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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質脆弱且地形陡峭，每遇颱風豪雨，集

水區崩塌與土壤沖蝕劇烈，產生的大量淤砂對水庫壽命造成嚴

重威脅，尤其伴隨之濁度更使水庫供水功能面臨巨大挑戰，水

庫原水濁度飆高，泥砂沉降緩慢，原水濁度常持續數日未下降，

遠超過淨水廠處理能力，致使淨水廠產製能力遽降，甚至被迫

關場，供水區立即停水或分區供水，都是高濁度水源一再導致

供水短缺的問題。尤其民國 93 年艾利颱風來襲造成桃園地區

連續 18 天供水短缺，對民生不便及工業投資意願均產生莫大

影響。爲解決桃園地區缺水問題，故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 (民國 95～ 105 年 )之執行。  

整治計畫之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分項，於各項緊

急應變工程及設施修復方面皆已達到非汛期設施穩定供水之

目的，並發揮汛期高濁度運轉功能達成不分區供水之目標。但

由於研究與調查資料零散，致使難以掌握環境動態與關鍵問題。

另外，在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水庫對水資源供應之重要性及

可能面臨之衝擊亦須及早因應。  

 

二、彙整提出修正計畫 

93 年艾利颱風引發嚴重土石災害，導致石門水庫原水混

濁，遠超過淨水廠處理能力，嚴重衝擊桃園地區民生用水。為

確保水庫營運功能、保育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及穩定水庫供水

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以解決桃園地區缺水問題，立法院

於 95 年 1 月 13 日三讀通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

例」，總統於 95 年 1 月 27 日公告實施。  

嗣後經濟部提報計畫奉行政院 95 年 5 月 24 日核定「石門

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第 1 階段執行計畫」，本整治計畫分 2 階段執行，第 1 階段自

95 至 97 年底，第 2 階段自 98 至 100 年底止。  

惟第 1 階段計畫因整治計畫延後通過、土地取得不易及若

干工程因規劃時程較長等因素，基於滾動式管理，報奉行政院

同意期程展延至 98 年 12 月底完成，至第 2 階段執行計畫配合

預算編列時程亦併同上開第 1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同時報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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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核定在案。  

進入第 2 階段執行後，配合中庄調整池環評審查結論，及

遭遇採購爭議、居民抗爭及部分復育工程隨時間變動調整等因

素，爰報奉行政院核定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其中「緊急供

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子計畫展延 2 年至 102 年 12 月底完

成，第 2 階段經費仍惟持不變。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於設計階段依廢棄物調查成果、

民眾疑慮、河川環境生態等因素，納入基本設計考量後整體計

畫經費大幅增加，經重新檢討，原計畫分 2 期開發；且相關泥

砂監測、水庫營運操作規劃及中庄調整池週邊環境改善等工作

配合前述修正期程，故本子計畫奉行政院核定整治計畫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 (第 2 次 )，期程展延至 104 年 6 月。  

嗣後因「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調整池工程因受地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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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子計畫奉行政院審議修訂計畫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

(第 3 次 )，故期程展延至 105 年 12 月完成。  

本子計畫經修正計畫後分 10 年實施，第 1 階段計畫執行

期程自 95 年～ 98 年，核編列經費 52.5 億元，第 2 階段計畫執

行期程自 98 年～ 105 年 12 月，核編列經費 59.4526 億元，合

計共編列 111.9526 億元，修正期程詳如摘圖 2-1。其中短期措

施以達成汛期不分區供水為目標，以避免颱風來襲期間發生無

水可用窘境，中長期措施以達成延長水庫壽命、穩定供水為目

標。  

 

 

摘圖 2-1 各階段執行計畫修正核定時間 

 

  

第一階段
執行計畫 

第一階段
修正計畫 

第二階段
執行計畫 

第二階段第一
次修正計畫 

第二階段第二
次修正計畫 

第二階段第三
次修正計畫 

97 年 8 月 99 年 7 月 101 年 2 月 95 年 5 月 98 年 1 月 10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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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治計畫教育訓練 

102 年度辦理教育訓練乙場，邀請對象為經濟部水利署北

區水資源局、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及桃園縣大溪鎮公

所等，訓練情形如摘圖 3-1。共計四堂課 7 小時，課程說明如

下：  

1. 中庄調整池預定地廢棄物調查與清理概況 

2. 石門水庫排沙後生態敏感區及通洪瓶頸段衝擊初探 

3. 工地紀錄拍照畫面及技巧解說 

4. 工地紀錄攝影技巧解說 

 

103 年配合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及特別預算推動成果

展辦理，如摘圖 3-2，於 103 年 4 月 16 日舉辦，邀請各級長

官與曾參與石門水庫興建計畫老前輩一起慶生，並邀請專業人

士參與與談，以增添研討會之內容。研討會議程如下：  

1. 氣候變遷下水庫永續經營之挑戰 

2. 石門水庫運轉操作及既有設施改善 

3. 石門水庫多目標水源運用及成效分析 

4. 增設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規劃 

 

104 年辦理教育訓練乙場，為了讓與會人員能瞭解與熟悉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

成效之成果，以及本計畫彙整相關研究成果並蒐集計畫期間完

整資料、各工程影片製作、效益評估方法與未來規劃方向。課

程說明如下：  

1.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資料彙整說明與工程影片製作分享 

2. 計畫效益之相關模式與運用方式說明 

3. 石門水庫邁向可持續利用之更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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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3-1 102 年度教育訓練，課堂學習及討論 

 

 

  

  

摘圖 3-2 103 年度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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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3-3 104 年度教育訓練，課堂學習及討論 

 

四、成果彙整展示 

(一)工程資料蒐集 

收集本整治計畫重要工程項目之決標資料、竣工驗收成果報告

書及竣工或查驗紀錄照片，且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內部共

用檔案專區設置專用資料夾。 

(二)相片紀錄 

計畫執行期間，針對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施工紀錄，如引水路、

攔河堰、調整池、輸水路、廢棄物，以及增設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

程之相關水工模型，另配合重要會議進行拍攝紀錄。 

(三)影片紀錄及宣導影片製作 

剪輯七部工程影片(電廠防淤改善二期、引水路、攔河堰、調整

池、輸水路、廢棄物及增設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程)及一部石門水庫

五十週年影片，供一般民眾參閱以瞭解整治計畫之執行目的，相關

畫面如摘圖 4-1 所示。 

 



 

摘-6 

  

  

  

  

摘圖 4-1 工程影片及石門水庫 50 週年影片 

 

(四)資訊公開 

1. 更新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計畫現階段執行情形，按季更新執行情

形。 

2. 配合電廠排砂增加相關照片。 

3. 更新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之調整池工程及廢棄物之內容，並新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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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攔河堰 3D 模擬示意圖。 

4. 更新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計畫之內容與期程，並新增石門水

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預定進度表。 

(五)簡介文宣製作 

完成「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治理成效-緊急供水工程暨

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文宣及「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文宣。 

(六)看板製作 

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為主軸，分成工程簡介、執行成果、執行成效、中庄調整池計畫及

未來展望等五大主題製作內容。 

 

五、各項計畫執行與產出之綜合分析 

(一)參與本整治計畫執行期間之重要會議 

參與列管計畫各月份檢討會、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各月份檢討

會及經濟部水利署召開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

更新改善各月份管控會議。 

(二)協助相關本整治計畫各工作項目進度、成果等資料 

目前已協助彙整石門水庫集水區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相關

工作各月進度、成果等資料，並進行整理分析，每月定期更新所需

填報資料及工作進度。彙整各分項之分項成果報告。 

(三)統整計畫中各項工作之內容以利協助撰寫執行成果 

(四)協助計畫期間相關報告撰寫 

1. 彙整執行檢討報告，以瞭解年度之執行情形及績效。 

2. 彙整 103 及 104 年度之工作計畫書以瞭解年度整治計畫預計辦理之

工作內容及執行預算。 

3. 協助台美技術交流文件翻譯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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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5-1 分項實際成果 

分項計畫 實際成效 

提升壩頂緊急抽

水能力至 96 萬噸

及下游輸送管線 

汛期間可發揮抽取水庫原水每日 96 萬噸，使南北桃園

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無虞之效益。 

電廠及永久河道

放流口緊急修復 

石門發電廠 1 號、2 號發電機組完成恢復運轉，發揮發

電排砂效益，並恢復水庫正常供水功能。 

低水位時供水應

變工程 

石門大圳 1 號退水路鴨母坑溪護岸整治、石門大圳退水

路、低水位抽水系統均已完成。石門水庫抗旱及電器設

備購置，達到緊急備援之功能。 

增設分層取水工

工程 

已於 98 年起颱洪高濁水期間發揮取水運轉功能。 

後池改善、備援水

池及河槽人工湖 

引水路、輸水路已完工，攔河堰及調整池工程目前施工

中。 

庫既有設施排砂

功能改善工程 

河道放水道閘門已改建完成；電廠一期防淤改善工程於

102、104 年發揮水力排沙，有效排出水庫淤泥。 

增設水庫防砂設

施工程 

評估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水理流況與分洪防淤功

能，並結合水庫暨有設施更新改善工程，並於 103 年 9

月 1 日審議核定「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

段)」。 

調查、規劃、試驗

及研究 

探討其具體方案、可行性與效益，以達成水庫延壽功能

為目標之各項研究與試驗，整體計畫效益為供水庫更新

改善、永續經營對策參考， 

水文及水質試驗

監控中心建置工

程 

汛期即可執行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

業，達成工作目標。 

水庫相關設施修

復及週邊環境改

善 

已恢復水庫工程設施正常功能、完成第 1 條、第 2 條攔

污索。計畫執行期間庫區上游河道焚燒總計約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木，有效減少汛期流入水庫漂流木；水庫

蓄水範圍漂流物打撈總計約 48,525 立方公尺漂流木。 

水庫泥砂浚渫 已完成水庫抽泥浚渫157.1萬立方公尺及沉澱池土方清

運 145.7 萬立方公尺。 

 

六、成效評估 

(一)「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成效評估 

1. 庫容維持之目標藉由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防淤設施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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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泥砂研究與監測以及泥砂浚渫等策略已順利達成。 

2. 穩定供水之目標可藉由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及增加備援水量等策略

達成。 

 

摘表 6-1 庫容維持與「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工作項目關係表 

策略 分項計畫 

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防淤設施與操作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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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砂浚渫 水庫泥砂浚渫 

 

摘表 6-2 穩定供水面與「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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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經濟效益分析 

(1)效益分析：估算方式｢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

估｣報告研究參照台經院水資源經濟效益模式，各項效益估算方式如

下： 

A.直接效益：缺水改善效益、增加售水效益及投資之產業關聯效益。 

B.間接效益：土砂量控制效益、產業活動維持效益、賦稅效益、清

淤砂石出售效益、增加排砂效益及景觀效益。 

C.社會效益：就業改善效益。 

(2)｢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之參數設定與結

果分析 

該研究是計算｢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其評估基準

年為民國 95年，評估期間為 95年至 125年，折現率以 3%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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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 MR-WATERGEM 中，依前述各效益計算方式計算，石

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高達 470.38 億元(實質 GDP)，整體整

治計畫之經濟效益皆大於 1，顯見石門水庫整治計畫值得持續支

持及全力推動。 

 

摘表 6-3 整體計畫全方案經濟效益會總-實質 GDP 基礎 

單位：億元  

效益種類 直接效益 間接效益 社會效益   

工程項目/

效益來源 

缺水改善及產

業關聯效益 

增加排砂

效益 

清淤砂石

出售效益 

土砂量控

制效益 

產業活動

維持效益 

景觀遊憩

效益 

促進就業

效益 
效益總計 

全方案 264.22 48.55 0.6 18.79 4.05 0.9 133.27 470.38 

資料來源：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  

 

(3)本計畫估算不同方案之經濟效益 

本計畫先假設A方案(零方案，水庫入砂量為 353萬立方公尺)

為未整治前之水庫供水狀態，以為評估基準。現況為 B 方案，以

水庫入砂量扣除清淤量 113 萬立方公尺；整治效果方案分為 C 與

D 方案，C 方案為 104 年執行整治計畫結束後，可減少水庫淤積

量，上游治理：年平均減少 11 萬立方公尺土砂量，上游年平均清

淤量 40萬立方公尺，電廠改善：年平均水力排砂 117萬立方公尺；

抽泥浚渫：年平均抽排 50 萬立方公尺。D 方案再加上預計完工之

防淤隧道後維持水庫容量，第 1 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年平均清

淤 64 萬立方公尺；第 2 階段大灣坪防淤隧道：年平均排淤 71 萬

立方公尺，入砂量與清淤量達成平衡。 

 

摘表 6-4 各方案淤積量計算成果 

方案 入砂量 
(萬立方公尺) 

清淤量 
(萬立方公尺) 

淤積量 
(萬立方公尺) 

A(零方案 ) 353 0 353 

B 353 113 240 

C 342 207 135 

D 342 3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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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為直接效益裡面的缺水改善部分，並沒有計算產業

關聯部分，若以北區單位原水成本為計算方式，B 方案 10.47 億

元、C 方案 18.80 億元及 D 方案 28.40 億元。 

摘表 6-5 各方案經濟效益 

單位：元  

方案 B C D 經濟效益計算方式 

高估計 1,104,375,088  1,982,471,208  2,993,578,484  南區單位原水成本 

中估計 1,047,548,020  1,880,460,553  2,839,539,980  北區單位原水成本 

低估計 1,004,659,667  1,803,471,380  2,723,284,505  台灣本島單位原水成本 

 

供水間接效益現階段因應因濁度缺水的措施有，分層取水工、

中庄調整池，其日供水量分別為 140 萬噸、80 萬噸，但由於每次

缺水幾日之數據缺乏，本計畫假設濁度過高時間為 3 天時，分層

取水工缺 42 萬噸、中庄調整池缺 5.91 萬噸。 

 

摘表 6-6 不同情境下年缺水量 

年缺水量(萬噸) 
缺水天數 

3 4 6 

分層取水工  140 萬噸/day 42 56 84 

中庄調整池   80 萬噸/day 24 32 48 

 

單位供水間接效益利用產值與用水量計算出 2052.54 元/噸，

水車的價格618元/噸較為合理，以折現率3%計算30年的總效益，

分層取水工的總效益以 3 天為例 52.40 億元，而中庄調整池為

29.93 億元，若為 6 天分層取水工的總效益是 104.80 億元，中庄

調整池為 59.90 億元。 

摘表 6-7 不同情境下之總效益 

總效益(億元) 
缺水天數 

3 4 6 

分層取水工  140 萬噸/day 52.40  69.87  104.80  

中庄調整池   80 萬噸/day 29.93 39.92 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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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節能減碳及環境友善 

A. 節能減碳估算效益：石門水庫利用排砂隧道採水力排砂的減碳效

益為 11,262 噸二氧化碳。 

B. 減低環境衝擊、化解居民抗爭： 

(A)電廠防淤第一期改善工程完工後，可大大減少卡車穿

梭於道路中，減少環境汙染。  

(B)基於環境友善，成功移植栽種，餘未影響施作部分，

以不破壞原地保存為主。  

(C)中庄調整池工程及電廠防淤工程，皆以土石挖填平衡，

大幅降低土石外運量，減少對周邊環境衝擊。  

C. 善用重力、節省電力：採用重力輸水，與動力輸水方式相較，每

年節省電量，亦可減少碳排放。 

D. 使用 LED 號誌或照明設備：本整治計畫於電廠防淤工程及中庄

調整池工程之照明設備，採用 LED 燈具規畫。 

(二)撰寫各階段、年度執行成果(檢討)報告 

完成 102 及 103 年度執行成果檢討報告。 

 

七、後續工作重點及各年度工作規劃 

研擬防洪防淤相關議題的工作規劃及石門水庫已執行相

關工程之工作重點，茲分述如下：  

(一)新建工程 

1. 分層取水工，已於民國 98 年完工 

2. 阿姆坪防淤隧道之興建，已於 103 年 9 月核定，並積極推動中 

3. 大灣坪防淤隧道之興建，俟阿姆坪防淤隧道完成後再檢討推動 

(二)既有設施更新改善 

石門水庫民國 52 年完工至今已有 50 餘載，水庫出水設施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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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F，故石門水庫既有設施待視實際使用情形進行更新改善，

改善項目得以電廠、河道放水道、石圳進水口、排洪隧道及後池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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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管理及決策支援 

1. 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2. 因應防淤操作水庫規線檢討 

3. 庫區異重流運移特性監測 

4. 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及魚類生物影響監測與研究 

(四)維持庫容浚渫工作之執行 

1. 水庫上游段：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2. 水庫中游段：每年 64 萬立方公尺。 

3. 壩前區段：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關鍵字：石門水庫、整治計畫、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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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vent of Typhoon Aere that made landslides in Taiwan in 2004, the 

Taoyuan area suffered from serious water supply deficit for 18 days. The 

adverse situation resulted in the inconvenience of local people’s livings and the 

impact on the potential investors’ interest in developing local industries. For 

solving the water deficit dilemma in the Taoyuan area, the WRA formulate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Shihmen Reservoir and its Catchment Management 

Promotion (SRCMP). The plan aims to facilitate the preparation of related 

budgets specifically earmarked an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in good order. Its contents have been worked out in line with the 

“Special Act Governing the Management of Shihmen Reservoir and its 

Catchment Area” (the Act), which was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January 13, 2006. The SRCMP consists of three sub projects. 

1. Emergency Water Supply and Reservoir Amelioration (EWSRA): To 

enhance the function of water extraction from the reservoir, increase 

reservoir storage capacity, and rehabilitate the works damaged by 

disasters. 

2. Water Supply Facilities Stabilization and Main Conveyance Pipeline 

Improvement (WSFSMCPI): To enhance the treatment capacities of 

water purification plants, increase the mutual water supplemental 

capacities among related water supply districts, and augment the 

reservoir’s standby storage capacity. 

3. Catchment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CCM): To manage disasters, 

monitor and manag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eco- environments on slope lands. 

In this project report, we have collected all file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first sub project EWSRA. The files which include documents, pictures, and 

videos are the sources to produce publicity. We also put all the files in the 

agency’s system to let office men search or use them easily. The first sub project 

EWSRA is composed of 13 items as follows.  

1. To raise the daily total capability of the emergency pumps installed on 

the dam crest to 0.96 million m. tons per day and the dow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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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ance pipelines 

2. To carry out emergency repair of outlet structures of power plant and 

river permanent channel 

3. To carry out implementation plan of standby water supply with 

groundwater for Hsinchu and Taouyuan districts’ industrial parks 

4. To install water supply facilities to meet emergency situation of low 

water levels in the reservoir 

5. To build additional facilities for drawing the reservoir water (Approved) 

6. To improve the reservoir's afterbay, and construct standby water storage 

pools and artificial lake 

7. To revamp the functions of existing desilting facilities of reservoir 

8. To conduct relevant investigations, planning, experiments and studies 

9. To construct additional sabo dams for reservoir 

10. To build a new hydrological and water quality experiments & 

monitoring center 

11. To repair the pertinent facilities and improve the peripheral 

environments of reservoir 

12. To dredge the sediments in reservoir 

We also provide 3 training classes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discuss the 

results of economic analyses and future plan to sustain the Shihmen reservoir. 

The website of Shihmen reservoir was updated to the newest information. The 

seven films were produced from the photos and videos we collected and took. 

The board and documents which introduce the engineering and efficiency of 

EWSRP were prepared. Annual review report were also demonstrated. In 

addition, the econom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value of EWSRP equals to 0.188 

billion by using efficiency-transfer method. The future plan to sustain the 

Shihmen reservoir was proposed after several discussions and revisions.  

Keywords ： Shihmen Reservoir, Restoration Project, Eff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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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於 103 年 10 月中旬彙整「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執

行計畫」第 3 次修正及「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 2 次修正內容，

並已於 103 年 11 月經行政院審議修正。 

(二) 102 年 11 月 29 日辦理本委託計畫第一次教育訓練，使同仁瞭解石門

水庫放淤對於下游河道之影響及廢棄物如何檢驗、清理分篩，並教

導於工區自行紀錄時之相機與攝影機操作實務。103 年 4 月 16 日舉

辦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探討石門水庫之永續經營及整治計畫之

相關成效。104 年 9 月 30 日辦理第二次教育訓練，讓與會人員瞭解

與熟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之成果，以及本計畫彙整相關研究成果並蒐集計畫期間完

整資料、各工程影片製作、效益評估方法與未來規劃方向。 

(三) 成果彙整展示 

1. 彙整整治計畫相關項目之決標資料、竣工驗收成果報告書及竣工或

查驗紀錄照片，且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內部共用檔案專區

設置「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資

料夾，分項計畫下依工程、財務及勞務分為三類。 

2. 已剪輯 7 部工程影片及一部石門水庫 50 周年影片。 

3. 已設計「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治理成效-緊急供水工程暨水

庫更新改善」執行文宣及「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文宣。 

4. 完成看板製作，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

庫更新改善」為主軸分成工程簡介、執行成果、執行成效、中庄調

整池計畫及未來展望等五大主題。 

(四) 依各月彙整資料，完成 102 及 103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彙整 103 及

104 年工作計畫以利計畫控管。 

(五) 成效評估 

1. 庫容維持依據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防淤設施與操作、泥

砂研究與監測、泥砂浚渫及增設防淤設施分析，整治計畫藉由相關

設施修復及新建，有效維持石門水庫之庫容，延長水庫壽命並增加

水庫防洪效益、維持水庫正常運轉。整治計畫內庫區上游擱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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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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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8,525 立方公尺漂流木，有效減少汛期流入水庫漂流木。排砂隧

道於 102 年蘇力及潭美颱風各開啟兩次排砂隧道，總計排砂量為

91.43 萬立方公尺(100.57 萬噸)，於 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颱風各開啟

兩次排砂隧道，總計排砂量為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噸)，有效增進水

庫汛期排砂效能。整治計畫內水庫抽泥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及沉澱

池土方清運 145.7 萬立方公尺，有效延長水庫壽命並維持正常運轉。 

2. 穩定供水依據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及增加備援水量分析，壩頂緊急

抽水於當時即時穩定供水，水庫分層取水工的增設，於颱風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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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庄調整池的新建更可增加，石門水庫及鳶山堰的備援。 

3. 經濟效益分析，供水直接效益以北區單位原水計算經濟效益，B 方案

經濟效益為 10.48 億元，C 方案為 18.80 億元，D 方案為 28.40 億元。

供水間接效益分層取水工的總效益以 4 天為例 69.87 億元，而中庄

調整池為 9.83 億元。供水風險分析，若以目前表層濁度量測資料的

最大值(小於 6,000NTU)為基準，現況僅需中庄調整池每日提供 19.7 

萬噸的水量即可將供水風險減為 0% 。 

4. 節能減碳估算效益，石門水庫於 102 及 104 年利用排砂隧道採水力

排砂總量為 121.43 萬立方公尺(133.57 萬噸)，其減碳效益為 11,262

噸二氧化碳。電廠防淤第一期改善工程完工後，可大大減少卡車穿

梭於道路中，減少環境汙染。基於環境友善，成功移植栽種，餘未

影響施作部分，以不破壞原地保存為主。大幅降低土石外運量，就

地取材，河中卵石作為坡面工及蛇籠材料，減少對周邊環境衝擊。 

(六) 研擬防洪防淤相關議題的工作規劃，分為新建工程、既有設施更新

改善、營運管理及決策支援及維持庫容浚渫工作之執行等四大項，

以持續維護石門水庫之運作。 

 

二、建議 

(一)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計畫至 104 年底尚未完成之分項包含分項計畫

六及分項計畫七。至目前為止年度目標達成度或整體執行狀況，經

評核尚皆保持良好以上。雖本整治計畫已奉核准展延至民國 105 年

完成，但仍建議加緊辦理，以提升整體整治計畫的成效。 

(二) 盡速完成防淤隧道設施，針對極端事件超量泥砂所帶來之庫容減少

問題，建議應盡速完成防淤隧道設施之工作，並以極端降雨事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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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入庫泥砂量為設計標準。 

(三) 因應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即將完工，建議建立制度化的防淤操作決

策支援系統，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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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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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因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尚未完成，其相關工程照片、竣工圖及竣工

報告，應持續彙整，以利資料完整紀錄及後續分析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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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一、計畫緣起 

石門水庫集水區地質脆弱且地形陡峭，每遇颱風豪雨，集

水區崩塌與土壤沖蝕劇烈，產生的大量淤砂對水庫壽命造成嚴

重威脅，尤其伴隨之濁度更使水庫供水功能面臨巨大挑戰，水

庫原水濁度飆高，泥砂沉降緩慢，原水濁度常持續數日未下降，

遠超過淨水廠處理能力，致使淨水廠產製能力遽降，甚至被迫

關場，供水區立即停水或分區供水，都是高濁度水源一再導致

供水短缺的問題。尤其民國 93 年艾利颱風來襲造成桃園地區

連續 18 天供水短缺，對民生不便及工業投資意願均產生莫大

影響。爲解決桃園地區缺水問題，故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 (民國 95～ 105 年 )之執行。  

整治計畫之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分項，於各項緊

急應變工程及設施修復方面皆已達到非汛期設施穩定供水之

目的，並發揮汛期高濁度運轉功能達成不分區供水之目標。但

由於研究與調查資料零散，致使難以掌握環境動態與關鍵問題。

另外，在全球氣候變遷影響下，水庫對水資源供應之重要性及

可能面臨之衝擊亦須及早因應。  

 

二、計畫目標 

整合相關研究成果並蒐集計畫期間完整資料，進行橫向連

結，研究庫容維持、提升取水功能、增加備援容量等動態資訊，

並蒐集分析相關調查與研究資料，進行分析印證。  

並為配合「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推動，宜加

強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相關工作之協調整合與成果

運用，彙整推動成果與評估效益，經由通盤研析，進而規劃石

門水庫未來工作重點。  

 

三、計畫工作項目 

本計畫為 2 年 2 個月的計畫，工作內容如下：  

(一) 配合機關作業需要，彙整提出修正計畫。 

(二) 籌辦本整治計畫教育訓練(102 年、104 年各 1 場)，103 年併石門水

庫 50 週年研討會及特別預算推動成果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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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彙整展示： 

1. 工程資料蒐集：本整治計畫相關工程簡介及執行案件相關圖說及成

果報告書(含委託研究服務案件)蒐集，並完整呈現整治計畫期間所有

成果(以資料硬碟呈現)。 

2. 相片紀錄：計畫執行期間工程施工、重要會議等相片紀錄，包含引

水路、攔河堰、調整池、輸水路、廢棄物及增設水庫防砂功能改善

工程(如水工模型試驗等工作)進行紀錄並彙整(以資料硬碟呈現)。 

3. 影片紀錄及宣導影片製作：主要工程單獨剪輯各 1 部，包括引水路、

攔河堰、調整池、輸水路、電廠防淤改善工程、廢棄物及增設水庫

防砂功能改善工程影像紀錄；另剪輯本計畫整體執行影片專業版及

一般版各 1 部(皆約 15 分鐘、國語及英語 2 種版本呈現)。 

4. 資訊公開：網站資料維護，按季更新相關整治計畫資訊。 

5. 簡介文宣製作：含整體工作 1 版及階段性重點工作(中庄調整池工程

計畫等)1 版。 

6. 看板製作(5 組)：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

庫更新改善」為主軸分成工程簡介、執行成果、執行成效、中庄調

整池計畫及未來展望等五大主題製作內容。 

(四) 各項計畫執行與產出之綜合分析 

1. 參與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期間

之重要會議，提供專業意見。 

2. 協助相關會議意見回覆，彙整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工作

項目進度、成果等資料，進行整理分析。 

3. 統整計畫中各項工作之內容、工作重點及資料蒐集，延續過去研究

計畫，針對近期辦理或完工之工作項目進行綜合探討分析及計畫效

益評估，提出計畫執行建議以獲致具體成果。 

4. 協助計畫期間相關報告撰寫、印製及相關會議中、英文簡報製作，

及協辦相關會議(如檢討會、說明會、研討會…等)。 

5. 廠商於簽約後 1 個月內指派人員 1 名於機關指定地點協助配合本計

畫溝通聯繫事宜(含相關資料整理與紀錄)。 

(五) 成效評估與後續規劃建議 

1. 因應整治計畫期間持續辦理或完成之工項，延續過去研究計畫，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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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減砂、防淤、供水、備援等成果效益評估，包含可量化效益評估

方法、不可量化效益之分析及經濟效益分析，透過蒐集彙整排砂、

供水操作情形及各年度淤積測量等資料分析成效。 

2.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總執行成

效(檢討)報告撰寫，並視需要收錄由其他執行機關提供之其他分項資

料。 

3. 將本計畫執行資料進行整理，完整蒐集委辦計畫之成果報告電子檔，

並依規定格式彙整成冊。 

4. 撰寫各階段、年度執行成果(檢討)報告並協助研考會績效評核資料蒐

集作業。 

5. 研擬後續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重點計畫實施項目及各年度

工作計畫。 

 

四、工作構想 

本計畫工作流程如圖 1-1 所述。  

 

圖1-1  本計畫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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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歷年成果 

(一)整體預期效益 

1. 完成本整治計畫成效評估，以作為滾動式管理參考。 

2. 協助辦理修正計畫，順利完成相關行政程序作業。 

3. 彙整本整治計畫各執行單位之執行檢討，完成執行成效總報告並彰

顯整治成效。 

4. 延續過去研究資料，接續評估本整治計畫完成後供水、排砂、防洪

等分析檢討，以提供整治完成後續治理或改善工作參考。 

(二)年度預期效益 

1. 完成各年度執行成果報告。 

2. 完成各年度工作計畫。 

3. 籌辦本整治計畫教育訓練。 

4. 配合需要提供剪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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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彙整提出修正計畫 

一、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核定經過 

93 年艾利颱風引發嚴重土石災害，導致石門水庫原水混

濁，遠超過淨水廠處理能力，嚴重衝擊桃園地區民生用水。為

確保水庫營運功能、保育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及穩定水庫供水

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以解決桃園地區缺水問題，立法院

於 95 年 1 月 13 日三讀通過「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

例」(簡稱本特別條例 )，總統於 95 年 1 月 27 日公告實施 (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2581 號令 )，並自公布日起施行，實施

期間 6 年，以特別預算編列 250 億元辦理，其中包含三項子計

畫「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

善」及「集水區保育治理」。  

嗣後經濟部提報計畫奉行政院 95 年 5 月 24 日院臺經字第

0950023907 號函核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簡稱

本整治計畫 )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1 階段執行

計畫」，本整治計畫分 2 階段執行，第 1 階段自 95 至 97 年底，

核編預算 139.7 億元，第 2 階段自 98 至 100 年底止。  

惟第 1 階段計畫因整治計畫延後通過、土地取得不易及若

干工程因規劃時程較長等因素，基於滾動式管理，報奉行政院

97 年 8 月 27 日臺經字第 0970037120 號函同意期程展延至 98

年 12 月底完成，至第 2 階段執行計畫配合預算編列時程亦併

同上開第 1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同時報奉行政院核定在案，核編

預算 110.3 億元。  

進入第 2 階段執行後，配合中庄調整池環評審查結論，及

遭遇採購爭議、居民抗爭及部分復育工程隨時間變動調整等因

素，致執行期程、內容及經費皆有調整修正之必要，爰報奉行

政院 99 年 8 月 3 日院臺經字第 0990042985 號函核定第 2 階段

修正執行計畫，其中「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子計畫

展延 2 年至 102 年 12 月底完成；「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

子計畫展延 1 年至 101 年 12 月底完成，而「集水區保育治理」

計畫仍維持於原訂 100 年 12 月底完成，第 2 階段經費仍惟持

不變。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於設計階段依廢棄物調查成果、

民眾疑慮、河川環境生態等因素，納入基本設計考量後整體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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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經費大幅增加，已無法於原核定經費及期程內辦理，經重新

檢討，原計畫分 2 期開發，第 1 期在原核定經費下開發有效蓄

水庫容約 492 萬立方公尺，第 2 期俟日後石門水庫排砂及調整

池營運成果評估再研議辦理，又配合增辦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先

期作業需要，由「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計畫已

毋須支用之經費 1 億元調度至「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計畫

辦理；且相關泥砂監測、水庫營運操作規劃及中庄調整池週邊

環境改善等工作配合前述修正期程，故本子計畫奉行政院於

101 年 2 月 8 日院臺經字第 1010006098 號函核定整治計畫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 (第 2 次 )，期程展延至 104 年 6 月。  

嗣後因「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調整池工程採完成基本

設計後發包，為進一步掌握現地地質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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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子計畫

奉行政院於 103 年 11 月 14 日院臺經字第 1030066826 號函審

議修訂計畫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 (第 3 次 )，故期程展延至 105

年 12 月完成。  

本子計畫經修正計畫後分 10 年實施，第 1 階段計畫執行

期程自 95 年～ 98 年，核編列經費 52.5 億元，第 2 階段計畫執

行期程自 98 年～ 105 年 12 月，核編列經費 59.4526 億元，合

計共編列 111.9526 億元，修正期程詳如圖 2-1 。其中短期措

施以達成汛期不分區供水為目標，以避免颱風來襲期間發生無

水可用窘境，中長期措施以達成延長水庫壽命、穩定供水為目

標。  

彙整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 (表 2-1 )、整治計畫

各修正計畫原因及期程一覽表 (表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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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各階段執行計畫修正核定時間 

 

表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工程(計畫)項目 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輸水管(2)集水槽工程(3)抽水設施工程 95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原(1)～(3)項同上。 

增列項目： 

(1)其他(含線路補助費、操作維護及更新改善…等)  

95 

/ 

95.1~97.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第 1 階段完成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 ─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470,000 

(二)第 2 階段 0 

小計 

(一)+(二)=(三) 
47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470,000 

(五)第 2 階段 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 

小計 

(四)+(八)=(九) 
470,000 

差異 

(九)－(三) 
0 

  

第一階段
執行計畫

第一階段
修正計畫

第二階段
執行計畫

第二階段第一
次修正計畫

第二階段第二
次修正計畫

第二階段第三
次修正計畫

97年8月 99年7月 101年2月95年5月 98年1月 1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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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2/12) 

工程(計畫)項目 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石門 1、2 號機組壓力鋼管充水設備建置及運轉操作(2)石門 2

號水輪發電機組緊急檢修工作(3)石門水庫永久河道及石門 1、2

號發電進水口緊急清淤及防淤工程(4)石門水庫永久河道放水口

(PRO)攔污柵(5)石門水庫永久河道及石門 1、2 號發電進水口緊

急清淤及防淤工程(2 期、3 期)(6)石門發電廠其他雜項更新及維

護工作 

95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項目無修正 

(後續潛水伕水下作業改列第 7 項辦理) 

95 

/ 

95.1~97.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第 1 階段完成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 ─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300,000 

(二)第 2 階段 0 

小計 

(一)+(二)=(三) 
3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300,000 

(五)第 2 階段 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 

小計 

(四)+(八)=(九) 
300,000 

差異 

(九)－(三) 
0 

 

  



 

2-5 

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3/12) 

工程(計畫)項目 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1 口備援水井 95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暫緩辦理 95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暫緩辦理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 ─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42,000 

(二)第 2 階段 0 

小計 

(一)+(二)=(三) 
42,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0 

(五)第 2 階段 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 

小計 

(四)+(八)=(九) 
0 

差異 

(九)－(三)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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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4/12) 

工程(計畫)項目 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設計階段作業(2)溢洪道緊急抽水工程(3)石門大圳退水路下游

改善工程(4)石門大圳 1 號退水路下遊鴨母坑溪口整治工程(5)其

他雜項工作 

95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項目無修正 

95 

/ 

95.7~96.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第 1 階段完成。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 ─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48,000 

(二)第 2 階段 0 

小計 

(一)+(二)=(三) 
48,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46,000 

(五)第 2 階段 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 

小計 

(四)+(八)=(九) 
46,000 

差異 

(九)－(三) 
-2,000 

 

  



 

2-7 

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5/12) 

工程(計畫)項目 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設計階段作業(2)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3)取水豎井等工程

建造 
95~97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項目無修正 

95.7~97.12 

/ 

95.7~98.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第 1 階段完成。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 ─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 ─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1,400,000 

(二)第 2 階段 0 

小計 

(一)+(二)=(三) 
1,4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1,400,000 

(五)第 2 階段 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 

小計 

(四)+(八)=(九) 
1,400,000 

差異 

(九)－(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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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6/12) 

工程(計畫)項目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實施計畫尚未報核。 95~99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工作項目： 

(1)榮安二村用地徵收(2)中庄調整池規劃調查(含環評)(3)後池

改善規劃 

(4)大漢溪上游段攔河堰工程。 

95.7~99.12 

/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1)中庄調整池工程(2)後池改善(3)其他雜項 

95.7~99.12 

/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中庄調整池 

(1)取水工程(2)調整池工程(有效蓄水量 690萬立方公尺)(3)下游

輸水工程 

95.7~100.12 

/ 

95.7~102.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中庄調整池 

(1)取水工程(2)調整池工程(有效蓄水量 492萬立方公尺)(3)下游

輸水工程 

95.7~102.12 

/ 

95.7~104.6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同上 

95.7~104.6 

/ 

95.7~105.12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1,200,000 

(二)第 2 階段 1,600,000 

小計 

(一)+(二)=(三) 
2,8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1,200,000 

(五)第 2 階段 3,929,26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3,719,260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3,619,260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3,619,260 

小計 

(四)+(八)=(九) 
4,819,260 

差異 

(九)－(三) 
2,01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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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7/12) 

工程(計畫)項目 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善工程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規劃設計監造作業(2)永久河道放水口(PRO)防淤改善(3)電

廠防淤改善 
95~100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原(1)～(3)項同上。 

增列項目： 

(1)水庫排洪隧道防淤功能改善規劃。 

(2)其它雜項工作(進水口潛水伕水下作業等)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1)「石門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善工程」委託服務 

(2)電廠防淤 1 期工程(3)鋼管抗磨工程(4)榮華壩防淤功能改善

工程(5)其它雜項工作(6)預壘混凝土拆除工程 
---------------------------------------------- 
(1)電廠防淤 2 期工程(2)排洪隧道防淤功能改善工程(列優先)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1)規劃設計及施工諮詢 (2)電廠防淤第 1 期工程 (3)電廠防淤

第 2 期工程 (4)其它雜項工作 
--------------------------------------- 
(1)榮華壩防淤功能改善工程 (2)排洪隧道防淤功能改善工程 

(3)鋼管抗磨工程(4)預壘混凝土拆除工程(列優先) 

95.7~100.12 

/ 

95.7~102.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同上 

95.7~102.12 

/ 

95.7~103.6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同上 同上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600,000 

(二)第 2 階段 1,600,000 

小計 

(一)+(二)=(三) 
2,2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657,000 

(五)第 2 階段 1,042,50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1,042,500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1,042,500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1,042,500 

小計 

(四)+(八)=(九) 
1,699,500 

差異 

(九)－(三) 
-5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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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8/12) 

工程(計畫)項目 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實施計畫尚未報核。 95~98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工作項目： 

上游攔砂壩清淤方式可行性規劃委託服務 

95.7~98.12 

/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1)上游分洪防淤可行性規劃(含地質調查、測量及環評)  

----------------------------------------------- 

(2)設計監造作業、土地徵收及工程費。(優先) 

95.7~98.12 

/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上游分洪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含環評) 

95.7~100.12 

/ 

95.7~101.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1)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可行性規劃 

(2)增辦水庫防淤隧道工程相關先期作業 

95.7~101.12 

/ 

95.7~102.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同上 同上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140,000 

(二)第 2 階段 260,000 

小計 

(一)+(二)=(三) 
4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3,000 

(五)第 2 階段 110,00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50,000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150,000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150,000 

小計 

(四)+(八)=(九) 
153,000 

差異 

(九)－(三) 
-247,000 

 

  



 

2-11 

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9/12) 

工程(計畫)項目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基礎調查、規劃及研究工作。 95~100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項目無修正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1)上游集水區流量與含砂量量測及水文資料數位建立、水砂運

移監測及異重流數值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維持庫容策略規劃

等。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同上 

95.7~100.12 

/ 

95.7~102.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同上 

95.7~102.12 

/ 

95.7~104.6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同上 同上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100,000 

(二)第 2 階段 100,000 

小計 

(一)+(二)=(三) 
2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100,000 

(五)第 2 階段 150,00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150,000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150,000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150,000 

小計 

(四)+(八)=(九) 
250,000 

差異 

(九)－(三)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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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10/12) 

工程(計畫)項目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列第 2 階段辦理。 98~100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列第 2 階段辦理。 98.1~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變改計畫名稱、內容 

(1)原計畫名稱「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新建建置工程」 

(2)辦理試驗設備購置及建築物建置裝修。 

98.1~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同上 同上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同上 同上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第 2 階段完成。 ─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0 

(二)第 2 階段 50,000 

小計 

(一)+(二)=(三) 
5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0 

(五)第 2 階段 23,50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23,500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23,500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小計 

(四)+(八)=(九) 
23,500 

差異 

(九)－(三) 
-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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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11/12) 

工程(計畫)項目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設計階段作業(2)用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3)義興壩修復(4)榮華

壩修復(5)石門庫區及後池修復(6)水文測報及雨量站改善(7)環境

整理及綠美化(8)水庫上游漂流木打撈(9)庫底沈木打撈(平臺抓斗

船清除)(10)攔污索設置(11)阿姆坪生態園區綠美化工作 

95~100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原(1)～(11)項同上。 

增列項目： 

(1)阿姆坪生態園區環境整理改善 2 期(2)義興壩修復及其鄰近河

道改善工程規劃(3)「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緊急供水工程安全複核及

義興壩下游河道整治工程」委託服務(4)攔污索及主流河道重要設

施監視系統設置(5)雜項工程(6)其他雜項操作維護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1)水文測報及雨量站改善(2)環境整理改善①(3)水庫上游漂流木

打撈(4)義興壩修復及其鄰近河道改善工程(5)「石門水庫整治計畫

緊急供水工程安全復核及義興壩下游河道整治工程計畫」委託服

務(6)雜項工程(7)其他操作維護。 

--------------------------------------------- 

(8)環境整理改善②。(優先)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1)水文測報及雨量站改善(2)環境整理改善①(3)水庫上游漂流木

打撈(4)「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緊急供水工程安全復核及義興壩下游

河道整治工程計畫」委託服務(5)義興壩修復及其鄰近河道改善工

程(6)雜項工程(7)其他雜項操作維護(8)中庄調整池環境改善工程 

95.7~100.12 
/ 

95.7~102.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同上 

95.7~102.12 

/ 

95.7~104.6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同上 同上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450,000 

(二)第 2 階段 450,000 

小計 

(一)+(二)=(三) 
9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450,000 

(五)第 2 階段 440,00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490,000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490,000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490,000 

小計 

(四)+(八)=(九) 
940,000 

差異 

(九)－(三)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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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

(12/12) 

工程(計畫)項目 水庫泥沙浚渫 

修正前 

/ 

後期程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依分項實施計畫內容) 

(1)「石門水庫淤積物清除工作計畫」委託技術服務(2)

國軍支援清淤(3)沈澱池土方清運(4)石門水庫下游段淤

泥浚渫工程(95~100 年)(5)排砂管更新改善工程計畫(6)

水庫淤泥浚渫環境監測調查(7)「石門水庫淤泥多元化處

理」委託技術服務(8)水庫淤泥用於桃園縣農地改良 

95~100 

第 1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依第 1 階段修正計畫) 

原(1)、(3)～(7)項同上。 

減列項目： 

(2)國軍支援清淤(8)水庫淤泥用於桃園縣農地改良 

增列項目： 

(1)石門水庫淤泥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等。(2)其他

土方清運(3)沉澱池週遭環境維護工程(4)沉澱池排水改

善工程(5)石門水庫淤積物清除工作監造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依第 2 階段計畫) 
(1)庫區抽泥作業及沉澱池土方清運 95.7~100.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1 次修正後 

(1)石門水庫淤積物清除工作監造 

(2)庫區抽泥作業及沉澱池土方清運 

(3)其他土方清運工作 

(4)沉澱池排水改善 

95.7~100.12 

/ 

95.7~102.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2 次修正後 
同上 95.7~102.12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 

第 3 次修正後 
第 2 階段完成。 同上 

原編列經費 

(原核執行計畫) 

(一)第 1 階段 500,000 

(二)第 2 階段 700,000 

小計 

(一)+(二)=(三) 
1,200,000 

修正後編列經費 

(四)第 1 階段-依修正計畫- 624,000 

(五)第 2 階段 250,000 

(六)第 2 階段-第 1 次修正計畫- 470,000 

(七)第 2 階段-第 2 次修正計畫- 470,000 

(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470,000 

小計 

(四)+(八)=(九) 
1,094,000 

差異 

(九)－(三) 
-1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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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工程」各修正計畫原因及期程一覽表 

