 
石門水庫清水坑備援水池工程 

初步規劃地方說明會 

圖 2- 28 民眾參與會勘及說明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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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鑑及工作分組會議：為落實集水區整治成效，於 96 年 7 月

29、30 日舉辦第 1 次評鑑作業； 97 年度分別於 1 月 23、24

日及 7 月 31 日、8 月 1 日辦理第 2 次及第 3 次評鑑工作；98

年度分別於 1 月 14~15 日及 7 月 6~7 日，辦理第 4 次及第 5

次評鑑工作；99 年度分別於 2 月 3、4 日及 7 月 12、13 日，

舉辦第 6 次及 7 次評鑑工作；100 年度分別於 100 年 1 月 13

日、14 日及 100 年 7 月 7 日、8 日，舉辦第 8 次及 9 次評鑑

工作，總計辦理 9 次評鑑作業。評鑑項目包括：規劃設計、

生態保育、保育治理成效、協商機制等。整治計畫治理範圍

廣，依權責分屬不同機關執行，分水庫庫區（第 1 區塊）、下

游供水區（第 2 區塊）及上游集水區（第 3 區塊）執行工作

分組會議，整治計畫執行至 100 年底，第 1 區塊共辦理 17 次

會議，第 3 區塊共辦理 20 次會議。現地訪查過程以及工作分

組相關會議均邀請民間 NGO 團體組成的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共同參與，更進一步，參與協商部分將透過工作分組會議為

平台，召開會議邀請聯盟參與，透過聯盟可以整合民間意見

代表參加。評鑑會議照片如圖 2- 29 示。 

 
第 8 次評鑑會議 

 
保育團體成員參與評鑑 

 
153 林班地崩塌地復育工程 

 
蘇樂橋下游四期土石災害 

復育工程 

圖 2- 29 評鑑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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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座談會及研討會：整治計畫分別於 97 年 1 月 30 日、31 日舉

辦集水區治理委託研究座談會、95 與 96 年度執行成果研討會；

97 年 9 月 18 日舉辦汗水下的石門水庫民眾座談會；99 年 3

月 10 日舉辦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1 階段)執行成

果檢討座談會；99 年 8 月 18 日辦理「談石門水庫集水區整治

效益」在地民眾座談會；99 年 8 月 23 日辦理「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生態資訊整合及環境教育平台座談會」；99 年 9 月 2

日辦理「第 3 次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核座談

會」；99 年 12 月 17 日舉辦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99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研討會；100 年 4 月 15 日舉辦石門水庫及

其集水區整治計畫(99 年)執行成果檢討座談會；100 年 10 月

19 日舉辦「石門水庫防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座談會；100

年 11 月 10 日舉辦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動工前說明會；100 年

12 月 22 日舉辦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100 年度)委辦

計畫成果發表會；101 年 5 月 10 日舉辦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執行成果檢討座談會；103 年 4 月 16 日辦理石門水

庫 50 週年研討會及特別預算推動成果展，藉由此等會議，分

享石門水庫整治經驗，並廣納各界意見，使石門整治工程之

執行更加完善。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99 年)執行成果檢討座談會 

「石門水庫防洪防淤工程 

可行性規劃」座談會 

圖 2- 30 座談會及研討會照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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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100 年度)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 

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及 

特別預算推動成果展 

圖 2- 30 座談會及研討會照片(2/2) 

(二)資訊公開機制 

為達石門水庫整治資訊公開，並以經常性取得各界對石門

水庫治理之建言，各執行機關已建置完成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專屬網站(http://shihmen.wra.gov.tw/)，除定期更新公

布相關整治資訊外，並設有意見信箱及全民督工等回應表單，

俾民眾透過本網站提供寶貴意見，與執行單位進行意見交換，

亦可於教育訓練講習、部落說明會或透過復育團團員表達意見，

相關資訊公開執行成果詳水利署建置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專屬網站。另經濟部亦研訂「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

治計畫資訊公開要點」，俾統一規範整治資訊公開之內涵。 

 

圖 2- 3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專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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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成效分析 

依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一條揭示內容：「為確保

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其供水能力、

保障民眾用水權益，依預算法第八十三條制訂本條例」，本整治計畫分 2 階

段編列執行計畫辦理，並以成本效益高者為原則優先施作。本章將綜整本

整治計畫各分項執行效果分析，並依據完成之工作成果，論述「庫容維持」、

「穩定供水」及「保育集水區環境」等目標條列執行成果如下： 

一、庫容維持 

庫容維持可藉由防淤設施與操作、增設防淤設施、泥砂研究與監測、

攔砂設施、泥砂浚渫及入庫泥砂減量等六個策略加以達成，本節將針對上

敘之策略，說明執行成果與效益。各策略與本整治計畫之關係如表 3- 1 所

列。 

表 3- 1 庫容維持與「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工作項目關係表 

策略 分項計畫 

防淤設施與操作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增設防淤設施 增設水庫防淤設施工程 

泥砂研究與監測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新建工程 

攔砂設施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泥砂浚渫 水庫泥砂浚渫 

入庫泥砂減量 水庫集水區保育 

(一)防淤設施與操作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包含「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