計畫項目 修正原因 修正期程 

第 1 階 ─ 95.7~97.12 

第 1 階修正 1.本整治特別條例自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起公告施行，期間 6

年，至民國 100 年 12 月完成，計畫分 2 階段執行，第 1 階

段 95 年至 97 年，第 2 階段 98 年至 100 年。惟該第 1 期整

治特別預算於 95 年 7 月 19 日始完成法定程序，致執行期程

壓縮約為 2 年 6 個月，影響執行進度。 

2.惟若干工程因規劃時程較長(或須辦理環評)、土地取得不易

等因素，致與原訂期程及經費配置有顯著落差，或部分工作

配合實際執行及 96 年 9 月 18 日韋帕颱風侵襲造成巴陵壩損

毀，辦理相關調查、監測及規劃工作，已有減作、增辦及經

費調整之必要，針對第 1 階段分項計畫內子項工作項目及經

費進行局部調整。 

95.7~97.12 

/ 

95.7~98.12 

第 2 階 ─ 98.1~100.12 

第 2 階 

第 1 次修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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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庫泥沙浚渫」等 3 項計畫，依中庄

調整池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電廠防淤第 1 期工程遭遇採

購爭議及沉澱池清運居民抗議等因素。 

2.「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

環境改善」等 2 項計畫，配合前述計畫期程持續進行泥砂監

測及週邊環境改善，亦併同總計畫期程展延一併調整辦理。 

98.1~100.12 

/ 

98.1~102.12 

第 2 階 

第 2 次修正 

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之「中庄調整池工程

計畫」，於設計階段依廢棄物調查成果、民眾疑慮、河川環

境生態等因素，納入基本設計考量後整體計畫經費大幅增

加，已無法於原核定經費及期程內辦理，經重新檢討，原計

畫分 2 期開發，第 1 期在原核定經費下開發有效蓄水庫容約

492 萬立方公尺，並期程調整於該修正計畫奉核後 3 年 8 個

月完成；第 2 期辦理原計畫有效蓄水庫容 690 萬立方公尺之

剩餘部分，惟須俟日後石門水庫排砂及調整池營運成果評估

再研議辦理。 

2.另配合增辦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先期作業需要，由「緊急供水

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項下「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

槽人工湖」計畫已毋須支用之經費 1 億元調度至「增設水庫

防砂設施工程」計畫辦理；另相關泥砂監測、水庫營運操作

規劃及中庄調整池週邊環境改善等工作配合前述修正期

程，併同將「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調查、

規劃、試驗及研究」及「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等計畫期程在核定經費及期程內依實調整辦理。 

98.1~102.12 

/ 

98.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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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工程」各修正計畫原因及期程一覽表

(2/2) 

計畫項目 修正原因 修正期程 

第 2 階 

第 3 次修正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之「中庄調整池工程計

畫」，調整池工程採完成基本設計後發包，為進一步掌握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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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分項計畫

需至 105 年 12 月完成。 

98.1~104.06 

/ 

98.1~105.12 

 

二、彙整提出修正計畫 

目前「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 2 次修正及「石門水庫及

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執行計畫」第 3 次修正內容，已於

103 年 11 月經行政院審議修正，修正計畫主要內容如下：  

(一)「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 2 次修正 

1. 工程內容調整 

中庄調整池計畫依據第 1 次修正計畫，修正為先行開發縮小計

畫庫容為 492 萬立方公尺，即為第一期工程，後續再將調整池擴充

為原核定庫容 690 萬立方公尺，即為第二期工程。 

2. 計畫期程調整 

中庄調整池計畫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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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修正第一期工程期程為 104 年 6 月，第

二期工程所需工期約為 3年，將另案確定實施期程報院核定後實施。 

為因應界址確認及地方民意工期展延至 104 年 12 月 30 日。因

調整池工區原為廢河道沼澤地，受地形限制廠商經 8 個月重機具進

行移排水後，才能深入全面料源探挖調查，依前節說明圍提工項增

加工期 250 天。又因截水牆前進探查孔因地質不如預期，需增加鑽

探孔數及深度，及截水牆深度數量需增加，廠商提出鑽探報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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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盤透水度 Lugeon 值及破碎帶等地質情況判示顯有不足，增加鑽探

及截水牆深度數量增加施工工期 126 天。 

調整池工程因環境變遷因素影響，需調整設計內容、採取符合

現地條件之施工方式、解決遭遇問題等預估計畫主體工程延至 105

年 12 月底完成。開發期程表詳如表 2-3 ，各工程展延期程如表

2-4 。 

3. 計畫經費調整 

計畫依據第 1 次修正計畫核定經費 42.33 億元額度下，採滾動式

管理方式隨時檢討執行成效，並視各工作項目發包使用情形，調整

支應後續各工作項目之經費，並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各工作項目內

容，以利達成計畫各項目標，第二次修正各年度經費表詳如表 2-5 。

計畫第 1、2 次修正經費前後比較表詳如表 2-6 。 

4. 計畫目標 

中庄調整池規劃為一離槽人工湖，具有用地取得單純、鄰近既

有取供水設施之優點，常態時期可利用石門水庫後池堰洩放於大漢

溪之剩餘水源，經由調整池庫容儲備，增加地區供水調度及備援能

力，其有效容量等同可增加石門水庫後池有效容量之 1.5 倍，增加地

區水源供水能力。 

為使石門水庫永續經營，排砂為可行策略之一，本工程預先儲

備清水於颱洪時期供應板新及大湳淨水廠用水，並使石門水庫於颱

洪時期順利排放異重流同步開啟鳶山堰閘門清除濁水，使水庫及鳶

山堰水源濁度迅速下降以穩定颱洪後桃園及板新地區供水；並結合

周邊河川環境規劃進行環境整體營造，塑造優質水域環境與休閒遊

憩空間，帶動地方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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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修正前後開發期程表 

年別 

工程項目 

先期作
業階段 

先期作
業、開工 

施工、細部設計 施工及驗收階段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用地取得及測設 
       

工程詳細設計 
       

取水工程 

攔河堰工
程 

       

引水路工
程 

       

下游輸水工程 
       

調整池第 1 期工程 
       

配合工程及試運轉 
       

第一次修正計畫期程 

第二次修正計畫期程 

 

 

修正計畫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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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各工程展延期程表 

工程名稱 第一次修正計畫期程 第二次修正計畫期程 

攔河堰工程 103 年 6 月 104 年 12 月 

引水路工程 102 年 12 月 103 年 7 月 

調整池第 1 期工程 104 年 6 月 105 年 9 月 

輸水路(共構段)工程 102 年 12 月 103 年 12 月 

輸水路(過河段)工程 103 年 3 月 103 年 12 月 

配合工程 

(增加景觀綠美化工程) 
104 年 3 月 105 年 12 月 

總計畫期程 104 年 6 月 105 年 12 月 

註：攔河堰工程 105 年 10 月至 12 月辦理整體試運轉。 

 

 

表2-5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二次修正分年經費表 

項

次 
成本項目 

工程費 

(百萬元) 

施工期間(含測設) 施工期間 

99~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

用 
90.0  80.0  5.0  3.0  2.0  – 

二 
用地取得及地上

物補償費 
38.5  38.5 –  –  –  – 

三 
第一期工程 

工程建造費 
4,104.8  1,274.8  1000.0  1000.0  500.0 330.0 

四 
第一期工程 

合計(總工程費) 
4,233.3  1,393.3  1005.0  1003.0  502.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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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修正前後開發期程表 

項次 成本項目 

核定計畫 

工程費 

(千元) 

附註 

第一期 

工程費 

(第 1 次修正) 

(千元) 

附註 

第一期 

工程費 

(第 2 次修正)  

(千元) 

附註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147,700 
直接工程成本 

之 5% 
90,000 

預估實際所需 

費用 
90,000 

預估實際所需 

費用 

二、 
用地取得及地上物 

補償費 
121,000   35,000   38,527   

三、 工程建造費 3,998,600 1.至 4.項和 4,108,257 1.至 4.項和 4,104,730 1.至 4.項和 

1 直接工程成本 2,954,300 (1)至(3)項之和 3,803,300 (1)至(3)項之和 3,770,162 (1)至(3)項之和 

(1) 取水工程 877,800   1,289,100   1,352,739   

(2) 調整池工程 1,412,000   1,676,000   1,743,030   

(3) 下游輸水工程 664,500   838,200   674,393   

2 間接工程成本 288,900 
直接工程成本 

之 5~15% 
120,000 

直接於工程費 

內估列之 3.2% 
119,497 

直接於工程費 

內估列之 3.2% 

3 
工程預備費 

(含廢棄物清理) 
359,500 

直接工程成本 

之 5~20% 
184,957 

廢棄物清除 

之 4.9% 
215,071 

廢棄物清除 

之 5.5% 

4 物價調整費 395,900 
按物價上漲 

年增率 3.5% 
0   0   

四、 總工程費 4,267,300 一至三項和 4,233.257 一至三項和 4,233,257 一至三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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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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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修正計畫緣由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之「中庄調整池

工程計畫」因受地質開挖變異性大而增加阻水工項及降雨頻

繁等影響，需調整計畫期程以符實需。  

調整池工程採完成基本設計後發包，為進一步掌握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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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分項計畫需

至 105 年 12 月完成。  

2. 計畫修正依據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因其他不可抗力，致原計畫須調整因應」

之規定辦理。  

3. 修正計畫內容 

  (1)計畫期程調整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於

第 1 次修正計畫核定後即積極辦理各項重要工程之發包及施工，其

中中庄調整池計畫中攔河堰工程為國內首座全河道大型倒伏堰，為

求慎重，費時審查，完成設計、招標文件，調整池工程因池區範圍

廣闊達 87 公頃，且位於河階台地變化邊緣，現場地質變化大不如預

期，為達成功能修正圍堤殼層設計、增加截水牆數量及降雨影響等，

致使計畫增加施工期程。配合中庄調整池第 2 次修正計畫期程本分

項計畫期程由 104 年 6 月底修正展延至 105 年 12 月底完成。 

各工作項目期程配合實際調整修正後，其修正前後期程對照表，

詳如表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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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作內容調整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配合中庄調整計畫分 2 期

開發，第 1 期以原經費所能容納範圍下之最大開發量及在不影響原

有用水標的之條件下辦理；第 2 期以辦理維持原計畫效蓄水量 690

萬立方公尺之剩餘部分，並俟日後石門水庫排砂及調整池營運成果

評估再研議另籌經費辦理，故先以辦理開發調整池有效庫容約 492

萬立方公尺之相關設施，詳細修正項目及經費詳「中庄調整池工程

計畫(第 2 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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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計畫第 3 次修正前後期程對照表 

工作項目 
期程 

(修正前/後) 

第 2 階段 

備註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95~97       

  
第 1 階段已完成 

2.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

修復 
95~97       

  
第 1 階段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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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階段已完成 

5.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95~98         第 1 階段已完成 

6.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

工湖 

95~102 

/ 

95~105.12 

      

  

中庄調整池計畫展延 

7.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

工程 

95~102 

/ 

95~103.6 

      
  

電廠一期防淤改造後進行 2 期工程 

8.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95~101 

/ 

95~103.6 

      
  

辦理水庫防淤隧道相關先期作業 

9.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95~102 

/ 

95~104.6 

      

  

持續泥砂、流量監測分析探討 

10.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

置工程 
98~100       

  
第 2 階段已完成 

11.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

境改善 

95~102 

/ 

95~104.6 

      

  

配合中庄調整池辦理環境改善 

12.水庫泥砂浚渫 95~102.12       
  

第 2 階段已完成 

 

 第 2 次修正期程 第 3 次修正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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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整治計畫教育訓練 

本計畫於民國 102 年、103 年及 104 年各辦理本整治計畫教育

訓練乙場，共 3 場。讓與會人員能熟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

計畫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成效成果，以及本計畫彙整相

關研究成果並蒐集計畫期間完整資料，進而分析相關調查與研究

資料進行橫向連結，並且獲取同仁們在資料面、功能操作面及實

務應用上寶貴的建議，經由通盤考量後，進而規劃石門水庫未來

工作重點，以作為後續之參考。  

一、102 年教育訓練 

於 102 年 11 月 29 日辦理教育訓練乙場，期望與會人員能

熟悉中庄為何辦理廢棄物之調查及如何篩分、清運之流程；亦

讓同仁瞭解未來石門水庫若長期放淤，對於下游河道及生態有

何影響，且因放淤的關係是否影響下游之防洪能力；藉由專業

人士教導，拍照片及攝影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手法所呈現的

東西也不盡相同，以利未來現場工作人員紀錄現地。研習會課

程如表 3-1 所示，共計四堂課 7 小時，如圖 3-1。除上課講習

外亦有相互討論時間，如圖 3-2 所示。課程說明如下：  

第一堂課中庄調整池預定地廢棄物調查與清理概況：大漢

溪流域的中庄廢河道位於鳶山堰上游左岸 2 公里處，依水規所

「地質地物探測與鑽探及地下水調查報告」研判中庄調整池工

區範圍周邊曾遭人傾倒廢棄物，傾倒範圍位於左岸第 1、 2 池

交界靠近百康陶瓷廠旁之崁腳附近，初步研判池區內之工程廢

土、混合營建廢棄物體積及垃圾混合各種廢土方約 17 萬立方

公尺。中庄廢棄物的調查過程，場址廢棄物調查、檢測 (含土

壤 )，地質鑽探及試驗 (含地下水調查 )，清理方案作業規範設計

與協助清理方案招標、工作過程及現階段成果。  

第二堂課石門水庫排沙後生態敏感區及通洪瓶頸段衝擊

初探：「針對國內外水庫的運作及排沙過程中產生的河道泥沙

及生態問題進行比較系統性的介紹，並介紹石門水庫排洪防淤

的相關操作機制及 2013 年的實際操作結果，由此接著談水庫

下游下游淡水河的生態敏感區位及敏感生物的初步分析；同時

分析淡水河過去因採砂造成的床型變化情形，及其通洪、防洪

面臨的問題，及淡水河原有防洪功能可能因水庫排洪防淤操作

造成的影響。」  

第三堂課工地紀錄拍照畫面及技巧解說：講述攝影入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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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技巧，如何利用一般相機拍出有質感的照片，取景也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拍攝時經常會發生的幾個問題例如鏡頭拍攝偏

短、跟攝時鏡頭不定、沒有表現環境的建立鏡頭、沒有結束鏡

頭、主體表現鏡頭沒有重點 (有拍沒有到 )、鏡頭呆板、沒有適

時掌握機會鏡頭。  

第四堂課工地紀錄攝影技巧解說：解說拍好影片的重點方

法主題資訊的正確性，注意安全、不要勉強冒險，先抓機會鏡

頭，先求有再求好，等待與機會的判斷力需要注意力、警覺性、

機動性；突顯主題的構圖，定點後找尋其他拍攝目標，鏡頭寧

可長一點，以備剪輯之需及穩定攝影機。  

 

表3-1 102 年度教育訓練課程 

日期 102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五 ) 

09：30~10：00 報到 

10：00~11：00 
中庄調整池預定地廢棄物調查與清理概況 

講師：朱順傑研究員 

11：10~12：10 
石門水庫排沙後生態敏感區及通洪瓶頸段衝擊初探 

講師：施上粟副研究員 

12：10~13：30 午餐休息時間 

13：30~14：30 
工地紀錄拍照畫面及技巧解說 

講師：黃克綸導演 

14：40~15：40 
工地紀錄攝影技巧解說 

講師：黃克綸導演 

15：40~16：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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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102 年度教育訓練，講師群 

 

  

  

圖3-2 102 年度教育訓練，課堂學習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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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 年配合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 

民國 103 年配合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及特別預算推動

成果展辦理，於 103 年 4 月 16 日舉辦，研討會議程如表 3-2

所示，邀請各級長官與曾參與石門水庫興建計畫老前輩一起慶

生，並邀請專業人士參與與談，以增添研討會之內容。研討會

與專業人士邀稿，共同討論相關計畫之成效。石門水庫 50 週

年研討會，如圖 3-3，期望與會人員能瞭解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成效成果，共有四

個議題如下：  

第一個議題為「氣候變遷下水庫永續經營之挑戰」，探討

現今氣候對台灣的影響，氣候變遷將加劇水庫淤積，需增加水

庫水利排砂設施，並配合抽泥、陸挖等，以延長水庫壽命，而

氣候異常情境頻繁 -乾旱、颱風洪水事件可能成為常態，將採

取新思維、新策略強化水資源經營管理作為。  

第二個議題為「石門水庫運轉操作及既有設施改善」，探

討目前石門水庫因氣候變遷影響及在槽水庫特性，強降雨造成

集水區坡地崩坍、水庫嚴重淤積影響使用壽命以及原水濁度驟

升影響供水，增加水庫防洪與供水操作運轉困難，對民生衝擊

甚大。而水庫既有設施改善成果，在颱洪時期水庫穩定供水方

面，改善雜物阻塞問題並適合排砂運轉，另排砂隧道於民國

102 年納入水庫防洪防淤運轉操作，增加排砂水量 300cms，

於颱洪水庫原水高濁度期間，發揮排渾蓄清穩定供水成效。  

第三個議題為「石門水庫多目標水源運用及成效分析」，

探討石門水庫為台灣首座多目標水庫，肩負防洪、灌溉、給水、

發電及觀光等使命，營運迄今 50 年以來成效斐然。然而面對

水文條件千變萬化，豐枯不一，水庫必須發揮蓄豐濟枯的功能，

為因應氣候變遷致使水文條件的改變及水庫庫容因淤積的減

少，檢討並進行運轉規線調整，俾對乾旱年之供水提早因應；

除此之外，亦建立枯旱預警機制及應變措施，根據水庫水位訂

出警戒值，適時發布水情燈號提醒民眾及用水單位現階段所採

取的節限水措施，至於發電廠設施的改造，雖影響營運收入但

相對地增加排砂能力，減少水庫淤積速率。  

第四個議題為「增設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規劃」，探討

為增加石門水庫水力排砂能力及延長水庫壽命，經濟部水利署

規劃辦理「石門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善工程計畫」及「石

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預估年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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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濬量約可達 64 萬立方公尺，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預估年清

淤疏濬量約可達 71 萬立方公尺，期在颱風豪雨期間，利用前

揭工程計畫將水庫高濁度原水直接排放至下游河道，有效、迅

速排除進入水庫之泥砂，俾改善水庫現有排砂能力不足缺失，

降低水庫淤積及維持庫容。  

 

表3-2 石門水庫五十週年永續經營研討會議程 

日期 103 年 4 月 16 日(星期三)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專題演講-氣候變遷下水庫永續經營之挑戰 

水利署副署長 

10：00－10：40 

石門水庫運轉操作及既有設施改善 

報告單位：石管中心 

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與談人：李鐵民、劉建邦 

10：40－11：00 茶敘休息 

11：00－11：40 

石門水庫多目標水源運用及成效分析 

報告單位：經管課 

主持人：吳主任工程司東雄 

與談人：張斐章、虞國興 

11：40－12：20 

增設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規劃 

報告單位：計畫課 

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與談人：楊錦釧、許勝田 

12：20－13：20 
座談會結束 

午餐 

公民參與論壇/環翠樓 1 樓 

13：20-17:00 

石門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及公民參與論壇 

保育課／NGO 代表／集水區工作坊 

主持人：劉局長駿明 

與談人：汪靜明、林淑英、李永展 

17:00-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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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103 年度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 

 

三、104 年 4 月 24 日教育訓練 

本委託計畫於 104 年 4 月 24 日邀請許勝田董事長與局內

相關人員至石門水庫現地，討論本整治計畫前後石門水庫設施

的重要變革、未來面臨之問題及解決方式。  

104 年 9 月 30 日辦理教育訓練乙場，為了讓與會人員能

瞭解與熟悉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

新改善執行成效之成果，以及本計畫彙整相關研究成果並蒐集

計畫期間完整資料、各工程影片製作、效益評估方法與未來規

劃方向。課程說明如下：  

第一堂課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資料彙整說明與

工程影片製作分享：課程中敘述第一區塊十二分項彙整過程與

成果，並介紹資料彙整後，未來同仁搜尋相關成果之方式。最

後，以座談及分享的形式，介紹各工程影片拍攝理念與構想，

說明影片如何以自然細緻的構圖與流暢的運鏡節奏以及簡約、

精準的敘事旁白，秀出各工程的影片風格。影片中也融入自然

生態與人文素養的氛圍，部分運用曠時 (縮時 )攝影的技法，來

呈現影片的視覺效果和情境張力，呈現工程施作時現場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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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辛勞與環境教育的宣導。  

第二堂課計畫效益之分析及運用效益移轉法計算說明：就

目前成本效益分析架構進行說明，包括分析流程，考量面向，

計算概念等主要項目。此外也將針對分析上常見之問題加以探

討，如經濟與財務之區分，方法與假設條件之探討，參數的選

定等，釐清相關觀念，以加強工程師於經濟面向之分析能力。  

第三堂課石門水庫邁向可持續利用之更新改善：說明石門

水庫在特別條例結束後，已完成的工程項目中，哪些項目需要

相關維護管理的措施；為了達到可持續利用的目標，哪些項目

需要持續更新改善。課程中說明相關因應策略與未來可能之行

動方案。  

 

表3-3 104 年度教育訓練課程 

日期 104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 

08：50－09：30 報到 

09：30－10：20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資料彙整說明與工程

影片製作分享 

講師：邱昱嘉博士、黃克綸導演 

10：20－11：10 
計畫效益之相關模式與運用方式說明 

講師：游景雲教授 

11：10－12:00 
石門水庫邁向可持續利用之更新改善 

講師：許勝田董事長 

12:00－12: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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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104 年度教育訓練，講師群 

 

  

  

圖3-5 104 年度教育訓練，課堂學習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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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課堂討論 

提問人 問題 回應 

蔡正工程司

明澤 

本整治計畫中下游河道整理工程一

案，於後池堰下游右岸有數棟民

房，因 96 年政府施政失誤核發建

照，且其建物坐落於河道治理計畫

線內，為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採取徵收並拆除建物，經效益分析

益本比皆為負值，但本案為必要之

工程，請教應如何使其益本比為正

值。 

因其效益多為無形效益，需加以檢視

此案例之影響層面，若加產業關聯效

益，期帶動的產業連動會是正效益，

因此成本加上產業關聯效益，益本比

可為正值。 

許董事長 

勝田 

大部分防洪工程之益本比很少為正

值。 

以往效益分析只看財務面，若把經濟

面都考慮進來，將部分無效效益量

化，益本比較會是正值。 

蔡工程員 

瑞文 

有關下游放淤對固床工類私有保護

之效果，但在做經濟評估時會用何

種面相來看待。 

 

零方案為不施作固床工，河床會慢慢

下挖，導致橋梁破壞風險，放淤亦可

減少其風險，因此替代方案為施作固

床工；若下游為淤積狀態，若再放淤

其增加的為淹水之風險，因此在河床

平衡時，河床是傾向於沖刷或淤積，

放淤就要考量是成本或效益問題。 

黃正工程司

清輝 

目前石門水庫之底孔排砂無法完全

將淤積沉澱於水庫底層之淤泥排

除，有效維持水庫庫容。 

目前石門水庫水力排砂，能將入庫泥

砂排除約 55%，另 45%則可利用浚

渫工作排除，以上工作可維持水庫 2

億的有效庫容。倘若需增加水庫目前

之有效庫容，則需拆除水庫預壘混泥

土，使水庫坡降增大，而異重流怎可

加快，連帶可帶動泥砂的運移，將泥

砂帶至排砂口。 

蔡工程員 

瑞文 

是否能考量利用抽泥船將水庫淤泥

抽至後池，且如何設計管線才不會

受到既有設施放水的影響；另排洪

隧道因單寬流量大，造成後池左岸

的沖刷，為解決此問題，團隊提出

一為改變單寬流量，二為改變渠

道，但因現行隧道出水口旁有過濾

箱涵，要做渠道改向有其難異性，

而單寬流量是否考量將兩排洪隧道

合二為一，使其單寬流量降低。 

因後池為石門水庫重要之蓄水池，除

非能有效將淤泥排至下游，否則會影

響其調蓄的功能；要將兩渠道改為一

渠道是有困難的，因其流速相當高，

漸變相當慢，會使得入水口要再往上

游移動，因此需要再做相關模擬試驗

去探討解決對策。 

劉副工程司

奕成 

是否能考慮將一號排洪隧道轉至左

邊，向大壩方向排放，增加二號排

洪隧道之挑流工，使其減少左岸之

衝擊。 

因從模型試驗中看出，水流較集中影

響後池左岸，因此需要相關的研究去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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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成果彙整展示 

一、工程資料蒐集 

蒐集本整治計畫執行期間第一區塊相關工程資訊、委辦案

件及其他相關執行成果。依結案年度排序整治計畫期間所有成

果，其內容包含：計畫名稱、計畫期程及計畫經費等資訊。並

設計整治計畫相關成果圖書摘要表格，加以彙整已蒐集之工程

資料成果，編列完整書目及成果摘要，並建置工程資料電子資

料庫，各階段執行分項計畫、工作內容及經費，進行彙整並收

集相關資料製作表格。  

成果報告書 (含委託研服務案件 )資料編列成果圖書摘要

表格，其表格參照經濟部水利署已彙整之報告格式，內容應包

涵以下項目：計畫基本資料 (中、英文計畫名稱、計畫期間、

計畫編號、委辦過程、委託單位、受託機構、計畫主持人姓名

及職稱、協同計畫主持人姓名及職稱、計畫性質、計畫類別、

計畫經費及計畫聯絡人等 )，刪減 (出國考察、專利、商品化、

研究人力等欄位 )，成果報告書資料 (成果報告名稱、GPN、ISBN

及出版日期等 )，摘要 (計畫背景與目的、計畫範圍與分析對象、

分析方法及計畫成果 )，已彙整相關成果如表 4-1 ，空白格式

如表 4-2 所示。 

目前已將本整治計畫執行期間第一區塊各階段執行分項

計畫、工作內容及經費，已彙整成表格，以作為日後之索引，

將相關資料彙整，依據第三次期中報告之決議將收集本整治計

畫重要工程項目之決標資料、竣工驗收成果報告書及竣工或查

驗紀錄照片，且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內部共用檔案專

區設置「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

善」資料夾。已函請各課室、中心配合，並於各月中旬，與負

責人聯繫以取得資料，並彙整表填寫完畢，整理資料於硬碟中，

分項計畫下依工程、財務及勞務分為三類，建立一資料夾存放，

以利往後搜尋資料。  

於 104 年 2 月 6 日召開本委託計畫第 2 次工作會議，討論

本計畫總執行成效報告相關事宜，須請各課室持續提供整治計

畫執行之工作相關資料，另因總執行報告需求，彙整各分項主

要計畫之相關內容，目前依計畫緣起、執行情形、遭遇困難、

處理方式及預期效益目標與達成情形五大項目呈現，已彙整為

分項報告，本委託計畫依彙整之資料初步填列相關資料，並統

整追蹤表，如表 4-3 ，以利蒐集各課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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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整治計畫相關成果圖書索引表 

結案
年度 

序
號 

委託 
單位 

執行單位 
簽約 
日期 

經費 
(千元) 

計畫名稱 

96 1 水利署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11/30 1,80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專屬網站 

97 1 水利署 鴻廣傳播事業有限公司 96/8/21 9,80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宣導計畫 
97 2 水規所 長榮大學 96 /12/25 8,000 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1/2) 
97 3 水規所 國立臺灣大學 96/10/24 4,000 石門水庫漂浮木及異重流運移試驗分析 
97 4 水規所 國立交通大學 96 /11/30 15,500 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1/2) 
97 5 水規所 水利規劃試驗所自辦計畫 - 24,000 中庄調整池工程可行性規劃 
97 6 北水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6/9/15 9,120 石門水庫淤泥多元化處置方案評估規劃 
97 7 北水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6/10/26 4,940 石門水庫淤泥應用於桃園海岸之方案規劃及實施計畫(1/2) 
97 8 北水局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7/5/7 1,700 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水力發電可行性評估及規劃 
97 9 北水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6/3/6 3,211 石門水庫水位提升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及規劃 
97 10 北水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7/3/13 3,400 石門水庫後池改善初步規劃 
97 11 北水局 中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6/3/5 4,955 石門水庫淤泥浚渫環境監測調查 

98 1 水利署 國立交通大學 96/6/26 7,96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績效評核(95~97 年) 
98 2 水利署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97/1/31 4,95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 
98 3 水規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98/7/28 960 石門水庫入庫水砂歷線推估模式委託專業服務 
98 4 水規所 長榮大學   石門水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2/2) 

98 5 水規所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8/1/13 2,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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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質調查 

99 1 水規所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8/12/24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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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岩塞爆破法可行性調查及評估 

99 2 水規所 水利規劃試驗所自辦計畫 - 46,286.667 石門水庫相關設施水工模型試驗 
99 3 水規所 國立交通大學 98/8/14 15,325 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異重流模式開發及應用研究(2/2)  

99 4 北水局 國立臺灣大學 98/12/21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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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5 北水局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8/11/2 3,785 石門水庫供水區整體水源利用規劃 

99 6 北水局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97/8/1 1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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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7 北水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99/3/5 9,737 
中庄調整池工程廢棄物採樣調查、地質鑽探試驗及廢棄物清
理規劃設計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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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整治計畫相關成果圖書索引表(2/2) 

結案
年度 

序
號 

委託 
單位 

執行單位 
簽約 
日期 

經費 
(千元) 

計畫名稱 

100 1 水利署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

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99/10/19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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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 水規所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9/11/23 12,000 石門水庫大灣坪防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 
100 3 北水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99/4/29 3,889 石門水庫清水坑備援水池工程初步規劃 
100 4 北水局 國立交通大學 99/6/7 5,738 石門水庫防淤策略對下游河道影響之評估研究 

101 1 北水局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

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100/4/30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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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2 水規所 水利規劃試驗所自辦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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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3 北水局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7/21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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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4 水規所 國立交通大學   石門水庫長期監測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1/2) 

102 1 北水局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100/8/24 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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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委託專業服務 

102 2 水規所 國立交通大學   石門水庫長期監測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2/2) 

103 1 北水局 國立臺灣大學 102/4/13 900 
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虛擬實境與 3D 動畫模擬展示委
託專業服務 

103 2 北水局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102/8/1 3,250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淤砂清運模式可行性評估委託專
業服務 

103 3 北水局 逢甲大學 102/4/30 4,000 石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生態影響之調查研究計畫 

103 4 北水局 國立臺灣大學 102/2/27 4,200 石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變遷影響分析委託專業服務 

103 5 水規所 水利規劃試驗所自辦計畫 -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水工模型試驗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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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整治計畫相關成果圖書摘要空白表 

 

1.計畫基本資料(摘自承辦委託服務計畫成果自我評估與彙整表) 

計畫名稱  

計畫期間 本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全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編號  

委辦過程 簽約日：// 期中審查：// 期末審查：// 

委託單位  

受 託 

機 構 
 

計 畫 

主 持 人 

姓名： 

職稱： 

共 同 

主  人 

姓名： 

職稱： 

計畫性質 基礎研究 理論發展 □實務應用 

計畫類別 調查研究 研究發展 推廣服務  □技術服務 

全程經費   千元 

本期經費 資本門：千元     經常門：千元 

合 計：千元 

計 畫 

聯 絡 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2.成果報告書資料 

成 果 報 告 名 稱  

GPN  ISBN  

出 版 日 期  

 

3.摘要 

(1)計畫背景與目的 

(2)計畫範圍與分析對象 

(3)分析方法 

(4)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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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 

 
12 分項資

料夾 

 
5 分項內各

個工作項 

 

圖4-1  資料硬碟原始資料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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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

庫增設取

水工工程」

內資料 

 
綜整資料 

 
12 分項資

料夾 

 
圖 4-1 資料硬碟原始資料圖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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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項內分

為工程及

勞務 

 
工程內有

「石門水

庫增設取

水工工程」

資料 

 
包含照

片、竣工報

告及竣工

圖 

 
圖 4-1 資料硬碟原始資料圖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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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內含

「石門水

庫增設取

水工工程

委託技術

服務」及

「石門水

庫增設取

水工水力

發電可行

性評估及

規劃」 
 

「石門水

庫增設取

水工工程

委託技術

服務」內包

含成果報

告、施工照

片、決標公

告 

 
圖 4-1 資料硬碟原始資料圖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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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分項彙整資料統計表 

名稱 緣起 執行情形 遭遇困難 處理方式 
預期成效目標

與達成情形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

下游輸送管線 
O O O O O 

2.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O O O O O 

3.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

行計畫 
- - - - - 

4.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O O O O O 

5.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O O O O O 

6.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O O O O O 

7.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O O O O O 

8.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O O O O O 

9.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O O O O O 

10.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新建工程 O O O O O 

11.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O O O O O 

12.水庫泥砂浚渫 O O O O O 

O-表示資料尚屬完善，X-表示資料不全或尚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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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片紀錄 

已於計畫執行期間，針對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施工紀錄，如引水

路、攔河堰、調整池、輸水路、廢棄物及增設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程

(如水工模型試驗等工作)，另配合重要會議進行拍攝紀錄，拍攝時

程報表如表 4-4 所示，前往攝影時與現場人員提早聯絡並確認

準備之工作，配合建置完成的石門水庫資料圖庫系統使用功能，成

果會以資料硬碟方式呈交。 102 年 11 月 22 日已前往攔河堰、

引水路、廢棄物及輸水路過河段進行拍攝，當天為本委託計畫執

行開始，第一次至工地拍攝，主要目的為先行瞭解該工程目前

之進度及現況，以利未來拍攝之規劃，當日現場負責人均詳細

解說現況及未來施作方向。當日所拍攝之照片整理如表 4-5 至

表 4-10 所示。  

目前至各工程拍攝次數為 39 次，引水路工程、廢棄物清

運、輸水路工程及電廠防淤二期工程已完工，密切與工程負責

人聯繫已完成施工影片，攔河堰工程及調整池工程均於施工中，

須加緊至現場拍攝，並與現場負責人加以聯繫，以利往後剪輯

影片順利。  

表4-4  成果拍攝時段表 

拍攝日期 拍攝項目 

102/11/12  中庄調整池(第十次工作會議、廢棄物爐石篩選) 

103/01/13 中庄調整池(過河段-護坡、輸水路鋼管、全套管基樁施作、

引水路段、堤壩段) 

103/01/23 中庄調整池(引水路段、廢棄物段、過河段基樁施作、調整

池段、) 

103/02/26 中庄調整池(過河段護坡、主管路、堰體) 

103/03/14~15 中庄調整池(過河段護坡施作、鋼管 H 型鋼打樁) 

103/03/25 中庄調整池(過河段固床工、護坡、打型鋼、水規所排砂實

驗) 

103/03/31 中庄調整池(共構段試水) 

103/04/28 中庄調整池(韭菜園、調整池段) 

103/05/08 中庄調整池(工作會議、引水路段) 

103/06/13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引水路段、調整池段、過河段) 

103/06/14 石門水庫 50 周年活動(南苑文化園區) 

103/06/17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倒伏堰假組立(台中工廠) 

103/07/29 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分歧管吊裝施作) 

103/08/25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閘門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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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成果拍攝時段表(2/2) 

拍攝日期 拍攝項目 

103/09/03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引水路段、調整池段、過河段) 

103/09/04 中庄調整池(水利署楊偉甫署長參觀攔河堰) 

103/09/19 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分歧管焊接、排水) 

103/10/02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 

103/10/20 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分歧管焊接) 

103/11/03 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分歧管檢測) 

103/11/19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 

103/11/25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扇形門框銲接) 

103/12/08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閘門銲接) 

104/01/21 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 (電廠) 

104/02/11 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分歧管封埋) 

104/03/17 分層取水工下層進水口鏡面施作、水庫乾旱景(夢幻草原) 

104/03/28 中庄調整池(菜園、調整池) 

104/04/23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 

104/05/27 中庄調整池(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灌漿)、過河段) 

104/06/05 石門電廠二期防淤工程 (閉合、灌漿) 

104/06/16 中庄調整池(濕地、攔河堰、引水路、棄土場、調整池、過

河段) 

104/07/16 石門電廠防淤二期全景、攔河堰、大漢溪鳥瞰 

104/08/04 石門電廠方淤二期工程(機電測試、複葉閥室) 

104/08/08 蘇迪勒颱風洩洪、排砂、中庄攔河堰、三峽鳶山堰過河段

洪水 

104/08/13 電廠防淤二期工程通水典禮 

104/08/22 石門水庫漂流木打撈-1 

104/08/24 石門水庫漂流木打撈-2 

104/09/07 中庄引水路前端河堤、調整池篩石場 

104/10/07 中庄調整池(攔河堰、調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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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攔河堰工程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2/11/22 (279386.75, 

2754604) 
攔河堰整體

工區 

  

  

檔名：P1450648 檔名：P1450649   

103/01/13 (279386.75, 

2754604) 
攔河堰工區

老樟樹斷根 

    

檔名：P1460293 檔名：P1460301 檔名：P1460349 檔名：P1460425 

103/08/25 (279386.75, 

2754604) 
攔河堰閘門

吊裝 

    

檔名：P1420355 檔名：P1420371 檔名：P1420387 檔名：P142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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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攔河堰工程(2/2)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3/12/08 (279386.75, 

2754604) 
攔河堰閘門

銲接 

    

檔名：DSCF9707 檔名：DSCF9721 檔名：DSCF9738 檔名：DSCF9774 

104/04/23 (279386.75, 

2754604)  
攔河堰堰體

詩作 

    

檔名：DSCF1367 檔名：DSCF1380 檔名：DSCF1387 檔名：DSCF1514 

104/6/16 (279386.75, 

2754604)  
攔河堰堰體

詩作 

    

檔名：DSCF1923 檔名：DSCF1965 檔名：DSCF1956 檔名：DSCF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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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引水路工程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2/11/22 (279646.16, 

2754811) 

 

TYPE-A 箱

涵鋼筋施作 

    

檔名：P1450685 檔名：P1450734 檔名：P1450689 檔名：P1450699 

103/01/23 

 

(279649.16, 

2754823) 

 

TYPE-B 箱

涵鋼筋施作 

    

檔名：P1420042 檔名：P1420088 檔名：P1420094 檔名：P1420097 

103/05/08 (279650.21, 

2754807) 

 

道路修坡 

    

檔名：P1480941 檔名：P1480942 檔名：P1480943 檔名：P148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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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引水路工程(2/2)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3/05/08 (279650.21, 

2754807) 

 

引水路完工 

    

檔名：DSCF5855 檔名：DSCF5862 檔名：DSCF5878 檔名：DSCF5882 

 

 

 

表4-7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廢棄物工程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2/11/22 (280581.5, 

2756694) 

廢棄物篩分 

    

檔名：P1450757 檔名：P1450762 檔名：P1450770 檔名：P145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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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調整池工程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3/01/23 (280581.5, 

2756694) 
調整池工

區，輸水箱

涵 

    

檔名：P1420107 檔名：P1420108 檔名：P1420109 檔名：P1420127 

103/4/28 (280581.5, 

2756694) 

調整池側溝

施作 

    

檔名：P1480844 檔名：P1480846 檔名：P1480883 檔名：P1480890 

103/6/13 (280581.5, 

2756694) 

調整池工地 

    

檔名：P1490253 檔名：P1490256 檔名：P1490261 檔名：P149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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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調整池工程(2/2)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3/9/3 (280581.5, 

2756694) 
調整池工地 

 

檔名： 

104/3/28 (280581.5, 

2756694) 

調整池工地 

   

檔名：DSCF1570 檔名：DSCF1591 檔名：DSCF1602 

104/10/7 (280581.5, 

2756694) 

調整池工地 

    

檔名：P1000198 檔名：P1000242 檔名：P1000276 檔名：P10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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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輸水路工程-過河段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2/11/22 (284571.59, 

275833) 

 

管線安裝、

排水口綁

筋、超音波

流量計安裝 

    

檔名：P1450822 檔名：P1450830 檔名：P1450853 檔名：1450829 

103/01/23 (284565.42, 

275841) 

 

基樁施作、

左岸坡面噴

漿 

    

檔名：P1410965 檔名：P1420015 檔名：P1410822 檔名：P1460627 

103/2/22 (284565.42, 

275841) 
鼎塊施作 

    

檔名：P1460681 檔名：P1460703 檔名：P1460718 檔名：P146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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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輸水路工程-過河段(2/2)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3/3/14 (284565.42, 

275841) 
鋼管 H 型鋼

施作 

    

檔名：P1460875 檔名：P1460880 檔名：P1460884 檔名：P1460892 

103/6/13 (284565.42, 

275841) 
過河段 

    

檔名：P1490272 檔名：P1490285 檔名：P1490325 檔名：P14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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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電廠防淤改善工程施工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3/07/29 (274724.69, 

2745108) 
分歧管吊裝

施作 

    

檔名：P1420183 檔名：P1420199 檔名：P1420204 檔名：P1420227 

103/11/03 (274724.69, 

2745108) 
分歧管 RT

檢測 

    

檔名：DSCF7920 檔名：DSCF7980 檔名：DSCF8029 檔名：DSCF8049 

104/05/27 (274724.69, 

2745108) 
分歧管灌漿

施作 

    

檔名：P1010395 檔名：P1010411 檔名：P1010435 檔名：P101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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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照片拍攝紀錄彙整報表 – 電廠防淤改善工程施工(2/2) 

日期 地點(座標) 主要內容 主要照片(重點示例) 

104/06/05 (274724.69, 

2745108) 
電廠二期閉

合管施作 

    

檔名：DSCF1632 檔名：DSCF1645 檔名：DSCF1658 檔名：DSCF1683 

104/08/04 (274724.69, 

2745108) 
石門電廠方

淤二期工程

機電測試、

複葉閥室 

    

檔名：P1530098 檔名：P1530135 檔名：P1530142 檔名：P1530179 

104/08/23 (274724.69, 

2745108) 
電廠防淤二

期工程通水

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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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片紀錄及宣導影片製作 

於計畫執行期間，配合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

水庫更新改工程施工進度以及執行業務之實際需求，針對引水路、攔

河堰、調整池、輸水路、電廠防淤改善工程、廢棄物及增設水庫防砂

功能改善工程(如水工模型試驗等工作)等 7項工作依時機剪輯完成 7支

短片。 

目前將引水路、攔河堰、調整池、輸水路、電廠防淤改善工程、

廢棄物及增設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程等 7 部影片剪輯初版，相關畫面

如圖 4-2 所示，相關內容架構如表 4-11 至 0 所示，另一部石門水庫五

十週年影片，目前內容架構表 4-18 所示，供一般民眾參閱以瞭解整治

計畫之執行目的，相關畫面如圖 4-3 所示。 

 

  

  

圖4-2  重點工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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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重點工程影片(2/2) 

 

  

  

圖4-3  石門水庫50週年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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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石門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石門電廠防淤改善第二期工程 

內容

大綱 

位於石門水庫大壩下的石門發電廠是民國 45 年開工興建；民

國 53 年完工，開始運轉發電。已經有 50 多年歷史的石門水庫，

受到上游集水區地質脆弱的影響，每遇颱風或豪大雨，山坡地就

經常崩塌，大量泥砂進入水庫，造成淤積；水庫大壩下的淤泥、

沉木也會堵塞電廠發電機進水口閘門，使發電機組停擺。 

早期國內興建的水庫，設計時大都沒有防淤設施。而「石門

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善工程計畫」就是為瞭解決水庫淤積，

維持水庫庫容的防淤問題。 

石門水庫電廠防淤工程在施工前，為了保存水庫文化資產，

就先邀集相關大學教授及建築師現勘、考察，將施工區內具有保

留價值和文化資產意義的特殊建築、特殊工法興建的地上物拆

遷，包括五彩噴泉池、紀念亭、紀念碑及白宮等建物和一些老樹，

移到石門水庫南苑文化園區重建。 

石門電廠裝置有兩組發電機和兩處進水口。每一機組都有直

徑 4.5 公尺的壓力鋼管從各自的進水口接到發電機組。每一機組

發電時的最大流量為 68.6cms(秒/立方公尺)。因為壓力鋼管的直徑

達 4.5 公尺，其流量可提供電廠兩座發電機組的需求。如果將其

中一個壓力鋼管轉彎避開發電機組直接排放，流量就可以大幅增

加，而提高水庫大壩底孔的排砂量。 

因此，電廠防淤工程計畫分為兩期進行，電廠防淤第一期工

程是將原電廠#2 號壓力鋼管，改成專用排砂壓力鋼管排砂道，向

右轉 45°接到新建的閘閥室。排砂專用鋼管不經過水輪機組，水流

量可以從原來的 54cms 增加為 300cms，增加排砂率。 

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則是為維持電廠發電功能，將原#1 號發

電壓力鋼管增設分歧管及複葉閥，變成#1A、#1B 兩組壓力鋼管，

各自聯接到兩部機組，使兩部機組可以輪流發電，互相備援，來

恢復電廠原有的功能，維持每年 2.8 億元的發電收入。 

民國 98 年(2009 年)12 月，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開工。為了施

工時不影響水庫和電廠的運作，原#2 號發電壓力鋼管在改建為排

砂壓力鋼管的同時，還要維持原#1 號發電鋼管的發電功能，繼續

營運。因此，石門水庫成為國內第一個在營運中進行防淤功能改

善工程的水庫。因為排砂壓力鋼管不經過水輪發電機組，可以將

水庫底層渾水和沉木直接排放，減少進水口堵塞和損害的因素也

減少原水高濁度持續的時間，達到穩定供水的功能。 

民國 100 年，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榮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頒發第 11 屆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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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於民國 101 年 12 月完工，102 年 2 月 5

日完成有水運轉測試。同年的 7 月 13 日，蘇力颱風來襲，電廠防

淤第一期工程第一次啟用，結果排砂成效顯著。石門水庫首次調

水調砂任務，發揮了穩定供水的功能。 

從民國 102 年的蘇力颱風到 104 年的蘇迪勒颱風，期間排砂

共 151 萬立方公尺，其中蘇迪勒來襲時，電廠排砂隧道及其他放

流口就排砂達 50.3 萬立方公尺，節省 3 億元清淤經費。石門水庫

的這項工程解決了長久以來無法自然排除庫底淤砂的問題。 

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主要的目的是恢復原電廠的供水發電功

能。工程規劃是將原電廠#1 號發電機組的壓力鋼管改成#1A、#1B

分歧管，讓分歧管代替已經改成排砂鋼管的原#2 號發電機組壓力

鋼管。再以複葉閥(主閥)作為#1 機組和#2 機組的開關，來控制流

量。能在動水狀態及不平衡水頭下，採重錘配重緊急關閉閘閥，

而在平衡水頭條件下開啟閘閥，解決了原本石門電廠缺少維修閥

門的困境。#2 機組與#1 機組能互為備援，使兩座機組都能恢復原

來的發電功能，增加石門電廠的運轉可靠度。 

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於民國 101 年(2 月 12 日開工，104 年 7

月 31 日完工並恢復石門電廠發電。工程經費為 2 億 6 千萬元。 

工程內容主要為閘室 1 間、分歧管 1 組、直徑 3.6m 複葉閥 2

組、直徑 3.6m 鋼管 55 公尺、鎮敦及直徑 1.2m 基樁 54 隻。 

電廠第二期工程的土建部分有： 

閘室裝修、鎮墩、鎮墩原土回填、工地整平、植草皮、鋪設

道路、恢復電廠景觀原貌。 

機電部分：包括分歧管組裝、銲接及鋼管 RT 檢測。 

電廠防淤工程水工機械都採用油壓驅動，在電力中斷或設備

故障緊急狀況下，閘門可以利用油壓旁通的方式，以閘門自重下

降，進行關閉。而兩組油壓單元配有兩台油壓泵，可交替運轉；

若一組油壓單元完全故障，只須安裝臨時油壓軟管銜接兩組油壓

單元，就可以互為備援。 

在複葉閥安裝前，輸水缺口先以臨時鋼管銜接電廠機組發

電。104 年 6 月底進行靜水壓力試驗。7 月初完成動水壓力試驗。

8 月 13 日復電。每部機組裝置容量為 4 萬 5 千瓩，兩部機組總容

量可達 9 萬瓩。每年約可增加一億元水資源作業基金。 

石門水庫電廠防淤工程施工期間都確實完成各項檢驗工作，

以嚴格的自我評量來達到一級品質管理的要求。以創意、技術、

效率、品質，開創了台灣水庫防淤改善工程的先例；其工程規畫

和設計理念，目前世界並無類似案例，因此石門水庫電廠防淤工

程計畫和實作經驗，可以作為其他水庫水力排砂的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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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中庄攔河堰工程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中庄攔河堰工程 

內容

大綱 

石門水庫在民國 53 年 5 月開始營運。五十多年來，因為水庫

泥砂排放到下游河道，造成下游河床嚴重沖刷、岩盤裸露，嚴重

影響到地理景觀和自然生態。 

經濟部水利署在民國 96 年規劃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工程六年

計畫，在大溪武嶺橋下游一公里處與三峽鳶山堰之間的大漢溪舊

河道，興建中庄調整池。中庄調整池工程總區域面積約 88 公頃，

有效蓄水量為 492 萬噸，總經費達 46 億。全部工程包括：攔河堰

工程、引水路工程、調整池一期工程、景觀土丘及輸水路工程。 

中庄攔河堰工程可以說是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的水龍頭；主

要功能為攔取大漢溪剩餘水源到中庄調整池蓄存。而石門水庫在

防淤排砂時也不會影響下游供水。平常時，引入調整池蓄水，每

日可供給 2.4 萬噸原水；在颱洪期間可供給每日 80 萬噸低濁度原

水約 6.2 天。提升桃園及板新地區供水穩定及作為三峽鳶山堰的

備援水源。另外，也可以營造 11 公頃的大湖面景觀。 

中庄攔河堰全長 200 公尺，設置溢洪道閘門 9 座、排砂道及

魚道各 1 座。工程金額 9 億 5 千 9 百萬元。民國 102 年 3 月 12 日

舉行開工典禮；預定 105 年底完工。因為要在大漢溪河道中施工，

受到水流影響，施工難度有很大的挑戰性。 

為了大漢溪河防安全及河川生態環境，中庄攔河堰採用大型

倒伏閘門設計。倒伏閘門寬 20 公尺、高 5.2 公尺，為國內主流河

道最大傾倒式閘門，開創了台灣水利建設技術的新里程。 

閘門平時豎立，以抬高水位。颱洪期間或水位超過 EL.70.5

公尺前，閘門就會倒伏，貼近原河床，使洪水快速通過，以避免

造成上游淤積、下游沖刷及洪淹現象。 

倒伏堰的優點還有： 

颱洪時期倒伏，增加河道通洪斷面，可以避免河床沖刷而影

響兩岸防洪構造物及下游鳶山堰的安全。  

增設排砂道，可以避免堰體上游淤積，河道陸域化，減少清

淤費用。 

控制攔河堰倒伏閘門的系統，也是台灣首創的背推式油壓系

統；以熱備份可程式控制器來控制背推式油壓系統的溢流堰傾倒

式閘門。每樘閘門高 4 公尺，寬 20 公尺，共以 9 樘閘門橫跨大漢

溪兩岸，阻截大漢溪河道水源，將水位抬高，以取上層乾淨的水

源提供民生用水。 

中庄攔河堰工程的主要設施和土建工程有： 

倒伏閘門 9 門，包括：主堰體、閘墩、傾倒式閘門、護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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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框。 

油壓伺服器 18 支。 

直立式閘門 6 門及攔污柵。  

十三張圳控制閘門。 

引水路控制閘門。  

排砂道閘門。  

排砂道擋水閘板。 

攔河堰取水口攔汙柵。 

 

土建部分有： 

主堰體∮1M 基樁 266 支。 

左岸護岸∮2M 基樁 54 支。 

左岸上游擋土牆 82.7 公尺護岸。  

混凝土塊、蛇籠護床工 598 塊。  

魚道 4 段。 

排砂道。  

排洪道。  

取水口工程。 

民國 103 年 8 月 25 日第一座倒伏閘門組立測試完成。104 年

4 月 9 日，倒伏閘門正式順利成功的安裝到大漢溪工程現場堰體。 

中庄攔河堰工程特色有： 

台灣最大傾倒式活動堰。 

一般拉伸式閘門容易受漂流物衝擊破壞。而背撐式閘門，可

以受到閘門保護，並設防護橡膠墊防止閘門底端日久磨損，產生

漏水情形。 

油壓伺服器採不鏽鋼厚管，避免油壓管路腐蝕。 

設置魚道，兼顧取水安全及河川生態：設置半錐形水池隔壁

式魚道，可營造不同水深與流速，供游泳型及底棲型魚類棲息，

具有生態保育功能。 

環保經濟、節能減碳： 

中庄調整池工程整體計畫的輸水、引水，都是用自然力重力

引水設計，而不採用動力引水，不設抽水機。重力引水可減少相

關機械設備的設置以及抽水電費的能源消耗，達到節能減碳的效

果，約估每年也可省 29.7 萬度用電。 

整體系統是以遠距集中操控，可全面掌控各區設備狀態，節

省操作人力。 

混凝土是以爐石替代 30%的水泥，減少水泥用量 8,500 噸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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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工程施工可減少 CO
2排放量 5540 噸。 

‧最安全的驅動系統：閘門立起，以油壓為驅動動力；倒

伏時，則以閘門自身重量壓力下降。 

‧最佳的排砂策略：颱洪時期，調整穩定供水，並聯合水

庫進行水力排砂，減少淤積。 

‧最保險的營運操作：颱洪前閘門立起，引清水   

  至調整池。 

颱洪時閘門倒伏，增加通洪斷面，避免抬高水位造成沖刷。

高濁度時，可引調整池清水到自來水廠，解決缺水問題。 

攔河堰工程施工時曾經遭遇的困難與挑戰，包括： 

對地方民眾的意見處理：河川公地農林作物救濟，讓民眾參

與，增加溝通管道。 

為求節能減碳，友善環境，施工前，工區有樹徑高達 90 公分

的百年老樟樹影響施工。經細心移植到管理中心栽種後，目前老

樟樹成長良好。而其他不影響工程施作的植生，以原地保留為主。 

工程施作採挖填平衡來節省經費，落實土石不外運，降低對

周邊環境的衝擊。 

就地取材，篩選石料當作施工材料，減少經費及運輸所產生

的碳排放。 

颱風豪雨時洪水襲擊緊急應變： 

‧指定專人隨時注意颱風動向及水位上升情形。  

透過緊急應變小組，確切瞭解石門水庫洩洪時間與流量。  

每年汛期前至少辦理 1 次防汛演練。 

我們共同期待：預計民國 104 年 12 月即將完工的中庄攔河

堰，在供水機能、各項設施確認正常安全，以及環境景觀完成後，

正式開始營運，為桃園地方和鄰近民眾帶來生活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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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中庄引水路工程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中庄引水路工程 

內容

大綱 

大漢溪舊名大嵙崁溪。在早期，運送貨物的船隻可以從台北

的淡水河沿著大嵙崁溪一直航行到桃園大溪。對桃園地區的發展

大漢溪有著重要的地位。 

位於石門水庫下游的大溪中庄地區，是台灣現在最大的韭菜

生產專業區，也是桃園大溪的蔬菜集散中心。這裡地勢平坦空曠，

縱橫的田間小路，零星錯落的農舍，形成特殊的農村鄉野景觀。 

為瞭解決供水問題，民國 95 年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開

始在大溪與三峽鳶山堰之間的大漢溪廢河道河床上，規劃大漢溪

中庄廢河道設置備援水池工程計畫。這項工程可以調蓄大漢溪剩

餘水源，有發揮穩定供水的功能。中庄調整池工程主要有：攔河

堰、引水路、調整池、輸水路等設施。 

工程完工後，在平日可以引水蓄水；颱洪期間，就以輸水管

送乾淨原水至下游淨水廠供水；高濁度時，能降低缺水的風險；

並可供應大湳與板新淨水廠約 6.2 天的低濁度原水；提高該地區

每日 2.4 萬噸供水量；同時，配合石門水庫的排砂操作，來延長

水庫使用期限。 

中庄調整池的操作是，以攔河堰將大漢溪水源引入調整池，

再經由輸水管路銜接鳶山堰取水設施，供給淨水廠水源。引水路

就是一條連接攔河堰取水口，以重力流方式輸水到調整池的引水

水路。 

引水路總長約 1.7 公里。引水路前段約 100 公尺，為配合攔

河堰取水口直立式閘門和緊急維修插板槽，併入攔河堰工程；引

水路後段約 100 公尺，配合調整池的引水路流末工設施，而併入

調整池工程；引水路段工程是中間 1,500 公尺的施作區段，沿著

堤防內，也就是河道治理計畫線進行，工程包含引水箱涵 108 公

尺以及流末工。 

引水路的基礎地層為礫石層和岩盤，因此採用箱涵輸水。工

程以開挖方式進行箱涵施作。箱涵埋設地底，結實、穩定而且安

全。 

主要徑箱涵主體施工在： 

上游段是以中庄堤防為界的 0K+100 至 0K+640 處 

下游段是以中庄堤防為界的 0K+640 至 1K+600 處 

箱涵工程分為 Type-A、B、C，內徑寬為 3.2 公尺，高為 2.5

公尺。 

Type-A 的外徑：寬 4.8 公尺，高 4.5 公尺，總長 790 公尺。 

Type-B 的外徑：寬 4.6 公尺，高 4.1 公尺，總長 46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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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C 的外徑：寬 4.2 公尺，高 3.7 公尺，總長 250 公尺。 

製作箱涵的混擬土強度為 280kg/cm
2，而箱涵引水量為

10cms。 

為避免引水路閘門故障時，造成無法關閉停止引水，因此在

中庄堤防外 0k+540 公尺處加設閘門操作井。在破堤開挖處增設臨

時圍堤，以避免河水由缺口進入而影響附近居民的安全。 

引水箱涵完成後再回填、整地，設置簡易道路，以便利在地

民眾的使用。引水路段施工以環保優先，低污染、低噪音為要求，

落實施工自主檢查、執行勞工安全教育訓練。在零工安、零意外

下，工程順利完成。 

引水路主要施工流程包括： 

土方開挖與回填工程─ 

擋土支撐工程─包括臨時擋土樁、橫板條擋土、H 型鋼水平

支撐。 

原地表清除掘除及整地作業─ 

擋土支撐及開挖作業─包括 H 型鋼打設、土方開挖、 擋土

橫板條施作、水平支撐架設、PC 澆置等。 

箱涵底板施工作業─包括鋼筋綁紮、混凝土澆置。 

箱涵頂版、側牆施工作業─包括系統模板組立、鋼筋綁紮、

混凝土澆置等。 

回填前查驗作業─ 

土方回填─ 

引水路段工程受到舊河道地質堅硬、施工腹地狹窄，施工面

小的影響，施工困難；另外，中庄堤防改善、河川公地申請及農

民灌溉排水等問題，都需要相關機關協調，積極和鄉里民眾協商

溝通，取得共識，才能進行施工；都會影響到工程目標進度的達

成率。因此，中庄引水路工程的經驗，都有助於後續其他工程的

順利推動。 

中庄調整池工程整治了廢河道，改善了周邊環境，創造出優

質水域環境。在安全及水質保護下，也兼顧自然生態環境和物種

棲地保育，恢復物種生機，以形成完整的大漢溪水域生態廊道為

目標。 

在引水路段沿途的田園綠堤區、水岸綠廊、田園小徑悠遊

區、配合堤頂維護道路的自行車道串連環湖自行車道和鶯歌、

大溪自行車道，將圍堤、農園、水域和山景形成寬廣的田園景

觀，提供發展鄉村生活體驗、休憩活動和環境教育的場域，為

地方帶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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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中庄調整池工程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中庄調整池工程 

內容

大綱 

在桃園大溪武嶺橋下游 1.1 公里處與鳶山堰下游面之間的大漢溪

中庄廢河道，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自民國 95 年開始，規劃設置

備援水池，就是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總工程經費 42.33 億元，主要工

程為倒伏式攔河堰，堰長 200 公尺。1.7 公里引水路，引水量 10cms。

蓄水量 492 萬立方公尺的調整池，提供約 6.2 天的備源水量。4.8 公里

含過河倒虹吸工的輸水路。完工後，常態供水量約每日 2.4 萬立方公尺，

可以強化鳶山堰水源備援能力，新增地區水源供水量，並可改善週圍環

境，以及配合石門水庫排砂操作，延長水庫壽命。 

調整池工程是中庄調整池計畫中的主要工程之一。自攔河堰取大漢

溪水，經引水箱涵注入調整池蓄水，再經輸水容量 80 萬 CMD 管線提

供大湳水場及板新水廠用水。 

調整池工程包括：調整池、附屬用地、景觀土丘 3 大區域面積約

88 公頃，有效蓄水量 492 萬噸。 

主要工程項目有： 

臨時運輸道路，已於 102 年 7 月完成。 

土石暫置區基地，已於 102 年 3 月完成填築。 

塑性混凝土，已於 102 年 5 月完成廠拌作業。 

十三張圳及自行車道改道完成。 

生態池消能工，已全部完成。 

輸水鋼管設計長度 1460 公尺。  

截水牆設計長度 2070 公尺。  

右岸圍堤填築，分層有細質殼層、粗質殼層、拋石層。 

全斷面截水牆段圍堤填築，中隔堤圍堤蓄水高 EL68 公尺。 

排水箱涵等。  

調整池原規劃總蓄水量為 710 萬立方公尺，有效蓄水量為 690 萬立

方公尺。為考量經費及期程問題，分為二期開發。第一期開發規模為總

蓄水量 506 萬立方公尺，有效蓄水量 492 萬立方公尺。 

調整池主要設施為引水箱涵、流末工、輸水路取水口及放流設施。

調整池是採離槽設計，放流設施採自然溢流方式。為降低區外潛在污染

源入滲影響，採施作截水牆、填築心牆方式，作為調整池防滲設計。在

大漢溪下游銜接處設置生態池，作為淨化水質和濕地保留之用。 

調整池工程基地面積約 87 公頃，包含調整池、附屬用地與景觀土

丘。調整池用地範圍開挖，填築土堤蓄水；附屬用地暫時作為聯絡道路

堤填築及水土保持工程；景觀土丘為地景營造，提供民眾遊憩活動的場

域，同時減少區外土方運輸對環境的衝擊。另外，規畫自行車步道；提

供約 51 公頃湖區、生態滯洪池、周邊林蔭綠地及草澤空間，作為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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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物棲地環境。 

在月眉堤防上建置機房控制中心，作為各閘門控制設施、電機系統

等子系統的設備機房，建立中庄管理中心與石門水庫運轉中心遠端資訊

連結與控管以達全區系統整合。 

工程施工前就開始監測工區範圍內和周邊陸域、水域生態、水質及

空氣品質。後續並持續監測，確保環境品質。 

為執行「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圍堤工程」品質檢驗計畫，特別在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中庄調整池總工務所成立工地試驗室。配合

工程進度，辦理土方填方工程品質檢驗相關項目。 

在池區試坑取樣檢測試驗結果顯示，調整池區範圍的重金屬溶出

液，均符合規定標準。 

池區岩盤滲透數據，對調整池池底，也無漏水或地下水交換的問

題。各試坑樣品土壤分類試驗顯示，現地開挖土壤也可以回收利用，作

為圍堤及土丘填方回填材料。 

調整池工程在設計期間，因工區內有大面積沼澤區無法進入，工程

設計時，地質調查工作無法全面展開。開工後，以施工便道深入沼澤區

作地質補充鑽探，發現圍堤填築所需要的礫石料蘊含量及地質狀況，皆

不如基本設計時所預期，以致影響後續圍堤填築及截水牆的施工。經過

調整圍堤斷面型式及殼層料級配，減少礫石用量來解決料源不足的問

題。 

又因現地岩盤透水度無法滿足截水牆設計要求，經多次邀集專家學

者及有關單位研商，決議在符合基本設計年滲流量原則下，以增加截水

牆入岩深度來因應解決。 

工程施工期間，分別於施工區內上下游方向開闢聯外道路，限制出

車頻率，降低對周邊交通的衝擊。因為附近遊憩點多，週休二日及國定

假日不進行土方外運，避免影響假日的交通運輸及安全。 

開放施工臨時道路，供中寮島居民使用。完工後則以中興橋為聯外通

道，並拓寬至 10 米寬。  

因施工而影響周邊環境地區，依照「水資源開發工程計畫辦理周邊

環境改善工程處理要點」，補助周邊鄰里進行環境改善。 

對韮菜專業區的農業生產，若因施工影響作物產量，將視需要來調

整工程內容或施工方式，以降低對農作影響。 

調整池原為中庄廢河道，屬於大漢溪河川區域範圍，配合「大漢溪

河川環境管理規劃」的多目標計畫，就「營造兼具水源、生態保育、環

境教育、親水等多功能之水域環境與休憩空間」與「結合週邊河川環境

規劃，整體營造大漢溪流域優質景觀」兩大目標，發展環境整體營造規

劃，塑造具有生態、休閒、教育、景觀的中庄綠畔水岸休憩區，結合週

邊環境資源，以慢活、慢遊來體驗自然田園的休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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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中庄輸水路工程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中庄輸水路工程 

內容

大綱 

民國 96 年，經濟部水利署規劃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工程六年計畫，在

大溪武嶺橋下游一公里處與三峽鳶山堰之間的大漢溪舊河道興建中庄調

整池工程。總區域面積約 88 公頃，有效蓄水量為 492 萬噸，總經費 46 億。 

中庄調整池工程包括： 

攔河堰：在武嶺橋下游約 1.1 公里，堰長約 200 公尺。 

引水路：中庄堰至調整池總長 1.7 公里，引水量 10cms。 

調整池：有效蓄水量 492 萬噸，可備援 6.2 天。 

輸水路：全長 4.8 公里，銜接調整池下游取水工與大湳淨水廠及板新

淨水廠的既有取水設施。 

輸水路線前段約 230 公尺，配合調整池圍堤工程併入調整池工程。接

續 2450 公尺，則配合台灣自來水公司板新淨水廠水源南調桃園計畫，由

自來水公司負責，最末端的 920 公尺則為輸水路過河段工程範圍。 

過河段為中庄調整池最下游工程。主要工程為輸水管路埋設及跨越大

漢溪過河的倒虹吸工。管路長 898 公尺，採鋼管設計，管徑為 2.5 公尺。

主要功能為在鳶山堰濁度飆高期間，備援北桃園及板新地區用水。輸水量

為大湳給水場每日 30 萬立方公尺，板新給水場每日 50 萬立方公尺。 

輸水路工程為中庄調整池工程整體計畫的分水樞紐，可與鳶山堰的供

水輸配系統互為備援，能確保桃園、板新地區供水。輸水路於民國 101 年

3 月 5 日開工；在 103 年 9 月 3 日完工。工程預算為 3 億餘元。 

輸水路工程沿大漢溪河川治理線內側埋管佈設於地底。採用鋼管輸

水，以推進或深開挖方式施工，將對周遭影響降至最低。 

路上段施工方式採擋土支撐開挖。過河段管線護堰施工方式採斜坡明

挖，配合河道導水圍築排水，過河段兩岸邊坡施築護堤和退水路。 

輸水路主幹管是從調整池匯流井到大湳淨水廠抽水井附近的分水

點。在分水點，以一支管就近導入大湳淨水廠抽水井。另一支管於鳶山堰

下游設置過河段穿越大漢溪，連接板新淨水廠重力導水箱涵。 

為配合輸水路過河段倒虹吸工，在河床上設置保護工。另外，於鳶山

堰下游約 210 公尺處增設平行鳶山堰的輸水路保護堰，全長 259 公尺。保

護堰形採平頭堰體，並設上游護坦及下游混凝土塊護床工，順接至河床

面，可以消能，穩定河床。 

過河段工程開挖時，有大量水體自鳶山堰深槽滲入，上游基樁於施工

階段可兼作止水排樁，以減輕抽排水負擔而有利工進。 

過河段距上游鳶山堰僅 200 公尺，為克服鳶山堰洩洪時高速水流衝

刷，於正對排砂道主沖區域，特別於堰體上、下游側，設置不同功能的基

樁。上游側基樁的功能是避免鳶山堰水流直接沖擊破壞。下游側基樁的功

能是避免水流通過堰體後淘刷基礎。前、後基樁可有效保護管路，確保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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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功能。 

過河段工程的挑戰是： 

工程全區位於大漢溪河川區域內，其中輸水鋼管為跨越大漢溪河道，

須同時於兩岸進行破堤施工；在工程施工期間遭遇9次颱風，數次豪雨。

工區距上游鳶山堰僅200公尺，期間施工便道、圍堰及堰體工程受鳶山堰

放水沖毀及淹沒達29次，影響工期達162日曆天。為避免妨礙水流，採半

半施工的方式，施工期間須特別注意河防安全。 

管堰深槽區下方岩盤開挖後，上游護坦基腳須入岩 2 公尺，開挖範圍

大，擋水施工困難。解決方法是，於堰體上游側增設排樁，加強堰前防沖

刷保護，可增加堰體長期穩定，同時兼作施工中擋水、擋土之用，有利工

進，也能降低施工風險。 

本工程堰頂高程與原有河床面一致，無法採重力導水方式將堰體內滲

流及淹沒水排除，僅能以強制抽水方式排水，更增加施工困難度。 

本工程須銜接大湳及板新給水廠既有設施，而既有設施每日均需供應

北桃園及板新地區大量用水，施作時須協商各相關使用單位進行水源調

度，不影響原有供水功能，也是一項挑戰。 

在工程品質方面： 

過河段工程以深槽打設基樁及巨型固床工，施打基樁 295 支、混凝土

工程管堰分層澆置、鑽心強度、坍度都符合規範，鋼管銲道 RT 頻率高，

達到一定的品質。 

閥類設備都經過靜水壓試驗，單噴孔流量控制閥動水壓試驗，閥體預

留試片取樣試驗。設備安裝完成後，全線要做 10kgf/cm
2的現場水壓試驗。  

在原河道設倒虹吸工管堰，不於河道內落墩，不降低通洪斷面，不影

響河防安全。過河段堰體採用平頭設計，堰體不突出河道，不增加水流擾

動，可避免影響下游橋墩基礎。同時，堰體可作為鳶山堰副壩，與高速公

路橋基礎形成階梯式保護工，有效穩定鳶山堰基腳，並與現地景觀環境融

合，設計甚具巧思。 

倒虹吸工可有效利用上游水頭，全程採用重力方式輸送原水，不須額

外動力，維護方便，降低營運操作成本，每年至少節省 29.7 萬度電量，

節能減碳，減碳量達 185 噸。 

採用近自然工法，所開挖的土石現地回填，大幅降低土石外運量，也

減少對周邊環境衝擊。  

輸水路過河段兩岸的謢堤邊坡旁的自行車道連接鶯歌、大溪自行車

道，將鳶山堰、調整池、攔河堰、中庄韭菜專業區田園景致，整體營造出

大漢溪中庄段流域的優質景觀區。 

創新、安全、節能、永續，中庄調整池工程的完工，配合石門水庫整

合操作系統，將可達成石門水庫永續利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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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中庄調整池工程廢棄物清運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中庄調整池工程廢棄物清運 

內容

大綱 

民國 93 年 8 月，艾利颱風重創台灣，石門水庫因原水濁度太

高，導致桃園地區大停水。政府編列了八年兩百五十億元特別預

算整治石門水庫集水區，並規劃「中庄調整池」作為桃園及板新

地區備援水庫。希望之後再遇到颱風、水庫排砂導致石門水庫水

質濁度升高時，能以輸水管直送乾淨原水至大湳與板新淨水廠，

可支援 6.2 天的原水使用。 

中庄調整池工程主要設施有: 

傾倒式閘門攔河堰 

採重力流方式的引水路 

離槽調整池 

倒虹吸工方式的輸水路 

廢棄運清運 

機電設施，包含：光纖、路燈、洩洪警報站、管理中心、

石門水庫控管系統整合。 

在中庄調整池動工前曾傳出，中庄調整池預定地有工程和營

建廢棄物及煉鋼爐碴，爐碴中有驗出鉛、鎘、銅等重金屬污染和

集塵灰的報導。 

為了環境保護，維護環境品質及水質的安全，其實，經濟部

水利署在民國 99 年即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中庄調整池計畫

工區範圍廢棄物調查。調查結果，在計畫範圍內的 170 個開挖處，

僅有 6 個開挖點，約 406 立方公尺面積，在 680 組樣品中有 7 組

樣品，含有害事業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發現約 18,000 立方公

尺的爐石，爐石下方的土壤檢測，重金屬均未超過土壤管制標準。

而委請清華大學調查的戴奧辛濃度檢測，也遠低於有害事業廢棄

物的標準。並未發現集塵灰。 

中庄調整池佔地 76 公頃。在開工初期，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

資源局就以 30 多個廢棄物調查點將毒廢棄物進行清理和分類。清

除費用約一億元，優先清除有毒廢棄物、爐渣、建築廢棄物。配

合調整池施工進度，清出有害事業廢棄物 250 公噸、桶裝廢棄物

12 公噸、含鋅污泥 644 公噸、一般可燃廢棄物 208.7 公噸期、一

般事業廢棄物 18.6 萬公噸。將民眾所擔心的有毒廢棄物、營建廢

土、爐石、爐渣，也都清除完成。 

為配合中庄調整池工程池區開挖所產生的土石需外運標售，

而設置土石暫置區，以採、售分離方式，進行土石清運。而爐石

經過破碎、磁選及篩分後，可以做為道路級配料、混凝土骨材。 

廢棄物清運包括：土石暫置場面積約 3.9 公頃；臨時運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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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2,370 公尺。場區道路 457.5 公尺、土石堆置區三區:約 12 萬 6

千立方米、環場圍籬、地磅管制區、監視系統和灑水系統。 

廢棄物清運內的機具、設施和堆積物於工程工作項目完成

後，將全數拆除撤離，還給土地環境乾淨、自然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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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增設石門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程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增設石門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程 

內容

大綱 

年輕的島國─台灣，地形多高山陡坡，河川短促流急，侵蝕

作用旺盛；加上雨季集中和颱風豪雨的侵襲，山坡地經常崩塌，

造成高含砂量的河水流進水庫，因此台灣的水庫普遍都有淤積的

問題。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範圍達 763.4 平方公里，流域綿延 16 公

里，滿水面積達 8 平方公里，是台灣面積最大的水庫。石門水庫

於 1956 年開始興建，1964 年完工，歷時八年。總容量達 3 億 900

萬立方公尺。 

石門水庫當初興建時的預估入砂量少，沒有排砂設施。但是

近十年來，石門水庫歷經許多颱風豪雨的侵襲，近十年來，石門

水庫年平均入流的泥沙量多達 350 多萬立方公尺，是原先預估值

的四倍以上。壩前水庫淤積面高程由 2003 年的 EL.175 公尺上升

至 2005 年底的 EL.190 公尺，淤積面高程上升了 15 公尺，有效庫

容淤積約 33%，水庫容量快速減少。 

據統計，石門水庫在颱風後的一週內，平均入流量約為 7,000

萬立方公尺，表示石門水庫具有良好的水力排砂條件。電廠防淤

就是利用颱風豪雨期間大雨來排砂。水力排砂是水庫防淤最經濟

有效的方法，將高含砂量原水直接排放到下游河道，來減少進入

水庫的泥砂淤積速率。如果能把每年平均進入水庫的 350 多萬噸

泥砂清淤掉，石門水庫就能 

維持庫容，延長使用壽命。 

石門水庫原有的多元清淤方案為：集水區中游的義興壩清

淤、羅浮段清淤和庫區抽泥清淤。石門水庫是台灣第一座在營運

中進行排砂防淤工程的水庫。在增設石門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程

計畫中的排砂隧道，就是在石門水庫山壁開鑿進水口和隧道，將

水庫上、中游集水區的泥砂在進到水庫以前，就把將含砂量多的

底層水，經排砂隧道排到下游，來減少水庫的淤積。估計年排砂

量約為 135 萬立方公尺。 

排砂隧道工程目標是，在石門水庫中游規劃阿姆坪和大灣坪

兩處排砂隧道。阿姆坪排砂隧道長 1 公里，大灣坪排砂隧道長 4

公里。 

增設石門水庫防淤隧道計畫分二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推動阿姆坪防淤隧道加速清除粗、細顆粒淤積泥

砂，預估每年除淤 64 萬立方公尺。 

第二階段：推動大灣坪防淤隧道排除異重流細顆粒淤積泥

砂，每年可排淤 71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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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設置防淤隧道後對水庫下游河道的影響；石門水庫增

設防淤隧道工程進行可行性規劃及環境影響調查評估。民國 100

年 12 月，水規所水工模型試驗完成 7 次加砂試驗，評估現況、既

有設施改善、大灣坪、阿姆坪防洪防淤工程，再利用石門水庫增

設防淤隧道工程三維數值模擬及不確定分析由電腦模擬結果與水

工試驗成果相互驗證比較分析，評估防淤功能。 

101年4月水規所建置水庫全模型地形，完成4次加砂試驗，評

估水庫既有設施改善與大灣坪防淤功能及水理試驗。 

102年12月以阿姆坪防淤隧道出口沖淤池深槽複式斷面模

型，配置高灘橫向沖蝕渠道，完成清水與加砂試驗，試驗結果水

理流況及沖淤效能理想。 

民國 103 年 9 月完成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規劃，報院核定，

預計民國 110 年完工。 

經過水規所阿姆坪防淤排砂隧道出口沖淤池沖刷試驗模型的

測試。測試模型是在上游兩岸布置高灘沖淤槽和橫向沖蝕管，希

望上高灘的水能夠把高灘上的泥砂排下去。設計沖淤池目標計劃

為年 32 萬立方公尺沖泥量。希望主深槽形成以後，在深槽裡就能

排放全部的泥砂。 

測試模型數據分析：測試設計流量是 600cms。沖淤池淤泥量

設計標高 113 淤泥量約為 16 萬噸的淤泥。將淤泥放到模型裡 7 天

的反應時間，如果以算成模型比，大約等於是以兩個月的淤泥量

來測試它的沖刷現象。600cms 的模型測試 2 小時等於水庫現場 10

幾小時的沖淤效果。初步測試看來，主深槽流入的排放能力是夠

的，而後續需要修正的是高灘上的淤積問題。 

阿姆坪排砂隧道具有排洪、沖淤、運輸、抽砂的功能。沖淤

流量每秒 600 立方公尺，預期清淤量每年可增加 64 萬立方公尺。

隧道排砂的方法是在水位較低時，利用隧道進行運砂、抽砂；在

汛期水庫調節性洩洪時進行沖淤，讓淤泥回歸原來河道。 

大灣坪排砂隧道的排砂方式是：汛期時利用異重流進行排洪

及排淤。當洪水來時，監測站監測異重流到達防淤隧道時，開啟

隧道閘門將底層高濁度渾水排出，以減少庫區淤積。 

增設石門水庫防砂功能改善工程完工後，可以增加清淤量、

減少碳排量、減少交通量和資源再利用。我們期待，有五十年歷

史的石門水庫，再度煥然一新，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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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  石門水庫五十週年影片內容架構 

片名 掬水 (石門水庫的天空) 

內容

大綱 

一群白鷺鷥飛過石門水庫…飛過正在興建的中庄調整池，鳥

瞰水庫全景、施工中的中庄調整池，春天的櫻花綻放在南苑文化

園區，一對新人在園區新立的水庫紀念碑前拍攝婚紗照，穿插剪

接水庫紀念碑和周邊老樹遷移時的記錄片，當時的老樹如今綠蔭

盎然依舊，施工中的中庄調整池攔河堰邊，老樟樹正在修枝斷根

準備遷移，在老樟樹前，局長的一席話讓水庫和老樟樹又有了新

開始，興建石門水庫的歷史鏡頭、山青水媚的水庫風情，遊人悠

閒賞景，藍鵲飛過，藍天白雲，山水交融。 

一群參加魚苗放流活動的兒童，看著在水中流連的小魚兒，

小朋友高興的掬起一把清水…清水滑漏，涓滴成潺潺溪流，從大

漢溪上游集水區蜿蜒匯集到石門水庫，桃園大圳，流向平廣的桃

園台地，流入百姓人家豐收的農田、魚塘…流到自來水公司的水

處理廠。 

天空下起了大雨，颳起了大風─颱風來了！ 

滾滾混濁洪水從河道奔騰而下。 

沖垮了河岸，樹木被連根拔起隨著土石流進入了水庫，回顧

石門水庫歷年來遭遇重大颱風豪雨侵襲的記錄，原水濁度飆高造

成桃園地區嚴重缺水。 

緊急供水措施的故事，石門水庫整治計畫開始進行，水庫上

游集水區暨水庫更新與供水改善設施，一項項水庫整治的豐碩成

果，一幕幕盡心盡力的感人故事。 

興建中的電廠排砂水庫永續利用工程，中庄調整池水資源和

親水環境利用工程，凝聚政府與社會團體、學者專家與在地居民

的共識，致力團結，發揮創意巧思，堅持卓越的工程品質，負責

認真的保育志工與解說志工，雙手掬水，水中映著石門水庫晴朗

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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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公開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北 區 水 資 源 局 網 站 如 圖 4-4 之

(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5924&ctNode=321&mp

=5)資料維護，目前正在收集資料，按預定進度更新，畫面如茲以建議

以下原則及更新原則說明如下： 

(一)網站資料維運原則： 

1. 資訊管理單位 

對外服務主機運作及網站資料維護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指派專人管理，負責依照作業程序辦理網站資料之異動及網頁之

製作，按季更新相關資訊，並確認網站資料最新及正確，以避免提

供錯誤及過時之資訊。 

2. 資料提供單位 

依據作業程序由各單位專人負責原始資料之蒐集、彙整、更新

及提供，並於網頁製作完成後負責上網資料之檢核及校對。 

3. 網站資料核准 

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指派權責代理人核准新增資料之

上網，已上網資料之修改及刪除授權資料提供單位主管或代理人核

准，一般性之網頁資料維護則授權資訊管理單位主管或代理人核准，

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及 104 年 6 月 22 日更新整治計畫相關內容及執

行情形於網頁中。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圖4-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執行成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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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料異動作業程序 

1. 資料提供、校對 

由資料提供單位負責蒐集、彙整及校對原始資料，經簽奉權責

人員核准後，提供書面資料及電子檔交資訊管理單位(如圖 4-5 )。 

2. 網頁製作 

由資訊管理單位視網頁之性質自行製作或委外設計，並檢視上

網資料與原始資料之一致性以確認無誤。 

3. 資料上／下網站 

由資訊管理單位負責上網資料之建置，及過時網站資料之下

網。 

4. 網頁資料檢核 

由資料提供單位負責檢視上網資料之正確性，對於過時資料則

通知資訊管理單位下網。 

 

 

圖4-5  網站資料異動作業程序 

 

5. 前述所稱上網資料之電子檔，其呈現於網站方式原則如下： 

(1)上網資料以製作成網頁呈現原始資料為主，網頁若因美

工需要得加上本處所有之圖片、音效等多媒體資訊，非

經取得授權不得使用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所有

之多媒體資訊。  

(2)上網資料若屬應主動提供下載之資訊者，應建置可下載

之檔案格式供瀏覽者下載。  

資料提供

網頁製作

資料校對

網頁上/下網

網頁內容更新

資料提供單位
(各資料主管單位)

資訊管理單位

資料提供單位

資訊管理單位協助

資料提供單位/
資訊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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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提供下載之檔案以提供可攜式文件 (如 pdf 檔案格式 )

為主，若屬提供下載者應用之文件 (如申辦表單等 )，應

再提供可使用電腦處理之檔案 (如 Word、Excel 文件之檔

案格式 )。  

(4)上述未提及之網站資料，由資訊管理單位視狀況決定呈

現之方式。  

 

(三)資訊公開更新成果 

1. 更新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計畫現階段執行情形，將執行情形更新

至 104 年 6 月，並新增電廠防淤一期排砂照片，如圖 4-6 。 

2. 更新中庄調整池工程之調整池及廢棄物之內容，並新增中庄堰 3D 模

擬示意圖，如圖 4-7 。 

3. 更新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計畫之內容與期程，並新增石門水

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預定進度表，如圖 4-8 。 

 

五、簡介文宣製作 

含整體工作 1 版及階段性重點工作(如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等)1 版，

文宣以彩色雙面印刷各 1,500 份(並附電子檔光碟)，單面面積不得小於

1,600 平方公分，尺寸經甲方同意後得調整之。 

文宣摺頁製作包含計畫目的簡介、執行過程照片、成果展示圖文、

後續維護管理工作及未來展望等項目，其內容以精闢、簡明之文字敍

述撰寫，以達文宣品推廣之普及性及提高民眾閱讀接受度。文宣品內

容針對整體工作及階段性重點工作(如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等)，以全彩

印刷清楚展現實務成果，適中字體大小增加閱讀舒適性，優良的紙質

選擇提升文宣品的份量及質感，務求達到貴局之要求，以達到預

期之功效。圖 4-9 為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治理成效-緊急供

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文宣，圖 4-10 為中庄調整池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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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執行成果網站 

 

圖4-7  中庄調整池執行成果網站 

 

圖4-8  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執行成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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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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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文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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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中庄調整池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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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中庄調整池文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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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看板製作 

於成果彙整展示之 5 組看板製作，皆含設計及展示立板製

作 (格式大小如圖 4-11 )，並視需要配合輸出更新之圖面。將配

合辦理本計畫之教育訓練成果看板進行內容更新，並加入最新

成果展示，做為最終成果展示看板，展示相關重要成果，以利

與會人員能通盤瞭解本計畫。  

 

圖片來源：網路 

圖4-11  成果看板範例 

 

針對研討會整理本計畫相關看板，以「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為主軸分成工程簡介、

執行成果、執行成效、中庄調整池計畫及未來展望等五大主題

製作內容，如圖 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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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石門水庫50週年研討會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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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看板(2/3) 

 

 

 



 

4-51 

 

 

 
 

圖 4-12 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看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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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各項計畫執行與產出之綜合分析 

計畫執行中已派遣一名駐點人員，以協助彙整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相關工作進度及整理相關績

效評估表，參與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相關委辦計畫執行期間之重

要協商與相關會議，最後再統整執行中之計畫期程、內容、工作

重點、產出，綜合探討分析計畫效益與相互關係，討論後提出建

議與具體成果。  

 

一、參與本整治計畫執行期間之重要會議 

已積極參與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委辦計畫相關會議，並參

與石門水庫相關之研討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

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工作小組會議及水保局等其他單位有

關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相關會議，並提供專業意見。  

參與列管計畫各月份檢討會，討論列管之特別預算、公務

預算及水資源作業基金等案件請款情形，並督導盡速依實完成

請款事宜，已達成年度執行率。參與各月控管會議，以利瞭解

整治計畫之經費執行成效及進度，參與會議紀錄詳如表 5-1 。  

 
 

表5-1  參與會議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10/10/2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2 年度

10 月份管控會議 

102/11/12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次施工檢討會」會 

102/11/1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2 年 11 月份檢討會議 

102/12/06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一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2/12/1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2 年 12 月份檢討會議 

102/12/26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2 年度

12 月份管控會議 

103/01/07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二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01/1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1 月份檢討會議 

103/01/27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1

月份管控會議 

103/02/13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三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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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參與會議一覽表(2/3)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103/02/1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2 月份檢討會議 

103/02/26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2

月份管控會議 

103/03/06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四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03/1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3 月份檢討會議 

103/03/2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3

月份管控會議 

103/04/03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五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04/10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4 月份檢討會議 

103/05/01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4

月份管控會議 

103/05/08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六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05/1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5 月份檢討會議 

103/05/29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5

月份管控會議 

103/06/11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七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06/1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6 月份檢討會議 

103/07/03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6

月份管控會議 

103/07/28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十八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08/1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8 月份檢討會議 

103/09/02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二十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09/05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8

月份管控會議 

103/09/11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9 月份檢討會議 

103/09/2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9

月份管控會議 

103/10/06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二十一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10/15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10 月份檢討會議 

103/10/3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10 月份管控會議 

103/10/31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二十二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3/11/1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11 月份檢討會議 

103/11/28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11 月份管控會議 

103/12/11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3 年 12 月份檢討會議 

103/12/23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3 年度

12 月份管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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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參與會議一覽表(3/3)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104/1/7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二十四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4/1/14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1 月份檢討會議 

104/1/3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4 年度 1

月份管控會議 

104/2/9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二十五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4/2/11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2 月份檢討會議 

104/3/11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3 月份檢討會議 

104/3/2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4 年度 3

月份管控會議 

104/4/14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4 月份檢討會議 

104/5/1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5 月份檢討會議 

104/5/1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4 年度 5

月份管控會議 

104/6/16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6 月份檢討會議 

104/6/29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4 年度 6

月份管控會議 

104/7/14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7 月份檢討會議 

104/7/20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二十九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104/7/30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104 年度 7