急修復」與「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等二個子計畫，除

河道放水道修復後可恢復其通水功能外，最重要之目的分別為修復

電廠進水口及擴大電廠出流量，以增進電廠之排砂效率。電廠防淤

第一期工程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工，成為全台首座水庫利用發

電設備改建為排砂道之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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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石門水庫排砂設施設置前後水力排砂比 

年度 
增設前 增設後 

97 97 97 98 99 100 102  102 104 104 105 

颱洪 鳳凰 辛樂克 薔蜜 莫拉克 凡那比 蘇拉 蘇力 潭美 蘇迪勒 杜鵑 梅姬 

排砂比 13.0% 24.0% 13.0% 14.0% 2.7% 15.1% 35.0% 37.2% 36.7% 32.6% 21.0%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9)之分析結果，在於颱洪期

間異重流於水庫運移時，水庫底層為泥砂濃度最高區域，彙整石門

水庫防淤操作的思維為：儘可能利用水庫底層出流設施進行防淤操

作；儘可能加大出流設施出流量。因此，進行河道放水道(標高 169.5

公尺)緊急修復，以善用底層出流設施進行防淤操作；電廠防淤改善

工程將單管出流量由 68.6 cms 變大為 300 cms，以增大防淤操作的成

效，均應為正確的措施。 

(二)增設防淤設施 

進行增設防砂設施工程水工模型試驗、主河道分洪防淤工程初

步工程規劃、地質調查及建置水工模型、主河道防洪防淤工程之可

行性規劃及基本設計。分階段推動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第 1

階段：推動阿姆坪防淤隧道加速清除粗、細顆粒淤積泥砂，本階段

計畫已於 103 年 9 月 1 日行政院核定實施，期程 104 年至 110 年，

總工程經費 46.27 億元(由公務預算及水資源作業基金籌應)。第 2 階

段：視政府財政及第 1 階段成果推動大灣坪防淤隧道排放細顆粒淤

積泥砂。 

 

圖 3- 1 整體工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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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泥砂研究與監測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辦理項目已完成包括水位提升改

善工程可行性評估、上游集水區流量與含砂量量測及水文資料數位

建立、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水砂運

移監測及異重流數值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石門水庫相關設施水工

模型試驗、漂浮木與異重流運移之試驗分析、整體計畫執行效益評

核、岩塞爆破可行性評估、運轉規線提升改善評估、供水區水源利

用規劃及清水坑調整池規劃等各項計畫。 

完成「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整建工程」，並於汛期間提供執

行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業。建置水庫長期監測

系統提供水庫全洪程防淤操作參考依據及水庫防淤改善功能評估數

值模式，包括既有監測站功能維持與更新、新增防洪防淤隧道前水

砂運移特性與防淤功能、整體水庫防洪防淤策略與操作方式評估。 

(四)攔砂設施 

辦理義興壩整體修復及下游河道整治第 2 階段工程及榮華壩區

設施維護工程-下游翼牆修復，主要對象為壩體及其附屬設施災後之

修復，如護牆修復、壩面表層修補、邊坡保護、地錨與排樁等，並

已完工，確保義興壩及榮華壩設施安全。 

水庫上游岸上之擱置漂流木除會因颱風豪雨挾帶而流入水庫，

致使拖延打撈作業期程，造成庫容減少外，更可能因為撞擊而導致

水庫設施損壞。以焚燒方式清除岸上擱置漂流木，遏止其於汛期流

入庫區之機會，本計畫內焚燒及清運約總計99,387立方公尺漂流木。

下游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清運，本計畫內焚燒及清運約總計

24,701 立方公尺漂流木；颱風打撈漂流木總計約 48,525 立方公尺。 

(五)泥砂浚渫 

本計畫總計已完成水庫泥砂浚渫 156.7 萬立方公尺及沉澱池土

方清運 144.1 萬立方公尺。完成土方清運之沉澱池將可提供水庫浚渫

之暫置場地，俾順利進行壩區浚渫工作，加上水庫上游浚渫量，有

效延長水庫壽命並增加水庫防洪效益、維持水庫正常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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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庫泥砂減量 

完成 318.5103公頃之崩塌地處理(包含交通部公路總局邊坡植生

改善 9.7103 公頃、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崩塌地植生整治 6.9 公頃、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崩塌地處理 155.2 公頃、農委會林務局崩塌地處理