月份管控會議 

104/8/12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8 月份檢討會議 

104/9/15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4 年 9 月份檢討會議 

104/10/1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第三十一次施工檢討會」會議 

 

二、協助彙整相關本整治計畫各工作項目進度、成果等資料 

目前已協助彙整石門水庫集水區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

善相關工作各月進度、成果等資料，並進行整理分析，每月定

期更新所需填報資料及工作進度，彙整完成日期詳如表 5-2 (包

括預算、進度、執行情形及各查核點之檢核 )，並協助整理其

他相關績效評估表格資料。  

依各月進度及查核點檢視各項工程，目前辦理之工程多屬

進度落後，原因為近日來天候不佳，造成工地泥濘，無法有效

展開，及部分工項工班不足，造成進度落後，關於進度落後百

分之五之工項將優先安排工程督導，以利工程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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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彙整完成日期 

項次 彙整日期 項次 彙整日期 項次 彙整日期 

1 102/11/08 2 102/12/09 3 103/01/09 

4 103/02/14 5 103/03/10 6 103/04/07 

7 103/05/08 8 103/06/06 9 103/07/02 

10 103/08/05 11 103/09/04 12 103/10/03 

13 103/11/03 14 103/12/04 15 104/01/06 

16 104/02/04 17 104/03/04 18 104/04/02 

19 104/05/04 20 104/06/04 21 104/07/02 

22 104/08/05 23 104/09/04 24 104/10/05 

 

三、統整計畫中各項工作之內容提出計畫執行具體成果  

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相關計畫

進行統整，目前整治計畫已完成的有第一、二、四、十及十二

分項，第五分項因下層取水口設計於標高 EL.220 公尺位置處，

目前水位皆未降至適當施作水位 (低於 EL.218.5 公尺 )，因此無

法進行施作，惟契約規定保留期限至民國 105 年 6 月 29 日內，

將視適當時機進場施作；目前第六分項之中庄調整池工程，引

水路工程、廢棄物清運工程及輸水路工程皆已完工，攔河堰工

程、調整池工程及管理大樓工程皆已於施工階段；第七分項已

完成河道放水道 (PRO)改善工程經通水測試結果，PRO 射流閘

門已可全開恢復 PRO 通水功能，電廠防淤改善工程皆已完工，

唯電廠防淤改善第二期工程因複葉閥重新發包，目前以鋼管替

代，不影響預期發電效益；第八分項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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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完成防淤隧道

工程可行性規劃，目前將辦理防淤隧道相關先期作業；第九分

項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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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期 )」等 5 項委辦案在執行中；第十一分項已完成

義興壩及榮華壩區附屬設施修復及設置攔污索，為剩中庄調整

池辦理環境改善，相關工作內容成果如表 5-3 所述，預期及實

際效益如下所述：  

(一)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預期效果：95~97 年汛期間可抽取水庫原水每日 96 萬噸使南北

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無虞。 

實際效果：在 95~97 年汛期期間桃園地區未發生不分區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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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 96 萬噸抽水系統每月進行運轉測試，機組功能均正常，汛期間

可發揮抽取水庫原水每日 96 萬噸，使南北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

需求無虞之效益。 

(二)電廠與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預期效果：提升水庫洪汛期防淤功能，有效減少水庫淤積量，

延續水庫使用壽命。 

實際效果：在石門發電廠受損前，發電廠年平均發電量為 210,000

千度，發電廠受損間年平均發電量為 58,219 千度，石門發電廠 1 號、

2 號發電機組完成恢復運轉，並恢復水庫正常供水功能。而潛水伕工

程皆完成階段性工作。另外石門發電廠排砂能力恢復。有效降低發

電進水口及河道放水道前之泥砂淤積面(量)，以減少各放水路結構與

水輪機磨損，減少發電機組及閘門維修費，並正常發揮發電效益。 

(三)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預期效果：水庫水位低於標高 220 公尺 可抽水每日 30 萬噸供

下游北桃園及板新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 

實際效果：石門大圳 1 號退水路鴨母坑溪護岸整治、石門大圳

退水路、低水位抽水系統均已完成。石門水庫抗旱及電器設備購置，

已於 96 年 11 月 20 日完工，抽水系統抽水能力可達 30 萬 CMD，達

到緊急備援之功能。 

(四)增設分層取水工工程 

預期效果：完成取水塔 1 座及輸水管線等(取水標高分為 220 公

尺、228 公尺及 236 公尺)，屆時可增加水庫取水設施及提升水庫取

水功能，每日取水量達 140 萬噸，颱洪期間水庫濁度升高時，可取

水庫上層清水，將可有效解決颱洪期間，水庫濁度升高影響供水問

題。 

實際效果：除下層取水口需視水庫水位降至標高 EL.218.5 公尺

以下方可施作外，其餘工項皆已完成，尤以上、中層取水口於 98 年

起於颱風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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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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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預期效果：下游河道整理工程除榮安二村民眾之損失可獲得適

當補償，拆除後之河道將有足夠通洪空間，得以順利排洪，保障沿

岸民眾安全。中庄調整池可行性規劃水資源備援、廢河道整治、河

川環境復育、改善地區環境及帶動地區繁榮。大漢溪上游段攔河堰

及河道穩定工程穩定河床、保護橋樑同時兼具營造水域環境、建立

戶外休閒遊憩場所。 

(六)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預期效果：河道放水道改善工程恢復之供水每年 21.95 百萬立方

公尺，排砂平均每年約 7.83 萬立方公尺。電廠防淤功能改善工程恢

復之供水為每年 17,841 百萬立方公尺，排砂平均每年約 96.6 萬立方

公尺。 

實際效果：河道放水道閘門已改建完成；河道放水道攔污柵拆

除作業，潛水伕水下作業分年度完成工作。電廠一期防淤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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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2 年潭美及蘇力颱風開啟排砂

隧道利用水力排砂共計 91.43 萬立方公尺(100.57 萬噸)，104 年蘇迪

勒及杜鵑颱風開啟排砂隧道利用水力排砂共計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

噸)。電廠二期防淤改善工程於 104 年 7 月 31 日完工，並於 104 年 8

月 13 日恢復發電。 

(七)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預期效果：可減少水庫入砂量，每年約 30 萬立方公尺。  

實際效果：藉河道淤積物調查、相關數值模擬、地質地形地貌

調查評估選線、生態環境調查評估、相關計畫規劃設計案，探討石

門水庫增設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防砂設施工程，以攔截粗顆粒

泥砂，評估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水理流況與分洪防淤功能，並

結合水庫暨有設施更新改善工程，並於 103 年 9 月 1 日審議核定「石

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刻正辦理後續相關計畫。 

(八)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預期效果：供水庫更新改善、永續經營對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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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效果：探討其具體方案、可行性與效益，以達成水庫延壽

功能為目標之各項研究與試驗，整體計畫效益為供水庫更新改善、

永續經營對策參考，相關計畫如表 5-3 所示。 

(九)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 

預期效果：為應汛期能有效執行水質監測及泥砂濃度觀測，進

而有效分析並即時彙整傳遞提供作為水庫運轉及供水調度決策參考，

爰建置水文及水質試驗及監測中心，提供相關人員於汛期或水質異

常期間進駐，作為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之工作駐

點及相關人員安置場所。 

實際效果：汛期即可執行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

測作業，達成工作目標。 

(十)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預期效果：水庫現有設施損壞修復，將提升水庫運轉安全，確

保水庫正常機能發揮。義興電廠防洪閘門之設置，可有效降低電廠

設施淹水風險，以長期維持發電效益。各閘門控制室進行耐震能力

補強，可確保放水操作正常，降低設施故障風險。水文測報及雨量

站功能之改善，可強化水庫強化預警及防災機制。水庫漂流木與沉

木清除及攔汙索設置，有助於避免水庫設施故障問題，俾維持水庫

使用壽命。 

實際效果：已完成義興電廠區整體修復工程、榮華壩區整體修

復工程、石門水庫後池左側護岸復建工程、石門壩區整體修復工程，

恢復水庫工程設施正常功能、完成第 1 條、第 2 條攔污索。計畫執

行期間庫區上游河道焚燒總計約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木，有效減少

汛期流入水庫漂流木；水庫蓄水範圍漂流物打撈總計約 48,525 立方

公尺漂流木。 

(十一)水庫泥砂浚渫 

預期效果：有效降低水庫淤積量，並使集水區泥砂能自然流入

下游河道，補充砂源及平衡沖淤狀況，避免河道沖刷。抽除水庫淤

泥每年 30 萬立方公尺，延長水庫壽命。增加水庫防洪效益、維持

水庫正常運轉。降低發電進水口及河道放水道前之泥砂淤積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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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水路結構物與水輪機之磨損及水力發電機組之維修費，以維持

發電效益。 

實際效果：已完成水庫抽泥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及沉澱池土方

清運 145.7 萬立方公尺。沉澱池土方清運完成之處將可提供水庫浚渫

之暫置場地，俾順利進行壩區浚渫工作。 

 

四、協助計畫期間相關報告撰寫 

協助完成相關報告彙整與撰寫、印製及相關會議中之中英

文簡報製作，及協辦相關會議 (如檢討會、說明會、研討會…

等 )，並希望藉由本計畫之成果達到預期之功效。  

協助 103 及 104 年度之工作計畫書，該計畫書可瞭解該年

度整治計畫預計辦理之工作內容及執行預算。協助一篇報告的

撰寫。另協助台美技術交流文件翻譯撰寫。製作中庄調整池輸

水路過河段工程施工影片，以利提報 103 年度金質獎。  

 

五、指派人員於機關協助配合本計畫事宜 

已於簽約後 1 個月內派駐一名駐點人員，由駐點人員蒐集

與整理資料，並協助相關紀錄，於機關指定地點協助配合本計

畫溝通聯繫事宜。辦理各月查核點表的彙整、研考會系統的填

報及各月有關本整治計畫之會議資料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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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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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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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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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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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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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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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表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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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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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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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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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年底)(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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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段底泥分析、淡水河河道輸泥能力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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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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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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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4 年) 

計畫項目 期程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提升壩頂緊急
抽水及下游輸
送管線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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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輸水管線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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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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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廠及永久河
道放流口緊急
修復 

95~97 

修復受漂流木及泥砂影響

而破壞之石門、義興電廠以

及河道放水道(PRO)閘閥，

以維持電廠及水庫排淤正

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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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放水道部分，並先完

成何本閥及環滑閘門修復及攔污柵更新等。 

- 

桃園、新竹工業
區地下水備援
供水執行計畫 

取消辦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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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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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公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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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石門
大圳退水路箱涵施作及落水池開挖、石門大圳聯
通管鋼管安裝(全長248.28公尺)等工程。 

下層取水口(標高EL.220公
尺)於契約規定保留期限(民
國105年6月29日)內，視適
當時機(水位低於EL.218.5
公尺)進場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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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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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4 年)(2/4) 

計畫項目 期程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後池改善、備援水
池及河槽人工湖 

95~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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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4年完成廢棄物工程、引水路工程及輸水路
工程，調整池工程、攔河堰工程及管理大樓工程
等均於施工中。 

奉行政院100年核定在案，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分2期
開發，第1期在原核定經費
下展延至民國105年12月，
開發有效蓄水庫容約492萬
立方公尺，第2期俟日後評
估再研議辦理。 

水庫既有設施防淤
功能改善工程 

95~103.6 

1.改善現有放水設施，藉
潛水伕進行進水口前
清淤作業修復河道放
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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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檢測後恢復電廠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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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廠防淤2期工程複葉閥終
止契約後，已於104年9月2
日上網重新公告、9月22日
召開資格標審查會議，預計
104年10月決標。 

增設水庫防砂設施
工程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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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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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辦水庫防淤隧道相關先
期作業，於2階2次修正計畫
併同依實調整辦理，期程展
延至1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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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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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4 年)(3/4) 

計畫項目 期程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調查、規劃、試驗
及研究 

95~104.6 

第 1 階段共辦理 10 項計

畫；第 2 階段擬辦理工作

擬辦理 19 項。 

截至 101 年底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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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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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石
門水庫長期監測計畫與防
淤操作模擬分析(2/2)」、「石
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生
態影響之調查研究計畫」、
「石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
道變遷影響分析委託專業
服務」、「石門整治計畫執
行成效綜整委辦計畫、「石
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
虛擬實境與 3D 動畫模擬展
示委託專業服務」，於 2 階
2 次修正計畫併同依實調整
辦理，期程展延至 104 年 6
月。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
控中心建置工程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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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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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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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4 年)(4/4) 

計畫項目 期程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
及週邊環境改善 

95~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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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7年分別完成增設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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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01年度焚燒含下游蓄水範圍總計約
96,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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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中庄調整池辦理環境
改善，於2階2次修正計畫併
同依實調整辦理，期程展延
至104年6月。 

水庫泥砂浚渫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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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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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 萬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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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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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階段計畫工作內容以災害復舊、具急迫性及爭

議低之項目為主，並以成本效益高者為原則優先施作。本章將綜整第一區

塊各分項效果，並依據完成之工作成果，論述「庫容維持」、「提升穩定供

水能力」等目標條列執行成果與經濟效益及減碳效益如下： 

一、「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成效評估 

(一)庫容維持 

依圖 6-1 所示，「庫容維持」之目標可藉由(1)土地管理；(2)水土

保持工程；(3)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4)防淤設施與操作；

(5)泥砂研究與監測；以及(6)泥砂浚渫等六個策略加以達成，第(1)、

(2)項屬上游保育集水區，不屬本計畫之範圍，本節將針對第(3)至(6)

等四項與本計畫有關之策略，說明執行成果與效益。各策略與本計

畫之關係如表 6-1 所列：  

 

 

圖6-1 庫容維持達成策略概念圖 

 

 

 

庫容維持 

上游土砂減量 

中游土砂攔阻 

下游水庫排淤 

防淤設施與操作 

泥砂研究與監測 

泥砂浚

渫 

攔砂設施 

水土保持工程 

土地管理 

繞庫排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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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庫容維持策略與「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工作項目關係表 

策略 分項計畫 

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防淤設施與操作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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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砂浚渫 水庫泥砂浚渫 

繞庫排砂 增設水庫防淤設施工程 

1.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 

修復攔砂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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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庫上游擱置木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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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項以達成本整治計畫

之目標： 

(1)上游擱置物清除：於汛期前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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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焚燒及清運約總計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木。 

(2)下游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清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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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6-2。 

 

圖6-2 漂流木打撈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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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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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先將此兩個子計畫的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1)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修復攔污柵變形損壞部分及新

設攔污柵等工作，修復完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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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電廠防淤第 1 期改善工程：重點為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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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工，於 102 年蘇力及潭美颱風各開啟兩次排砂隧道，總計排

砂量為 91.43 萬立方公尺(100.57 萬噸)，於 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颱

風各開啟兩次排砂隧道，總計排砂量為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噸)，

有效增進水庫汛期排砂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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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二個子計畫中，除河道放水道修復後可恢復其通水

功能外，最重要之目的則分別為修復電廠進水口以及擴大電廠出流

量，以增進電廠之排砂效率。根據水利規劃試驗所於民國 100 年提

出的「石門水庫防洪防淤方案水工模型試驗成果」，表 6-2 摘錄現況

(電廠修復後)與未來電廠改善後等二案例於艾利颱風事件下之電廠

排洪排砂試驗結果，其中現況案例為河道放水道未開啟，電廠尚未

改善維持原有出流量，而未來電廠改善後案例之電廠出流量增大為

300 cms。以電廠排砂比來看，由表中可看出案例電廠排砂比為 9.7 %，

而電廠改善後排砂比則高達 28.9%，若以兩排砂比相減簡單概算改

善效益的話，電廠防淤改善可增加約 19%的排砂比。 

表6-2 石門水庫模型試驗電廠排洪排砂結果 

 
入庫流量 

(億 m
3
) 

入庫砂量 

(萬噸) 

排洪量 

(億 m
3
) 

排洪比 

(%) 

排砂量 

(萬噸) 

排砂比 

(%) 

現況 7.43 2,930 0.18 2.4 283 9.7 

電廠改善 6.95 2,963 0.93 13.4 858 28.9 

註 1：所有試驗均以艾利颱風事件設定入庫流量與砂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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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係以艾利颱風之水砂入流條件為基礎所獲得之模型試驗

結果，然而不同颱風事件其水砂入流歷線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電廠

修復與改善後之排砂效率亦會有所變化，以下亦彙整其他研究針對

不同颱風事件所分析之電廠排砂效率。 

在電廠修復後之排砂效率改善方面，表 6-3 為民國 97 與 98 年

重要颱洪事件石門水庫各出流設施實測排砂比一覽表(經濟部水利

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9)，其中排砂比定義為該設施的排砂量除以入

庫總砂量。由表中可看出水庫各出流設施排砂比依序以電廠最高、

排洪隧道次之、溢洪道與石門大圳最小(此期間河道放水道量測設施

建置中，未施行觀測)。除凡那比颱風因入流量過低外，其餘鳳凰、

辛樂克、薔密、與莫拉克颱風等事件下，實測電廠排砂比平均達 9.5%，

與表 6-2 模型試驗結果極為接近，顯示電廠修復後可達穩定之排砂

效率。 

表6-3 97 與 98 年度石門水庫各出流設施排砂量統計表 

評估項目 鳳凰颱風 辛樂克颱風 薔密颱風 莫拉克颱風 凡那比颱風 

入水量

(萬 m
3
) 

出水量 

(萬 m
3
) 

12,447 12,030 62,638 62,224 26,579 23,736 22,799 9,302 4,017 1,338 

入砂量 

(萬噸) 

排砂量 

(萬噸) 
179.42 23.18 1,094 266.8 408.6 54.7 184.0 26.4 20.10 0.50 

排砂比(%) 

電廠 溢洪道 9.0 1.2 9.4 5.3 8.5 0.04 11 0 1.5 0 

排洪隧道 石門大圳 2.6 0.3 9.0 0.3 4.3 0.3 4 1 0.9 0.3 

合計 13 24 13 14 2.7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9) 

 

表 6-4 則進一步列出各颱風事件排洪隧道與電廠出流量比值與

排砂量比值統計值，由表中可看出排洪隧道出流量遠大於電廠出流

量，但電廠的排砂量確是排洪隧道的好幾倍。究其原因在於颱洪期

間異重流於水庫運移時，水庫底層為泥砂濃度最高區域，而電廠出

流設施高程(標高 173.5 公尺)相較於排洪隧道高程(標高 220 公尺)為

低，因此電廠多排出較高濃度渾水(以莫拉克颱風為例兩者最大出流

濃度相差約 11.4 倍，其中電廠約 27,000 ppm，排洪隧道約 2,375 ppm)，

造成整體排砂量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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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97 與 98 年石門水庫排洪隧道與電廠出流比與排砂比統計 

颱風事件 
入水量 

(10
4
m

3
) 

排洪隧道 電廠 
出流 

量比 

排砂 

量比 出水量

(10
4
m

3
) 

排砂量

(萬噸) 

出水量

(10
4
m

3
) 

排砂量

(萬噸) 

鳳凰颱風 12447 8306 0.60 1516 2.09 5.48 0.29 

辛樂克颱風 62638 39337 24.01 3727 25.08 10.55 0.96 

薔密颱風 26579 15116 2.35 3164 4.65 4.78 0.51 

莫拉克颱風 22799 6834 1.06 1993 2.9 3.43 0.36 

備註：出流量比與排砂量比計算係以排洪隧道值除以電廠值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9) 

 

若以電廠與石門大圳作比較，兩者雖均位於水庫底層附近(石門

大圳取水口標高 193.5 公尺)，但因電廠的設計流量(137.2 cms)大於

石門大圳(18.4 cms)甚多(約 7.5 倍)，使電廠的排砂量遠大於石門大

圳的排砂量，若不計流量太小的凡那比颱風，兩者排砂量差距大於

30 倍以上。 

根據前述分析結果可彙整石門水庫防淤操作的思維為：(1)儘可

能利用水庫底層出流設施進行防淤操作；(2)儘可能加大出流設施出

流量。因此，進河道放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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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電廠防淤改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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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為正確且

應立即辦理的措施。 

就電廠改善後之排砂效率方面，除了模型試驗以外，在經驗公

式推估部份，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利用大陸恒山水庫資

料統計所得的排砂比經驗公式，推估石門水庫只考慮電廠防淤改善

前後之排砂比如表 6-5 所示。受限於排淤通道為固定出流量，因此

由表中可看出隨著重現期愈大，排砂比愈小；若以相同重現期的排

砂比來看，電廠改善後均會大於改善前，改善效益(增加的排砂比)

介於 0.09~0.14。 

若以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推估石門水庫年泥砂量為

345 萬立方公尺為基礎，利用電廠防淤改善前後的加權排砂比可估

算其對應的年排砂量分別約為 55.2、100 萬立方公尺，即電廠防淤

改善後每年約可減少 44.8 萬立方公尺的泥砂落淤於庫區內，相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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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彙整如表 6-6 所示。 

 

表6-5 電廠防淤改善前後不同重現期流量之排砂比 

重現期 

(年) 

洪峰流量 

(cms) 

颱風名稱及洪峰流量 排砂比 

名 稱 cms 
電廠改善前 

(1) 

電廠改善後 

(2) 

改善效益 

(2)-(1) 

2 2,150 89 年碧利斯 2,230 0.16 0.3 0.14 

5 3,900 90 年納莉 4,123 0.16 0.3 0.14 

10 5,090 94 年馬莎 5,377 0.13 0.24 0.11 

20 6,230 85 年賀伯 6,363 0.15 0.27 0.12 

100 8,770 93 年艾利 8,594 0.11 0.2 0.09 

加權排砂比 0.16 0.29 0.13 

註：改善前、後底孔洩洪能力分別為 137.2 cms (兩孔合計)、300 cms (單孔)。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 

 

表6-6 電廠防淤改善前後之年排砂量推估 

項  目 
電廠改善前 

(1) 

電廠改善後 

(2) 

改善效益 

(2)-(1) 

年入砂量(萬 m
3
) 345 345 - 

加權排砂比 0.16 0.29 0.13 

年排砂量(萬 m
3
) 55.2 100.0 44.8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預定 105 年底完成，105 年汛期啟動，配

合排砂隧道操作期間，可增援 492 萬噸水量(80 萬噸*6.2 日)，再配

合增設分層取水工供應大湳水廠系統彈性調度，對於水庫永續經營

及穩定板新、北桃供水有更佳幫助。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與台水十二區處已達共識，於開啟排砂隧道前，將與台水公司十

二區處確認北水處及三峽河有豐裕水量，可支援供水條件下，才進

行排砂操作工作，並配合台水公司盡量避開尖峰時段，以多次操作

為原則，作為過渡時期操作模式。 

3.泥砂研究與監測 

(1)泥砂運動基礎研究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辦理項目已完成包括水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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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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監測系統 

為應汛期能有效執行水質監測及泥砂濃度觀測，進而有效分

析並即時彙整傳遞提供作為水庫運轉及供水調度決策參考，提供

相關人員於汛期或水質異常期間進駐，作為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

測、泥砂濃度觀測之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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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泥砂浚渫 

整治計畫總計已完成水庫泥砂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歷年浚

渫量詳如表 6-7 及沉澱池土方清運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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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7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內歷年浚渫量一覽表 

年分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總計 

浚渫量(萬立方公尺) 13.5 48.0 41.5 25.1 29.0 157.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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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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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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整體工程位置示意圖 

表6-8 預期成效彙整表 

 
目標 

現況能力 

(整治後) 

整治計畫 

(第 1 階段)完成後 
第 2 階段完成後 

排洪能力

(cms) 

14,500 

(最新檢討 PMF) 
14,100 14,700 16,300 

防淤能力 

(萬 m
3
/yr) 

342 

(平均入庫砂量) 
217 28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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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河道放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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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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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庫區淤泥排除、增加有效蓄水量，將有莫大幫助。 

根據交通大學於民國 101 年提出的「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

計畫執行成效總報告(95-100 年)」，將所彙整之整治計畫降低入庫泥

砂與降低庫區落淤成效，進一步利用蒙地卡羅模擬法分析石門水庫

分別在有無整治計畫之條件下，水庫淤積量之機率分布曲線，以說

明整治計畫對庫容維持之成效。 

隨著水庫之不斷淤積，水庫之功能亦逐漸受影響，惟實難針對

水庫正常營運給予定義，因此設計以下二種案例分別探討整治計畫

對庫容維持之成效。案例一水庫淤積面最低點高程達到 236 公尺之

時間差異，案例二庫容剩餘 50%之時間差異。 

在未來淤積面坡降與民國 98 年底相同之假設下，上述二種案

例分別代表自民國 99 年起，庫區新增淤積量達到 2.106 與 0.614 億

立方公尺，亦即總淤積量分別為 3.08 與 1.5 億立方公尺。將分析「整

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統計特性與機率分布曲線，其定義為

整治計畫所延長達到此二種案例境況之時間。 

結果顯示在水庫淤積面最低點高程達到 236 公尺之案例中，整

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平均值為 27 年，亦即整治計畫執行後，

水庫淤積面最低點高程達到 236 公尺之時間平均而言可往後推延

27 年，但受集水區產砂、遞移、排砂與清淤等不確定因素影響，此

27 年之估算結果僅為平均值，最大則可能推延 39 年。另在庫容淤

積 50%之案例中，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平均值為 15 年，

亦即整治計畫執行後，石門水庫淤積達 50%之時間平均而言可推延

15 年，而最大則可能推延 22 年。表 6-10 列出本研究所分析整治計

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平均值、標準差、最大值、以及最小值，圖

6-4則為不同案例下，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機率分布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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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執行成果對庫容維持之效益彙整表 

策

略 
分類 計畫項目 執行成果與效益 

攔

砂

設

施 

漂 流 木 攔

阻打撈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

及週邊環境改善 

1.庫區上游河道焚燒總計約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

木，有效減少汛期流入水庫漂流木；水庫蓄水範圍

漂流物打撈部分，總計約 48,525 立方公尺。 

2.有助於避免水庫設施故障問題，俾維持水庫使用壽

命。 

防

淤

設

施

與

操

作 

既 有 設 施

之 防 淤 改

善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

功能改善工程 

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工，

於 102 年度蘇力及潭美颱風開啟排砂隧道，排砂量

共計為 91.43 萬立方公尺(100.57 萬噸)，於 104 年度

蘇迪勒及杜鵑颱風開啟排砂隧道，排砂量共計為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噸)，成為全台首座水庫利用發電

設備改建為排砂道之創舉。 

泥

砂

研

究

與

監

測 

泥 砂 運 動

基礎研究 

調查、規劃、試驗

及研究 

辦理「石門水庫全套管淤泥層排放特性試驗分析」、

「石門水庫長期監測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石門

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生態影響之調查研究」、「石門

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變遷影響分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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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

控中心整建 

本工程已於 101 年 4 月完成，於汛期已執行防汛防

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業。 

泥

砂

浚

渫 

 水庫泥砂浚渫 

已完成水庫抽泥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及沉澱池土

方清運 145.7 萬立方公尺。沉澱池土方清運完成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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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延長水庫壽命

並增加水庫防洪效益、維持水庫正常運轉。 

繞

庫

排

砂 

增 設 排 砂

設施 

增設水庫防砂設施

工程 

進行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環境調查評估以作

為施工前環境監測之背景資料並依此評估施工期間

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完成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

工程三維數值模擬及不確定分析由電腦模擬結果與

水工試驗成果相互驗證比較，以瞭解設置防淤隧道

後對水庫下游河道之影響；完成石門水庫防洪防淤

工程可行性規劃水工模型試驗 4 場水庫全模型之防

洪防淤操作試驗模擬分析，評估新建地形對可行性

工程方案之防淤功能，以及塑造大灣坪防淤隧道工

程局部模型(1/63)流量率定與水理試驗分析；建置石

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水工模型試驗(1/40)，完

成原設計案清水與加砂沖刷試驗，以作為後續辦理

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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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表 

分析案例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淤積面高程 

達 236 公尺 
27 年 3.2 年 39 年 20 年 

淤積 50% 15 年 2.4 年 22 年 10 年 

 

 

圖6-4  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機率分布 

(二)穩定供水 

「穩定供水」之目標可藉由(1)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2)增加備

援水量；以及(3)改善淨水廠出水容量等三個策略加以達成，第(3)項

屬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計畫，不屬本計畫之範圍，本節將針對

第(1)至(2)等二項與本計畫有關之策略，說明執行成果與效益。各策

略與本計畫之關係如表 6-11 所列，相關執行成果與效益則整理於表

6-12。 

表6-11 穩定供水面與「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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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項) 

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第五分項) 

增加備援水量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河槽人工湖(第六分項) 

表6-12 執行成果對穩定供水之效益彙整表 

策略 計畫項目 執行成果與效益 

降低淨水廠

原水濁度 

增設水庫

取水工 

颱洪期間，開啟上層取水隧道取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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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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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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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4 月石門水庫累積雨量為平均雨量之

54%，為調節用水啟動應變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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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分層取水工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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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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取水豎井閘閥控制室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7)之分析結果，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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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所(99)之分析結果，當入庫水量大

於 3 億立方公尺時及入庫流量 Q>300 cms 延時超過約 70 小時，壩

前表層水(EL236)將可能會大於 3,000NTU 而形成渾水水庫，表層渾

水延時與排洪隧道操作有明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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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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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7) 

圖6-6 不同原水濁度下分層取水工供水量與缺水機率關係圖 

 

2. 增加備援水量： 

101 年度已通過中庄調整池工程開發計畫，引水路工程及輸水

路已完工，調整池工程、攔河堰工程及管理大樓等工程均已發包施

工中，至 105 年調整池完成蓄水後即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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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運用增供水量約為每日 2.4 萬立方公尺。於鳶山堰水

源高濁度時期可提供約 492 萬立方公尺之備援水量。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修正後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全期工程)庫

容之供水風險評估成果詳如表 6-14，其年調蓄供水量約為 1,650 萬

立方公尺，其中高濁度時期備援供水量約為每年 600 萬立方公尺，

常態供水量約為每年 1,050 萬立方公尺。將來營運操作時，若於颱

洪來臨或水庫排砂前將調整池蓄滿，以調整池有效庫容 690 萬立方

公尺，備援供水每日 80 萬立方公尺計，於高濁度時期水源備援天

數約為 8.6 天，以第一期容量(492 萬立方公尺)計算，備援天數約為

6.1 天。 

在穩定供水的目標之下，石門水庫運轉操作皆正常，各標的用

水尚稱穩定供應。下半年期間因水情不佳，啟動抗旱機制因應，惟

因提早預警、滾動式檢討並確實依據「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管理運

用各標的用水管制措施，維持石門水庫運轉操作正常，穩定下游供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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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供水風險評估表 

歷年濁度影響

前十大颱風 

開發時

程 
分析條件 

颱風過後 5 日內之平均供水率 

板新(%) 北桃園(%) 南桃園(%) 

波密拉 

(50.9.12-9.16) 

板二計

畫前 

不考慮新店溪及

三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74 68 68 

艾爾西 

(58.9.27-10.1) 

芙安 

(59.9.7-9.11) 

溫妮 

(86.8.18-8.22) 

瑞伯 

(87.10.16-10.20)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100 100 80 

納莉 

(90.9.17-9.21)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100 100 80 

考慮新店溪及三

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59 49 62 

雷馬遜 

(91.7.4-7.8)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92 91 78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84 85 77 

艾利 

(93.8.24-8.28) 

板二計

畫後 

不考慮新店溪及

三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99 83 76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100 100 80 

馬莎 

(94.8.5-8.9)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100 100 80 

考慮新店溪及三

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79 59 68 

柯羅莎 

(96.10.6-10.10)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93 93 78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89 91 77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8) 

 (三)經濟效益分析 

過去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經濟效益於｢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報告已有極為全面而詳細之評估，然近

年來因不同計畫之執行與更新，故部分需予以調整更新，原計畫之

估算方式複雜並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故本計畫依據近年來執行之成

果，對於需分析之項目以效益轉移法予以適當估計，可與先前計畫

相互比較，作為未來規劃與進一步分析之參考。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報告研究參照

台經院水資源經濟效益模式，將經濟效益分為直接效益、間接效益、

與社會效益。其中直接效益分包含缺水改善效益、增加售水收益、

投資之產業關聯效果。間接效益包含土砂量投資控制效益、產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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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維持效益、賦稅效益、清淤砂石出售效益、增加排砂效益。而社

會效益主要是就業改善效益，下面介紹各項效益估算方式。 

1. 效益分析 

(1)直接效益 

A.缺水改善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整治計畫後，可使得石門水庫整體供水量上升，

進而改善缺水情形之效益，整治計畫分為長期供水計畫、高濁度

供水計畫與修復和維護工程。長期及修復工程部分以

MR-WATERGEM 經濟模型來評估缺水改善對於總體經濟之效益。

而高濁度應變工程部分使用替代成本法來評估，依據水利署分項

計畫書中以艾利颱風為例計算不穩定供水下單位工商損失(260 元

/噸)，再考慮機率乘上供水量即可得到工程避免停水之損失之效

益。 

B.增加售水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整體計畫後，使得供水量上升，進而使得售水

部門售水量、收入提升之效益。此效益亦使用 MR-WATERGEM

模型評估，就各項整治工程對供水量之變化，以模型內生均衡水

價估算售水部門售益。 

C.投資之產業關聯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整治計畫後，因政府投資增加，所能帶動各級

產業之產業關聯效益。此部分效益使用 MR-WATERGEM 模型評

估工程投資對於總體經濟及各產業部門之效益。 

(2)間接效益 

A.土砂量控制效益 

執行整治計畫後，可有效控制下移至主河道成為推移質來源

之土砂量，以及減少坡面沖蝕至主河道成為懸移質來源之年均土

砂量。其評估方法參考｢水土保持工程預算書編制原則及工料分析

手冊｣中 75~150元/立方公尺，惟因考量近年來物價波動成本之下，

保守以 150 元/立方公尺作為單價，最後評估以年攔砂量乘上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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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單價計算。 

B.產業活動維持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計畫後可減少重要聯絡道路失聯日數，使得產

業活動得以持續。首先按照年颱風發生次數 3.5 次/年，搶修道路

日數 2日推估執行計畫後可使區域內每年少 7日交通不便之損失。

計算方式為桃園縣復興鄉與新竹縣尖石鄉全年農業生產總量的
 

   
估計。 

C.賦稅效益 

執行計畫後可使石門水庫供水量上升，改善各級產業發展蓬

勃發展，使政府賦稅增加。此項效益使用 MR-WATERGEM 評估

之。 

D.清淤砂石出售效益 

由於整治計畫將進行水庫上游清淤，清淤砂石完成後，扣除

加工工程本及管理費用，可依照經濟部礦業司砂石市售單家出售。

清淤量為 20 萬立方公尺，出售效益以 300 元/立方公尺估計。 

E.增加排砂效益 

整治計畫完成後，水庫每年可增加排砂量，可有效減少每年

之清淤費用。其計算方式為增加排砂量*清淤單價，其中清淤單價

以 500 元/立方公尺估算。 

F.景觀效益 

此效益為整治計畫後可改善周邊景觀帶動遊憩人潮，以中庄

調整池所列之年計效益(730 萬/年)為基礎，並依據主計處資料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實質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實質產值
，作為衡量基礎進行分析。 

(3)社會效益 

就業改善效益此項效益為工程投資使國內就業人口增加改善

失業率，使得政府可立即減少失業補助金之發放。評估方式利用

MR-WATERGEM 評估執行計畫對於就業人口之變動增量，再乘

上失業補助金即可計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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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之參數設定與結

果分析 

該研究是計算｢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其評估基準年

為民國 95 年，評估期間為 95 年至 125 年，折現率以 3%來計算。 

將 95 年至 125 年之建造、營運成本與評估基準年、評估期間、

折現率…等參數輸入 MR-WATERGEM 中，依前述各效益計算方式

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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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億元、間接效益 72.9 億元、社會效益 133 億元，

如表 6-15。不論從實質 GDP 益或產值角度來看，整體整治計畫之

經濟效益皆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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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15 整體計畫全方案經濟效益會總-實質 GDP基礎 

單位：億元  

效益種類 直接效益 間接效益 社會效益   

工程項目/

效益來源 

缺水改善及產

業關聯效益 

增加排砂

效益 

清淤砂石

出售效益 

土砂量控

制效益 

產業活動

維持效益 

景觀遊憩

效益 

促進就業

效益 
效益總計 

全方案 264.22 48.55 0.6 18.79 4.05 0.9 133.27 470.38 

 

3. 本計畫估算不同方案之經濟效益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中為緊急供水工程、穩定供水設施等計畫執

行內容，主要以避免石門水庫供水區發生缺水現象為目標，因而經

濟效益在於缺水損失之減少。由於石門水庫整治計畫工程對水庫泥

砂入流量、取水濁度，以及供水量的影響途徑及面向相當繁複，考

量計畫需求，本計畫著重於減砂、防淤、供水、備援等主要因素之

量化分析。由於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目的在於短期內可減少濁度，

長期可減少水庫淤積量，進而增加庫容及水庫蓄水量，無論減砂、

防淤、供水、備援等，最終目標均為減少缺水之可能性，故本研究

將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效益範疇定位為減少因缺水帶來之直接損

失，反之即為減砂、防淤後增加庫容之供水效益，以及對應之備援

部分於緊急情況下供水之效果進行整合評估。 

本計畫因應整治計畫期間持續辦理或完成之工項，延續過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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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探討減砂、防淤、供水、備援等成果效益評估，包含可量

化效益評估方法、不可量化效益之分析及經濟效益分析，透過蒐集

彙整排砂、供水操作情形及各年度淤積測量等資料分析成效。減砂、

防淤最直接的影響即為增加庫容量，對於經濟效益的影響為增加庫

容量，本計畫將減砂、防淤、供水效益合併計為“供水直接效益”，

至期中目前為止已完成供水直接效益之推估。 

本計畫先假設 A 方案(零方案，水庫入砂量為 353 萬立方公尺)

為未整治前之水庫供水狀態，以其作為基礎進一步分析計畫工程對

石門水庫供水區供水量的影響，計算產生整治效果與零方案之間之

差異，以為評估基準。現況為 B 方案，以水庫入砂量扣除清淤量 113

萬立方公尺；整治效果方案分為 C 與 D 方案，C 方案為 104 年執行

整治計畫結束後，可減少水庫淤積量，上游治理：年平均減少 11

萬立方公尺土砂量，上游年平均清淤量 40 萬立方公尺，電廠改善：

年平均水力排砂 117 萬立方公尺；抽泥浚渫：年平均抽排 50 萬立方

公尺，故水庫入砂量為 342 萬立方公尺(353-11=342)，清淤量為 207

萬立方公尺(40+117+50=207)，水庫淤積量為每年 135 萬立方公尺。

D 方案再加上預計完工之防淤隧道後維持水庫容量，第 1 階段阿姆

坪防淤隧道：年平均清淤 64 萬立方公尺；第 2 階段大灣坪防淤隧

道：年平均排淤 71 萬立方公尺，入砂量與清淤量達成平衡，水庫

淤積量為 0，如表 6-16 所示。以上方案未包含阿姆坪防淤隧道的建

造費用。 

表6-16 各方案淤積量計算成果 

方案 
入砂量 

(萬立方公尺) 
清淤量 

(萬立方公尺) 
淤積量 

(萬立方公尺) 

A(零方案 ) 353 0 353 

B 353 113 240 

C 342 207 135 

D 342 342 0 

 

分析範疇著重供水效益之分析，在評估供水效益時，需考慮未

來沒有建造與建造之前後供水效果差異，計算未進行整治工程造成

之庫容減損影響、所導致供水不穩定會造成損失等，反之則可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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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治之整體效益。 

本計畫將供水效益分為直接供水效益與間接供水效益，直接效

益為用水者所得到的直接利益，而間接效益為供水穩定的效益。其

中直接供水效益必須分對水量與單位供水效益探討。 

(1)供水直接效益 (減砂、防淤、供水效益) 

要得到供水直接效益前需計算年計供水直接效益，之後再利

用折現率折至轉換年而計算。年計供水直接效益的計算方式如下，

利用｢單位用水的願付價格｣乘｢年用水量｣來估計，如下所示： 

年計供水直接效益=單位用水的願付價格×年用水量 

A.水量的探討 

在進行方案分析前，需瞭解供水區域未來需要多少水量，再

依單位供水的願付價格計算出總效益。因為在經濟面分析時，除

需瞭解水資源開發計畫之具體內容和執行時程外，還需確定零方

案之內涵，以開發案計畫與零方案之間之差異，做為評估之基準。

如前所述，本部分乃考慮減砂、防淤所增加的年供水量部分。 

B.單位供水效益的探討 

考量本案之標的為水庫改善計畫，水庫供水直接效益可同時

包含民生、工業、農業等，評估的概念乃是對於供水服務所願意

支付之價格，或以市場價格或其他估計之願付價格為基礎。直接

供水效益乃為供水的｢使用價值｣，應以供水的｢願付價格｣來計算，

其中｢願付價格｣的評估方式如前所述。但由於｢願付價格｣難以評

估，台灣現今並無完整的研究，且現在的水價低於成本如圖 6-7

所示，無法用｢市場價格法｣來評估其效益，故本計畫使用過往計

畫之供水成本來計算供水直接效益的門檻值。以單位售水成本大

於願付價格的概念來評估｢年計供水直接效益｣，如下所示： 

年計供水直接效益 

= 單位用水的願付價格×年用水量 

≧單位原水成本×年用水量 

= (工程成本+營運維護成本) ×年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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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供水之願付價格、成本、水價之比較 

 

石門水庫之年供水量約 8.27 億噸，有效蓄水量 1.757 億噸，

依據以往資料，石門水庫每年須平均滿庫運用約 4.7 次，以滿足

用水需求。故水庫計算效益之供水潛能，則以水庫之庫容量乘上

4.7 作為估計，以計算出年供水量。另參考｢水資源規劃經濟效益

分析與評估｣，將年供水量乘上單位原水成本，單位原水成本分為

南、中及北區分別為 9.77、9.37 及 10.3。以基準年為民國 102 年，

評估期間為 102 年至 131 年，折現率以 3%來計算經濟效益。以北

區單位原水計算經濟效益，B 方案經濟效益為 10.48 億元，C 方案

為 18.80 億元，D 方案為 28.40 億元，其計算方式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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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 供水直接效益計算方式 

 

本計畫之目標僅侷限於供水直接效益之推估，然先前計畫｢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報告中所計算之

效益相對全面完整，雖計算複雜，但其包含直接效益、間接效益

與社會效益。直接效益中有計算各工項之效益再加總，其中與排

砂與淤積相關的工項有“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與“水

庫集水區保育”，以實質 GDP 基礎計算直接效益量分別為 31.86

億元與 42.23 億元。本計畫參考｢水資源規劃經濟效益分析與評估

｣所計算之效益為直接效益裡面的缺水改善部分、並沒有計算產業

關聯部分，且計算工程項目、參數設定也不同，結果當然不同，

如表 6-17 所示，但可以與過往報告做比較。｢水資源規劃經濟效

益分析與評估｣所用的計算方式簡單迅速，雖不如｢石門水庫整治

計畫｣中計算方式的詳盡，但可以做一初步規劃的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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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7 各方案經濟效益 

單位：元  

方案 B C D 經濟效益計算方式 

高估計 1,104,375,088  1,982,471,208  2,993,578,484  南區單位原水成本 

中估計 1,047,548,020  1,880,460,553  2,839,539,980  北區單位原水成本 

低估計 1,004,659,667  1,803,471,380  2,723,284,505  台灣本島單位原水成本 

 

(2)供水間接效益(備援效益) 

供水間接效益之部分，主要為增加供水穩定性減少缺水風險

之效益，在文獻均指出，減少缺水風險對民生工業之需求上有極

大之效益，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中之備援系統則屬之，可減少之缺

水風險可透過用水需求、水文條件假設以及水資源操作分析推估。

對於供水可靠性之效益，以往常透過替代成本法估計其替代願付

價格，或是透過非市場法估計其調查願付價格以估計其效益，然

目前相關資料有所缺乏，多以替代成本定價予以估計。所謂替代

成本定價，是指當缺水發生時，以其他替代水源供給的市場價格。

如因供水不穩定造成缺水時，政府派遣水車送水來補足用水需求，

但因水車送水之不便性成本不易估計，表示穩定供水之效益相較

水車來的高，故可用派送水車送水的成本定價來估計穩定供水至

少產生之效益。 

要得到供水間接效益前需計算年計供水間接效益，之後再利

用折現率折至轉換年而計算。年計供水間接效益的計算方式如

下： 

年計供水間接效益 

= (缺水造成的損失-正常供水的願付價格) 

  × 年用水量× 缺水機率 

A.水量與缺水機率的探討 

近年來桃園地區缺水的主要原因是原水濁度過高而造成，參

考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分析及改善

策略檢討｣(97)，其將流量與原水濁度進行資料彙整、繪製成流量

-原水濁度關係圖，可得知當洪峰流量超過 5000cms 時，濁度會超



 

6-24 

過 3000NTU。而石門水庫洪峰流量超過 5000cms 為 10%，故因濁

度過而導致缺水的機率為 10%。又現階段因應因濁度缺水的措施

有，分層取水工、中庄調整池，其日供水量分別為 140 萬噸、80

萬噸，但由於每次缺水幾日之數據缺乏，本計畫假設濁度過高時

間分別為 3、4、6 天，計算缺水量如表 6-18 所示。 

 

表6-18 不同情境下年缺水量 

年缺水量(萬噸) 
缺水天數 

3 4 6 

分層取水工  140 萬噸/day 42 56 84 

中庄調整池   80 萬噸/day 24 32 48 

 

B.單位供水間接效益的探討： 

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再生利用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研究(2/2)｣

(99)報告，其避免缺水風險的間接效益可利用缺水造成的損失扣

除正常供水的願付價格，再乘上年用水量和缺水機率來求得，如

下所示。其報告還利用 97 年工業製造業之產值與工業總用水量計

算出單位用水的 GDP 為 1878.36 元/噸，若以折現率 3%將其調整

至 101 年為 2052.54 元/噸。 

另外也可以替代願付價格(imputed willingness to pay)來估計，

如以水車的價格來評估供水穩定之效益，將水車供水單價乘上缺

水量可得到效益。參考｢新竹科學園區抗旱對策與經驗分享｣ (101)

計算水車送水的數值，以每部車可載水 25 噸，每車以 1.5 萬元計

算，其效益為 600 元/噸，若以折現率 3%將其調整至 102 年為 618

元/噸。不同的水資源開發案其供水的穩定會有不同，但其穩定性

確切數值，或缺水之機率需依個案依據相關分析數據訂定之。 

相較於利用產值與用水量計算出 2052.54 元/噸，水車的價格

618 元/噸較為合理，以折現率 3%計算 30 年的總效益，分層取水

工的總效益以 4 天為例 69.87 億元，而中庄調整池為 39.92 億元，

相關數據如表 6-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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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9 不同情境下之總效益 

總效益(億元) 
缺水天數 

3 4 6 

分層取水工  140 萬噸/day 52.40  69.87  104.80  

中庄調整池   80 萬噸/day 29.93 39.92 59..90 

 

4. 供水風險分析 

除以經濟效益分析探討其效果外，亦可以其對於供水風險之影

響評估之，如前所述石門水庫整治計畫於減砂、防淤、供水、備援

等主要因素之分析，短期內可減少濁度避免高濁度造成淨水系統無

法負荷之風險，長期可減少水庫淤積增加庫容及水庫蓄水量，主要

是避免供水風險增加，而中庄調整池以備援為主，則為增加現有之

供水能力，減少風險。 

過去已有「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分析及改善策略檢討」及「氣

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相關研究對於供水分險予

以探討，主要針對高濁度供水風險、枯水期供水風險等分別考慮。

高濁度主要為颱洪事件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度劇增以致取水困難，

嚴重衝擊水庫營運操作及桃園供水穩定，影響民生用水甚鉅。然濁

度之影響因子眾多，牽涉到降雨條件、地質狀況、河川泥砂運移等

因素，分析較為困難，以往研究多以流量作為指標，在此假設下予

以評估，本研究將進一步考量重新分析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再行決

定是否更新相關數據。過去相關研究亦有分析中庄調整供水備援部

分，過去分析以備援系統之定位予以分析，以下就兩部分分別予以

彙整討論。 

(1)高濁度缺水分析 

桃園地區供水主要是由石門水庫供給，但於 93 年艾利颱風的

暴雨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度遽增，使得桃園地區停水近兩周，後

續 94 年颱風如海棠、馬莎、泰利…等，亦造桃園地區供水的不

穩定情形，為改善此情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 97 年執

行｢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分析及改善策略檢討｣計畫。 



 

6-26 

其計畫首先檢視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之原因與歷年相關緊急

供水應變作法，釐清緊急供水所面臨的問題後，再進一步提出應

變作業流程修正與未來改善策略之建議。於庫容維持改善面，建

議一方面持續建立即時之泥砂監測設備提高空間解析度，藉以作

為排砂設施操作參考；一方面思考水庫排砂操作，除善加利用或

改善現有出流設施外，亦建議於庫區中上游段(阿姆坪至羅浮橋間)

與鄰近新柑坪彎道處，可分別新設渾水與異重流排砂道，以減輕

壩前洩洪設施壓力並減短濃(濁)度稽延時間增加排砂水量；穩定

供水策略面，建議除維持現有之排砂操作，亦需持續針對上述排

砂道設置與中水系統等進行可行性分析。 

其次藉由風險分析方法，考量水量與水質之不確定性，以評

估汛期時大桃園地區正常供水可能面臨的風險。因缺乏大量相關

供水實測資料，例如淨水廠不同濁度之實際出水量、淨水廠除污

操作效率、及輸水管線損失水量等資料建立缺水率機率分布函數。

但缺水(量)率主要因不同原水供水量及原水濁度所造成，故理論

上缺水率應為原水供水量與原水濁度之函數。若水庫供水量(壩頂

抽水量 96 萬噸或分層取水工 140 萬)、石門水廠供水量，及板新

水廠所提供之水量皆滿足每日需求水量，則缺水率可視為濁度之

函數，進而可由濁度發生機率來推算缺水率之機率。 

首先先蒐集桃園地區不同濁度之供水量(分層取水工供水量

140 萬噸)。依據自來水公司資料一般淨水廠所能處理的濁度若在

300NTU 以內，可以出水率為 100%原水；濁度超過 3,000NTU ，

出水量開始減少，因此龍潭等淨水廠因其處理能力受原水濁度影

響，則可能造成可用原水不足。 

接著蒐集石門水庫歷次颱風期間所測得表層原水濁度與洪峰

流量資料，繪製成濁度與洪峰流量關係圖如圖 6-10，由可知當洪

峰流量大於 5,000 時，濁度會大於 3,000，有供水不足的危險。｢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網站所列之石門水庫不同重現期

距之洪峰流量資料，由圖 6-11 可看出，當洪峰流量大於 5,000cms 

時，超越機率為 10%，也就是約有 10%機率原水濁度高於

3,000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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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9 濁度與淨水廠處理能力關係圖 

 

圖6-10 濁度(NTU)與洪峰流量(cms)關係圖 

 

圖6-11 石門水庫洪峰流量超越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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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知，該計畫雖然無法直接計算各種原水

供水不足事件之發生機率，但因原水濁度超過 3,000NTU 時，即

可能存在缺水之風險。另藉由原水濁度與洪峰流量間之相關性，

得知原水濁度高於 3,000NTU 、發生原水供水不足之機率之機率

為 10%。也就是，中庄調整池完成後，約有 10%的機率會用到中

庄調整池的水量，若以目前表層濁度量測資料的最大值 (小於

6,000NTU)為基準，現況僅需中庄調整池每日提供 19.7 萬噸的水

量(缺水率 0.18) 即可將供水風險減為 0% 。 

(2)枯水期分析 

「氣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對於「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於枯水期之供水風險予以分析，其考量

之策略包含中庄調整池、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龍潭淨水廠擴建

及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含南北桃連通計畫)，系統則包含重

要水工結構物有石門水庫、後池堰、鳶山堰與三峽堰等，以及平

鎮、龍潭、石門、大湳與板新淨水廠等，其基於質量守恆之控制

方程式，以模擬法進行水資源調配系統動力模型分析，規劃者依

照其經驗研擬不同之方案再試算其結果，以得到較佳之供水調配

方案。由於除了中庄調整池外，其它工程(包含改善尖山中繼加壓

站、龍潭淨水廠擴建及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皆已施工中，故

其計畫考慮所有策略皆完工與中庄調整池未完成之供水差異。 

 

該計畫將中庄調整池設定為備援系統，即平時中庄調整池並不

供水，僅在石門水庫無法滿足目標需求量時，才進行供水，長期模

擬結果如表 6-20 所示，結果顯示在歷史流量下，若無中庄調整池的

加入，面對民國 120 年之目標需水量仍有高度風險，若加入中庄調

整池，對於北桃園和板新地區可有效降低缺水風險(北桃由 SI=3.278

降至 SI=0.371，板新由 SI=1.89 降至 SI=0.431)，但對於南桃園和農

業用水則無明顯助益，南桃園缺水風險仍偏高。南桃缺水風險偏高

主因為南桃園民國 120 年目標需水量為每日 96.2 萬立方公尺，但平

鎮(每日 60 萬立方公尺)、石門(每日 12 萬立方公尺)及擴建後之龍潭

淨水廠(每日 19立方公尺)之總處理能力卻仍小於南桃園之目標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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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故造成南桃缺水風險偏高。因此，為降低南桃園之缺水風險，

建議未來仍需擴建南桃園相關淨水廠之處理能力。 

 

表6-20 石門水庫未受氣候變遷影響下之長期供水缺水指標 

 北桃園 南桃園 桃園 農業 板新 公共給水 

缺水指數(不含

中庄調整池) 
3.278 1.256 1.726 0.916 1.89 1.687 

缺水指數(含中

庄調整池) 
0.371 1.256 0.848 0.916 0.431 0.699 

 

(3)氣候變遷對於供水影響的分析 

近年來由於全球性的氣候變遷、極端氣候水文事件頻率增加，

造成供水的風險增加。為瞭解水庫的供水可靠度，經濟部水利署於

98 年 執行 ｢氣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此計畫蒐

集 64~89 年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資料，利用 GWLF 進行分析，計算

氣變遷後的流量。分析結果顯示未來於 99~134 年平均日降雨 春、

夏、冬季降雨量會有些微的增加，秋季會些微減少；極端降雨事件

降雨量也會增加(最大二、三、四、五日降雨增為 1.1~1.6 倍)；與本

計畫最相關的高濁度供水風險並沒有很大的影響，原供水量 84~103 

CMD，在氣候變遷底下相差量皆小於 3CMD。在枯水期供水風方面

然目前對於氣候變遷下，南桃園枯水期供水調配較歷史資料樂觀，

11、12 及 1 月之日平均缺水率較歷史資料明顯降低，但氣候變遷模

擬結果較歷史資料悲觀，11、12 及 1 月之日平均缺水率較歷史資料

提高、北桃園枯水期調配影響較小、考量中庄功能，對於板新地區

枯水期調配影響也相對較小，北桃園和板新地區之枯水期供水風險

較低，但南桃園則仍有較高的風險。然氣候變遷預估資料有其侷限

性，再加上社會經濟產業條件未來迅速，相關結果仍有待進一步觀

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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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能減碳及環境友善 

節能減碳及環境友善目前已是全球性問題，政府政策必要有減

碳之思考，為建構環保生態、落實防汙節能的生態理念、將環境保

護納入工程責任，本整治計畫致力於減少能源耗用、提升水資源利

用效能、建立綠化環境。 

1. 節能減碳估算效益 

電廠防淤第一期完工後，排砂隧道於 102 年蘇力及潭美颱風排

砂量 91.43 萬立方公尺，於 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颱風排砂量 30 萬立

方公尺，假設由水庫抽泥所需求之能源作為節能減碳之效益。其以

抽水砂能力為 0.25cms，抽淤泥液中水庫淤積量所佔體積百分比為

22.6%，抽泥馬達為 850hp＝642kw，加壓泵甫為 560kw，21 噸卡車

容積7立方公尺油耗4km/，假設運送至合法處理廠運距約30公里，

來回計 60 公里，一輛次卡車共消耗 15 公升柴油來做估算。 

(1)抽泥年耗電量 

A.年實際抽取淤泥總量為 121.43*10
4
/0.226=537.29*10

4
 立方公尺  

B.總抽砂時數：537.29*10
4
/(0.25×3600)=5,970 小時 

C.抽泥馬達：642×5,970= 3,832,740 度 

D.加壓泵浦：560×5,970= 3,343,200 度 

可得抽泥年耗電量為 7,175,940 度，燃煤電廠一度電約產出 0.623

公斤二氧化碳，因此若採抽泥船抽 121.43 萬立方公尺水庫泥沙須消

耗 7,175,940 度電約產生 4,471 噸二氧化碳。 

(2)淤泥卡車運送年耗油(21 噸卡車) 

水力排砂 133.57 萬噸，體積約為 121.43 萬立方公尺，約須

173,468 輛次卡車，故共消耗 2,602,020 公升柴油。每升柴油約產出

2.61 公斤二氧化碳，故卡車運送淤泥共產出 6,791 噸二氧化碳。 

故石門水庫利用排砂隧道採水力排砂的減碳效益為 11,262 噸二

氧化碳。 

2. 減低環境衝擊、化解居民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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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廠防淤第一期改善工程完工後，石門水庫年排砂量約可增加 100

萬立方公尺，假設由卡車運送水庫抽泥所產生之車次作為減低環境

衝擊之效益，以每輛 43 噸卡車可運送 18 立方公尺土方量，1 年需

要 55,556 車次，1 月需要 4,630 車次，1 天需要 155 車次，可大大

減少卡車穿梭於道路中，減少環境汙染。 

(2)工程施工前，調查工區有樹影響施工，基於環境友善，成功移植栽

種，目前成長良好。餘未影響施作部分，以不破壞原地保存為主。 

(3)「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水庫」項下中庄調整池工程及

「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項下電廠防淤工程，工程皆以土石

挖填平衡，大幅降低土石外運量，就地取材，河中卵石作為坡面工

及蛇籠材料，減少對周邊環境衝擊。 

3. 善用重力、節省電力 

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內有沖砂泵及消防泵設置需要，因水庫水

位與下游鋼管約有 100 米水位差(10bar 水壓)，所以直接由鋼管旁通

取水經減壓後即可應用，不只減少設備設置費用，亦將泵運轉所需

電力及維護工作完全省除。 

中庄調整池工程內引水路及輸水路路上段採用重力輸水，與動

力輸水方式相較，每年節省電量，亦可減少碳排放。 

4. 使用 LED 號誌或照明設備 

LED 具節能、耐久、環保及節省維護費用等優點，本整治計畫

於電廠防淤工程及中庄調整池工程之照明設備，採用 LED 燈具規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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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寫各階段、年度執行成果(檢討)報告並協助研考會績效評核資料蒐集

作業。 

完成年度執行成果檢討報告，目前已彙整 102 及 103 年度

之執行檢討報告，瞭解該年度各工項是否達到預期進度，並檢

討改善目標。  

亦會請駐點人員每個月定期蒐集相關資料，如各月執行費

用、預定進度、實際進度及查核點，並於每個月 5 日前將前月

相關資料，至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行政院政府計畫管

理資訊網 (http://gpmnet.nat.gov.tw/gpmnet20/login.aspx)，協助

辦理績效評核資料填寫作業，系統首頁如圖 6-12。  

 

 
網址：http://gpmnet.nat.gov.tw/gpmnet20/login.aspx 

圖6-12 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http://gpmnet.nat.gov.tw/gpmnet20/login.aspx
http://gpmnet.nat.gov.tw/gpmnet20/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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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後續工作重點及各年度工作規劃 

第九分項工作中，已將部分成果研析整理，提供後續工

作重點規劃，如「石門水庫漂浮木與異重流運移之試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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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後續計畫「 (六 )

漂流木攔阻與焚化措施相關規劃」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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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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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阿姆坪與大灣坪防淤隧道之興建」施工方法；「石門水

庫供水操作暨水源及自來水系統最佳化調配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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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石門水庫供水區整體水源利用規劃」提供後續「旱災時水

庫聯合操作與越域引水可行性評估」之基礎研究；「石門水

庫濁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機制鑽探試驗分析」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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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後續

須持續「庫區異重流運移特性監測」以了解水庫泥沙運移特

性；「石門水庫防淤策略對下游河道影響之評估研究」更是

「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及魚類生物影響監測與研究」規劃之

基礎。  

因民國 93 年艾利颱風所造成的水庫淤問題而啟動的「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如前章所描述，已為石門水

庫防洪防淤建立良好基礎，但欲達到「石門水庫防洪防淤綱

要計畫」所設定維持民國 98 年庫容的長期目標，則有待持

續性的努力。研擬往後 10 年 (民國 105 年至 114 年 )防洪防淤

相關議題的工作規劃及石門水庫已執行相關工程之工作重

點，詳表 7-1，分二期辦理，第一期為民國 105~109 年，第

二期為民國 110~114 年，茲分述如下：  

一、新建工程 

(一)石門水庫增設分層取水工 

增設分層取水工除下層取水口(EL.220)需視水庫水位降至標高

EL.218.5 公尺以下方可施作外，其餘工項已於民國 98 年完成，其

可自 EL.236 或 EL.228 取水 140 萬 CMD 並銜接至各用水系統，解

決颱風暴雨事件後因取水濁度過高而影響供水的問題，工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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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億元。 

 

(二)阿姆坪防淤隧道之興建 

本工程之目的在於提供約斷面 19 上游淤積之泥砂經浚渫後送

往水庫下方大漢溪河道的通道，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委外對

斷面 19 上游淤積物的調查顯示部份的淤積物為顆徑小於 0.1mm 的

無價料，另一部份則為可用為砂或卵石的有價料，規劃構想為於

阿姆坪興建一長 3,675 公尺、寬 8 公尺、高 9 公尺的門型隧道，該

隧道區隔為上、下兩部份，上半部裝設輸砂管，下半部可供通水，

設計通水量 600cms。隧道通水量可於進水口控制，隧道出口則銜

接一大型細顆粒泥砂暫置及沖淤池，輸砂管砂漿於隧道出口將引入

一篩選設施，分離粗、細泥砂，其中粗顆粒，D>0.1mm，者將存於

堆置場供標售，細顆粒則放入體積 160,000 立方公尺的暫置/沖淤池，

在調節性放流或水庫必須溢流時打開進水口閘門將沖淤池中之泥

砂沖入大漢溪，估計平均每年有二次此沖淤操作。 

綜上所述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目的如下： 

1. 提供斷面 19 上游水庫抽砂通道，每年約 64 萬立方公尺。 

2. 篩分有價與無價料，有價料標售，無價料利用颱風期多餘水量沖刷

至大漢溪。 

3. 增加水庫洩洪能力 600 cms。 

本工程之興建已取得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同意，正執行沖淤池的

水工模型試驗及基本設計，依據「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行性

規劃」總報告，本工程總工程費 42 億元，工期預計 37 個月。本工

程將採統包方式發包，故若於民國 105 年年底完成發包，則將可於

110 年初完成施工及試運轉。 

 

(三)大灣坪防淤隧道之興建 

數值模擬及水規 1/100 水工模型試驗的成果都顯示，位於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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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斷面 12 左右的彎道處興建防淤道進水口所得的泥砂濃度最高，

為降低進水口施工圍堰的尺度與困難度，本工程以兩支 10 公尺直

徑鼻引水鋼管於垂直方向銜接水庫淤積面高程 EL.195.0 公尺及隧

道進口底檻 EL.220.0 公尺。為達防淤及防洪效果，本工程規劃採

設計流量 1,600cms 及校核流量 1,800cms。在設計及校核流量情況

下，水深與隧道直徑比值(Y/D)分別為 0.75 與 0.85，其中 D 採內徑

13.0 公尺之三心圓，水流則以明渠方式由挑流工挑流至後池，估計

可增加年水力排砂量 710,000 立方公尺及增加石門水庫洩洪能力

1,600 cms，施工預算 60 億元，初估工期 54 個月，建議於第二期辦

理。 

 

二、既有設施更新改善 

石門水庫民國 52 年完工至今已有 50 餘載，水庫出水設施已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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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F，故石門水庫既有設施待視實際使用情形進行更新改善，改善

項目得以電廠、河道放水道、石圳進水口、排洪隧道及後池為主，分

述如下。 

(一)電廠 

1. 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 

(1)改建#2 壓力鋼管為排砂隧道年增排砂量 102 萬立方公尺。 

(2)增加洩洪能力 300 cms。 

(3)#2 壓力鋼管進口由細目改為粗目攔污柵。 

上述項目工程經費 6.72 億元，並於民國 101 年完成。 

2. 防淤一期抗磨 

解決進水口混凝土段及其他鋼管段的磨耗問題，建議於第一期

期間辦理。 

3. #2 壓力鋼管進水口預壘混凝土： 

盡可能拆除預壘混凝土提升排砂效率，並協助維持#1 鋼管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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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放水道門前清淤，建議於第二期期間辦理。 

4. 電廠防淤改善二期工程 

銜接#1 壓力鋼管至二部機組恢復原電廠發電功能，工程經費

2.61 億元，已於民國 104 年完工。 

5. #1 壓力鋼管注水閥 

改善注水閥設計，以利壓力鋼管注水平衡內外水壓，建議於第

一期期間辦理。 

6. #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口閘門提吊動力系統 

改善提吊系統的動力設備以利正常操作，建議於第二期期間辦

理。 

7.  #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建

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二)河道放水道 

1. 河道放水道改善工程 

河道放水道閘門由何本閥改為全斷面射流閘門，以利排砂操作，

年增排砂量 150,000 立方公尺，工程經費 5,171 萬元，於民國 97 年

完成。 

2. 中間隔離閘門更新 

PRO 管路設有環閥隔離閘門，該閘門的排氣閥曾斷裂，且閘體

止水狀況不良，有待更新；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3. 進水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建

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4. 進水口攔污柵 

取出底層攔污柵並重置四片攔污柵。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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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圳進水口改善 

石圳進水口吊門機作業平台位於 EL.190 公尺，除非極度枯旱否

則無法操作關閉進水口進行維修。建議於第二期期間辦理。 

 

(四)排洪隧道 

1. 進水口格框結構增設粗目攔污柵 

排洪隧道以 RC 格框圍攔污柵，但格框間隙大，常有流木穿過，

影響閘門啟閉，增設粗目攔污柵可降低入侵流木尺寸。建議於第二

期期間辦理。 

2. 閘門振動及水路水理研究 

排洪隧道運用流量偏低，因有閘門震動傳言，且據瞭解艾利颱

風後水路有大坑洞，其成因應予以瞭解，以制定改善方案。建議於

第一期期間辦理。 

 

(五)後池 

1. 後池堰/桃圳交會結構 

後池堰與桃圳進水口交界 RC 結構有破損需改善。建議於第一期

期間辦理。 

2. 後池左側護岸 

既有左側護岸由於溢洪道及排水隧道放水都造成沖刷，將來興

建大灣坪防淤隧道有可能加劇此現象，應檢討改善方案。建議於第

二期期間辦理。 

 

三、營運管理及決策支援 

(一)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的防淤操作大部份依賴經驗

豐富的主管，以異重流的運移、水位的變化及下游自來水原水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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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等做判斷式的決策，此種決策模式在人員異動不多的情況下

尚且可行，但將來難免產生品質不良的決策，故建議建立制度化的

決策支援系統。本決策支援系統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其一是在中庄

調整池完工後，阿姆坪防淤隧道完工前；其二是阿姆坪防淤隧道完

工後，大灣坪防淤隧道完工前；其三是大灣坪防淤隧道完工後。建

議先建立第一階段的支援系統，經過幾年實際操作及修正後再依阿

姆坪與大灣坪的工作進度逐步擴大至第二與第三階段。此決策支援

系統除考慮水庫端及自來水用水需求外，亦應顧及下游河道泥砂的

運移或沉積及對魚生態的可能影響。 

未來水庫防洪與防淤操作應並重，故水庫的操作考量因子將更

為複雜，有需要建立決策支援系統，以取代目前依賴經驗豐富主管

的做法，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二)因應防淤操作水庫規線檢討 

現行台灣水庫操作皆以水資源利用或調水需求執行，但調

水操作方式並不一定適合水庫排砂或調砂需求，此種調水與

調砂二種操作方式的矛盾於汛期排洪操作時最為明顯。因此有需

要訂出對水資源利用及水庫永續二者兼顧的操作方式，建議於第一

期期間辦理。 

 

(三)庫區異重流運移特性監測 

石門水庫已執行多年颱洪期間庫區異重流運移的現場觀測，且

得到明確泥砂濃度及異重流運移速度的資料，建議本項工作持續進

行，此成果將有助於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置及驗證，建議於

第一期期間辦理。 

 

(四)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及魚類生物影響監測與研究 

石門防淤操作對大漢溪及淡水河可能產生的衝擊是各界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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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因之必須有明確的資料向社會大眾說明並取得優化及對環

境衝擊較低的操作方式。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為此已進行相

關的模擬，但現實現象與模擬總有落差，有必要經由監測所得資料

調整模式參數，並由此結果回饋運轉方式，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

理。 

 

(五)旱災時水庫聯合操作與越域引水可行性評估 

為因應石門水庫於旱災時操作，考量水庫的操作因子較為複雜，

有需要建立決策支援系統，以取代目前依賴經驗豐富主管的做法，

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六)漂流木攔阻與焚化措施相關規劃 

石門水庫庫容維持為重要之目標，漂流木常影響水庫既有設施，

如何有效攔阻及處置漂流木為重要之課題，應規劃攔截網及相關焚

化措施，以利水庫維護作業，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四、維持庫容浚渫工作之執行 

依據大灣坪與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之可行性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是

欲達石門水庫長期入庫與出庫泥砂的平衡，每年需執行下列疏浚： 

(一)水庫上游段：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二)水庫中游段：每年 64 萬立方公尺。 

(三)壩前區段：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三者合計 144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入庫泥砂的 40%，建議此疏浚

工作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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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石門水庫已執行及後續工作重點綜合表 

類別 設施或計畫名稱 功能或目的 執行情況 
優先

順序 

I.新建工程 

A.增設分層取水工 
可自 EL.236、EL.228 或 EL.220 取水 140 萬 CMD 並銜接至

各用水系統，解決颱風後取濁度過高而影響供水的問題 

民國 98 年 

完成 
- 

B.大灣坪防淤隧道 
 增加年水力排砂量 710,000 立方公尺 

 增加石門水庫洩洪能力 1,600cms 
待執行 2 

C.阿姆坪防淤隧道 

 提供斷面 19 上游水庫抽砂通道，每年約 64 萬立方公尺 

 飾分有價與無價料，有價料標售，無價料利用颱洪期多餘

水量沖刷至大漢溪 

 增加水庫洩洪能力 600cms 

預計 105 年 

發包 

109 年完工 

1 

II.既有設施

更新改善 

A.電廠 

1.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 

 改建#2 壓力鋼管為排砂道年增排砂量 102 萬立方公尺 

 增加洩洪能力 300cms 

 #2 壓力鋼管進口由細目改為粗目攔污柵 

101 年完成 － 

2.防淤一期抗磨 解決進水口混凝土段及其他鋼管段的磨耗問題 待執行 1 

3.#2 壓力鋼管進水口預

壘混凝土 

儘可能拆除預壘混凝土提升排砂效率，並協助維持#1 鋼管

及 PRO 進水口門前清 
待執行 2 

4.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 銜接#1 壓力鋼管至二部機組恢復原電廠發電功能 104 年完成 - 

5.#1 壓力鋼管注水閥 改善注水閥設計，以利壓力鋼管注水平衡內外水壓 待執行 1 

6.#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

口閘門提吊動力系統 
改善提吊系統的動力設備以利正常操作 待執行 2 

7.#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

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 
待執行 1 

B.PRO 

1.河道放水道閘門更新 
出水口閘門由何本閥改為全斷面射流閘門，以利排砂操作，

年增排砂量 150,000 立方公尺 
97 年完成 - 

2.中間隔離閘門更新 
PRO 管路設有環閥隔離閘門，該閘門的排氣閥曾斷裂，且

閘體止水狀況不良，有待更新 
待執行 1 

3.進水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 待執行 1 

4.進水口攔污柵 取出底層攔污柵並重置四片攔污柵 執行中 1 

C.石圳進水口改善 
石圳進水口吊門機作業平台位於 EL.190 公尺，除非極度枯

旱，否則無法操作關閉進水口進行維修 
待執行 2 

D.排洪

隧道 

1.進水口格框結構增設粗

目攔污柵 

排洪隧道以 RC 格框為攔污柵，但格框間隙大，常有流木穿

過，影響閘門啟閉，增設粗目攔污柵可降低入侵流木尺寸 
待執行 2 

2.閘門振動及水路水理研

究 

排洪隧道運用流量偏低，因有閘門振動傳言，且據瞭解艾利

颱風後水路有大坑洞，其成因應予以瞭解，以制定改善方案 
待執行 1 

E.後池 

1.後池堰/桃圳交會結構 後池堰與桃圳進水口交界 RC 結構有破損需改善 待執行 1 

2.後池左側護岸 
既有左側護岸由於溢洪道及排水隧道放水都造成沖刷，將來

興建大灣坪防淤隧道有可能加劇此現象，應檢討改善方案 
待執行 2 

III.營運管理

及決策支援 

A.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未來水庫防洪與防淤操作應並重，故水庫的操作考量因子將

更為複雜，有需要建立決策支援系統，以取代目前依賴經驗

豐富主管的作法 

待執行 1 

B.因應防淤操作水庫規線檢討 
現有水庫規線是以調水為主，並未考慮調砂，因之有要建

立二者兼顧的操作規線 
待執行 1 

C.庫區異重流運移特性監測 持續執行現有的觀測供決策之參考 執行中 1 

D.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及魚類生物

影響監測與研究 

取得實際資料並配合研究成果，掌握水庫防淤對下游河道的

影響 
執行中 1 

E.旱災時水庫聯合操作與越域引水

可行性評估 

於旱災時操作，考量水庫的操作因子較為複雜，有需要建立

決策支援系統 
待執行 1 

F.漂流木攔阻與焚化措施相關規劃 
漂流木常影響水庫既有設施，如何有效攔阻及處置漂流木為

重要之課題，應規劃攔截網及相關焚化措施 
待執行 1 

IV.庫區浚渫 

A.水庫上游段 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執行中 1 

B.水庫中游段 每年 64 萬立方公尺 
阿姆坪防淤 

隧道完工執行 
2 

C.壩前區段 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執行中 1 

註：優先順序：”1”指民國 105~109 年執行，”2”指民國 110~114 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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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1 

一、時間：102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二、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張委員良正意見 

1. 

 

 

 

 

2. 

 

 

 

3. 

教育訓練後續實施時應先思考期對象

及目的，以使整個教育訓練有系統及效

益。 

 

 

本計畫包括行政支援、資料收集及計量

分析(效益評估)，惟效益評估部欲進行

至何種程度，及執行的原則可再進一步

釐清。 

 

本計畫收集的資料眾多，包括文字及照

片、影像等，應思考及規劃後續計畫完

成後，這些資料如何儲存與管理。 

102 年辦理教育訓練、103 年

辦理成果展、104 年辦理本計

畫之成果展示，相關內容參

閱第三章之說明。 

 

效益評估呈現方式以蒐集過

去署內執行經濟效益評估報

告為主，並彙整相關成果與

成效。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收集

之資料，最後將以資料硬碟

方式呈現並交於業務單位。 

 水利署江正工程司俊生 

1. 

 

 

 

 

 

 

 

感謝北水局持續辦理石門水庫整治相

關工作，該計畫執行迄今除第 1 區塊中

庒調整池及石門防淤二期尚在執行

外，其餘多數工作多已完成，故就整體

計畫管考追而言，有其需要同步就執行

成效進行綜整與檢討，以利日後相關人

員查參。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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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2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2. 

 

 

 

 

 

 

3. 

 

 

 

 

 

 

 

4. 

 

 

 

 

 

5. 

 

計畫執行成效檢討重點建議應以院核

定計畫(含最新修正計畫)為基準，並檢

核辦理期程、執行(決算)經費及量化效

益是否符合原核定計畫所列內容，該資

料亦有助日後本署及執行單位向研考

或審計單位說明。 

 

經濟分析於規劃階段及計畫陳報時皆

有詳估，本計畫工作計畫書所提擬辦經

濟分析工作目的為何？建請補充。如要

強化其效益建議以實際颱洪事件檢討

排洪排砂效益，至對於社會面之穩定供

水效益研究主題，是否為本計畫重點，

建議釐清。 

 

為利後續執行查考，本計畫執行檢討報

告建議各年度整理 1 冊，以與現行研考

進度及年度會計帳統一，另本(102)年度

執行成果報告建請執行廠商預為準備

並於明年初提出。 

 

工作計畫書 P1-6 提及總執行檢討報告

將於「第 1 區塊」工作完成後提出，惟

查分層取水工之下層取水口施作時機

尚有不確定性，故建議該總執行檢討報

告仍於契約期程期限前並考量審查所

需時程及早提出，以利相關單位協助校

核數據及內容完整性。 

感謝與會代表意見，將陸續

彙整資料，部分成果呈現在

第二章。 

 

 

 

 

效益評估呈現方式以蒐集過

去署內執行經濟效益評估報

告為主，並彙整相關成果與

成效。 

 

 

 

 

預定 102 年 12 月第一次期

中、103 年 12 月第五次期中

及 104 年總成果報告，為各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 

 

 

本計畫有延長條款，得延長

一年滿足各工作期程。 

 水利署水源組蔡副工程司政育 

1. 

 

有關彙整提出修正計畫工作項目，研提

時機及修正內容等，請北水局儘速確

感謝與會代表意見，依主辦

單位需求，並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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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2. 

 

 

 

3. 

 

 

 

 

 

 

 

 

 

4. 

 

 

 

 

 

 

 

5. 

 

 

 

 

6. 

定，再由委辦廠商協助辦理。 

 

有關網站資料維護工作項目，是否考量

將計畫或工作進度等量化資訊納入按

季更新。 

 

有關參與石門水庫整治計畫相關會議

工作項目，包括何性質會議應先定義清

楚，以利確認蒐集資料類型及用途，另

參加會議除水保局外，應一併包含其他

部會召開之會議。 

 

 

 

 

 

總執行成效(檢討)報告章節格式應依經

建會規定檢討報告撰寫，另應依契約規

定「視需要收錄由其他執行機關提供之

其他分項資料」，納入「穩定供水設施

及幹管改善」及「集水區保育治理」等

資料，以彙整為完整整體計畫檢討報

告。 

 

蒐集委辦計畫成果報告電子檔部分，可

參考以前委辦計畫蒐集完成之內容，再

補足新增案件。 

 

 

研擬重點實施項目及各年度工作計畫

部分，應就未來各規劃中工程各年度擬

 

 

感謝與會代表意見，依主辦

單位需求納入。 

 

 

依主辦單位指示參與相關會

議，現已參與貴局列管計畫

102 年 11 月份檢討會與經濟

部水利署 102 年度列管計畫

推動小組第 10 次會議，未來

將持續參與貴局之各月控管

會議及大署之列管計畫推動

小組會議，以利瞭解本計畫

之經費執行成效及進度。。 

 

感謝與會代表意見，相關格

式將依規定撰寫，總執行成

效將視主辦單位需求編制。 

 

 

 

 

 

已參考交大彙編之 -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委辦

計畫成果摘要彙編集，並適

時修改以符主辦單位需求。 

 

未來將以辦理專家座談會的

方式與署、局內長官討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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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完成進度進行整體規劃，並規畫評估是

否有新增工程之可能。 

續規劃重點。 

 吳課長啟順 

1. 

 

 

 

 

 

 

2. 

 

 

 

 

3. 

 

 

 

 

 

 

4. 

 

 

 

 

 

 

 

5. 

103 年石門整治 1 區塊工作計畫、102

年執行成果、計畫評估等，工作繁雜請

儘快作業俾年底前能提出初稿，另研考

會網頁計畫執行資料填寫、新年度計畫

研擬 (尤其是進度、經費分配及查核

點)，及年底預算保留亦請提前作業。 

 

102 年計畫教育訓練初擬拍照、攝影部

分，非常實用，其他課程內容建議可再

加強，兼具實用、深度及專業，時間儘

量為 1 天而非只 4 小時。 

 

影片記錄部分，廢棄物單獨剪輯一部，

建議與工研院討論，完整將廢棄物 1、2

期清理流程，攝影紀錄剪輯，可於施工

期提前完成，俾人員參觀時撥放宣傳。

另工程部分攝影紀錄，建議可以加強主

要工程、施工流程及品質要求等。 

 

綜整計畫報告部分，建議後續報告先彙

整先前大署相關石門整治效益評估報

告成果，針對不足部份再加強，並將近

幾年相關石門整治工作，如分層取水、

PRO、電廠 1 期及欄木索等運作情形及

成效納入，後續報告可提出架構、大綱

及目錄，俾於會議中討論確定方向。 

 

103 年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規劃資

駐點人員已於 10 月 23 日進

駐，已協助 103 年石門整治 1

區塊工作計畫及 10月份研考

會網頁填寫。 

 

 

 

感謝委員意見，現規劃課程

詳如第三章之說明，共 7 小

時。 

 

 

已請相關負責人提供照片，

以利後續剪輯工作。 

 

 

 

 

 

感謝與會代表建議，將陸續

彙整資料。 

 

 

 

 

 

 

預估將於 103 年 2、3 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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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料建議儘快提出，主題及講者儘量能有

深度及專業。 

以利進行。 

 張主任庭華 

1. 

 

 

 

2. 

 

 

 

3. 

 

 

 

 

 

4. 

 

 

 

5. 

 

 

 

6. 

報告內容有關之水工設施名稱請依「石

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定義之名稱撰

寫。 

 

影片紀錄及宣傳影片製作建議將計畫

期間汛期石門水庫防洪及排砂隧道操

作亦列入錄製工作。 

 

計畫書 P1-6 所列預定進度中，簡介文

宣製作及看板製作將於 103 年 8 月及 9

月辦理，建議能提早製作完成，以利於

103年 6月石門水庫 50週年慶祝活動時

可做為政策宣傳之用。 

 

石門水庫增設分層取水工係於民國 98

年首次操作，報告內誤植為 97 年，請

更正。 

 

石門水庫 50 週年慶祝活動舉辦時間及

項目尚在積極安排中，請與石管中心保

持聯繫，以掌握最新活動內容。 

 

石門水庫及集水區整治計畫執行成效

評估結果，建議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呈

現，以讓一般民眾能瞭解政府施政之具

體成效。 

遵照辦理。 

 

 

 

因工作項目經費及期程考

量，暫不納入。 

 

 

感謝與會代表建議，將提前

至 5 月完成初版。 

 

 

 

 

謝謝指正，已修正。 

 

 

 

感謝與會代表意見。 

 

 

 

未來量化數據以經濟效益方

式呈現，輔以文宣、相片與

影帶宣導方式貼近民眾觀

感。 

 李昶谷 

1. 工程項目(10)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 感謝與會代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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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2. 

新建工程已完工，工程施工過程相關影

像資料請向本局申請提供。 

 

102 年度教育訓練由專業導演指導拍攝

技巧，建議教育訓練對象除本局人員

外，如經費許可擴及監造及施工廠商之

現場人員。另因現場人員為顧及施工安

全及便利性，使用之攝影器材多為消費

型數位相機(非專業攝影器材)，建議課

程內容可配合現場設備及需求調整。 

 

 

 

感謝與會代表意見，將與講

師討論課程內容，以符實際

運用。 

 簡副局長昭群 

1. 

 

 

 

2. 

 

 

 

 

3. 

 

 

 

 

4. 

 

 

 

 

5. 

本計畫請彙整報院各分項計畫及子計

畫項目、內容及修正計畫過程及最終定

案內容。 

 

本計畫報告研擬綱要及目錄，請依相關

機關規定格式訂定，以利彙整各分項計

畫執行成果、操作運用情形及效益評

估。 

 

工作執行進度請將已執行完成及施工

中之計畫項目分別擬訂，已完成項目於

103 年先行彙整並於 50 週年慶辦理展

示。 

 

效益評估請依各計畫項目特性，直接、

間接或有形、無形效益採不同指標評

估，並檢討是否達成原報院計畫目標及

效益。 

 

本局資訊公開網路有關特別預算計畫

已陸續彙整各分項計畫修正

過程，詳如報告第二章。 

 

 

遵照辦理，現已參考經建會

與署內格式製作。 

 

 

 

將於 50週年慶展示已完工之

影片、看板及各項工作內容。 

 

 

 

詳如第五章，並陸續更新。 

 

 

 

 

目前正在彙整相關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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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6 

 

 

 

7. 

內容，請台灣大學水工所協助檢視、更

新及維護。 

 

水利署或水規所已彙整或研討成果之

報告，原則依各報告綜整結果納入本報

告，避免重複工作內容。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各委員及出席人

員意見檢討及修正，後續工作方向，並

於下次報告提出說明。 

依預定期程更新及維護。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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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8 

一、時間：102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陳委員俊成意見 

1. 

 

 

2. 

 

 

 

 

 

 

 

 

 

 

 

 

 

 

 

 

3. 

 

建議未來報告能增列報告摘要。 

 

 

基於工作項目包括計畫修正與各計畫執行

及產出的綜合分析，建議報告中應呈現： 

a.計畫修正後的橫向相關計畫時程與內容

的分析。(如排沙與疏濬、調查規劃與設

施工程) 

b.各計畫進度落差的相互影響評析及督導

進度的優先順序。 

c.已完成計畫的成果驗證確認。 

d.未來計畫規模、標的期程的檢討調整。 

 

 

 

 

 

 

 

 

效益評估是以最大淨效益(B-C>0)，或以最

大益本比(B/C>1)為評量比較標準應一致。 

1.謝謝指正，已增列摘

要在目錄之前供參。 

 

2. 

a.請參閱第二章內容。 

b.利用各月查核點及

會議檢視進度，詳如

第五章。 

c.已完成之計畫於災

害時，有效達成其預

計成果，如電廠防淤

一期工程，於風災時

有效排砂，詳如第五

章。 

d.於 102 年之檢討報

告中，該年度之預定

成果皆已達成，並檢

視未來工作目標，詳

如第五章。 

 

3.謝謝指正，已增加相

關說明如第六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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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4. 

 

5. 

 

P6-7NPV 公式有誤請修正。 

 

P6-5 供水間接效益不宜以科學園區的預期

水價為一般製造業代表，應有更多製造業的

預期水價調查，再根據產業規模加權平均。 

 

4.謝謝指正，已修正。 

 

5.將依據建議修正參考

數值，相關修正說明於

報告 6-5 頁。 

 水利署江正工程司俊生 

1. 

 

 

 

 

 

2. 

 

 

 

 

 

3. 

 

 

 

 

4. 

 

報告未見「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執行成

效綜整」工作成果，上開工作重點在於成效

綜整與更新，而非交待執行過程或直接引用

過時成果，相關繁雜資料請進一步精簡並重

點整理呈現。 

 

前次意見回應「本期中報告係為本年度執行

成果報告」，惟目前所送報告內容多為未來

本工作之作業規劃與相關規劃階段附件，而

非針對本年度整體計畫工作執行成果單獨

成冊，請依 101 年度報告格式編撰。 

 

附錄資料過多，易失焦，所附列管計畫會議

紀錄及石門水庫防洪防淤整體綱要計畫(含

其審查過程意見回應)目的為何?，如僅為參

考建請摘錄重點。 

 

石門整治計畫迄 102年度各工項經費執行及

工作辦理情形，究那些工項已完成或辦理

中，應有總表能清楚說明，而非由讀者自行

歸納，請加強。 

1.詳如第二章表 2-1 計

畫工作內容一覽表，有

關成效綜整與更新已於

第 5 章增列。 

 

 

2.目前 102 年執行成果

報告正在彙整中，已於

1 月 27 日呈核。 

 

 

 

3.附錄資料為本報告撰

寫之依據，已節錄重

點，以免報告失焦。 

 

 

4.有關完成或辦理中之

工項詳於第五章中表

5-7 皆有成列。 

 水利署水源組蔡副工程司政育 

1. 

 

表 2-1 內「(五)第 2 階段(依擬提報數)」一欄，

因第 2 階段計畫書已核定甚久，建議將「擬

1.謝謝指正，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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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2. 

 

 

3. 

 

 

 

 

 

 

4. 

 

 

 

 

 

 

5. 