146.7 公頃)。經各執行單位辦理相關崩塌裸露地植生復育工程與加強

管理工作，已有效減少崩塌裸露面積、降低發生二次災害的機率。 

(七)小結 

石門水庫設計總容量 3 億 912 萬立方公尺，設計有效蓄水量 2

億 5,188 萬立方公尺，自民國 52 年啟用至 102 年 2 月，總淤積量約

9,198 萬立方公尺，年平均淤積量約 184 萬立方公尺，目前有效蓄水

量 2 億 987 萬立方公尺。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自 95 年 5 月

奉行政院核定開始辦理，因 95、96 年尚屬初期階段，各項工作刻正

進行中，整治成效尚未彰顯，且 96 年度遭遇聖帕、韋帕及柯羅莎等

颱風，造成當年度淤積量達 962 萬立方公尺，超出歷年平均淤積量

甚多。而自 97 年度迄今，整治工作陸續完成後，在上游坡地復育完

成，減緩泥砂入庫，及配合水庫淤泥浚渫、防洪操作排砂及無大入

流量颱風侵襲等，近 4 年水庫淤積量減少約 100 萬立方公尺，顯示

整治工作對於維持庫容方面已有初步成效。又永久河道放水口經修

復且於 101 年 3 月 7 日測試後，已可發揮通水功能，100 年度以後，

年排砂量可增加 17 萬立方公尺；且電廠防淤一期工程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工，年排砂量可再增加 100 萬立方公尺，此對於庫區淤泥

排除、增加有效蓄水量，將有莫大幫助。 

二、穩定供水 

穩定供水可藉由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增加備援水量以及改善淨水廠

出水容量等三個策略加以達成，本節將針對上敘之策略，說明執行成果與

效益。各策略與本整治計畫之關係如表 3- 3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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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穩定供水面與「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工作項目關係表 

策略 分項計畫 

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 
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增加備援水量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河槽人工湖 

改善淨水廠出水容量 龍潭淨水場擴建 

(一)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 

穩定供水相關之工作項目中，「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

噸及下游輸送管線」因增設取水工順利啟動發揮取水功能，本工作

階段性任務已圓滿達成，於 98 年拆除 96 萬噸抽水管線；「增設水庫

取水工工程」於 98 年完工，於颱風期間，啟動取水隧道取水，提供

低濁度原水，對於桃園地區各類用水穩定供應具有顯著效益，唯 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4月累積雨量為平均雨量 54%，啟動應變措施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啟動限水措施至 104 年 6 月 8 日解除第一階段限水。 

表 3- 4 增設取水工使用情形 

年 颱風名稱 
尖峰流量

(cms) 

取水工供水資料 
後池堰最高 

濁度(NTU) 水庫上層取水 

最高濁度(NTU) 

供水時間
(hr) 

98 莫拉克 1,838 1,351 75 4,848 

99 南修 67 22 18 3 

99 梅姬 859 118 86 521 

100 梅花颱風 60 428 67 1,357 

100 南瑪督颱風 79 10 26 8 

100 0930 豪雨 816 13 163 834 

101 0612 梅雨鋒面 1,162 219 119 2,484 

101 泰利颱風 156 219 81 478 

101 蘇拉颱風 5,385 12,028 145 6,995 

102 蘇力颱風 5,457 2,548 123 59,400 

102 潭美颱風 2,410 313 106 28,577 

102 天兔颱風 1,195 143 73 2,541 

102 菲特颱風 1,361 277 54 2,749 

103 麥德姆颱風 1,180 61 87 547 

103 昌鴻颱風 917 56 15 476 

104 蘇迪勒颱風 5,634 5,205 114.5 32,370 

104 杜鵑颱風 3,802 1,433 71 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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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7)之分析結果，圖 3-2 為在不

同原水濁度條件下，分層取水工供水量與缺水機率之關係圖。由圖

中可發現當原水濁度小於 3,000 NTU 時，供水不足之機率趨近於 0，

然當原水濁度由 3,000 NTU 以下增加至 10,000 NTU 以上時，若分層

取水工不供水則缺水機率高達 70%，反之若分層取水工持續供水每

日 140 萬噸，則缺水機率下降至 59%。 

 

圖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7) 

圖 3- 2 不同原水濁度下分層取水工供水量與缺水機率關係圖 

前段之分析係假設當庫區原水濁度已經飆升之情形下，分層取

水工對供水可靠度之影響，亦即所分析之缺水機率為條件機率，可

用於當颱風正開始侵襲石門水庫，供水相關單位已經瞭解庫區可能

原水濁度之情形。若進一步考慮庫區在颱洪期間不同原水濁度之發

生機率，則可計算在未知可能洪峰流量與原水濁度情形下之供水失

敗機率。當考慮不同濁度之發生機率後，若分層取水工不供水，則

一場颱洪事件下大桃園供水不足之機率約 12%，而當分層取水工穩

定供水每日 140 萬噸時，缺水機率將下降至 2%。藉由以上分析顯示

分層取水工對降低高濁度缺水風險具相當成效。 

(二)增加備援水量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內各工程已陸續完成，於 106 年 5 月完成

調整池蓄水，並因應 6 月初豪雨，石門水庫放水，鳶山堰濁度上升，

備援供水 187 萬噸，提早發揮功能；另配合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板

新淨水場取水閘門維修，穩定替代鳶山堰供水累計約 1,000 萬噸，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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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桃園地區公共用水，達成計畫供水功能。未來營運操作時，於颱

洪期間大漢溪原水濁度過高致鳶山堰無法正常取水時，可備援桃園

與板新地區每日最大80萬噸水源約7天，有效提升地區供水穩定度，

降低缺水風險。除外，更能讓石門水庫於颱洪期間進行水力排砂，

維持水庫容量，促進永續利用。 

(三)改善淨水廠出水容量 

龍潭淨水場擴建工程主要設備、淨水設備及清水池試水完成。

於石門大圳歲修期間，於龍潭淨水場擴建先行出水，累計出水量 213

萬噸，使南桃園供水區能正常供水。 

(四)小結 

桃園與板新地區之用水係由大漢溪與新店溪水源調配供應，南

桃園地區主要於石門水庫取水，北桃園主要於鳶山堰取水，並靠板

新及平鎮淨水場支援，板新地區主要靠板新淨水場於鳶山堰及三峽

堰取水，並靠新店溪水源支援，區間之水源調配與調度存在有水量

競合關係。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於 106 年底完成，配合排砂隧道操

作期間，可增援 505 萬噸水量(可備援桃園與板新地區每日最大 80

萬噸水源約 7 天)，再配合增設取水工供應大湳水廠系統彈性調度。

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計畫及區內相關淨水場擴建計畫完成，桃

園地區常態及枯旱時期可由充份利用大漢溪水源供給用水所需，藉

由板新南調管線及桃竹雙向聯通管線支援供水，對於水庫永續經營

及穩定板新、北桃供水有更佳幫助。 

 
圖 3- 3 供水策略及區域支援系統 



 

3 – 8 

三、保育集水區環境 

(一)崩塌地復育分析 

為探討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地復育成效，本計劃亦利用歷

年航照影像與衛星影像判釋各期崩塌地的新生、既有與復育狀況。

人工判釋的方法由衛星影像上直接判讀崩塌地植生狀況，崩塌地穩

定與復育評估條件係根據 McDonagh et al. (2009)之評估方法(表 3- 5)，

若既有崩塌地上植生生長面積大於崩塌面積的 50%，則代表此崩塌

地穩定且不活動，已經穩定達到復育，若植生面積小於崩塌面積的

50%，則代表此崩塌地仍會產生塊體運動或僅部分穩定，則此崩塌地

尚未復育。 

表 3- 5 崩塌地穩定與復育評估條件 

崩塌地穩定性 條件 

塊體運動活躍 

(Active mass Movement) 

崩塌崖與其邊界皆清晰可見，且崩塌上的植生覆

蓋面積小於其面積的 10%。 

部分穩定 

(Partly stabilize) 

崩塌崖清晰可見，且崩塌上的植生覆蓋面積介於

10-50%。 

穩定且不活動 

(Stabilized / inactive) 

崩塌崖仍可以被觀察，但其邊界變得較不明顯，

且崩塌上的植生面積大於其面積的 50%。 

轉譯自McDonagh et al. (2009) 

以下文光崩塌地為例（圖 3- 4），艾利颱風前，邊坡上尚未出現

崩塌地，在艾利颱風受到豪雨誘發大型崩塌地，在 94 年底時，崩塌

地植生面積並無明顯增加，到了 95 年底，崩塌地的植生才逐漸開始

增加，至 97 年底時，植生生長面積大於崩塌面積的 50%，則定義此

崩塌地已經復育，故在 100 年以降的影像上，已難以明確判釋此處

崩塌地之確切範圍。 

除了利用人工主觀判釋同時，亦採用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NDVI)

與野外現勘檢核 14 處崩塌兩種方法進行比較，顯示人工判釋的有相

當不錯的準確性，而 NDVI 的成果較差，在 14 處崩塌判釋中，僅 1

個崩塌因陰影的影像且位於陡坡上造成誤判。在編號 14 的巴陵橋左

岸崩塌，在影像判釋為未復育，NDVI 判釋為為復育，現地觀察結果

應屬於未復育之崩塌，顯示影像直接判釋較 NDVI 可靠。因此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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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釋的成果可作為集水區崩塌復育評估的工具。而 NDVI 可以降低

影像上之陰影，用以輔助崩塌地之人工判釋。 

  
(a)艾利颱風前 (b)艾利颱風後（93 年底） 

  
(c)瑪莎颱風後（94 年底） (d)整治計畫開始（95 年底） 

  
(e)柯羅莎颱風後（96 年底） (f)薔蜜颱風後（97 年底） 

  

(g)莫拉克颱風後（98 年底） (h)99 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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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00 年衛星影像 (j) 101 年衛星影像 

  
(k) 102 年衛星影像 (l) 103 年衛星影像 

 

 

(m) 104 年衛星影像  

圖 3- 4 下文光崩塌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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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01 

名稱: 秀巒大崩塌 (原住民保留地) 

座標(TWD97): X: 279292, Y: 2723497 

影像判釋成果: 復育 NDVI 判釋成果: 復育 

影像 NDVI 

95

年 

  

99

年 

  

野外調查  

  

說明: 

圖 3- 5 秀巒大崩塌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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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人工判釋的方法分析歷年崩塌地復育成果，在艾利颱風前