 

 

 

提報數」進行修正調整為宜。 

 

附 3-31 頁至 3-47 頁，計畫主持人一欄「本

善姓名」應為誤繕，請修正。 

 

第肆章、成果彙整展示，包括「蒐集本整治

計畫執行期間第一區塊相關工程資訊、委辦

案件及其他相關執行成果」，惟所附表例均

為研究計畫，工程資訊部分應有不同格式及

呈現方式，爰建議另訂工程資訊之格式。 

 

 

表 4-3 成果拍攝時程表，未含中庄調整池輸

水路(過河段)、抽泥作業、環境改善(第 11

分項)等，建議整體考量將重要工項均納入拍

攝。 

 

 

 

年度預期效益內容含「1.完成各年度執行成

果報告」及「2.完成各年度工作計畫」，有

關 102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及 103 年度工作計

畫應非於第二次期中報告時 (103.3.10)提

出，建議提前於 103 年初完成，目前應已完

成初稿，辦理情形如何？ 

 

 

2.謝謝指正，已修正。 

 

 

3.工程資訊部分，將彙

整工程名稱、設計單

位、監造單位、承造廠

商、工程期程、工程經

費及工程執行內容，格

式詳見第四章表 4-1。 

 

4.感謝委員意見，相關

工程業已納入拍攝時

程。其中輸水路(過河段)

已於 103 年 1 月 23 日進

行拍攝，詳見第四章表

4-8。 

 

5.102 年度執行成果報

告已於 103 年 1 月 24 日

呈核；103 年度工作計

畫已提送至水利署審核

中。 

 吳課長啟順 

1. 

 

 

 

 

103 年配合石門水庫 50 周年研討會辦理規

劃近日請提出，尤其是相關題目、講者、時

程、場地、行程內容規劃、石門整治成果展

示看板等。 

 

1.目前相關題目、時

程、場地、行程內容規

劃已確定，並已聯絡各

場之與談人，石門整治

成果展示看板初版已於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一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11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2. 

 

 

 

 

 

 

 

 

 

3. 

 

 

 

 

 

 

4. 

 

 

 

 

 

5. 

 

 

 

成效評估部分，建議下次報告能將先前相關

研究成果作彙整，並建議後續評估方向。如

石門整治計畫可以維持供水正常、延長水庫

壽命，石門供水區域工商產值，光是桃園地

區 1 年就有 2 兆元產值，後續成效部分可以

納入評估。 

 

 

 

 

施工紀錄(影片、照片)部分，建議多與工務

所工程司討論，儘量能有重要工項施工程序

呈現，希望除留下紀錄、製宣導影片，亦可

留作以後局新進施工人員教育訓練教材。其

他施工環境保護，如移植鷺鷥林及敦親睦鄰

努力，工程司與廠商施工辛苦的一面。 

 

中庄調整池計畫效益部分，今年蘇力、潭美

颱風排砂操作經驗顯示中庄調整池未完成

前，要兼顧供水，水庫操作難度甚高，且具

有較大風險，相關報告請洽計畫課提供，整

理後納入後續報告。 

 

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計畫規劃經費由石

門整治計畫第 1 區塊第 8 分項支應，目前計

畫已陳報行政院，相關報告請洽計畫課提

供，整理後納入後續報告。 

 

2 月 27 日提送。 

 

2.本研究已納入先前相

關研究成果彙整、並提

出後續評估方向。整治

計畫範疇方面，將採用

零方案與整治後之效果

差異作比較，以免有過

於高估之情形，將進一

步蒐集目前相關成效分

析評估。 

 

3.於施工拍攝時，皆會

與工地負責人聯繫，並

了解工程現況以取得重

要之工項施工程序，將

於各工程短片時呈現。 

 

 

4.已與該計畫承辦人，

收集相關報告，說明在

第五章第三節。 

 

 

 

5.感謝與會代表建議，

已與計畫負責人聯繫取

得相關資料。 

 李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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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1. 

 

 

 

 

 

2. 

 

 

 

 

 

 

3. 

現場拍照攝影部份，除一周前通知外，建議

仍請與各工地窗口保持聯繫，並於 3 日(或 1

日)前再次與工地確認攝拍時間與標的，以利

現場準備作業(施工工項與動線安排的)，節

省拍攝所需時間，並維持工進。 

 

進入工區內，非工程人員仍請注意服裝及設

備應符合相關勞安規定。部份工區相對具有

危險性，如有移動攝影設備協助需求，可於

聯繫時先行提出，以安排相關人力機具協

助。 

 

 

工地拍攝成果於使用前，建議請工地工程師

協助篩選素材，以呈現較佳之工程成果。 

1.感謝與會代表建議，

爾後拍攝時將與各工地

窗口緊密聯繫，確認拍

攝項目以利工進。 

 

 

2.感謝委員意見，往後

進入拍攝現場時，會注

意拍攝人員之勞安問

題；若有人力或機具之

協助，將會提前與負責

人提出。 

 

3.感謝委員意見，爾後

成果報告時，將請工地

工程師協助篩選素材。 

 

 簡副局長昭群 

1. 

 

 

2. 

 

 

 

 

 

 

 

 

3. 

下次會議請本局參與整治計畫各課室主管

或派員參加。 

 

教育訓練地點及上課方式，請台灣大學依契

約規定範圍內，檢討會適當地點辦理，提高

同仁參訓意願。 

 

 

 

 

 

 

102年 12月 5日行政院國土保育專業小組視

1.遵照辦理。 

 

 

2.102 年度教育訓練已

於北水局內會議室辦理

完畢，103 年配合石門

水庫 50 周年研討會地

點於依山閣，預計 104

年度之教育訓練將選於

北水局會議室，以利局

內同仁參與。 

 

3.遵照辦理。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一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13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4. 

 

 

 

 

5. 

 

 

 

 

 

 

 

6 

察石門水庫土石管理及排砂設施，檢討內容

有關本計畫事項，請參考辦理。 

 

配合石門水庫 50 周年活動，辦理本計畫之

研討會，請先研提會議議程、講題、主講人

等研討會內容，並召開工作會議檢討辦理方

式。 

 

水庫清淤影片，請補充上游義興壩、羅浮地

區清淤、水庫抽泥、沉澱池清運台北港回填

及電廠排砂隧道等作業，現場紀錄資料，並

彙整中游防淤隧道模擬動畫影本。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與會人員意見

修正及補充。 

 

 

 

4.已於 103 年 2 月 17 日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

已彙整研討會相關協助

事宜，詳如第三章。 

 

5.因義興壩、羅浮地區

清淤、水庫抽泥、沉澱

池清運台北港回填及電

廠排砂隧道等作業已陸

續完成，已向承辦單位

養護課彙整資料，於爾

後彙整後影片中。 

 

6.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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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3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張委員庭華 

1. 

 

 

 

 

 

 

 

2. 

 

 

 

 

 

3. 

 

 

4. 

 

 

 

 

 

P.2-13 漂流木打撈包含石門水庫蓄水範圍

及上游大漢溪主流河道兩大部份，建請明

確說明。 

 

 

 

 

 

P.3-1102 年已辦理完成之教育訓練不宜以

「預計」之敘述，另報告內容對於辦理時

間可不必敘述至幾時、幾分；同頁「北區

水資源局」重複出現，參加對象與表 3-1 所

述不符。 

 

P.4-22 淤積量減少為每年「236m
3」遺漏「萬」

字。 

 

各項計畫之相關績效評估表包含哪些項

目？如何評估？請執行單位說明；另本計

畫人員參與本局列管計畫各月份檢討會議

之敘述與實際參與情形不同，請修正。 

 

 

1.水庫上游漂流木打

撈，包含石門水庫蓄水

範圍漂流物打撈及坡岸

上擱置物清除工作及大

漢溪主河道石門水庫上

游擱置物清除工作，詳

如 P.2-13。 

 

2.已修正敘述，詳如

P.3-1。 

 

 

 

 

3.已修正詳如 P.4-22。 

 

 

4.相關績效評估如各月

執行費用、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及查核點，於

前年年底設定各工作項

之目標，並報署核定，

於各月彙整資料，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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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P.5-5 建議增加石門水庫設計有效蓄水量及

目前有效蓄水量。 

 

 

 

 

P.5-6 石門水庫淤積一覽表請完整呈現各年

淤積情形。 

 

P.5-7 表 5-3，102 年度執行成果與效益有包

含歷年之資料或僅當年之資料，建議表達

方式能一致。 

 

 

 

P.5-8 分層取水工穩定供水效益建議能量

化，包含穩定供水天數及供水量。 

 

 

P.5-11 表 5-7，96 萬噸抽水系統拆除時間請

列入內容，另石門大圳退水路之流量不只

30 萬噸，請確認修正；石門大圳退水路完

成時間有 97 年及 98 年之不同敘述，請確

認並修正。 

 

P.5-1296年完成第 1及第 2條攔污索之敘述

不正確，請修正。 

 

附錄二放入本局列管計畫 102 年 11 月份檢

各工作執行情形，詳如

P.6-10。 

 

5.石門水庫設計有效蓄

水量 2億 5188萬立方公

尺，目前有效蓄水量 2

億 987 萬立方公尺，詳

如 P.5-6． 

 

6.已呈現各年淤積情

形，詳如 P.5-8 及 P.5-9。 

 

7.因部分項目為延續性

計畫，故呈現時會將該

年度及歷年之資料加以

顯示，以利展現整體成

效。 

 

8.分層取水工完工後，

以供水達 1,136 小時，

詳如 P5-13。 

 

9.已增列敘述，詳如

P.5-16。 

 

 

 

 

10.已修正敘述，詳如

P.3-1。 

 

11.爾後列入有關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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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討會議紀錄之用意為何，請說明，如無必

要，建請刪除。 

 

 

附錄三各計畫基本資料內容「本善姓名」，

請刪除「本善」二字。 

 

本計畫成效評估部分除可量化與不可量化

效益分析評估外，經濟效益之評估建議能

針對各分項計畫加以分析評估並有具體量

化之效益成果，以利本局對外說明。 

 

 

 

 

 

 

 

報告內容其他建議修正部分： 

(1) 50「周」年→50「週」年。 

(2) 艾「莉」颱風→艾「利」颱風。 

(3) 本 (96)年度、本(102)年度之敘述請修

正，以免對時間之混淆。 

(4) 艾利颱風造成桃園地區停水時間之敘

述宜明確說明。 

畫之會議紀錄，以利了

解其會議對本計畫之協

助。 

 

12.謝謝指正，已修正。 

 

 

13.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

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

中，僅有第六分項-中庄

調整池計畫有報院核定

之目標效益，但因該工

程尚未完成，無法進行

對照，目前持續彙整該

工程資料，以利完工後

進行對照檢討。 

 

14.已修正。 

 孟副工程司中杰 

1. 

 

 

2. 

 

 

電廠一期工程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工，

P2-16 請修正。 

 

建議將本案所針對第 1 項子計畫項下辦理

各工作項目辦理內容、期程及完成情形

等，列表說明。 

1.已修正詳如 P2-16。 

 

 

2.已增列相關表格，詳

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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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第五章計畫執行及產出分析，請更新至 102

年完成成果。 

 

承上，庫容維持成果效益，既有設施排砂

功能改善排砂隧道，建議依本局報署備查

102 年 2 場颱風啟用成果補充。 

 

承上，穩定供水，增設水庫取水工建議補

充 98 年啟用迄今之成果效益。 

 

 

第六章成效評估及執行成效綜整，建議針

對報院核定計畫之目標效益列出以利與執

行成效對照檢討。 

 

3.已更新至 102 年成

果，詳如 P5-11。 

 

4.已增列詳如 P5-6。 

 

 

 

5.分層取水工完工後，

以供水達 1,136 小時，

已增列詳如 P5-13。 

 

6.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

水庫更新改善計畫中，

僅有第六分項 -中庄調

整池計畫有報院核定之

目標效益，但因該工程

尚未完成，無法進行對

照，目前持續彙整該工

程資料，以利完工後進

行對照檢討。 

 廖副工程司東昇 

1. 

 

 

 

 

 

 

2. 

 

P4-3 表 4-1 中庄攔河堰監造委託技術服務

案空白請填列廠商為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經費為 21,958,584，另攔河堰工程

廠商為南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彥韋營造

工程股份有公司聯合承攬，經費為

959,903,826 請更正。 

 

攔河堰工程以報告表 4-6 所示，拍攝記錄約

2 個月 1 次，目前本工程堰体、護岸排樁及

1.已修正詳如 P4-3。 

 

 

 

 

 

 

2.將密切與工地負責人

聯繫，了解可拍攝之工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二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18 

護岸擋土牆施作正白熱化中，且本工程被

指名提報金質獎，建議增加拍攝次數，以

為因應。 

項。 

 王副工程司啟明 

1. 

 

 

 

2. 

 

 

 

3. 

簡報 P.35，50 週年研討會影片如有包含整

治計畫第三區塊集水區治理，本課可配合

協助拍攝。 

 

簡報 P.52，方案 C 所提上游治理 11 萬方，

是否指整治計畫第三區塊完成後的工程防

砂量？請再確認。 

 

50 週年看板中，中庄調整池，引水路部分

應為〝引水路深開挖箱涵〞，另照片顯示

擋土坂有破損現象，建議洽保育課更換照

片。 

1.感謝與會代表意見， 

 

 

 

2.11 萬方治理量是指上

游治理可減少運移至庫

區淤積之入砂量。 

 

3.相關照片已更新，詳

如 P3-10。 

 簡副局長昭群 

1. 

 

 

 

 

 

2. 

 

 

 

 

 

3. 

 

 

石門水庫五十週年研討會、文宣廣告、邀

請函、場地佈置、研討會報告及會場主持，

請於三月底前擬妥方案，並於四月開始積

極執行相關工作。 

 

 

第二章各階段執行分項計畫、工作內容、

表 2-1 經費表，請彙整於表 5-7 彙整表。請

依各工作預算或契約內容參考表 2-1 詳

列，並請各辦理單位檢核及提供辦理前後

照片。 

 

本計畫效益檢討有關計畫前評估年入庫泥

砂 353 萬立方，應與整治後年入庫泥砂量

經重新評估後予以比較，再參考投入經費

1.有關石門水庫五十週

年研討會相關事務已於

3 月 31日備妥，並於 103

年 4月 16日順利辦理研

討會。 

 

2.感謝主席建議，已增

列相關表格，詳如附錄

二。 

 

 

 

3.近幾年整治後年入庫

量因受較大颱風 (如蘇

力颱風 )影響，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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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估算經濟效益。分別以減砂、防淤、供水、

備援等成果評估本計畫綜整效益。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出席人員意見修正

及補充，並於下次報告說明。 

765.1 萬 噸 、 102 年

1292.4 萬噸，均超過過

去之均值，現第六章已

闡述評估之成果。 

 

4.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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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3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張委員庭華 

1. 

 

 

 

2. 

 

 

 

 

 

3. 

 

 

4. 

 

P.6-26 述及「相關經費概估如表 6-4，」惟

實際上表 6-4 為防洪防淤策略與措施一覽

表，與所述不符。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

水庫更新改善執行已有具體成效，惟第陸章

第三節標題為：「研擬後續緊急供水工程暨

水庫更新改善重點計畫……。」，似與本計

畫之需求不符。 

 

第伍章及第陸章各節名稱不宜直接摘錄內

文而造成名稱冗長，宜有簡要之名稱。 

 

第陸章「既有政策之執行檢討」及「預期效

果及影響」內容過於簡略，宜有具體之檢

討、研析與評估。 

1.現相關需求經費概估

如錯誤 ! 找不到參照來

源。經費概估之欄位所

示。 

 

2.現後續推動計畫已在

第七章專章說明。 

 

 

 

 

3.已修改第伍章及第六

章各節之名稱。 

 

4.現有檢討內容與效益

說明如第六章與第七章

第一節說明。 

 吳正工程司慶現 

1. 

 

 

 

2. 

報告第伍章及第陸章之目錄宜簡化，以利閱

讀。 

 

 

報告 P.4-9 頁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水工

1.已修改第伍章及第六

章各節之名稱。 

 

 

2.已修正詳如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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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模型試驗研究，其中模型比尺標示請修正。 

 

報告 P.5-9 頁石門水庫淤積一覽表，請修正

至最新之淤積測量成果。 

 

報告 P.5-8 頁泥砂浚渫，考量歷年浚渫量列

表說明，以利評估浚渫成果。 

 

參考文獻中考量在執行計畫所參考資料彙

整，並依年代順序排列以利查詢及閱讀。 

 

附錄三、成果報告書資料編列成果摘要，考

量增列新近成果。 

 

 

3.已更新詳如 P5-10。 

 

 

4.已新增歷年浚渫量列

表詳如 P5-10。 

 

5.參考文獻已依年代順

序排列。 

 

6.附錄三之成果摘要皆

已為最新之成果，將持

續增列未來完成之成

果。 

 廖副工程司東昇 

1. 

 

 

2. 

 

 

 

 

3. 

摘要請確認攝影團隊是否僅有 4次至工地現

場拍攝。 

 

影片紀錄及宣導影片製作，每月至少出機 1

次，由表 4-5~4-10，中庄工程僅 102 年 11

月及 103 年 1 月符合契約規定，請說明或補

正。 

 

P3-5 民國 103 年“將”配合石門水庫 50 週年

研討會…，本研討會已過去，使用“將”不適

用，另表 3-2 應為水利署副署長非水利署署

長，請改正。 

1.已確認出機次數為 10

次，詳細日期如 P4-16。 

 

2.已確認出機次數為 10

次，詳細日期如 P4-16。 

 

 

 

3.已修正詳如 P3-5。 

 徐副工程司永達 

1. 

 

 

P1-6 期程至 104 年 12 月，第六分項中庄調

整池工程計畫於預定 105 年結束，本計畫是

否有因應對策。 

1.本計畫有後續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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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拍攝部分針對工程特性、重點拍攝，較能呈

現效益(與設計或承辦人溝通)或提供照片來

後製(代表性照片)。 

 

 

簡報 P32，黃導演沒戴安全帽。 

 

 

工程資料彙集，訂定出需要項目，以利人員

提供。 

 

2.將密切與工地負責人

聯繫，了解可拍攝之重

點，以便未來製作影

片。 

 

3.未來至工地拍攝時會

注意勞安部分。 

 

4.工程資料將以上網招

標文件及竣工驗收成果

報告書及竣工或查驗紀

錄照片為主要項目。 

 謝正工程司明和 

1. 

 

 

 

 

 

 

2. 

 

 

 

3. 

P2-38 表 2-4 調整池一期工程 105 年完工後

需與攔河堰工程配合測試運轉，建議驗收階

段放在 106 年。 

 

 

 

 

P4-8，表 4-3 調整池一期工程，因第一次展

延工程至 104 年 12 月 30 日，部分施工項目

期程有調整，會後另行提供。 

 

P5-9，表 5-4 水庫淤積測量，103 年有辦測

量，建議更新。 

1.目前配合「石門水庫

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2 階段第 3 次修正計畫」

將預計整體石門整治計

畫展延至 105 年底為因

應，詳如 P2-38。 

 

2.已更新拍攝期程。 

 

 

 

3.已更新詳如 P5-9。 

 簡副局長昭群 

1. 

 

 

 

本計畫工程資料蒐集以上網招標文件及竣

工驗收成果報告書及竣工或查驗紀錄照片

為主要項目，並請於本局內部共用檔案專區

設置專用資料夾，請計劃課確認工程項目後

1.目前已統整本整治計

畫之工程項目，且於本

局內部共用檔案專區設

置專用資料夾，並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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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函文各課室、中心配合。 

 

50 週年研討會使用看板提供石管中心做為

水資源宣導使用，並於適當地點提供民眾閱

覽。 

 

特別預算原訂有二階段目標，本計畫成效綜

整評估應檢討原目標達成率，除經濟效益外

請一併評估缺水風險降低百分比。 

 

 

 

 

 

 

 

 

 

 

 

本計畫研擬重點計畫項目及各年度工作計

畫，應以石門水庫營運管理規劃建設項目，

請參考北區水資源經理計畫及水庫安全評

估報告規劃及建議事項為主。 

 

本計畫章節大綱請依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所

需內容及一般成果報告格式編輯。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各委員及與會人員意

見修正及補充。 

各各課室、中心配合。 

 

2.遵照辦理。 

 

 

 

3.本計畫增列供水風險

分析乙節、參考過去研

究「石門水庫高濁度缺

水分析及改善策略檢

討」及「氣候變遷對石

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

分析」，彙整相關設施

於高濁度與枯水期之供

水風險影響，考量資料

一致性，本研究將進一

步評估重新分析之必要

性與可行性，再行決定

是否更新相關數據。 

 

4.現已參考相關資料，

如第七章第二節之說

明。 

 

 

5.感謝主席建議，已修

正本計畫之章節大綱。 

 

6.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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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3 年 9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簡副局長昭群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吳委員東雄 

1. 

 

 

2. 

 

 

 

3. 

 

 

4. 

 

 

 

5. 

 

 

 

6. 

各頁尾：台大水工所字樣及 LOGO 建議取

消。 

 

P2-22~P2-33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各階段修正前後辦理工作內容一覽表，呈現

方式請各分表以總表方式列出。 

 

表 2-6 各工程展期期程表，各時間節點請與

主辦單位確認。 

 

P4-7~P4-9 表 4-3 成果拍攝時段表各工程或

工作已完成者以實際完成時間呈現，不宜再

用「預計」。 

 

第柒章後續規劃建議，最好加一節明確的結

論與建議。 

 

 

P1-4 成效評估與後續規劃建議，(1)效益量

化及不可量化部分宜再加強。 

1.已取消各頁尾之字樣

及 LOGO。 

 

2.已新增各階段各修正

計畫原因及期程一覽

表，詳如 P2-13。 

 

3.各工期展期期程已確

認，詳如 P2-6。 

 

4.已修正各表格之敘

述，詳如 P4-4~P4-6

表 4-3。 

 

5.所建議的後續規劃事

項宜將與局裡相關課

室討論後方訂之。 

 

6.本計畫已延續過去研

究計畫，採用效益移

轉法進行可量化效益

的分析、計算經濟效

益，並加強不可量化

效益的敘述。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四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25 

 張委員庭華 

1. 

 

 

 

 

 

2. 

 

 

 

 

 

 

 

 

 

 

 

 

3. 

 

 

 

 

 

 

 

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及中庄調整

池工程計畫之修正計畫刻正陳報經濟部，預

定於今(103)年 11 月將奉行政院核定。請本

案執行單位關注前述修正計畫核定內容及

時間，於後續報告中及時更新。 

 

分層取水工完工操作後對於汛期穩定供水

有顯著效益，報告內容除對於其供水時間有

敘述外，建議對於其供水南、北桃園之水量

亦加以敘述。 

 

 

 

 

 

 

 

 

 

第陸章對於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成效評估建議能以淺顯易懂及口語化的內

容呈現，以利主辦單位對外說明時外界能較

易瞭解。 

 

 

 

 

第柒章執行策略為建議成立「淡水河流域管

理委員會」，惟其工作項目係以水庫防淤排

砂為主，建議內容能加以檢討修正。 

 

1.各修正計畫已於 103

年 11 月 14 日經行政

院審議修正，相關內

容已增列至報告中。 

 

 

2.本計畫對分層取水工

之探討如第陸章第一

節所述，並蒐集增設

中庄調整池前後未受

氣候變遷下之南北桃

園缺水指標變化，然

對於分層取水工完工

操作後供水南、北桃

園之水量之資料仍缺

乏，將會與主辦單位

持續討論、聯繫，若

有資料將即時更新。 

 

3.本計畫已更新第陸章

之文字，並於重要數

據計算、概念於圖表

中呈現，如可量化效

益中的各種效益值、

缺水指標的改變 …

等。 

 

4.本建議因執行不易而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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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P7-10 敘述「PRO 防淤 31.5CMS」，建議內

容能再精確。 

 

報告內容及部分文字誤植部分，本人已標註

於報告中，於會後提供執行單位參考修正。 

5.已依委員建議修正為

34CMS。 

 

6.相關誤植部分已修

正。 

 劉副工程司奕成 

1. 

 

 

 

 

 

2. 

 

 

 

3. 

 

 

4. 

第貳章 第一階段分項計畫計十二項，惟各

分項計畫所敘述內容，部份過於簡略，請以

同一標準撰寫。 

 

 

 

本報告內，部份水工結構物前後名稱不一或

誤植、部份工程名稱內容有誤，請臺灣大學

團隊洽主辦單位逐一確認。 

 

部份工程完工或啟用時間或因果關係敘述

有誤。 

 

餘詳報告書加註部份，請加以確認其正確

性。 

1.該章節為敘述整治計

畫各階段及各修正計

畫之內容，依原計畫

內容呈現，已符合修

正之過程。 

 

2.相關誤植部分已修

正。 

 

 

3.相關誤植部分已修

正。 

 

4.相關誤植部分已修

正。 

 李副工程司永安 

1. 

 

 

2. 

 

 

 

3. 

 

 

目錄名稱建議精簡。(如第貳章、第參章、

第伍章第五節及第柒章第一節) 

 

文章內敘述之語氣，有許多似乎已過去時間

之描述，建議於報告完成前全部再順一遍。

(如 P5-4 以”目前”之描述) 

 

本計畫因需蒐集 95 年迄今之各工作資料，

惟因此期間已有諸多承辦同仁異動或退

休，蒐集時間較費時，建議委予規劃收集方

1.部分目錄名稱已精

簡。 

 

2.遵照辦理。 

 

 

 

3.以決標公告及竣工驗

收成果報告書及竣工

或查驗紀錄照片為主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四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27 

 

 

4. 

 

 

 

 

5. 

 

 

6. 

 

 

 

 

 

7. 

式及時程以期完整。 

 

文字誤植： 

(1)附 1-15 第 8 點辦理情形內”以”字。(另附

1-17 第 5 點亦同) 

(2)附 1-20 張委員第 1 點辦理情形。 

 

報告建議語氣須以本局立場撰寫，避免以本

團隊、貴局方式撰寫) 

 

成效評估因原計畫有修正，應有差異說明之

彙整。 

 

 

 

 

第柒章段落”依據”，段落及敘述似乎為另一

報告的感覺，建議修正 

要項目。 

 

4.相關誤植部分已修

正。 

 

 

 

5.相關部分已作修正。 

 

 

6.計畫期程展延使中庄

調整池供水延後，相

關數據已彙整，將納

入總執行成效報告

中。 

 

7.相關部分已作修正。 

 

 徐副工程司永達 

1. 

 

 

2. 

 

 

 

3. 

引水路工程已於 7 月 29 日完工，可前往拍

攝相關成果相片。 

 

有提及協助提供並製作資料以利取得金質

獎(簡報 P49)，考量是否可加入查核成績。 

 

 

P4-7~P4-9 開工日期改為施工日期，拍攝項

目可再確認。 

1.將排定期程至該工程

拍攝。 

 

2.已彙整相關資料，將

列入於總執行成效報

告。 

 

3.已修正各表格之敘

述，詳如 P4-4~P4-6

表 4-3。 

 簡副局長昭群 

1. 

 

本計畫執行工作項目彙整表，請送本局各執

行單位已完成項目於 9 月 30 前填報，並於

1.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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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局內網站上傳相關資料，所需資料內容及格

式請台大擬訂後一併於網站，具體說明或提

供範例。 

本計畫拍攝紀錄影片請上傳至本局網站，以

利辦理環教或相關單位參訪時可提供參考

及說明。 

 

報告內工程項目名稱、期程及經費等均依主

計室控管之彙整資料修正。 

 

本計畫內獲經濟部及工程會頒獎之工程，請

將該工程之內容及獲獎資料集章說明，並列

入原簡報檔案資料。 

 

第柒章後續規劃建議，請依簡報資料及養護

課水庫安全評估建議事項規劃，硬體方面水

庫更新改善項目及軟體方面水庫操作管理

策略。 

 

本報告原則認可，請依委員及與會人員意見

修正及補充。 

 

 

 

2.相關影片已上傳至貴

局資料庫。 

 

 

3.遵照辦理。 

 

 

4.已彙整相關資料，將

列入於總執行成效報

告。 

 

5.請參閱一(5)之回覆。 

 

 

 

 

6.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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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水利署江正工程司俊生 

1. 

 

 

 

 

 

2. 

 

 

 

 

 

 

 

3. 

 

 

期中報告記載過多執行過程及繁雜內容，

似為廠商工作日誌，難以瞭解重點所在，

請以執行單位立場，綜整歸納撰寫成果報

告，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工作重點在於石門整治計畫執行成

效綜整，惟由歷次期中報告來看，此部分

內容均偏少且未深入評估致迄今仍無具體

成果，後續石門整治計畫執行成效總報告

是要另案提出或併期中報告分階段審查，

建請主辦單位釐清並督請廠商提早辦理，

俾於計畫完成後陳報行政院。 

 

本計畫請依行政院石門整治第 3 次修正計

畫審議意見，依「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

規劃方案」，整合中庄調整池周邊土地規

劃開發，評估結合周邊遊憩設施發展觀光

旅遊之可行性與地方產業效益貢獻，並請

納至執行成效總報告。 

 

本報告書為委辦計畫之

相關工作項目執行報

告，並於各年年底協助

撰寫各年之執行成果報

告。 

 

於 104 年起將撰寫本整

治計畫第一區塊之總執

行成效報告，俾於計畫

完成後陳報行政院。 

 

 

 

 

「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

務規劃方案」牽涉面向

廣泛，屬於財務面分析

評估，目前於水利相關

領域運用尚未明確，本

計畫將請主辦機關提供

相關完整規劃，依據國

發會建議程序進行初步

試算與評估，但如有明

確需求建議另案成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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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予以分析。 

 劉副工程司奕成 

1. 

 

 

 

2. 

 

 

3. 

 

 

 

 

 

 

 

 

 

 

 

 

 

4. 

P.2-4 實際上石門大圳設置臨時退水路工程

未完工，改由石門水庫增設取水工程另設

置退水路(閘門兩座、落水池兩座)。 

 

P.2-127(1)C鋼管抗磨工程內容請再確認(已

完成)與 p-18 不符。 

 

P6-7 折現率 3%之基礎，以目前利率水準似

有高估情勢。 

 

 

 

 

 

 

 

 

 

 

 

 

部分委外技術服務，建議增加顧問公司之

設計報告(竣工報告)。 

 

謝謝指正，已修正。 

 

 

 

謝謝指正，已修正。 

 

 

折現率可分為兩種概

念 :(1)社會機會成本以

及(2)社會時間偏好，前

者為資源時間上機會成

本，後者則為工程上的

時間偏好。 

目前在經濟分析上，整

體而言，目前折現率選

擇仍未達成共識，3%應

屬合理。本計畫將進行

折現率之敏感度分析，

結果提供做為參考。 

 

 

感謝與會代表建議，相

關竣工報告已列於彙整

之項目。 

 李副工程司永安 

1. 

 

 

 

 

未來是否另彙整一本總報告?以目前報告書

撰寫模式，為執行單位對本局之執行報

告，例如第五章為執行團隊執行之成果報

告(非綜合分析)，建議報告宜定位清楚。 

 

本報告書為委辦計畫之

相關工作項目執行報

告，於第六次期中報告

撰寫本整治計畫第一區

塊之總執行成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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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第五章表 5-6 為年度執行成果對庫容維持

之效益為表內僅敘及 102 年度，但內容卻

又含括其他年度，建議再檢視。另內文表

序(如:表 5-6…)似有誤，請再確認。 

 

 

 

 

附 2-15、12.17、12.28 兩採購主辦單位為養

護課惠請修正。 

 

後續工作中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本局已於 102 年委託淡大建置完成。 

 

因協助貴單位撰寫 102

年之執行檢討報告，但

許多工程係屬延續性之

工作，亦將含括其他年

度之成果，但屬 102 年

之成果亦有將其單獨論

述，相關誤植已修正。 

 

已修正詳如附表 2-15。 

 

 

將蒐集該報告於本計畫

中。 

 廖工程員雯雯 

1. 

 

 

 

2. 

 

 

 

3. 

 

 

4. 

 

 

5. 

 

 

摘要第二段第三分項取消辦理之部分，請

不列入文字內；第四段內容請取消，改以

成效評估(本報告之重要重點)為基礎論述。 

 

P.1-1 二、計畫工作項目與預期成果，因其

後已有預期成果章節，且此段也僅敘述工

作項目，請將標題改為「計畫工作項目」。 

 

圖 2-1 建議名稱改為「各階段執行計畫修正

核定時間」，較不易與展延期程時間混淆。 

 

P.2-4 第三分項取消辦理的，請加以敘述原

因。 

 

報各內表單請以最新修正的呈現即可(如表

2-3 可取消)。 

 

摘要已修改為長摘要，

成效評估皆已納入敘

述。 

 

第壹章相關標題已作修

正，詳如第壹章。 

 

 

已修正，詳如 P.2-3。 

 

 

已增列相關敘述，詳如

P.2-8。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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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12. 

 

圖 2-2「目前修正計畫」及「新增修正計畫」

請改為「目前計畫」、「新增修正內容」；

「彙整貴局提出修正計畫」請改為「彙整

修正計畫內容」。 

 

第參章第二段所述部分為 103 年內容而非

開頭所述 102 及 104 年內容；另第二及三

段文意重複請在酌修。 

 

圖 3-1 成果看板範例似非本計畫內容。 

 

 

 

P4-1 第二段”如 0 所示”應為文字誤植。 

 

圖 4-6 建議版面在考量以利文字及圖面清

晰可讀。 

 

成效評估建議應將整治計畫前後穩定供

水、清淤成效、排砂效能等量化方式呈現。 

 

 

影片拍攝請與各標工程確認最佳產出時

機，如引水路工程已完工，請與保育課研

商產出內容，另也請與工務課協調產出影

片時機，可考量配合工程督導或完工時程。 

遵照辦理。 

 

 

 

 

相關內容已作修正，詳

如 P.2-3。 

 

 

圖 3-1 為成果看板之範

例，本計畫之看板為圖

4-6 所示。 

 

謝謝指正，已修正。 

 

已調整相關版面以利閱

讀，詳如 P.4-24。 

 

相關延伸工作將進一步

與主辦科及相關單位協

商進行。 

 

今年預計完成引水路、

輸水路過河段、輸水路

共構段及電廠防淤二期

之影片。 

 王副局長國樑 

1. 

 

 

2. 

 

摘要請節錄各章節重點或重要數據，並儘

可能以條例及圖表扼要原則呈現。 

 

配合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修正的

核定，請計畫課依契約考量適時加以調整

於第六次期中報告以長

摘要呈現。 

 

將與貴單位研商本委辦

計畫之後續擴充，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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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期程。 

 

 

第一章前言請區分計畫緣起、計畫目標、

工作項目、工作範圍、預期成果、工作流

程、預定進度等節撰寫。 

 

分年相關成果的彙整，請以科學化、系統

化及數位化方式有效建檔，並請與本局計

畫課研商朝擴大加值利用邁進。 

 

 

 

 

 

 

歷次修正計畫奉核與教育訓練等重要工作

成果或文件請加以歸類建檔。 

 

 

 

各項計畫執行與產出之綜合分析，力求量

化為原則，並綜整凸顯本計畫的重要性。 

 

 

請增列後續規劃建議 1 章於摘要後，請修

正為階段之結論與建議，並區分結論、建

議 2 節。 

 

重要計畫的成果除表列說明外，另加強萃

取部分精華的圖表來佐以說明，已強化計

畫功效之表達。 

彙整整治計畫完整之資

料。 

 

已修正相關之標題，詳

如第壹章。 

 

 

現數位化已將上網招標

文件及竣工驗收成果報

告書及竣工或查驗紀錄

照片為主要蒐集項目，

系統化是將各資料分門

別類，並附加索引表好

方便搜尋，科學化是成

效與效益方面會再加強

數據方面呈現。 

歷次之修正計畫與教育

訓練之內容，皆有留存

相關資料，並存於貴局

局內網路硬碟中。 

 

現在維持庫容、穩定供

水、與民眾參與三個方

面加強數據化呈現。 

 

已修正為階段性之結論

與建議。 

 

 

補充於第六次期中報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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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經濟效益及成果效益評估相當重要，請執

行單位與本局計畫課或相關單位再積極研

商，未來加強在各計畫或整體計畫的功效

表現。 

 

 

 

 

 

 

 

 

 

 

 

 

如何凸顯延長水庫供水功能、降低供水風

險及水庫減防淤等作為亦請執行單位加強

研處及著墨。 

 

 

 

 

 

 

 

本第 5 次期中報告原則認可，請參酌各委

員及與會代表意見加以研處，並於下次期

中報中有所回覆。 

 

目前主辦機關先前已有

相關計畫進行完整經濟

效益評估，已有極為全

面而詳細之評估，然近

年來因不同計畫之執行

與更新，但進行完整估

算方式複雜並需要大量

資源，故本計畫將不同

方案間之比較，對於需

分析之項目予以適當估

計，可與先前計畫相互

比較，作為未來規劃分

析之參考。相關延伸工

作將進一步與主辦科及

相關單位協商進行。 

 

依「庫容維持」、「提

升穩定供水能力」，以

及「民間參與及資訊公

開」等三大目標條列年

度執行成果與效益，撰

寫於第五章第三節。降

低供水風險撰寫於第六

章第一節第四小節。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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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4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 

 

 

 

 

 

 

 

 

 

 

 

2. 

 

 

 

 

3. 

 

P.4-5 表 4-4 中整治計畫相關成果圖書索引仍有

缺漏相關計畫，如本所 100~101 年自辦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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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 年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

隧道水工模型試驗研究計畫；委辦計畫：98 年本

所委託交通大學辦理之石門水庫水砂運移監測與

異重流模式開發(2/2)及長榮大學辦理石門水庫濁

水成因及淤泥層運移鑽探試驗分析(2/2)、101 年

及 102 年本所委託交通大學辦理之石門水庫長期

監測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1/2)與石門水庫長期監

測與防淤操作模擬分析(2/2)等。 

 

附錄三仍缺相關計畫成果報告書資料成果摘要。 

 

 

 

 

檢附水利署委辦計畫石門相關計畫列表供參。 

 

1.已增列敘述，詳

如 P.4-5 表 4-4。 

 

 

 

 

 

 

 

 

 

 

2.已增列相關計畫

成果摘要，並將持

續增加，詳如附錄

三。 

 

3.已增列相關計

畫，詳如 P.4-5 表

4-4。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李副工程司永安 

1. 

 

附錄五第捌一(一)(p附 5-30)有關防淤操作決策支

援系統建置部分，本中心已有委託淡大團隊建置

1.已向計畫承辦人

蒐集相關資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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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現行操作諮詢系統建議台大團隊可向本中心蒐集

概略說明資料以符實際。 

 

 

 

 

 

 

 

承上第(二)有關規線檢討及修訂以大灣坪工程為

檢討分界是否妥適?建議以中庄池完成、阿姆坪防

淤隧道、大灣坪防淤隧道完工為各檢討階段。 

 

附 5-31(三)分區疏濬位置，請修正，建議可分(1)

水庫上游段(2)水庫中游段(3)壩前區域。 

 

附 5-32 第 8 行「在調節性…或其他水庫…」，其

他水庫為何？ 

 

 

各分項彙整報告建議由台大團隊先匯集現有資

料，以製訂格式提出初稿，再由各負責單位校對

修正較有效率。 

將該工作項修正

為”防淤操作決策

支援系統更新協

勤計畫”，建議為

達成水庫防洪操

作、排砂操作與供

水穩定性之綜

效，應持續辦理。 

 

2.依各工程完工為

各檢討階段。 

 

 

3.已增列敘述，詳

如 P.4-5 表 4-4。 

 

4.「其他」二字為

誤植，已修正，詳

如 P.4-5。 

 

5.目前已彙整各分

項之報告，並依序

向各承辦人面

訪，以便撰寫報

告。 

 保育課陳副工程司鶴修 

1. 

 

 

 

 

 

建議台大方面針對 12 分項工作資料彙整可面詢

各分項之細項工作承辦人，以利資料完整性。 

 

 

 

 

1.感謝與會代表建

議，目前各分項之

彙整已先請各課

窗口協助，若有缺

漏將個別聯繫工

作承辦人。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六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37 

 

2. 

 

 

 

 

 

P6-15 水庫清淤標售價格預估 300 元/m
2，建議由

這幾年(95~103 年或計畫期間 95~100?)之土方標

售平均計算推估；其效益建議由清淤量*水庫年平

均運作量 4.5 次*每方原水為其效益。 

 

 

2.該項已分為自來

水售水收入、工業

用水產值、與清淤

砂石標售效益進

行分析。 

 計畫課 

1. 

 

 

 

 

 

2. 

 

 

 

請於會後 2 周內提送 12 個分項之綱要表格初稿

(如簡報 p.57 格式)，以利後續內容確認及安排個

案承辦同仁訪談時程。 

 

 

 

各分項之執行成效綜整請於以下時程提送： 

(1)4 月底前：第 5、12 分項 

(2)5 月底前：第 4、8、9、10 分項 

(3)6 月底前：第 1、2、11 分項 

(4)7 月底前：第 6、7 分項 

1.目前已彙整各分

項之報告，並依序

向 各 承 辦 人 面

訪，以便撰寫報

告。 

 

2.目前已於 4 月底

提送第 5、12 分

項，5 月底提送第

4、8、9、10 分項。 

 王副局長國樑 

1. 

 

 

 

 

2. 

 

 

 

3. 

 

 

 

未來將陳報成果執行成效之報告或文件，請洽水

利署確認格式後積極彙整鑽趕，並確保時效內完

成。 

 

 

請適度補充本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內重大計

畫之圖表或照片，力求嚴謹及完整。 

 

 

就本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歷次提報修正計畫

的內容，請再檢討加強內容的可讀性及修正的必

要性。 

 

1.本報告書附錄五

為總執行成效報

告，已向水利署確

認格式。 

 

2.配合本計畫相片

紀錄，陸續增加相

關計畫之照片。 

 

3.已修改呈現如第

二章整理與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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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就本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之 12 項主要工作

分項，大部分已完成，請本局計畫課協處並儘量

依規定格式完成分項之執行成效，以利適時綜整。 

 

 

 

結語成果效益評估延長水庫供水功能，降低供水

風險及水庫減防淤等重要議題仍請執行團隊持續

積極研處。 

 

本第 6 次期中報告原則認可，請參酌各委員及與

會代表意見加以研處，並於下次期中報告有所回

應。 

4.目前已彙整各分

項之報告，並依序

向 各 承 辦 人 面

訪，以便撰寫報

告。 

 

5.已補充說明於第

六章。 

 

 

6.遵照辦理。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七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39 

一、時間：104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淡江大學陳副教授俊成 

1. 

 

 

 

 

 

2. 

 

 

 

 

3. 

 

4. 

 

 

 

 

 

5. 

 

 

 

6. 

計畫成本年利率採 3%(P6-8)或 6%(P6-4)請確

認，並應採用一致的利率在各計畫益本比計算。 

 

 

 

 

在供水風險與緊急清淤作業規劃，除考慮洪水

外，應補充旱災發生期間的相關應變規劃。 

 

 

 

P4-14 攔河堰堰體「詩」作，請更正為「施」作。 

 

中庄調整池計畫因地質及廢棄物清理因素，而

調整完工時程，因情況特殊，建議應有相關規

劃作業程序與遭遇困難對策檢討，作為未來其

他計畫規劃參考。 

 

 

成效總報告中第三章確保水庫營運成效，建議

增加枯旱事件風險，及枯旱期間的緊急清淤及

水庫特殊維護作業規劃。 

 

漂流木焚燒未來如為經常性水庫維護作業，建

該數據為各分項初期規

劃階段，因不同課室規

劃所致，本計畫之效益

轉移法皆採年利率 3%

做計算。 

 

於後續規劃工作增加

「旱災時水庫聯合操作

與越域引水可行性評

估」，詳如 P7-6。 

 

謝謝指正，已更正。 

 

相關規劃作業程序與遭

遇困難對策，皆於提報

修正計畫與竣工報告時

成 列， 詳 如 P2-1 及

P2-18。 

 

相關清淤作業規劃，詳

如 P7-7。 

 

 

增列「漂流木攔阻與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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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議應有完整的焚化措施規劃。 

 

 

水力排砂減少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量可作為成

效呈現的量化指標之一。 

 

化措施相關規劃」 

，詳如 P7-7。 

 

石門水庫利用排砂隧道

採水力排砂的減碳效益

為 11,262 噸二氧化碳，

詳如 P6-29。 

 經濟部水利署黃工程司律迪 

1. 

 

 

 

 

 

 

 

 

 

2. 

 

 

 

 

 

 

 

 

 

 

3. 