石門水庫集水區既有崩塌共 295.8 公頃，在 93 年艾利颱風後，產生

600 公頃的新生崩塌，僅於石門子集水區有 9 公頃的崩塌復育，總崩

塌地面積因此大幅增加，崩壞比達 1.1%；至隔年 94 年海棠與瑪莎颱

風崩塌地面積增加 114 公頃，累積復育面積 13.5 公頃，使得總崩塌

面積達到 1,007 公頃，崩壞比為 1% 

在 95 年底整治計畫開始後，部分崩塌地開始復育，累積復育面

積達到 30 公頃，使總崩塌面積微幅下降至 994 公頃，崩壞比為 1.%；

在 96 年底時，柯羅莎颱風影響產生 26 公頃新生崩塌地，累積復育

面積達 180 公頃，總崩塌面積降至 888 公頃，崩壞比為 1%。 

在 97 年底時，總復育面積大幅增加至 533 公頃，雖然辛樂克颱

風帶來 919 公釐的雨量，但是僅造成 10 公頃之新生崩塌地，總崩塌

面積大幅下降至 505 公頃，崩壞比為 0.6%；在 98 年底時，累積復育

面積為 652 公頃，受到莫拉克颱風影響下，僅造成 5 公頃的崩塌地，

年度崩塌地面積 401 公頃，崩壞比為 0.5％；於 99 年因為無較大颱

風事件，僅梅姬颱風造成 1 公頃新生崩塌，在無重大颱風的情況下，

大量之崩塌地達到復育，累積復育面積為 830 公頃，崩壞比為 0.2％；

100 年則因為梅花颱風的影響，新生 7 公頃的崩塌地，復育面積 22

公頃，年度崩塌面積共 208 公頃，崩壞比為 0.2％。 

自從 95 年整治計畫開始後，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崩塌地逐漸復育，

至 99 年底時，崩塌地面積已經小於艾莉颱風前(92 年)之崩塌面積，，

且至 100 年底，總崩塌面積降至 208 公頃，已低於歷年崩塌地調查

面積 (57 年為 218 公頃；61 年為 282 公頃；65 年為 264 公頃)，而

在 100 至 104 年間持續進行崩塌地調查與崩塌地判釋工作的成果，

顯示至 104 年底石門水庫集水區內之崩壞比僅 0.1%，崩塌地復育比

則為 95%，顯建立年之治理工作與自然復育的成果相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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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104 年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復育狀況 

(二)各子集水區崩塌復育率 

為了說明歷年崩塌地復育狀況與計算復育率，本計畫所使用的

統計量名詞的說明如下：「新崩塌」表示當年度因颱風或豪雨事件新

產生的崩塌地；「復育崩塌」表示上個年度的新生崩塌或未復育之崩

塌，於本年度達到復育水準，未復育者，則為「未復育崩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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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崩塌」的面積為： 

年度崩塌 = 未復育崩塌 + 新生崩塌 

未復育崩塌 = 上年度(未復育崩塌) + 新崩塌 – 復育崩塌 

崩壞比 = 年度崩塌面積 / 石門水庫集水區面積 

「累積復育面積」為歷年復育崩塌面積的累加，「累積崩塌面積」

為 92 年之未復育崩塌與歷年新生崩塌的加總，「復育率」的面積為： 

復育率 = 累積復育面積 /累積崩塌面積 

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復育率從整治計畫前的 3%，到整治計畫

開始後五年，崩塌地復育率達到 80%，而在 100 年以降至 104 年底

為止的持續整治與自然復育之下，崩塌地復育率已達到 95%，顯示

大部分之崩塌復育情況相當良好，詳表 3- 6 與圖 3- 7 所示。 

表 3- 6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復育統計 

民國 

年 

新崩塌

面積 

(公頃) 

復育崩塌

面積 

(公頃) 

未復育崩

塌面積 

(公頃) 

年度崩塌

面積 

(公頃) 

崩壞比 

(%) 

累積復育

面積 

(公頃) 

累積

崩塌 

面積 

(公頃) 

復育

率 

(%) 

92 - - 295 295 0.3 - 295 - 

93 600 9 286 887 1.1 9 896 1 

94 114 4 882 997 1.3 13 1010 1 

95 0 17 980 980 1.2 30 1010 3 

96 26 149 830 857 1.1 180 1037 17 

97 10 352 504 515 0.6 533 1048 50 

98 5 119 395 401 0.5 652 1053 61 

99 1 178 222 223 0.2 830 1054 78 

100 7 22 200 208 0.2 853 1062 80 

101 17 103 105 122 0.1 957 1079 94 

102 42 72 50 93 0.1 1029 1122 91 

103 5 54 39 44 0.1 1083 1128 96 

104 9 5 39 48 0.1 1088 113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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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石門水庫集水區歷年崩塌復育統計 

石門水庫七大子集水區崩塌地變化與復育情形如圖 3- 8，現有研

究成果顯示出各子集水德區崩塌地復育之時間與空間分佈與變遷趨

勢有所差異，其可能原因為各子集水區的崩塌地特性與工程易達性

等條件有所不同，進而導致復育率出現不同的長期演變趨勢，以下

針對各別子集水區的崩塌地長期復育狀況進行說明。 

石門子集水區的總崩塌面積相對偏低，但其崩塌地皆距離水庫

相當近，對於水庫淤積影響最為直接，前期計畫統計至 100 年底為

止，共產生 59 公頃崩塌地，已有 93%的崩塌地已經復育，而今年期

計畫持續追蹤 100-104 年間之崩塌地面積變遷，石門子集水區一共產

生崩塌地共計 72 公頃，其中 98%已復育，顯見該子集水區內復育成

效相當良好。 

霞雲子集水區與石門子集水區相同，其崩塌地產生的泥砂對於

石門水庫庫區淤積的影響較為直接且顯著，而根據前期計畫統計成

果，截至 100 年底為止，共產生 107 公頃崩塌地，有 95%的崩塌地

已經復育，而今年期計畫持續追蹤 100-104 年間之崩塌地面積變遷，

面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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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雲子集水區一共產生崩塌地共計 124 公頃，其中 92%已復育，顯

見該子集水區內復育成效相當良好。 

稜角與高義集水區至 100 年為止產生 79 與 70 公頃之崩塌地，

分別已有 83%與 99%的崩塌地已經復育，而持續追蹤至 104 年底止

則為 115 與 69 公頃，復育率則分別為 97%與 93%。可知經過歷年的

自然復育之下，此二子集水區之復育成效良好，集水區內的崩塌地

已漸趨穩定，近年來並無顯著的災害性事件發生。 

三光子集水區為艾利颱風災害較為顯著的集水區之一，至 100

年為止一共產生了約 144 公頃的崩塌地，故本局亦於此集水區持續

實施崩塌地復育工程，以期有效控制崩塌地土砂生成與輸送，以降

低對於庫區淤砂的影響。截至 100 年底為止，本集水區內已經有約

85％之崩塌地復育，而本期計畫持續追蹤至 104 年底，本集水區內

的崩塌地面積變遷計算成果中，則顯示三光子水區近年並無顯著的

崩塌事件發生，總崩塌面積為 151 公頃，復育率則為 93%，顯見經

過歷年後復育成效相當良好。 

位於上游的秀巒和玉峰為崩塌最嚴重的子集水區，範圍廣大，

且各別崩塌地面積相對較大，如在白石溪上游的白石大崩塌等崩塌

地。惟此二處集水區位於最上游，集水區內之崩塌地大多數為道路

無法到達的區域，導致復育工程難以施行，截至 100 年為止，此二

處集水區內一共產生 287 與 31 公頃之崩塌地。就復育率而言，前期

計畫針對此二處子集水區截至 100 年底之統計成果，崩塌復育率分

別為 76%與 68%。而本期計畫持續追蹤崩塌地狀況直至 104 年底之

成果中，則未顯現崩塌有持續擴大或是其他大量新生崩塌之現象。

故截至 104 年底為止，此二子集水區之總崩塌面積分別為 307 公頃

以及 297 公頃，復育率則為 99%與 89％，可知在後續年份中由於並

無明顯的災害性崩塌事件發生，長年自然復育的保育治理成效相當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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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石門水庫集水區各子集水區崩塌地變化與復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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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是全台第一個以水庫更新改善的

特別預算，並且為全台第一例將「民眾參與與資訊公開」訂定明文條例

於其中之重大計畫，其成效與成果顯著，本報告已彙整整治計畫截至民

國 106 年底已執行完成分項計畫之工作成果，同時依據相關研究計畫所

提出之分析數據，彙整各分項計畫對於庫容維持、穩定供水以及保育集

水區環境等目標之成效。依據評估結果，整體而言各分項計畫對上述三

大目標皆有其成效，而成效評估結果亦可做為後續規劃其他水庫整治計

畫之借鏡或啟發，以下將依成效評估與整治計畫後續執行等二面向提出

可檢討或建議之處。 

一、結論 

本報告依據庫容維持、穩定供水以及保育集水區環境等三大目標進

行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成效評估彙整，茲依據所蒐集彙整資料摘要執行

成效如下。 

(一)庫容維持 

1.防淤設施與操作：修復攔污柵及新設攔污柵等工作，配合何本閥

改為以全斷面閘門啟閉射流閘門，降低沉木堵塞，恢復原有放水

功能及作為排砂通道(31.5 cms)。電廠防淤第 1 期改善工程，將#2

壓力鋼管改建為專供排砂設施，出流量由 68.6 cms 變大為 300 cms，

有效增進水庫汛期排砂效能，成為全台首座水庫利用發電設備改

建為排砂道之創舉。 

2.增設防淤設施：分階段推動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第 1 階段

推動阿姆坪防淤隧道以加速清除粗、細顆粒淤積泥砂，本階段計

畫已於 103 年 9 月 1 日行政院核定實施。第 2 階段視政府財政及

第 1 階段成果推動大灣坪防淤隧道排放細顆粒淤積泥砂。 

3.泥砂研究與監測：泥砂運動基礎研究於「調查、規劃、試驗及研

究」辦理相關計畫，提供水庫更新改善工程、汛期全洪程防淤操

作、研擬水庫淤泥層排放工法之參考。監測系統亦完成「水文及



 