 

 

報告記載過多工作執行過程，內容繁瑣零碎，

請考慮加以合併或列入附件，重點部份不明

確，應著重成效評估部份，內容編寫請依交大

「石門整治計畫執行成效總報告(95~100 年)」

請儘量濃縮工作執行情形，以突顯執行成效為

重點。 

 

 

 

 

成效評估部份僅 33 頁，請多加深入評估補充，

並提出具體成果結論。建議以四部份呈現(1)穩

定供水(2)庫容維持(3)保育集水區(4)民眾參與

和資訊公開。 

 

 

 

 

 

 

 

第 6 章為成效評估，用字內容請改「效益」為

「成效」，用效益較為不明確。 

 

成效部分依 12分項效益

再統整為整體效益，最

後以效益轉移法計算經

濟效益及減碳效益。交

大「石門整治計畫執行

成效總報告(95~100年)」

內容整併於整體效益中

庫容維持與穩定供水

中，詳如第陸章。 

 

本計畫為綜整「緊急供

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保育集水區不屬本計畫

範圍內。以穩定供水、

庫容維持及民眾參與和

資訊公開三部分做呈

現，並整併交大「石門

整治計畫執行成效總報

告(95~100 年)」，詳如

第陸章。 

 

該章節已依描述內容將

「效益」改成「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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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效評估分析方法」請列在附錄，第 6 章僅

列成效重點。 

成果報告列計算過程，

總執行成效報告只列成

果。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吳正工程司慶現 

1. 

 

 

 

 

2. 

 

 

 

 

3. 

 

 

 

 

4. 

庫容維持之目標，考量增列集水區攔木壩，中

游全水深全斷面攔截網，針對生立木隨異重流

潛移之攔阻，確保水庫既有設施改善工程之防

淤功能。 

 

穩定供水之目標，考量增列藉洪排渾確保蓄清

排渾與穩定供水。 

 

 

 

各項效益估算部份效益偏低、偏高或是重複估

算，請再確認評估，尤其水力防淤所產生節能

減碳或環境衝擊。 

 

 

後續規劃建議考量增列流木攔阻，淤泥層引流

排放及枯旱年越域引水可行性評估。 

 

增列「漂流木攔阻與焚

化措施相關規劃」 

，詳如 P7-7。 

 

 

於後續規劃工作中，辦

理既有設施更新改善以

因應其水庫穩定供水，

詳如 P7-3。 

 

石門水庫利用排砂隧道

採水力排砂的減碳效益

為 11,262 噸二氧化碳，

詳如 P6-29。 

 

增列「漂流木攔阻與焚

化措施相關規劃」及「旱

災時水庫聯合操作與越

域引水可行性評估」，

詳如 P7-6 及 P7-7。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李副工程司永安 

1. 

 

 

 

 

2. 

總報告內容之呈現以完整說明執行過程及成效

為主，對外之文宣則以民眾易懂、易利感受為

宣導重點，建議格式先與大署溝通確認，以利

彙整。 

 

供水效益建議蒐集多重計算方法彙整呈現，說

總執行成效報告，依經

濟部之格式撰寫；文宣

設計以圖表多於文字為

設計考量。 

 

參考台經院水資源經濟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執行成效綜整委託專業服務第七次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紀錄 

 

附 1-42 

 

 

 

 

 

 

3. 

 

 

 

4. 

明緣由，再收攏為最終之成效分析。 

 

 

 

 

 

以目前草擬總報告內容來看，在撰述之語氣尚

未一致，部份應統一單位、名詞(如：機關名稱)、

數據單位。 

 

十一分項似乎在壩區附屬設施維護著墨太少。 

 

效 益 模 式 以

MR-WATERGEM 之經

濟效益，本計畫以效益

轉移法計算經濟效益，

加以分析，詳如 P6-23。 

 

已於期末報告與總執行

成效報告中統一相關語

氣。 

 

分項報告以呈現石門水

庫周邊修復及回復觀光

為主體撰寫，期末報告

及總執行成效報告亦有

彙整壩區設施維護。 

 工務課李副工程司晟煒 

1. 

 

 

 

2. 

 

 

 

 

3. 

表 5-11 成果彙整表請更新至 104 年。 

 

 

 

P4-13 各工程拍攝紀錄彙整未放入各工程主要

重點項目照片。 

 

 

 

各計畫所屬工程所需彙整資料本課配合指定窗

口協助追蹤。 

因表 5-11 為已結案之成

果彙整表，現已更新至

最新時間。 

 

與調整池工程負責人聯

繫，已於 104 年 10 月 7

日拍攝相關工程重點項

目。 

 

感謝貴課之配合。 

 計畫課廖工程司雯雯 

1. 

 

2. 

 

附錄 1~6 請用彩頁區隔。 

 

摘要中成效評估的部分略顯薄弱，建議於供水

穩定、庫容維持等面向，能有較簡名且強而有

報告已用彩頁區隔。 

 

成效評估部分已依照供

水穩定、庫容維持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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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力的呈現方式。 

 

摺頁部分： 

(1)請儘量以民眾能理解且輕鬆活潑的方式呈

現，照片之選擇請以具代表性為宜(如，分

層取水工以整體 3D 立體圖呈現，較之以其

一進水口照片為優)。 

 

(2)成效的部分，也建議在折頁中論述，以呈現

整體努力的成果。 

 

 

 

(3)重要工程可以專門講述及介紹，如分層取

水、電廠防淤改造、中庄調整池工程、防淤

隧道…等。 

 

 

 

 

 

第 6 章成效評估部分： 

(1)售電、售水收入僅表達至 93 年，建議可統計

至最新資料，亦有助於本案之成效分析。 

 

 

 

(2)(一)以第一區塊之標題呈現，惟第 2 段第 5

行，以總體計畫 250 億總金額表示，建議計

畫整體呈現應一致基準。 

 

 

向作呈現。 

 

 

已修改文宣部分內容，

詳如 P4-46 至 P4-49。 

 

 

 

已增加相關工程之成效

部分，如分層取水工供

水時間及電廠排砂隧道

之成效，詳如 P4-46。 

 

整體文宣以介紹整體一

區塊之執行內容，並將

分層取水工供水時間及

電廠排砂隧道之成效列

入；中庄調整池文宣，

以介紹該計畫內之五大

主體工程，詳如 P4-46

至 P4-49。 

 

該數據為整治計畫初期

為計算整體效益之參考

值，本計畫以效益移轉

法估算整體效益。 

 

該數據為整治計畫初期

為計算整體效益之依

據，本計畫以效益移轉

法估算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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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6-1 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修復的預期效

益部分，僅表達至 94 年，但其實際成效已

可加以呈現，撰寫方式得再考量。 

 

 

(4)P.6-6~9第 6分項及電廠發電效益請以最新情

形撰寫，以免讀者片段解讀非正確資訊。 

 

 

 

(5)P.6-14 寫到 預計 95 年 10 月運轉(已超過之

時間點請已實際時間呈現)；另外近十年，

是哪十年亦請表達清楚。 

 

 

(6)P.6-17 效益彙整表之效益為預計或實際值，

應呈現清楚，如預計與實際成效兩者無法對

應，建議撰寫方式可以參考預計成效寫法，

直接撰寫本案之實際效益評估內容。 

 

 

(7)圖 6-4 建議針對不同單位(9.77、9.37、10.3)

的供水效益進行說明；且供水之直接效益

(減砂、防淤、供水效益)(p6-23)建議計算完

成後之成果應予明確呈現撰。 

 

(8)間接效益，表 6-15~16 建議可再清楚描述，

且 3~12 天之結果為線性成果？表 6-15 為

年”缺”水量還是年”供”水量？ 

 

(9)圖 7-3 之一階及二階，時間不正確，且現已

104 年，已非預測值部分，請更新。圖 7-5

該數據為整治計畫初期

為計算整體效益之參考

值，實際成效於 P5-5 所

示。 

 

該數據為整治計畫初期

為計算分項效益之參考

值，本計畫以效益移轉

法估算供水效益。 

 

該數據為整治計畫初期

為計算分項效益之參考

值，實際效益發電量詳

如 P5-5。 

 

該表為彙整整治計畫初

期為計算各分項效益之

預計效益，本計畫以效

益移轉法估算供水效

益，詳如 P6-23。 

 

9.77、9.37、10.3 為單位

原水中、低、高之價格，

已標示於文字中，詳如

P6-20。 

 

表 6-18 為年供水量。 

 

 

 

相關內容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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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 階效益，現 2 階應已可呈現，且圖中部

份又屬 2 階之成果，請釐清。 

 

(10)P.7-13 施政方針不宜直接將防淤隧道內容

直接放入，因為 103~107 年為近期規畫？亦

不符合特別預算的概念，容易混淆。且本段

多＂本計畫＂指的究竟是何計畫，亦應明確

區分。 

 

 

(11)P.7-17 阿姆坪請用正確名稱，時間也不對，

請再確認。 

 

(12)P.7-18 大灣坪的期程應該不正確，請再確

認。 

 

(13)參考文獻不完整，請修正。 

 

(14)報告本身定位應明確，在附錄成效評估總報

告中，究竟要針對一區塊還是三個區塊，部

分章節寫三個區塊，部分章節寫一個區塊，

請再確認報告的系統性。 

 

(15)附 5-14 只到 100 年，請更新。 

 

 

(16)附 5-35 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與前面所述

本計畫之效益似無關連？ 

 

 

 

(17)附 5-48 標題有經費來源，但是內容卻沒

 

 

 

後續規劃工作現已分為

新建工程、既有設施更

新改善、營運管理及決

策支援及維持庫容浚渫

工作之執行等四大類，

詳如第柒章。 

 

謝謝指正，已更正。 

 

 

謝謝指正，已更正。 

 

 

謝謝指正。 

 

總報告以第一區塊為

主，部分內容需敘述整

體整治計畫之執行內

容。 

 

該章節之執行情形已更

新至 104 年。 

 

章節已修改，已分項效

益再統整為整體效益，

最後以效益轉移法計算

經濟效益及減碳效益。 

 

後續規劃工作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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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撰寫的完整性請確認。 

 

並初估經費需求，詳如

第柒章。 

 王副局長國樑 

1. 

 

 

 

2. 

 

 

 

 

3. 

 

 

 

4. 

 

 

5. 

 

 

 

 

 

 

6. 

 

 

 

 

7. 

相關的水文及設施基礎資料，請加以檢討更

新，部分的文詞請檢視其適切性，並應前後一

致及力求嚴謹。 

 

本年度因遇歷年來最乾旱的水文條件，導致進

行部分農業灌溉用水停灌，並部分時間採行分

區供水的資料，請向本局經管課加以蒐集及硏

析，並適度的補充。 

 

民間參與及資訊公開似乎只有 102 年資料，請

執行單位補充 103 至今相關的作業或活動，力

求完整。 

 

本文大部分的圖表或照片，請積極檢討調妥，

力求清晰易懂。 

 

就歷年舉行或參與重要會議、教育訓練或研討

會之結論、簡報或教材應系統性電子化加以彙

集。 

 

 

 

 

成果彙整展示請加強圖表化的呈現，除分列 12

項主要工項，並請加強量化及具體效益展現，

勿流於流水帳之説明。 

 

 

請執行單位就本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之 12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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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於 P6-12。 

 

已更新至最新之資料，

詳如總執行成效報告

P45。 

 

相關圖表及照片皆有文

字加以敘述，以利說明。 

 

已將教育訓練及研討會

資料，存放於貴局共用

檔案專區「石門水庫及

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緊急

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資料夾內。 

 

分層取水工供水時間表

及電廠排砂隧道開啟成

效於總執行成效報告

P-14 及 P-23。 

 

已彙整於貴局共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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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項主要工作分項之執行成效分析成果加以電子

化，以利資料系統性彙整。 

 

 

 

 

 

如何就 12 項主要工作分項之成效評估，如何歸

納至水庫有效庫容维持、降低供水風險及水庫

延壽使用等，請務實加以歸納，並探討相關的

改善及維護成本。 

 

請就所建議後續工作重點之必要性及迫切性加

強研析著墨，另就各年度工作規劃建議增列所

需經費及執行單位等資料較完整。 

 

 

 

 

本第七次期中報告原則認可，請參酌各委員及

每與會各單位代表意見加以研處，並於下次會

議有所回應。 

專區「石門水庫及其集

水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

暨水庫更新改善」資料

夾內分 12 分項，項下在

分為工程、財務及勞務

分為三類，詳如 P4-1。 

 

已彙整 12分項效益再統

整為整體效益，最後以

效益轉移法計算經濟效

益及減碳效益。 

 

後續規劃工作現已分為

新建工程、既有設施更

新改善、營運管理及決

策支援及維持庫容浚渫

工作之執行等四大類，

詳如第柒章。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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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10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二、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副局長國樑                            紀錄：廖雯雯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審查意見： 

 會議意見 辦理情形 

 張委員庭華 

1. 

 

 

 

 

 

 

2. 

 

 

 

 

3. 

 

 

 

 

4. 

 

 

 

5. 

 

 

本計畫為多年計畫且含後續擴充，「建議」之內

容似略為單薄，請加以補充。 

 

 

 

 

 

報告內對於石門水庫設施名稱之敘述，請依「石

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定義之名詞撰寫。 

 

 

 

分層取水工下層取水口雖尚未完成，惟本局曾於

100 年及 104 年枯旱時期配合水位趕辦，建議於

報告內加以說明。 

 

 

排砂隧道及分層取水工等重要設施之效益說明

似過於簡略，請加以補充。 

 

 

P.5-6 104 年蘇迪勒颱風水力排砂量誤植為 50 立

方公尺，請更正。 

 

1.已增加防淤隧道

設施、建立防淤操

作決策系統及持

續泥沙浚渫等建

議，詳如結論與建

議章節。 

 

2.報告內容已依

「石門水庫水門

操作規定」定義之

名詞撰寫。 

 

3.下層取水口施工

過程已增列，詳如

總執行成效報告

P.17。 

 

4.相關成效已補

充，詳如 P.5-5 及

P.5-6。 

 

5.誤植部分已修

正，詳如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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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12. 

石門水庫上游河道擱置物(漂流木)因受限於消

防法規定已無法就地焚燒，報告內容請酌予修

正。 

 

 

 

 

 

 

 

 

表 6-13 請補充 104 年資料。 

 

 

P.6-26 洪峰流量及濁度數據請補充單位。 

 

 

有關洪峰流量與濁度之關係請蒐集彙整其他計

畫資料供參。 

 

P.7-2、P.7-3 及 P.7-7 各計畫名稱請勿簡寫，應

完整撰寫。 

 

報告內容部分數字有前後不一情形，請再校核、

修正。 

 

摺頁內容字體過小，計畫重要里程碑內容不甚完

整，建請補充、改善。 

6.經查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 31 條規

定，已明定從事露

天燃燒排放空氣

污染物為污染環

境行為，依法為禁

止之行為，本計畫

另規劃漂流木相

關處置措施於第 7

章。 

 

7.已補充 104 年資

料，詳如表 6-13。 

 

8.已補充單位在圖

號中。 

 

9.已補充其他計畫

資料在 P.6-13 中。 

 

10.已修正，詳如第

7 章。 

 

11.相關數據已修

正至一致。 

 

12.期末報告之摺

頁，為示意之後呈

現之形式，未來成

品單面面積不得

小於 1,600 平方公

分，呈現內容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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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要求檢

修及更新，以達文

宣品推廣之普及

性及提高民眾閱

讀接受度。 

 養護課 

1. 

 

 

2. 

 

P.4-20 日期 104 年 5 月 27 日主要內容，分歧管

灌「將」，請修正為分歧管灌「漿」。 

 

相關統計數據建議一致，如潭美、蘇力、蘇迪勒

及杜鵑排砂量；壩前區段抽泥浚渫量。 

1.誤植部分已修

正，詳如 P.4-20。 

 

2.相關數據已修正

至一致。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1. 

 

 

 

 

2. 

 

 

 

3. 

 

 

 

 

 

 

 

 

 

4. 

摘要建議濃縮。 

 

 

 

 

單位、本局名稱及各工程名稱(如大灣坪隧道、

阿姆坪隧道或大灣坪防淤隧道、阿姆坪防淤隧

道)建議統一。 

 

總報告附 7-55 頁，整體目標成效魚骨圖內上游

土砂減量部分，完全無說明，建議補充或說明。 

 

 

 

 

 

 

 

 

7-4(五)為年度維護基本事項，建議可再調整。 

1.於第六次期中報

告開始，依據主席

指示，改為長摘要

形式。 

 

2.相關單位及名稱

已修正。 

 

 

3.土地管理及水土

保持工程，屬上游

保育集水區；改善

淨 水 廠 出 水 容

量，屬穩定供水設

施及幹管改善，皆

不屬本計畫之範

圍，詳如 P.6-1 及

P.6-11。 

 

4.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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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課 

1. 

 

 

 

 

2. 

 

 

 

 

 

 

 

 

3. 

 

 

 

4. 

 

 

 

 

 

 

 

 

5. 

 

 

 

104 年度至年底尚有部分計畫預計完成，建議成

果報告時收錄於相關章節中(如表 4-1)。 

 

 

 

P.4-14~P.4-15 部分工程未放入主要工程項目照

片，引水路工程請補充箱涵照片。 

 

 

 

 

 

 

 

P.4-11 表 4-4(2/2)，104/09/07，引水路工程本身

並無採石場；104/09/12，引水路工程內容不含自

行車道。地點請確認或修正描述方式。 

 

影片內容架構部分： 

○1 P.4-25「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於民國 101 年

2 月 12 日開工…」，應為 12 月 12 日。下一段

各工項尺寸描述中，單位 mf 是否為誤植？請

修正。 

○2 P.4-30 引水路工程「箱涵的強度為

280kg/cm
2」，描述不清楚，易生混淆。建議

修正用語。 

 

報告中 P.4-46-P.4-49 文宣列印模糊，實際成品請

注意解析度及列印品質。 

 

 

1.本計畫有後續擴

充，待相關成果報

告完成後，彙整至

總執行成果報告。 

 

2.P.4-14~P.4-15 為

本團隊至工程現

場拍攝之照片，於

拍攝期間並無箱

涵完成時間點，已

向保育課蒐集資

料，並彙整至資料

硬碟中。 

 

3.地點描述已修

正，詳如 P.4-11。 

 

 

4. 

○1 誤植部分已修

正，詳如 P.4-25。 

 

 

○2 已修正文字敘

述，詳如 P.4-30。 

 

 

5.期末報告之摺

頁，為示意之後呈

現之形式，未來成

品以全彩印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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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錄三委辦明細，部分起迄日期未填列，請補

充。 

楚 展 現 實 務 成

果，適中字體大小

增 加 閱 讀 舒 適

性，選擇紙質品質

提升文宣品的份

量及質感。 

 

6.已填列起訖時

間，詳如附錄三。 

 計畫課 

1. 

 

 

 

 

2. 

 

 

 

 

3. 

 

 

 

4. 

 

 

5. 

第九分項所執行之各項調查、試驗及研究資料之

成果，應可作為第七章後續工作重點之佐證資料

與政策擬定參考依據，兩者關連性應可納入說

明。 

 

前次工作會議曾告知效益分析之 D 方案，應為

阿姆坪防淤隧道完成後之方案，但目前特別預算

實際上並未包含阿姆坪防淤隧道的建造費用；在

做效益分析說明時應補充，避免誤解。 

 

建議本報告應由專人統一順稿及校對內容，避免

各章節因不同編撰人產生不同用語、數據的情

形。 

 

報告細節及相關數據請妥為核稿校對，以臻資料

之正確性。 

 

摺頁部分，效益分析請以淺顯易懂之方式呈現，

以利民眾了解；中庄調整池部分，封面及背景請

再精美化，照片選擇以具代表性為原則。 

1.已補充說明在第

七章第一節中。 

 

 

 

2.補充說明在 6-19

頁中。 

 

 

 

3.已將相關用語統

一，如”本局”、”

本團隊”等。 

 

4.相關數據已修正

至一致。 

 

5.文宣內容以普及

性及提高民眾閱

讀接受度。 

 王副局長國樑 

1. 成果報告第一章前言，請區分計畫緣起、計畫目 1.相關標題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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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標、計畫範圍、工作項目、工作構想、歷年成果

等節撰寫。 

 

未來請增列英文摘要，另成果報告請以本局立埸

撰寫，各主要工作之成果，儘量圖表化，相關之

數據亦應更新，並力求前後一制及嚴謹；結論與

建議內容請再加強歸納及呈現。 

 

 

 

 

各年度的教育訓練呈現請統一，並加強課程安排

的必要性及訓練成果之豐碩度呈現。 

 

 

各主要工作成效，請加強量化及具體效益展現，

對後續年度的工作做具體性及務實性的建議，並

研析未來如何擴大所搜集或建立資料之加值利

用。 

 

 

 

 

 

 

各項計畫執行與產出綜合分析，儘量避免流水帳

方式呈現，並朝依功能完成之成果加強說明。 

 

 

 

 

 

正，詳如第一章。 

 

 

2.已增列英文摘

要。已增列防淤隧

道設施、建立防淤

操作決策系統及

持續泥沙浚渫等

建議，詳如結論與

建議。 

 

3.各年度教育訓練

之呈現方式已統

一，詳如第三章。 

 

4.彙整 11 分項成

效再統整為庫容

維持及穩定供水

兩大項，統整出防

淤隧道設施、建立

防淤操作決策系

統及持續泥沙浚

渫等建議，詳如結

論與建議。 

 

5.該章藉由參與整

治 計 畫 相 關 會

議，並彙整會議資

料，從中彙整各分

項成效，並綜合以

上資料撰寫各年

度執行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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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成效評估，應針對各主要工作項目內容分述後，

再綜整方式進行呈現較完整。 

 

 

 

 

 

 

 

 

後續工作重點及各年度工作規劃，請清楚釐清已

完工工作及後續工作，並檢討內容避免重複；另

補強後續工作建議之必要性；另後續各年度工作

規劃請確實補充建議辦理時程。 

 

 

 

 

 

 

摺頁文宣的內容請依實檢修及更新；字體請適度

調整，另所呈現照片原則以引用計畫範圍內較合

宜。 

 

 

 

 

 

 

及總執行成效報

告。 

 

6.彙整 11 分項效

益再統整為庫容

維持及穩定供水

兩大項，最後以效

益轉移法計算經

濟效益及減碳效

益 ， 詳 如

P.5-4~P.5-18 及第

6 章。 

 

7.遵照辦理，詳表

7-1 之執行情況及

優先順序，表中優

先順序大致分為

民國 105~106年執

行第一期為代號

１ ,民國 110~114

年執行第二期為

代號 2。 

 

8.文宣內容依業務

單位檢修，未來成

品單面面積不得

小於 1,600 平方公

分，適中字體大小

增 加 閱 讀 舒 適

性，照片皆為整治

計畫內之範圍，以

達文宣品推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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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因本計畫所搜集或彙整的資料相當豐碩，請執行

單位再系統性歸納及整理，並朝可納入本局目前

辦理之水資源經營管理平台內，並建立專區。 

 

 

 

 

 

 

 

 

 

 

 

 

本期末報告暨簡報原則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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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執行單位於會議紀錄文到 1 週內，檢送期末報

吿修正稿乙式 3 份，以利本局計畫課憑辦後續作

業。 

 

因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尚有部分工項如中

庄調整池及複葉閥等工程尚未結束，相關後續擴

充作業，請計畫課依契約規定積極研處。 

 

普及性及提高民

眾閱讀接受度。 

 

9.彙整 11 分項效

益再統整為整體

效益，最後以效益

轉移法計算經濟

效 益 及 減 碳 效

益。資料於貴局共

用檔案專區「石門

水庫及其集水區

整治計畫緊急供

水暨水庫更新改

善」資料夾內分 11

分項，項下在分為

工程、財務及勞

務。 

 

10.遵照辦理。 

 

 

11.遵照辦理。 

 

 

 

12.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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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執行成效評估報告摘要表 

一、計畫摘要 

計畫名稱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緊急供水暨水庫更新改善 
所屬次類別 公共建設 

主管機關 經濟部 
聯絡人 

姓名及單位 
 

執行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電話及 

電子信箱 
 

計畫內容 

經濟部依「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 3 條研擬「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分為 3 項子計畫，分別為：水庫庫區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下游供水區─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線

改善、上游集水區─集水區保育治理等，本計畫為經濟部水利署所執

行辦理之第 1 項子計畫：水庫庫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

以「緊急供水工程」以及「水庫更新改善」兩個面向作為工作執行

指標。 

緊急供水工程─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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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分項，以達到汛期不分區供水。 

水庫更新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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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

中心建置工程」、「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以及「水庫

泥砂浚渫」八大分項，以達成延長水庫壽命，降低缺水風險之目標。 

計畫修正 

情形 
期程 

經費 

(千元) 
核定文號 

第 1 階 95.7~97.12 5,250,000 院臺經字第 0950023907 號 

第 1 階修正 95.7~97.12 
/ 

95.7~98.12 

5,250,000 院臺經字第 0970037120 號 

第 2 階 98.1~100.12 5,945,260 院臺經字第 0970037120 號 

第 2 階 

第 1 次修正 

98.1~100.12 

/ 

98.1~102.12 

5,945,260 院臺經字第 0990042985 號 

第 2 階 

第 2 次修正 

98.1~102.12 

/ 
98.1~104.06 

5,945,260 院臺經字第 101000609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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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階第 3

次修正 

98.1~104.06 

/ 

98.1~105.12 

5,945,260 院臺經字第 1030066826 號 

計畫列管 

是否填列「政府

計畫管理資訊網

選項列管」及「列

管計畫名稱」 

列管級別 列管機關 是否有考評 

是/否 是 部會管制 經濟部 是/否 是 

二、計畫執行 

執行情形 

截至 103 年年底本整治計畫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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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位

時供水應變工程」、「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

中心建置工程」以及「水庫泥砂浚渫」等分項計畫之內容，目前正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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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規劃、試驗及研

究」及「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等相關計畫內容。 

是否完成 否 若否，103 年底進度    91.09% 

預算執行 
總預算數 

(千元) 

實支數 

(千元) 

繳庫數 

(千元) 

保留數 

(千元) 

金額(億元) 11,195,260 7,805,348 689,143 0 

占比(%)  69.72% 6.16%  

三、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重要成果及

效益 

1.恢復電廠正常發電運轉功能。 

2.石門大圳退水路工程，退水路流量可達每日 30 萬噸。 

3.完成上、中層取水設施，順利達成正常取水。 

4.電廠防淤第 1 期改善工程完成，有效增進水庫汛期排砂效能。電廠防淤第 2

期改善工程完成，恢復石門電廠發電。 

5.沉澱池土方清運目標量 145 萬立方公尺，整治計畫內清運 145.7 萬立方公尺；

水庫淤泥目標量 115 萬立方公尺，整治計畫內清運 157.1 萬立方公尺，皆超越計

畫目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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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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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三項子計畫「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

「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及「集水區保育治理」，本報告將針對「緊急

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以下稱第一區塊)執行成果進行論述。 

二、計畫目標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目標為確保水庫營運功能及穩定水庫供

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解決桃園地區缺水問題，近程達到汛期不分

區供水，中長期達成延長水庫壽命，降低缺水風險之目標；其中「緊急供

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目標如下： 

(一)維持水庫正常營運穩定供水 

1.分層取水工完成後增加颱洪期間水源供應能力。 

2.完成增設中庄調整池作為備用蓄水設施，並可同時達成廢河道整治、

河川環境復育及營造水域環境等目標。 

3.降低發電進水口及河道放水道前之泥砂淤積面(量)，減少水路結構

物與水輪機之磨損及水力發電機組之維修費，以維持發電效益。 

4.完成庫區漂流木與沉木清除，並設置攔污索，避免水庫設施遭受流

木損害，且持續進行漂流木打撈清運工作。 

(二)延長水庫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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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增加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效益(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水口防淤改善)，

並規劃集水區泥砂繞庫自然排入下游河道，補充砂源及平衡沖淤狀

況，避免河道沖刷。 

2.減少水庫入砂量，持續清除上游防砂壩泥砂，增加泥砂攔蓄量，發

揮防砂壩設計功能，減緩水庫淤積量，延續水庫使用壽命。 

3.加強辦理水庫淤泥浚渫及沉澱池土方清運，於計畫執行期間完成抽

除水庫淤泥 115 萬立方公尺、沉澱池土方清運量 145 萬立方公尺，

延長水庫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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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核定內容及歷次修訂原因 

整治計畫第一區塊奉行政院核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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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億元，第 2 階段計畫期程原訂為民

國 98 至 100 年，核編列經費 59.4526 億元，總計編列 111.9526 億元。 

一、整治計畫執行期程及修正原因 

由於整治計畫第 1 階段計畫因特別預算延後通過、土地取得不易及若

干工程因規劃時程較長等因素，基於滾動式管理，報奉行政院 97 年 8 月 27

日臺經字第 0970037120 號函同意期程展延至 98 年 12 月底完成，至第 2 階

段執行計畫配合預算編列時程亦併同上開第 1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同時報奉

行政院核定在案，核編預算 110.3 億元。 

進入第 2 階段執行後，配合中庄調整池環評審查結論，及遭遇採購爭

議、居民抗爭及部分復育工程隨時間變動調整等因素，致執行期程、內容

及經費皆有調整修正之必要，爰報奉行政院 99 年 8 月 3 日院臺經字第

0990042985 號函核定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其中「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

更新改善」計畫展延 2 年至 102 年 12 月底完成，第 2 階段經費仍惟持不變。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於設計階段依廢棄物調查成果、民眾疑慮、

河川環境生態等因素，納入基本設計考量後整體計畫經費大幅增加，已無

法於原核定經費及期程內辦理，經重新檢討，原計畫分 2 期開發，第 1 期

在原核定經費下開發有效蓄水庫容約 492 萬立方公尺，第 2 期俟日後石門

水庫排砂及調整池營運成果評估再研議辦理，又配合增辦水庫防淤隧道工

程先期作業需要，由「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計畫已毋須支

用之經費 1 億元調度至「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計畫辦理；且相關泥砂

監測、水庫營運操作規劃及中庄調整池週邊環境改善等工作配合前述修正

期程，故本計畫奉行政院於 101 年 2 月 8 日院臺經字第 1010006098 號函核

定本計畫第 2 階段修正執行計畫(第 2 次)，期程展延至 104 年 6 月。 

嗣後因「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調整池工程採完成基本設計後發包，

為進一步掌握現地地質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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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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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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計畫奉行政院

於 103 年 11 月 14 日院臺經字第 1030066826 號函審議修訂計畫第 2 階段修

正執行計畫(第 3 次)，故期程展延至 105 年 12 月完成。 

 

 

表 3-1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工程」各修正計畫原因及期程一覽

表 

第 1 階段 

核定 

核定文號 院臺經字第 0950023907 號 

計畫期程 95 年~97 年 12 月 

計畫經費 5,250,000(千元) 

計畫內容 

核定 12 大項主要工程項目：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每日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

管線 

2.電廠緊急修復 

3.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 

4.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5.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6.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7.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8.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9.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10.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新建工程 

11.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12.水庫泥砂浚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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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階段 

第 1 次修正 

核定文號 院臺經字第 0970037120 號 

計畫期程 95 年~98 年 12 月 

計畫經費 5,250,000(千元) 

計畫內容 

1.計畫分項期程調整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

線 

(2)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水口緊急修復 

(3)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暫

緩辦理。 

(4)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5)增設水庫取水工程 

2.計畫分項修正工作項目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

線 

(2)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 

(3)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4)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5)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6)水庫泥砂浚渫 

3.計畫分項經費調整 

(1)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 

(2)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3)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4)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5)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新建工程 

(6)水庫泥砂浚渫 

修正原因 

1.本整治特別條例自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起公告施

行，期間 6 年，至民國 100 年 12 月完成，計畫分

2 階段執行，第 1 階段 95 年至 97 年，第 2 階段 98

年至 100 年。惟該第 1 期整治特別預算於 95 年 7

月 19 日始完成法定程序，致執行期程壓縮約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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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個月，影響執行進度。 

2.惟若干工程因規劃時程較長(或須辦理環評)、土地

取得不易等因素，致與原訂期程及經費配置有顯著

落差，或部分工作配合實際執行及 96 年 9 月 18 日

韋帕颱風侵襲造成巴陵壩損毀，辦理相關調查、監

測及規劃工作，已有減作、增辦及經費調整之必

要，針對第 1 階段分項計畫內子項工作項目及經費

進行局部調整。 

第 2 階段 

核定 

核定文號 院臺經字第 0970037120 號 

計畫期程 98 年~100 年 12 月 

計畫經費 5,945,260(千元) 

計畫內容 

第 2 階段工作內容以延續第 1 階段之工作、第 1 階

段已完成規劃且評估確需執行者，並以成本效益高

者為執行原則；至於需較長時間觀測、規劃或較不

明確之工作項目，於第 2 階段編列充裕先期作業經

費，探討其具體方案、可行性與效益，俾於本整治

計畫特別預算內容納辦理。 

延續辦理「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水

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善工程」、「增設水庫防砂設

施工程」、「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水文及水

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

週邊環境改善」及「水庫泥砂浚渫」等分項計畫。 

第 2 階段 

第 1 次修正 

核定文號 院臺經字第 0990042985 號 

計畫期程 98 年~102 年 12 月 

計畫經費 5,945,260(千元) 

計畫內容 

1.計畫分項期程調整 

(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2)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3)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4)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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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6)水庫泥砂浚渫 

2.計畫分項修正工作項目 

(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2)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3)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3.計畫分項經費調整 

(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2)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3)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4)水庫泥砂浚渫 

修正原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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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庫泥沙浚渫」等 3 

項計畫，依中庄調整池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電

廠防淤第 1 期工程遭遇採購爭議及沉澱池清運居

民抗議等因素。 

2.「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水庫相關設施修復

及週邊環境改善」等 2 項計畫，配合前述計畫期

程持續進行泥砂監測及週邊環境改善，亦併同總計

畫期程展延一併調整辦理。 

第 2 階段 

第 2 次修正 

核定文號 院臺經字第 1010006098 號 

計畫期程 98 年~104 年 6 月 

計畫經費 5,945,260(千元) 

計畫內容 

1.計畫分項期程調整 

(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2)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3)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4)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5)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2.計畫分項修正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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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2)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3.計畫分項經費調整 

(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2)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修正原因 

1.「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之「中庄調

整池工程計畫」，於設計階段依廢棄物調查成果、

民眾疑慮、河川環境生態等因素，納入基本設計考

量後整體計畫經費大幅增加，已無法於原核定經費

及期程內辦理，經重新檢討，原計畫分 2 期開發，

第 1期在原核定經費下開發有效蓄水庫容約 492萬

立方公尺，並期程調整於該修正計畫奉核後 3 年 8

個月完成；第 2 期辦理原計畫有效蓄水庫容 690 萬

立方公尺之剩餘部分，惟須俟日後石門水庫排砂及

調整池營運成果評估再研議辦理。 

2.另配合增辦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先期作業需要，由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項下「後池

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計畫已毋須支用之

經費 1 億元調度至「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計畫

辦理；另相關泥砂監測、水庫營運操作規劃及中庄

調整池週邊環境改善等工作配合前述修正期程，併

同將「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調查、

規劃、試驗及研究」及「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

環境改善」等計畫期程在核定經費及期程內依實調

整辦理。 

第 2 階段 

第 3 次修正 

核定文號 院臺經字第 1030066826 號 

計畫期程 98 年~105 年 12 月 

計畫經費 5,945,260(千元) 

計畫內容 
計畫分項期程調整：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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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原因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之「中庄調

整池工程計畫」，調整池工程採完成基本設計後發

包，為進一步掌握現地地質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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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本分項計畫需至 105 年

12 月完成。 

 

 

二、整治計畫第一區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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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措施以達成延長水庫壽命、穩定供水為目標。爰此，整

治計畫架構可區分為(1)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以下簡稱第一區塊)；

(2)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以下簡稱第二區塊)；以及(3)集水區保育治理

(以下簡稱第三區塊)等三大區塊，其中「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計

畫辦理之計畫與期程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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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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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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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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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期程表 

工程(計畫)項目 期程 

1.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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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05.12 

7.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95~103.6 

8.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95~102 

9.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95~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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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04.6 

12.水庫泥砂浚渫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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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執行情形 

石門整治計畫「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即第一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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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05 年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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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下之各分項計畫架構，

呈現各計畫工作目標及民國 95-103 年執行成果。各分項計畫之計畫內容及

執行成果綜整請參閱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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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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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河道放流口修復改列排砂功能改善辦理)、「低水位時供水應

變工程」、「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水文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新建工程」以

及「水庫泥砂浚渫」等 6 項計畫，截至民國 103 年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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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本執行計畫以達成汛期桃園地區維持全區供水為目標。根據桃

園地區用水量計算，每日用水需求為 105 萬噸，因汛期可由板新淨

水廠支援每日約 10 萬噸水量，所以抽取水庫表水每日 96 萬噸，已

可滿足桃園地區汛期每日用水需求(每日只缺 95 萬噸)。其中，抽取

水庫表水每日 96 萬噸，計分配供應北桃園與南桃園水量每日各 30

萬噸及 66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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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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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壩頂緊急抽水系統 

 

表 4-1 壩頂抽水統計表 

年 颱風名稱 
尖峰流量

(cms) 
濁度(NTU) 抽水時間 

95 豪雨 818 4,935 抽水 16hr 

96 聖帕 1,844 5,820 抽水 26hr 

96 韋伯 2,788 21,159 抽水 80hr 

96 科羅莎 5,300 27,930 抽水 96hr 

97 鳳凰 2,039 10,280 抽水 29hr 

97 辛樂克 3,447 9,500 抽水 12hr 

97 薔蜜 3,292 8,820 抽水 69hr 

 

(二)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為恢復石門發電廠及河道放水道設施放水功能，穩定桃園及板

新地區供水需求(每日約需160萬噸)，及降低各進水口前淤積高程，

穩定各水庫設施操作功能，以確保防洪操作安全，延長水庫使用壽

命，並恢復石門發電廠發電運轉功能，維持正常電力供應，有助於

北部地區電力需求調配。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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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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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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座控制閘門、2座維修閘門中的1、3、4 號閘門

檢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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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放水道何本閥及環滑閘門修復及攔污柵更

新等。 

此分項計畫主要辦理電廠、河道放水道及攔汙柵等相關設備修

復與系統更新整合作業。電廠操作部分，已達成恢復電廠正常供水、

發電運轉功能目標；另河道放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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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三)桃園、新竹工業區地下水備援供水執行計畫： 

因水質及效益偏低，95 年 9 月 15 日整治計畫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本計畫原則取消辦理，請北水局於「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及「推動

小組」會議提案報告，俾後續依程序報院。95 年 9 月 19 日「經濟部

水資源審議委員會第 41 次委員會議」並未就本案是否取消做成決議，

95 年 11 月 2 日本整治推動小組決議暫緩辦理，已納入第 1 階段修正

執行計畫，原列第 1 階段計畫經費 0.42 億元，改列於第 2 階段，俟

評估可行後再依程序報核。已報奉行政院 97 年 8 月 27 日院臺經字

第 0970037120 號函核定暫緩辦理。 

(四)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當水庫水位低於標高 220 公尺時，移用現有 96 萬 CMD 抽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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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部分抽水機組，自溢洪道前抽水放流至後池，以供水庫下游地區

用水需求，計畫抽水量為 30 萬 CMD。自石門寮退水路設分水工，

將石門大圳原水導引至後池，計畫引水量為 30 萬 CMD。加強穩固

鴨母坑溪兩側護岸邊坡，並設置固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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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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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洪道緊急抽水工程 

 
鴨母坑溪整治 

圖 4-3 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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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 )

水 庫

後

環 翠 樓

環 湖 公 路

1 .供 電 電 纜 須 於 水 面

使 用 橡 膠 管 浮 力 筒

及 電 纜 絕 緣 保 護 橡

膠 管 置 放 。

2 .抽 水 管 自 溢 洪 道 閘

門 放 流 至 後 池 。

3 .紅 色 部 分 設 備 為 新

購 。 (備 用 抽 水 機

及 電 力 開 關 房 另 案

採 購 )

電 力 開 關 房

供 電 電 纜抽 水 管

備 用 抽 水 機

(2部 )

後

池

溢

洪

道

水   庫

依

山

閣

石

門

發

電

廠

攬

勝

亭

往 環 湖 公 路

碼 頭

270高 地

(嵩 臺 )

迎

賓

亭

扶

輪

亭

集 水 槽

輸 水 管

抽 水 機

(1 0部 )

太 空 包

(圍 水 )

抽 水 機

(9部 )

水 庫

後

環 翠 樓

環 湖 公 路

1 .供 電 電 纜 須 於 水 面

使 用 橡 膠 管 浮 力 筒

及 電 纜 絕 緣 保 護 橡

膠 管 置 放 。

2 .抽 水 管 自 溢 洪 道 閘

門 放 流 至 後 池 。

3 .紅 色 部 分 設 備 為 新

購 。 (備 用 抽 水 機

及 電 力 開 關 房 另 案

採 購 )

電 力 開 關 房

供 電 電 纜抽 水 管

備 用 抽 水 機

(2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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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民國 93 年 8 月 24 日艾利颱風來襲，石門水庫集水區降下累計

973mm 之平均雨量，使上游集水區產生大規模土石坍塌，而洪水挾

帶泥沙流入水庫，導致石門大圳(取水口標高 EL.195 公尺)取用之原

水高度混濁，超出桃園地區各淨水廠處理能力，以致於桃園地區民

生用水無法正常供應(停水逾半個月)，除造成社會經濟重大損失，並

嚴重影響桃園地區民眾生活品質。 

石門水庫興建原規劃係以供應桃園地區農業灌溉用水為主，因

農業用水可容忍之水體濁度較高，所以採用較低取水口高程之設計，

可確保取得較充裕且穩定水量，有助於灌溉植物生長及促進農產量。

惟近年因桃園地區人口增加及工商業快速發展，使水庫水源運用型

態大幅改變，民生及工業用水供應已成為水庫最主要運用標的，低

取水口取用之水庫原水較易受入流庫區泥砂影響濁度，衍生自來水

公司淨水廠無法正常供水問題。爰此，本計畫規劃於水庫適當位置

增設分層取水工，除可於颱風豪雨洪水至水庫原水混濁時，直接引

取水庫較上層(標高 EL.220 公尺以上)水源，作為民生及工業用水緊

急使用外，當石門大圳歲修或故障時，亦可提供作為農業用水供應

使用，對於桃園地區各類用水穩定供應具有顯著效益。 

本工程於 98 年完成上、中層取水設施並完成系統測試，颱風期

間可由上層及中層取水口取表面乾淨原水，以重力送水至每日最大

140 萬噸，汛期桃園區域供水無虞，順利達成正常取水。下層取水口

於 100 年 4 月 22 日已達下層取水口隧道破鏡段施作上邊坡之條件，

於 4 月 25 日動員並開始施作邊坡保護工等工項，至 5 月 13 日完成

邊坡 15cm 鋼纖噴凝土保護工、岩錨施作(含部份保護帽蓋)、洞口及

攔污柵平台開挖及破鏡段探挖，惟因後續鋒面來臨大量降雨，致使

水庫水位標高自 216.5 公尺遽升至標高 227.5 公尺，已無法再進行後

續施工作業。104 年 3 月 20 日石門水庫水位降至標高 218.50 公尺以

下，依契約規定起算工期，至 104 年 3 月 26 日完成洞外下邊坡 15

公分鋼纖噴凝土、隧道內岩方開挖、岩錨保護帽蓋、隧道口邊坡及

底版鋼筋植筋工作、D2400mm 鋼管與暨設鋼管銜接(封鈑尚未切

除)UT 檢測，惟石門水庫水位因後續鋒面來臨大量降雨，於 104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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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上升至標高 219.50 公尺以上，暫無法進行後續作業、雖於 5

月 1 日再度調控水位供邊坡及底版鋼筋植筋工作，惟因 5 月 4 日集

水區降下大雨、水位回昇至 EL 230 以上，自 104 年 5 月 13 日起暫

停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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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28 公尺)之大

圳設置退水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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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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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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 

 

(六)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為新增地區水源供水能力、配合石門水庫排砂操作、因應地方

需求整治中庄廢河道及配合辦理大漢溪河段環境整體營造、強化鳶

山堰水源備援能力，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於民國 95 年 5 月

提出利用中庄廢河道興建為調整池之構想。經評估技術、經濟與環

境面均可行且地方接受度高，就強化水源備援能力、促進石門水庫

永續、新增水源及整治中庄廢河道而言，有其必要性。 

本計畫主要工程包括取水工程、調整池工程及下游輸水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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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池(第 1 期)工程，池底高程為 53.0 公尺，蓄水至高程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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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蓄水面積為 42.6 公頃，有效庫容 492 萬立方公尺，而為確保