4 – 2 

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整建工程」，並於汛期間提供執行防汛防災應變

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業。 

4.攔砂設施：辦理義興壩修復、下游河道整治及榮華壩區修復，確

保義興壩及榮華壩設施安全。上游擱置物清除，計畫內焚燒及清

運約總計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木。下游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

清運，計畫內颱風打撈漂流木總計約 48,525 立方公尺。 

5.泥砂浚渫：本計畫總計已完成水庫泥砂浚渫 156.7 萬立方公尺，

沉澱池土方清運 144.1 萬立方公尺。完成土方清運之沉澱池將可

提供水庫浚渫之暫置場地，俾順利進行壩區浚渫工作，加上水庫

上游浚渫量，有效延長水庫壽命並增加水庫防洪效益、維持水庫

正常運轉。 

6.入庫泥砂減量：完成 318.5103 公頃之崩塌地處理(包含交通部公

路總局邊坡植生改善 9.7103 公頃、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崩塌地植

生整治 6.9 公頃、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崩塌地處理 155.2 公頃、農委

會林務局崩塌地處理 146.7 公頃)。經各執行單位辦理相關崩塌裸

露地植生復育工程與加強管理工作，已有效減少崩塌裸露面積、

降低發生二次災害的機率。 

(二)穩定供水 

1.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

輸送管線」因增設分層取水工順利啟動發揮取水功能，本工作階

段性任務已圓滿達成，於 98 年拆除 96 萬噸抽水管線；「增設水庫

取水工工程」於 98 年完工，於颱風期間，啟動取水隧道取水，提

供低濁度原水，對於桃園地區各類用水穩定供應具有顯著效益。 

2.增加備援水量：106 年調整池完成蓄水可發揮備援水量之效益。

預計第一期工程完成後之計畫目標，可提供常態時期可增加地區

水源供水能力尺。於鳶山堰水源高濁度時期可提供約 505 萬立方

公尺之備援水量。 

3.龍潭淨水場擴建：工程主要設備、淨水設備及清水池試水完成。

於石門大圳歲修期間，於龍潭淨水場擴建先行出水，累計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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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萬噸，使南桃園供水區能正常供水。 

(三)保育集水區環境 

     石門水庫集水區崩塌地復育率依 100 年統計結果達 80%，顯

示保育集水區治理工程之工程顯著，有效降低土砂入庫。 

二、建議 

(一)盡速完成防淤隧道設施，以利颱洪期間庫區的泥砂有效減少，避

免庫容減少之問題。 

(二)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營造中庄攔河堰堰址上游 11公頃水域，調整

池池區廣大湖面、草地、景觀土丘及附近青山田園環境相融，塑

造大漢溪水岸休閒廊帶，建議規劃觀光路線，以利創造旅遊休憩

之景點。 

(三)中庄調整池計畫即將完工，有利未來石門水庫防淤操作，為考慮

水庫端及自來水用水端需求外，亦應顧及下游河道泥砂的運移或

沉積及對生態的影響，建議持續監測下游河道環境調查。 

(四)持續進行泥砂浚渫，排砂設施雖可大幅降低入庫泥砂落淤機會，

但水力排砂效率終有其上限，建議後續仍應持續進行庫區泥砂清

淤之工作。 

(五)石門水庫完工至今已有 50 餘載，水庫部分出水設施已接近使用年

限，而且全球氣候變遷等因素使得強降雨機會大增而提高石門水

庫最大洪水，建議於適當時機檢修石門水庫既有設施，如石圳進

水口、排洪隧道及後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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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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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自公布日起施行，施行期間六年 

第 一 條  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其供

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依預算法第八十三條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中央執行機關為編列各預算之各部會

；地方執行機關為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及宜蘭縣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治理政策之規劃及推動。 

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治理計畫及各期實施計畫之擬訂及推動。 

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各治理計畫之生態調查、評估及與在地民眾

、團體協商溝通機制之建立。 

四、中央執行機關各期執行計畫之審查及核定。 

中央執行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治理計畫特別預算之編列。 

二、各期執行計畫之擬訂、推動及執行。 

三、督導縣 (市) 政府執行本條例之各項工作。 

四、縣 (市) 政府工作計畫之核定。 

五、石門水庫活化及其自來水供水工程之執行。 

六、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執行上述工作。 

地方執行機關依相關法令及權責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向立法院報告執行情形。 

第 三 條  本條例適用範圍，為石門水庫蓄水範圍與集水區整體環境整治、復育及

其供水區內之高濁度原水改善設備興建等相關業務。 

中央主管機關應先依環境、生態保育、地貌維護、集水區整體環境復

育，必要時，依危險地區產業活動之禁止、補償、居住照顧等要素，擬訂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中央執行機關依前項整治計畫，規劃各期執行計畫，送第五條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推動小組審查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為各期實施計畫

。 

前項各期實施計畫應充分資訊公開，並建立與在地居民、生態保育專

家之協商機制，以確保相關建設不破壞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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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前條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二百五十億元，以特

別預算方式編列。 

前項預算編製，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不得充經常支出使用之限制。 

第一項經費來源，其中新臺幣一百三十億元，得以舉借債務或出售政

府所持有事業股份方式辦理，不受公共債務法第四條第五項有關每年度舉

債額度之限制。其餘新臺幣一百二十億元經費，由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

條例特別預算編列支應，其編製程序、支用方法、年限，依本條例辦理，

不受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之限制。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應依工程、水利、環境、生態專業組成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推動小組，辦理計畫審查、督導、管制考核及政

策協調等工作，本小組為任務型態，並得置專業專任人員協助，所需人

力由中央執行機關編制員額調兼或以約聘僱人員充任。 

依前項進用之約聘僱人員，於本條例施行期間，其續約人數比例不受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聘僱改進方案及機關組織員額百分之五之限制。 

本條例施行屆滿後，第一項約聘僱人員不得續約。 

第 六 條  為加速辦理第三條執行事項所需用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地方執行機

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迅行變更或逕為變更；涉及非都

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依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有關集水區整治方案應包含下列各款： 

一、攔砂壩新建計畫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辦理。 

二、現有攔砂壩應進行疏濬、拆除或其他改善作業。 

三、禁止新闢產業道路，並對現有產業道路進行必要之改善，惟

現有產業道路不得升級或拓寬。 

四、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之整體環境生態復育、土地利用型態檢

討與禁止、在地住民照顧、及各種有利於整體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復育有關之必要措施。 

第 八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起施行，施行期間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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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推動小組作業要點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規定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以下簡稱整治計畫）之審查、督導、

管制考核、政策協調及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訓等事項，特依本條例第五條規定，設

置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其組織設置及作業

程序，依本要點辦理。 

二、推動小組下設工作小組協助辦理整治計畫之審查、考核、督導及綜理事項。 

三、推動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整治計畫之審查。 

（二） 整治計畫推動之政策協調事項。 

（三） 執行計畫及實施計畫之審查。 

（四） 整治計畫執行之督導及管制考核。 

（五） 各年度執行報告之審查。 

（六） 整治計畫推動之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訓。 

（七） 其他整治計畫推動事項。 

四、工作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 推動小組各項審查案件之初審作業。 

（二） 實施計畫之各項執行計畫有關事項之初審。 

（三） 協助整治計畫執行之管制考核及督導。 

（四） 各年度執行報告之初審。 

（五） 其他推動小組交付審查、考核、督導或協調事項。 

五、推動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部部長擔任之；副召集人二人，分由本部主管水利

業務次長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擔任之；委員二十四人至二十六人，除

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由本部聘請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處長一人。 

(二) 行政院主計處局長一人。 

(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處長一人。 

(三)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處長一人。 

(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處長一人。 

(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一人。 

(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 

(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 

(八)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處長一人。 

(九)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十) 交通部公路總局局長。 

(十一) 財政部國庫署署長。 

(十二) 台北、桃園、新竹、宜蘭縣政府副縣長一人。 

(十三)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董事長。 

(十四) 本部水利署署長。 

(十五) 水利、水土保持、環境及生態專家、學者三人至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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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動小組幕僚作業由本部水利署辦理。 

推動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部水利署署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

推動小組行政幕僚作業；置副執行秘書一人，由本部水利署指派副署長一人兼

任，襄助執行秘書指揮督導所屬業務。 

七、工作小組置執行長一人，由推動小組副執行秘書兼任，綜理工作小組業務；置副

執行長二人，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指派副局長一人及本部水利署總工

程司兼任，協助執行長辦理工作小組業務；成員二十人至二十二人，除執行長及

副執行長為當然成員外，由本部聘請下列人員擔任之： 

(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代表一人。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代表一人。 

(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代表一人。 

(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表一人。 

(六)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一人。 

(七) 內政部代表一人 

(八) 交通部代表一人 

(九) 台灣省自來水公司代表一人。 

(十) 桃園、新竹縣政府代表各一人。 

(十一) 本部水利署代表三人。 

(十二) 水利、水土保持、環境及生態專家、學者三至五人。 

八、各小組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九、各小組會議分別由召集人或執行長召集之；召集人或執行長因故無法出席時，得

指派副召集人或副執行長代理之。 

前項會議得邀請有關機關代表列席說明。 

十、各小組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各小組所需行政經費，由本部水利署編列特別預算支應。 

十一、本部應將依本條例第三條規定擬定之整治計畫，提送推動小組討論、審查，並

送行政院核定後，送本條例第二條規定之執行機關擬定執行計畫。 

十二、各執行機關擬定之執行計畫，送本部水利署彙整後，提送推動小組審查，並經

本部核定為實施計畫，交由各執行機關據以辦理。 

十三、執行整治計畫之縣(市)政府應成立專案小組配合本條例執行各項工作。 

十四、中央執行機關應自行辦理本條例各項工作之管制考核，並送推動小組審查。 

縣(市)政府應自行辦理本條例各項工作之管制考核，並送該管中央執行機

關彙送推動小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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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暨「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階段執行計畫」

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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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1 階段

修正執行計畫」暨「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

計畫第 2 階段執行計畫」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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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

修正執行計畫」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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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

執行計畫」(第 2 次修正)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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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

執行計畫」(第 3 次修正)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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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

執行計畫」(第 3 次修正調整)行政院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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