調整池防滲功能、設施安全及供水水質，於有滲漏疑慮之圍堤段施

作截水牆或填築心牆增加阻水能力。 

下游輸水工程之輸水路長度約 4,830 公尺，輸水能力每日 80 萬

立方公尺，其中 30 萬噸水源送至大湳淨水廠、50 萬噸水源送至板

新淨水廠。本工程於鳶山堰下游過河段採用倒虹吸工，另本工程部

分路線與自來水公司辦理「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送水管（三）

工程」共構之輸水管配合採相關 DIP 管材。 

預期本計畫完工後之供水效益為年調蓄供水量約為 1,449 萬立

方公尺，係為新增大漢溪水量之調蓄利用，其中高濁度時期備援供

水量約為每年 596 萬立方公尺，常態供水量約為每年 853 萬立方公

尺，相當於缺水指數 0.5 時，常態每日可增供約為 2.4 萬立方公尺。

將來營運操作時，於颱洪來臨或水庫排砂前，應將調整池蓄滿，故

以調整池有效庫容 492 萬立方公尺，備援供水每日 80 萬立方公尺

計，本計畫於高濁度時期水源備援天數約為 6.2 天。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主要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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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庄堰模擬示意圖 

 

攔河堰右岸俯視全景 

 

攔河堰右岸俯視全景 

 
引水路工程引水箱涵施工 

 
引水路工程維修道路施作完成 

 
調整池截水牆施工 

 
截水牆導溝及施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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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水路共構段管線埋設 

 
輸水路過河段工程護堰及護床工 

 
可燃廢棄物篩選清理 

 
廢棄物篩選分類作業 

 
管理大樓工程佈置圖 

 
管理大樓工程 

圖 4-5 中庄調整池工程相關圖 

(七)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本計畫之目標為使永久河道放水口、電廠設施及排洪隧道經改

善工程於洪水期間後，具有排放石門水庫異重流、渾水之功能，並

使其運轉不受沉木之干擾、降低水庫原水濁度、減緩水庫淤積速度，

最後達到延長水庫壽命與穩定供水之目標。 

永久河道放水口改善工程於 95年 10月完成PRO改善工程發包，

並於 97 年 10 月 8 日完工。為有效解決颱風期間取水及維持庫容，

電廠防淤功能改善工程分成二期工程，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係將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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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電廠 2 號機壓力鋼管改建為排砂鋼管以增加排砂功能，降低水庫

淤積速率，延長水庫壽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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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工程於 97 年 1 月完成發包，廠商於 97 年 3 月開工；因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結果，本工程自 97 年 4 月

23 日起停工，並於 98 年 6 月 11 日變更審標結果撤銷決標決定，重

新辦理招標於 98 年 12 月 3 日決標，並自 12 月 23 日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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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1 年 1 月 17 日辦理水工機械組裝觀摩、

10 月 30 日辦理永續公共工程理念宣導工程觀摩會、11 月 29 日辦理

工程觀摩及教育訓練，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竣工。第二期工程於 101

年 12 月開工，已於 104 年 7 月 31 日完工，並於 104 年 8 月 13 日恢

復發電。 

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工，於 102 年潭

美及蘇力颱風開啟排砂隧道利用水力排砂共計 91.43 萬立方公尺

(100.57 萬噸)，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颱風開啟排砂隧道利用水力排砂

共計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噸)。成為全台首座水庫利用發電設備改建

為排砂道之創舉。 

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完工後將原電廠1號發電鋼管改建為#1A、

#1B 發電鋼管，#1A 及#1B 發電鋼管增設隔離閥(主閥)，以解石門電

廠缺少維修閥門困境，而 2 號機組定位為與 1 號機組互為備援，增

加石門電廠運轉可靠度。 

 
潛水伕水下作業 

 
潛水伕打撈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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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外抓斗安裝完成 

 
PRO 損壞攔污柵 

 
PRO 塔內清出之變形鐵模 

 
電廠防淤一期工程分岐管安裝 

 
電廠防淤一期工程排砂照片 

 
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配置圖 

 
PRO 放流口照片 

 
放流測試射流閘門全開 

圖 4-6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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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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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進行主

河道防洪防淤工程之可行性規劃及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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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後續工程能順利推動，經

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已依程序完成「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

程環境調查評估」、「石門水庫增設防於隧道工程三維數值模擬及不

確定分析」、「石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變遷影響分析」、「石門水庫

放淤對下游河道生態影響之調查研究計畫」、「阿姆坪防淤隧道淤砂

清運模式可行性評估」、「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 階段)補充

地形測量」及「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 階段)補充地質及地

下水調查委託技術服務」委辦計畫發包，俾作為後續工程環境監測

及基本設計之參據。 

阿姆坪防淤隧道：主要功能水力沖淤，可作為輸泥、沖淤、陸

運及排洪之多功能通道，同時處理粗、細粒料，設計流量 600cms，

目標清淤量每年 64 萬立方公尺。 

大灣坪防淤隧道：主要功能排渾蓄清，於水庫異重流到達時開

啟隧道進行水力排砂，將底層渾水(細顆粒)排至下方後池，設計流量

1,600cms，目標清淤量每年 71 萬立方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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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水層通過延伸管 

 
異重流流至大灣坪案 

圖 4-7 防淤隧道工程規劃圖 

(九)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以達成水庫延壽功能為目標，辦理各項水工模型試驗，如電廠、

永久河道及石門大圳改建功能，以及排洪隧道初步規劃方案試驗、

電廠改建試驗、增設取水工工程模型與羅浮增設防砂設施工程水槽

模型試驗，相關試驗有助於往後之規劃及設計，提供參考之數據。

現場全洪程入庫與過庫水砂歷線監測、建立異重流防淤操作模式、

漂流木與異重流運移特性，以及淤泥層鑽探調查分析等之研究與試

驗。 

為持續監測掌握水庫上游河川含砂量、水位、流量重要資訊，

辦理各項水工模型試驗、現場全洪程入庫與過庫水砂歷線監測、漂

流木與異重流運移特性，以及淤泥層鑽探調查分析等水庫營運操作

規劃相關研究與試驗，可作為提供水庫更新改善、永續經營對策參

考。圖 2-8 為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相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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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完成項目(截至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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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2 石門水庫漂浮

木與異重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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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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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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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之試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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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處或攔木索水下底部；(3)漂流木長度介

於 3.2 與 3.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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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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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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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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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藉由區域地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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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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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應用岩塞爆

破法可行性調

查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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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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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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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石門水庫運轉規線」M-5 規線，因各

用水標的成長，於民國 90 年修正原運轉

規線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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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妥適的操作策略，以作為相關單

位之參考依據。 

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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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目標

函數及相關限制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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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函

數搜尋下限與嚴重下限水位，方案一與方

案二搜尋出規線皆比原規線操作模擬結

果好，方案一顯示僅調整嚴重下限水位可

小幅降低水庫缺水風險，方案二加上提早

啟動限水策略，使改善效果更佳；方案三

則能最有效率的降低水庫空庫天數及嚴

重下限以下天數，對於提高水庫操作效率

技術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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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降低缺水風險表現最為優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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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計畫目的

為因應前述影響，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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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擴建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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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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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河道放水口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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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方

面，標高 E.L.1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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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m，非常接近理論分析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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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撐 

99.12 石門水庫水砂 如何運用水庫異重流運移特性適時導引 1.建置測站，且採用 TDR 含砂濃度自動化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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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移監測及異

重流數值模式

開發及應用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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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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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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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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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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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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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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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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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村、三林村與佳安村間之小谷地，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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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初步規劃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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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經驗總量約 8～24 萬

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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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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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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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輸送至龍潭淨水場、平鎮淨水場或石

門淨水場，達到全額備援供水或釋稀高濁

度原水之功能，以維持淨水場出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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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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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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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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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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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水局提供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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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針對現

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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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案、防洪防淤隧道 C1 案、C1 延伸管案、

D2 案及 C1 延伸管案+D2 修改案等五案，

評估各防洪防淤方案對下游河道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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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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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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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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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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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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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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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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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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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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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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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相關圖 

(十)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新建工程： 

本監控中心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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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庫區既有建物整修，設置水文及水

質試驗監控中心。 

於 98 年 12 月 28 日完成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之防汛檢測儀

器採購。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規劃設計，於 99 年 6 月 11

日完成招標，100 年 1 月 21 日完成細部設計初稿審查，本工程已於

101年9月驗收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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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9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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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週邊環境改善： 

計畫目標為恢復水庫工程設施正常功能，以確保運轉安全，有

效防治漂流木流入庫區，並促進水庫防淤功能發揮，以確保水庫設

施安全。強化水庫防洪操作功能，提升水庫預警及防災機制，俾確

保洪汛安全，並加強水庫蓄水範圍土地管理，維護水庫整體景觀及

保護水質，進一步提供地區民眾良好遊憩空間。將現有老舊圳路環

境美化，提升民眾對政府施政認同感。 

96 年 2 月及 5 月完成義興壩及榮華壩區附屬設施修復。為防止

漂流木繼續危害大壩安全，除 95 年 6 月及 96 年 8 月各設置攔污索

一條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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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內完成山子頂水利大圳腹地整理工程、阿姆坪生態園區環

境整理改善工作、石門水庫南苑園區整理工程、石門水庫左岸排水

系統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高線、中線管理站整理工程及水庫左岸

排水、供水系統改善工程、高線及中線環境整理工程及北苑大草原、

水上活動中心環境整理工程及其他水庫相關設施及週邊環境之改善

工程。 

(十二)水庫泥砂浚渫： 

石門水庫清淤作業主要目的為防止庫區淤積持續增加、降低各

進水口淤積面(量)，進一步防範庫區設施受損(如發電機組、PRO 及

其他水工閘閥)，以維持水庫防洪、發電及供水功能，俾確保水庫運

轉安全。爰此，本計畫目標為民國 95 年至 97 年庫區上游段清淤 20

萬立方公尺、庫區下游段清淤 40 萬立方公尺、沉澱池土方清運 70

萬立方公尺及完成排砂管更新改善。 

排砂管更新改善工程，於 96 年 5 月 7 日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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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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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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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水庫淤積量，抽除水庫淤泥每年 30 萬立方公尺，延

長水庫壽命。降低發電進水口及河道放水道前之泥砂淤積面(量)，減

少水路結構物與水輪機之磨損及水力發電機組之維修費，以維持發

電效益。 

 

攔污索攔截漂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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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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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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 水庫相關設施復建及周邊環境改善 

 

  

浚渫平台安裝及定位完成 水上電路及排放管安裝完成 

  

沉澱池土方清運 

圖 4-11 水庫泥砂浚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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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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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03 年) 

計畫項目 期程 計畫目標 執行成果 備註 

分項計畫一、提升壩頂緊急

抽水及下游輸送管線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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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擴充至淨水廠輸水管線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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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廠以及河道放水道(PRO)閘閥，以維持電廠

及水庫排淤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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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放水道部分，並先完成何本閥及環滑閘門修復及

攔污柵更新等。 

河 道 放 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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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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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28公尺)等工程。 

下層取水口（標高

EL.220公尺）於契

約規定保留期限

（民國105年6月

29日）內，視適當

時機（水位低於

EL.218.5公尺）進

場施作。 

分項計劃六、後池改善、備

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95~1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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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4年完成廢棄物工程、引水路工程及輸水路工程，調整池工

程、攔河堰工程及管理大樓工程等均於施工中。 

奉行政院100年核

定在案，中庄調整

池工程計畫分2期

開發，第1期在原

核定經費下展延

至民國105年12

月，開發有效蓄水

庫容約492萬立方

公尺，第2期俟日

後評估再研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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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七、水庫既有設施

防淤功能改善工程 

95~1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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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檢測後恢復電廠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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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廠防淤2期工程

複葉閥終止契約

後，已於104年9月

2日上網重新公

告、9月22日召開

資格標審查會

議，預計104年10

月決標。 

分項計畫八、增設水庫防砂

設施工程 
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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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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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04

.6 

1.第1階段共辦理10項計畫；第2階段擬辦理工作

擬辦理19項。 

1.截至103年底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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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生態影響之調查研究計畫、石門水庫放

淤對下游河道變遷影響分析等25項計畫。 

- 

分項計畫十、水文及水質試

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 
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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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已先完成防汛作業儀器採購，101年4月完成水文及水質試驗監

控中心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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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畫十一、水庫相關設

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95~1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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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作

業，計畫內累計打撈蓄水範圍漂流木共45,525立方公尺。水庫上

游擱置物清除工作，焚燒含下游蓄水範圍總計約99,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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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沉澱池土方清運工作，整治計畫期間累計清運145.7萬立方公尺；

水庫泥砂浚渫工作，整治計畫期間累計清運157.1萬立方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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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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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之規定限

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如本整治計畫之執行計畫、實施計畫、

相關法律、法規命令及行政規則等重大計畫內容；歲入、歲出預算書、會

議結論等執行中重要資訊；以及各公聽會、說明會、工程施工及環境生態

資訊等，以供在地居民及民間團體聯盟作為參考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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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治推動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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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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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讓石門水庫的治理能更趨完善，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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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治推動上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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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保育等團體及民眾參與本整治計畫內容包含：執行計畫書、

法規及行政規則、組織分工及聯絡資訊、預算書及決策書、研究報

告摘要、推動及工作小組會議、公聽會、工程資訊、整治成果、請

願及訴願等，內容依計畫執行進度做更新及新增，俾使一般民眾及

民間團體瞭解政府之施政方向及成效。 

民眾參與協商機制及相關事件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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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計 250 人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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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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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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計 350 人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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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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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照片如圖 4-12 與圖 4-13。 

 

圖 4-12 中庄調整池下游輸水路工程公聽會 

 

圖 4-13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輸水路過河段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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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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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4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99 年)執行成果檢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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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石門水庫防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座談會 

 
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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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7 石門水庫 50 週年研討會及特別預算推動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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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公開機制 

依「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三條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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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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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站首頁如圖 4-18。 

 

 

圖 4-18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專屬網站 

 

然資訊公開機制除了網站建置供民眾自行觀看外，尚可透過媒

體廣大宣傳、民間參與相關會議以及教育訓練宣導等，讓民眾更容

易取得石門水庫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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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編列及分年支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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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於 105 年度完成。本報告以「緊急供水工程

暨水庫更新改善」計畫於兩階段之預算分配及其預算執行情形詳請參閱下

表 4-4。 

 

表 4-4 分年支用情形 

(單位：億元) 

年度 經費來源 

可支用預算 預算使用 

年度預算 
以前年度 

保留數 
實支數 保留數 繳庫數 

工程 

預付款 

95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294,111  294,111    

其他       

小計 294,111  294,111    

96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1,413,109  1,413,109    

其他       

小計 1,413,109  1,413,109    

97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1,173,560  824,038  349,522  

其他       

小計 1,173,560  824,038  349,522  

98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945,236  762,258  182,978  

其他       

小計 945,236  762,258  182,978  

99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878,279  854,757  23,522  

其他       

小計 878,279  854,757  23,522  

100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993,956  958,902  35,054  

其他       

小計 993,956  958,902  35,054  

101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969,657  711,105 251,748 6,804  

其他       

小計 969,657  711,105 251,748 6,804  



 

附 2-50 

102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1,338,912 251,748 1,011,222 562,743 16,695  

其他       

小計 1,338,912 251,748 1,011,222 562,743 16,695  

103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813,084 562,743 975,846 325,413 74,568  

其他       

小計 813,084 562,743 975,846 325,413 74,568  

104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1,237,246 325,413     

其他       

小計       

105 年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1,138,110      

其他       

小計       

合計 

中央公務       

中央特別       

其他       

總計       

註： 

1. 其他為基金或地方分攤經費…等，請依不同來源分列，並依實際需求增減年度列數。 

2. A+B=C+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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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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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階段計畫工作內容以災害復舊、具急迫性及爭

議低之項目為主，並以成本效益高者為原則優先施作。本章將綜整第一區

塊各分項預期效果及實際效果，並依據完成之工作成果，論述「庫容維持」、

「提升穩定供水能力」等目標條列執行成果與經濟效益如下： 

一、分項預期及實際成果 

(一)提升壩頂緊急抽水能力至 96 萬噸及下游輸送管線 

預期效果：95~97 年汛期間可抽取水庫原水每日 96 萬噸使南北

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無虞。 

實際效果：在 95~97 年汛期期間桃園地區未發生不分區供水，

同時 96 萬噸抽水系統每月進行運轉測試，機組功能均正常，汛期間

可發揮抽取水庫原水每日 96 萬噸，使南北桃園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

需求無虞之效益。 

(二)電廠與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 

預期效果：提升水庫洪汛期防淤功能，有效減少水庫淤積量，

延續水庫使用壽命。 

實際效果：石門發電廠 1 號、2 號發電機組完成恢復運轉，並恢

復水庫正常供水功能。而潛水伕工程皆完成階段性工作。另外石門

發電廠排砂能力恢復。有效降低發電進水口及河道放水道前之泥砂

淤積面(量)，以減少各放水路結構與水輪機磨損，減少發電機組及閘

門維修費，並正常發揮發電效益。 

(三)低水位時供水應變工程 

預期效果：水庫水位低於標高 220 公尺 可抽水每日 30 萬噸供

下游北桃園及板新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需求。 

實際效果：石門大圳 1 號退水路鴨母坑溪護岸整治、石門大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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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水路、低水位抽水系統均已完成。石門水庫抗旱及電器設備購置，

已於 96 年 11 月 20 日完工，抽水系統抽水能力可達 30 萬 CMD，達

到緊急備援之功能。 

(四)增設分層取水工工程 

預期效果：完成取水塔 1 座及輸水管線等（取水標高分為 220

公尺，228 公尺 及 236 公尺），屆時可增加水庫取水設施及提升水庫

取水功能，每日取水量達 140 萬噸，颱洪期間水庫濁度升高時，可

取水庫上層清水，將可有效解決颱洪期間，水庫濁度升高影響供水

問題。 

實際效果：除下層取水口需視水庫水位降至標高 EL.218.5 公尺

以下方可施作外，其餘工項皆已完成，尤以上、中層取水口於 98 年

起於颱風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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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 

預期效果：下游河道整理工程除榮安二村民眾之損失可獲得適

當補償，拆除後之河道將有足夠通洪空間，得以順利排洪，保障沿

岸民眾安全。中庄調整池可行性規劃水資源備援、廢河道整治、河

川環境復育、改善地區環境及帶動地區繁榮。大漢溪上游段攔河堰

及河道穩定工程穩定河床、保護橋樑同時兼具營造水域環境、建立

戶外休閒遊憩場所。 

(六)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預期效果：永久河道放水口改善工程恢復之供水每年 21.95 百萬

立方公尺，排砂平均每年約 7.83 萬立方公尺。電廠防淤功能改善工

程恢復之供水為每年 17,841 百萬立方公尺，排砂平均每年約 96.6 萬

立方公尺。 

實際效果：河道放水道閘門已改建完成；PRO 攔污柵拆除作業，

潛水伕水下作業分年度完成工作。電廠一期防淤改善工程因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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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2 年潭美及蘇力颱風開啟排砂隧道利用

水力排砂共計 91.43 萬立方公尺(100.57 萬噸)，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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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開啟排砂隧道利用水力排砂共計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噸)。電廠

二期防淤改善工程於 104 年 7 月 31 日完工，並於 104 年 8 月 13 日

恢復發電。 

(七)增設水庫防砂設施工程 

預期效果：可減少水庫入砂量，每年約 30 萬立方公尺。  

實際效果：藉河道淤積物調查、相關數值模擬、地質地形地貌

調查評估選線、生態環境調查評估、相關計畫之規劃設計案，探討

石門水庫增設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防砂設施工程，以攔截粗顆

粒泥砂，評估阿姆坪及大灣坪防淤隧道水理流況與分洪防淤功能，

並結合水庫暨有設施更新改善工程，並於 103 年 9 月 1 日審議核定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刻正辦理後續相關計

畫。  

(八)調查、規劃、試驗及研究 

預期效果：供水庫更新改善、永續經營對策參考。  

實際效果：探討其具體方案、可行性與效益，以達成水庫延壽

功能為目標之各項研究與試驗，整體計畫效益為供水庫更新改善、

永續經營對策參考。 

(九)水文及水質試驗監控中心建置工程 

預期效果：為應汛期能有效執行水質監測及泥砂濃度觀測，進

而有效分析並即時彙整傳遞提供作為水庫運轉及供水調度決策參考，

爰建置水文及水質試驗及監測中心，提供相關人員於汛期或水質異

常期間進駐，作為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之工作駐

點及相關人員安置場所。 

實際效果：汛期即可執行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

測作業，達成工作目標。 

(十)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預期效果：水庫現有設施損壞修復，將提升水庫運轉安全，確

保水庫正常機能發揮。義興電廠防洪閘門之設置，可有效降低電廠

設施淹水風險，以長期維持發電效益。各閘門控制室進行耐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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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可確保放水操作正常，降低設施故障風險。水文測報及雨量

站功能之改善，可強化水庫強化預警及防災機制。水庫漂流木與沉

木清除及攔汙索設置，有助於避免水庫設施故障問題，俾維持水庫

使用壽命。 

實際效果：已完成義興電廠區整體修復工程、榮華壩區整體修

復工程、石門水庫後池左側護岸復建工程、石門壩區整體修復工程，

恢復水庫工程設施正常功能、完成第 1 條、第 2 條攔污索。計畫執

行期間庫區上游河道焚燒總計約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木，有效減少

汛期流入水庫漂流木；水庫蓄水範圍漂流物打撈總計約 48,525 立方

公尺漂流木。 

(十一)水庫泥砂浚渫 

預期效果：有效降低水庫淤積量，並使集水區泥砂能自然流入

下游河道，補充砂源及平衡沖淤狀況，避免河道沖刷。抽除水庫淤

泥每年 30 萬立方公尺，延長水庫壽命。增加水庫防洪效益、維持

水庫正常運轉。降低發電進水口及河道放水道前之泥砂淤積面(量)，

減少水路結構物與水輪機之磨損及水力發電機組之維修費，以維持

發電效益。 

實際效果：已完成水庫抽泥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及沉澱池土方

清運 145.7 萬立方公尺。沉澱池土方清運完成之處將可提供水庫浚渫

之暫置場地，俾順利進行壩區浚渫工作。 

 

二、整體目標成效 

(一)庫容維持 

依圖 5-1 所示，「庫容維持」之目標可藉由(1)土地管理；(2)水土

保持工程；(3)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4)防淤設施與操作；

(5)泥砂研究與監測；以及(6)泥砂浚渫等六個策略加以達成，第(1)、

(2)項屬上游保育集水區，不屬本計畫之範圍，本節將針對第(3)至(6)

等四項與本計畫有關之策略，說明執行成果與效益。各策略與本計

畫之關係如表 5-1 所列，相關執行成果與效益則整理於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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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庫容維持達成策略概念圖 

表 5-1 庫容維持策略與「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工作項目關係表 

策略 分項計畫 

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及週邊環境改善 

防淤設施與操作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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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砂浚渫 水庫泥砂浚渫 

繞庫排砂 增設水庫防淤設施工程 

1.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 

修復攔砂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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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庫上游擱置木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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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項以達成本整治計畫

之目標： 

(1)上游擱置物清除：於汛期前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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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焚燒及清運約總計 99,387

立方公尺漂流木。 

(2)下游水庫蓄水範圍漂流木打撈清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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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5-2。 

庫容維持 

上游土砂減量 

中游土砂攔阻 

下游水庫排淤 

防淤設施與操作 

泥砂研究與監測 

泥砂浚渫 

攔砂設施 

水土保持工程 

土地管

理 
繞庫排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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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漂流木打撈清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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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先將此兩個子計畫的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1)電廠及永久河道放流口緊急修復：修復攔污柵變形損壞部分及新

設攔污柵等工作，修復完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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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電廠防淤第 1 期改善工程：重點為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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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工，於 102 年蘇力及潭美颱風各開啟兩次排砂隧道，總計排

砂量為 91.43 萬立方公尺(100.57 萬噸)，於 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颱

風各開啟兩次排砂隧道，總計排砂量為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噸)，

有效增進水庫汛期排砂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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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二個子計畫中，除河道放水道修復後可恢復其通水

功能外，最重要之目的則分別為修復電廠進水口以及擴大電廠出流

量，以增進電廠之排砂效率。根據水利規劃試驗所於民國 100 年提

出的「石門水庫防洪防淤方案水工模型試驗成果」，表 5-2 摘錄現況

(電廠修復後)與未來電廠改善後等二案例於艾利颱風事件下之電廠

排洪排砂試驗結果，其中現況案例為河道放水道未開啟，電廠尚未

改善維持原有出流量，而未來電廠改善後案例之電廠出流量增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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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cms。以電廠排砂比來看，由表中可看出現況案例電廠排砂比為

9.7 %，而電廠改善後之排砂比則高達 28.9%，若以兩排砂比相減簡

單概算改善效益的話，電廠防淤改善可增加約 19%的排砂比。 

表 5-2 石門水庫模型試驗電廠排洪排砂結果 

 
入庫流量 

(億 m
3
) 

入庫砂量 

(萬噸) 

排洪量 

(億 m
3
) 

排洪比 

(%) 

排砂量 

(萬噸) 

排砂比 

(%) 

現況 7.43 2,930 0.18 2.4 283 9.7 

電廠改善 6.95 2,963 0.93 13.4 858 28.9 

註 1：所有試驗均以艾利颱風事件設定入庫流量與砂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100) 

表 5-2 係以艾利颱風之水砂入流條件為基礎所獲得之模型試驗

結果，然而不同颱風事件其水砂入流歷線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電廠

修復與改善後之排砂效率亦會有所變化，以下亦彙整其他研究針對

不同颱風事件所分析之電廠排砂效率。 

在電廠修復後之排砂效率改善方面，表 5-3 為民國 97 與 98 年

重要颱洪事件石門水庫各出流設施實測排砂比一覽表(經濟部水利

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9)，其中排砂比定義為該設施的排砂量除以入

庫總砂量。由表中可看出水庫各出流設施排砂比依序以電廠最高、

排洪隧道次之、溢洪道與石門大圳最小(此期間永久河道放水口量測

設施建置中，未施行觀測)。除凡那比颱風因入流量過低外，其餘鳳

凰、辛樂克、薔密、與莫拉克颱風等事件下，實測電廠排砂比平均

達 9.5%，與表 5-2 模型試驗結果極為接近，顯示電廠修復後可達穩

定之排砂效率。 

表 5-3 97 與 98 年度石門水庫各出流設施排砂量統計表 

評估項目 鳳凰颱風 辛樂克颱風 薔密颱風 莫拉克颱風 凡那比颱風 

入水量

(萬 m
3
) 

出水量 

(萬 m
3
) 

12,447 12,030 62,638 62,224 26,579 23,736 22,799 9,302 4,017 1,338 

入砂量 

(萬噸) 

排砂量 

(萬噸) 
179.42 23.18 1,094 266.8 408.6 54.7 184.0 26.4 20.10 0.50 

排砂比(%) 

電廠 溢洪道 9.0 1.2 9.4 5.3 8.5 0.04 11 0 1.5 0 

排洪隧道 石門大圳 2.6 0.3 9.0 0.3 4.3 0.3 4 1 0.9 0.3 

合計 13 24 13 14 2.7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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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則進一步列出各颱風事件排洪隧道與電廠出流量比值與

排砂量比值統計值，由表中可看出排洪隧道出流量遠大於電廠出流

量，但電廠的排砂量確是排洪隧道的好幾倍。究其原因在於颱洪期

間異重流於水庫運移時，水庫底層為泥砂濃度最高區域，而電廠出

流設施高程(標高 173.5 公尺)相較於排洪隧道高程(標高 220 公尺)為

低，因此電廠多排出較高濃度渾水(以莫拉克颱風為例兩者最大出流

濃度相差約 11.4 倍，其中電廠約 27,000 ppm，排洪隧道約 2,375 ppm)，

造成整體排砂量較大。 

表 5-4 97 與 98 年石門水庫排洪隧道與電廠出流比與排砂比統計 

颱風事件 
入水量 

(10
4
m

3
) 

排洪隧道 電廠 
出流 

量比 

排砂 

量比 出水量

(10
4
m

3
) 

排砂量

(萬噸) 

出水量

(10
4
m

3
) 

排砂量

(萬噸) 

鳳凰颱風 12447 8306 0.60 1516 2.09 5.48 0.29 

辛樂克颱風 62638 39337 24.01 3727 25.08 10.55 0.96 

薔密颱風 26579 15116 2.35 3164 4.65 4.78 0.51 

莫拉克颱風 22799 6834 1.06 1993 2.9 3.43 0.36 

備註：出流量比與排砂量比計算係以排洪隧道值除以電廠值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9) 

若以電廠與石門大圳作比較，兩者雖均位於水庫底層附近(石門

大圳取水口標高 193.5 公尺)，但因電廠的設計流量(137.2 cms)大於

石門大圳(18.4 cms)甚多(約 7.5 倍)，使電廠的排砂量遠大於石門大

圳的排砂量，若不計流量太小的凡那比颱風，兩者排砂量差距大於

30 倍以上。 

根據前述分析結果可彙整石門水庫防淤操作的思維為：(1)儘可

能利用水庫底層出流設施進行防淤操作；(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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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電廠防淤改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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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應立即辦理的措施。 

就電廠改善後之排砂效率方面，除了模型試驗以外，在經驗公

式推估部份，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利用大陸恒山水庫資

料統計所得的排砂比經驗公式，推估石門水庫只考慮電廠防淤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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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之排砂比如表 5-5 所示。受限於排淤通道為固定出流量，因此

由表中可看出隨著重現期愈大，排砂比愈小；若以相同重現期的排

砂比來看，電廠改善後均會大於改善前，改善效益(增加的排砂比)

介於 0.09~0.14。 

若以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推估石門水庫年泥砂量為

345 萬立方公尺為基礎，利用電廠防淤改善前後的加權排砂比可估

算其對應的年排砂量分別約為 55.2、100 萬立方公尺，即電廠防淤

改善後每年約可減少 44.8 萬立方公尺的泥砂落淤於庫區內，相關數

據彙整如表 5-6 所示。 

表 5-5 電廠防淤改善前後不同重現期流量之排砂比 

重現期 

(年) 

洪峰流量 

(cms) 

颱風名稱及洪峰流量 排砂比 

名 稱 cms 
電廠改善前 

(1) 

電廠改善後 

(2) 

改善效益 

(2)-(1) 

2 2,150 89 年碧利斯 2,230 0.16 0.3 0.14 

5 3,900 90 年納莉 4,123 0.16 0.3 0.14 

10 5,090 94 年馬莎 5,377 0.13 0.24 0.11 

20 6,230 85 年賀伯 6,363 0.15 0.27 0.12 

100 8,770 93 年艾利 8,594 0.11 0.2 0.09 

加權排砂比 0.16 0.29 0.13 

註：改善前、後底孔洩洪能力分別為 137.2 cms (兩孔合計)、300 cms (單孔)。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 

表 5-6 電廠防淤改善前後之年排砂量推估 

項  目 
電廠改善前 

(1) 

電廠改善後 

(2) 

改善效益 

(2)-(1) 

年入砂量(萬 m
3
) 345 345 - 

加權排砂比 0.16 0.29 0.13 

年排砂量(萬 m
3
) 55.2 100.0 44.8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5)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預定 105 年底完成，105 年汛期啟動，配

合排砂隧道操作期間，可增援 492 萬噸水量(80 萬噸*6.2 日)，再配

合增設取水工供應大湳水廠系統彈性調度，對於水庫永續經營及穩

定板新、北桃供水有更佳幫助。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與

台水十二區處已達共識，於開啟排砂隧道前，將與台水公司十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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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確認北水處及三峽河有豐裕水量，可支援供水條件下，才進行排

砂操作工作，並配合台水公司盡量避開尖峰時段，以多次操作為原

則，作為過渡時期操作模式。 

3.泥砂研究與監測 

(1)泥砂運動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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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監測系統 

為應汛期能有效執行水質監測及泥砂濃度觀測，進而有效分

析並即時彙整傳遞提供作為水庫運轉及供水調度決策參考，提供

相關人員於汛期或水質異常期間進駐，作為防汛防災應變水質監

測、泥砂濃度觀測之工作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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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泥砂浚渫 

本計畫總計已完成水庫泥砂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歷年浚渫

量詳如表 5-7 及沉澱池土方清運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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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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內歷年浚渫量一覽表 

年分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總計 

浚渫量(萬立方公尺) 13.5 48.0 41.5 25.1 29.0 157.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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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整體工程位置示意圖 

表 5-8 預期成效彙整表 

 
目標 

現況能力 

(整治後) 

本計畫(第 1 階段) 

完成後 
第 2 階段完成後 

排洪能力

(cms) 

14,500 

(最新檢討 PMF) 
14,100 14,700 16,300 

防淤能力 

(萬 m
3
/yr) 

342 

(平均入庫砂量) 
217 281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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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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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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2-63 

表 5-9 執行成果對庫容維持之效益彙整表 

策

略 
分類 計畫項目 執行成果與效益 

攔

砂

設

施 

漂流木攔

阻打撈 

水庫相關設施修復

及週邊環境改善 

1.庫區上游河道焚燒總計約 99,387 立方公尺漂

流木，有效減少汛期流入水庫漂流木；水庫蓄水

範圍漂流物打撈部分，總計約 48,525 立方公尺。 

2.有助於避免水庫設施故障問題，俾維持水庫使

用壽命。 

防

淤

設

施

與

操

作 

既有設施

之防淤改

善 

水庫既有設施排砂

功能改善工程 

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完

工，於 102 年度蘇力及潭美颱風開啟排砂隧道，

排砂量共計為 91.43 萬立方公尺(100.57 萬噸)，

於 104 年度蘇迪勒及杜鵑颱風開啟排砂隧道，排

砂量共計為 30 萬立方公尺(33 萬噸)，成為全台

首座水庫利用發電設備改建為排砂道之創舉。 

泥

砂

研

究

與

監

測 

泥砂運動

基礎研究 

調查、規劃、試驗

及研究 

辦理「石門水庫全套管淤泥層排放特性試驗分

析」、「石門水庫長期監測與防淤操作模擬分

析」、「石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生態影響之調查

研究」、「石門水庫放淤對下游河道變遷影響分

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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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及水質試驗監

控中心整建 

本工程已於 101 年 4 月完成，於汛期已執行防汛

防災應變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業。 

泥

砂

浚

渫 

 水庫泥砂浚渫 

已完成水庫抽泥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及沉澱池

土方清運 145.7 萬立方公尺。沉澱池土方清運完

成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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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延

長水庫壽命並增加水庫防洪效益、維持水庫正常

運轉。 

繞

庫

排

砂 

增設排砂

設施 

增設水庫防砂設施

工程 

進行石門水庫增設防淤隧道工程環境調查評估

以作為施工前環境監測之背景資料並依此評估

施工期間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完成石門水庫增

設防淤隧道工程三維數值模擬及不確定分析由

電腦模擬結果與水工試驗成果相互驗證比較，以

瞭解設置防淤隧道後對水庫下游河道之影響；完

成石門水庫防洪防淤工程可行性規劃水工模型

試驗 4 場水庫全模型之防洪防淤操作試驗模擬

分析，評估新建地形對可行性工程方案之防淤功

能，以及塑造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局部模型

(1/63)流量率定與水理試驗分析；建置石門水庫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水工模型試驗(1/40)，完成

原設計案清水與加砂沖刷試驗，以作為後續辦理

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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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交通大學於民國 101 年提出的「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執行成效總報告（95-100 年）」，將所彙整之整治計畫降低入庫泥砂與降

低庫區落淤成效，進一步利用蒙地卡羅模擬法分析石門水庫分別在有無

整治計畫之條件下，水庫淤積量之機率分布曲線，以說明整治計畫對庫

容維持之成效。 

隨著水庫之不斷淤積，水庫之功能亦逐漸受影響，惟實難針對水庫

正常營運給予定義，因此設計以下二種案例分別探討整治計畫對庫容維

持之成效。案例一水庫淤積面最低點高程達到 236 m 之時間差異，案例

二庫容剩餘 50%之時間差異。 

在未來淤積面坡降與民國 98 年底相同之假設下，上述二種案例分別

代表自民國 99 年起，庫區新增淤積量達到 2.106 與 0.614 億立方公尺，

亦即總淤積量分別為 3.08 與 1.5 億立方公尺。將分析「整治計畫延長庫

容維持時間」之統計特性與機率分布曲線，其定義為整治計畫所延長達

到此二種案例境況之時間。 

結果顯示在水庫淤積面最低點高程達到 236 m 之案例中，整治計畫

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平均值為 27 年，亦即整治計畫執行後，水庫淤積面

最低點高程達到 236 m 之時間平均而言可往後推延 27 年，但受集水區產

砂、遞移、排砂與清淤等不確定因素影響，此 27 年之估算結果僅為平均

值，最大則可能推延 39 年。另在庫容淤積 50%之案例中，整治計畫延長

庫容維持時間之平均值為 15 年，亦即整治計畫執行後，石門水庫淤積達

50%之時間平均而言可推延 15 年，而最大則可能推延 22 年。表 5-10 列

出本研究所分析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平均值、標準差、最大值、

以及最小值，圖 5-4 則為不同案例下，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之機率

分布曲線。 

表5-10 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表 

分析案例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淤積面高程達 236 m 27 年 3.2 年 39 年 20 年 

淤積 50% 15 年 2.4 年 22 年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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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整治計畫延長庫容維持時間機率分布 

(二)穩定供水 

「穩定供水」之目標可藉由(1)降低淨水廠原水濁度；(2)增加

備援水量；以及(3)改善淨水廠出水容量等三個策略加以達成，第

(3)項屬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計畫，不屬本計畫之範圍，本節

將針對第(1)至(2)等二項與本計畫有關之策略，說明執行成果與效

益。各策略與本計畫之關係如表 5-11 所列，相關執行成果與效益

則整理於表 5-12。 

表 5-11 穩定供水面與「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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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項) 

增設水庫取水工工程(第五分項) 

增加備援水量 後池改善、備援水池、河槽人工湖(第六分項) 

表 5-12 執行成果對穩定供水之效益彙整表 

策略 計畫項目 執行成果與效益 

降低淨水廠

原水濁度 

增設水庫

取水工 

颱洪期間，開啟上層取水隧道取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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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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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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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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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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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取水豎井閘閥控制室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7)之分析結果，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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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所(99)之分析結果，當入庫水量

大於 3億立方公尺時及入庫流量Q>300 cms延時超過約 70小時，

壩前表層水(EL236)將可能會大於 3,000NTU 而形成渾水水庫，表

層渾水延時與排洪隧道操作有明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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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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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97) 

圖5-6 不同原水濁度下分層取水工供水量與缺水機率關係圖 

 

2. 增加備援水量： 

101 年度已通過中庄調整池工程開發計畫，引水路工程及輸

水路已完工，調整池工程、攔河堰工程及管理大樓等工程均已發

包施工中，至 105 年調整池完成蓄水後即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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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運用增供水量約為每日 2.4 萬立方公尺。於

鳶山堰水源高濁度時期可提供約 492 萬立方公尺之備援水量。 

中庄調整池工程計畫修正後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全期工程)

庫容之供水風險評估成果詳如表 5-14，其年調蓄供水量約為 1,650

萬立方公尺，其中高濁度時期備援供水量約為每年 600 萬立方公

尺，常態供水量約為每年 1,050 萬立方公尺。將來營運操作時，

若於颱洪來臨或水庫排砂前將調整池蓄滿，以調整池有效庫容

690 萬立方公尺，備援供水每日 80 萬立方公尺計，於高濁度時期

水源備援天數約為 8.6 天，以第一期容量(492 萬立方公尺)計算，

備援天數約為 6.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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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供水風險評估表 

歷年濁度影響

前十大颱風 

開發時

程 
分析條件 

颱風過後 5 日內之平均供水率 

板新(%) 北桃園(%) 南桃園(%) 

波密拉 

(50.9.12-9.16) 

板二計

畫前 

不考慮新店溪及

三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74 68 68 

艾爾西 

(58.9.27-10.1) 

芙安 

(59.9.7-9.11) 

溫妮 

(86.8.18-8.22) 

瑞伯 

(87.10.16-10.20)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100 100 80 

納莉 

(90.9.17-9.21)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100 100 80 

考慮新店溪及三

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59 49 62 

雷馬遜 

(91.7.4-7.8)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92 91 78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84 85 77 

艾利 

(93.8.24-8.28) 

板二計

畫後 

不考慮新店溪及

三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99 83 76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100 100 80 

馬莎 

(94.8.5-8.9)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100 100 80 

考慮新店溪及三

峽河原水濁度 

無中庄 79 59 68 

柯羅莎 

(96.10.6-10.10) 

中庄全期* 庫容 690 萬噸 93 93 78 

中庄第 1期 庫容 492 萬噸 89 91 77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8) 

三、經濟效益 

過去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經濟效益於｢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

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報告已有極為全面而詳細之評估，然近年來因不

同計畫之執行與更新，故部分需予以調整更新，原計畫之估算方式複雜

並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故本計畫依據近年來執行之成果，對於需分析之

項目以效益轉移法予以適當估計，可與先前計畫相互比較，作為未來規

劃與進一步分析之參考。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報告研究參照台經

院水資源經濟效益模式，將經濟效益分為直接效益、間接效益、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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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其中直接效益分包含缺水改善效益、增加售水收益、投資之產業

關聯效果。間接效益包含土砂量投資控制效益、產業活動維持效益、賦

稅效益、清淤砂石出售效益、增加排砂效益。而社會效益主要是就業改

善效益，下面介紹各項效益估算方式。 

(一)效益分析 

1.直接效益 

(1)缺水改善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整治計畫後，可使得石門水庫整體供水量上

升，進而改善缺水情形之效益，整治計畫分為長期供水計畫、

高濁度供水計畫與修復和維護工程。長期及修復工程部分以

MR-WATERGEM 經濟模型來評估缺水改善對於總體經濟之效

益。而高濁度應變工程部分使用替代成本法來評估，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分項計畫書中以艾利颱風為例計算不穩定供水下單位

工商損失(260 元/噸)，再考慮機率乘上供水量即可得到工程避

免停水之損失之效益。 

(2)增加售水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整體計畫後，使得供水量上升，進而使得售

水 部 門 售 水 量 、 收 入 提 升 之 效 益 。 此 效 益 亦 使 用

MR-WATERGEM模型評估，就各項整治工程對供水量之變化，

以模型內生均衡水價估算售水部門售益。 

(3)投資之產業關聯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整治計畫後，因政府投資增加，所能帶動各

級產業之產業關聯效益。此部分效益使用 MR-WATERGEM 模

型評估工程投資對於總體經濟及各產業部門之效益。 

2.間接效益 

(1)土砂量控制效益 

執行整治計畫後，可有效控制下移至主河道成為推移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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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土砂量，以及減少坡面沖蝕至主河道成為懸移質來源之年

均土砂量。其評估方法參考｢水土保持工程預算書編制原則及工

料分析手冊｣中 75~150 元/立方公尺，惟因考量近年來物價波動

成本之下，保守以 150 元/立方公尺作為單價，最後評估以年攔

砂量乘上河道疏浚單價計算。 

(2)產業活動維持效益 

此效益為執行計畫後可減少重要聯絡道路失聯日數，使得

產業活動得以持續。首先按照年颱風發生次數 3.5 次/年，搶修

道路日數 2 日推估執行計畫後可使區域內每年少 7 日交通不便

之損失。計算方式為桃園縣復興鄉與新竹縣尖石鄉全年農業生

產總量的
 

   
估計。 

(3)賦稅效益 

執行計畫後可使石門水庫供水量上升，改善各級產業發展

蓬勃發展，使政府賦稅增加。此項效益使用 MR-WATERGEM

評估之。 

(4)清淤砂石出售效益 

由於整治計畫將進行水庫上游清淤，清淤砂石完成後，扣

除加工工程本及管理費用，可依照經濟部礦業司砂石市售單家

出售。清淤量為 20 萬立方公尺，出售效益以 300 元/立方公尺

估計。 

(5)增加排砂效益 

整治計畫完成後，水庫每年可增加排砂量，可有效減少每

年之清淤費用。其計算方式為增加排砂量*清淤單價，其中清淤

單價以 500 元/立方公尺估算。 

(6)景觀效益 

此效益為整治計畫後可改善周邊景觀帶動遊憩人潮，以中

庄調整池所列之年計效益(730 萬/年)為基礎，並依據主計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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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實質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實質產值
，作為衡量基礎進行分析。 

3.社會效益 

(1)就業改善效益 

此項效益為工程投資使國內就業人口增加改善失業率，使

得政府可立即減少失業補助金之發放。評估方式利用

MR-WATERGEM 評估執行計畫對於就業人口之變動增量，再

乘上失業補助金即可計算效益。 

(二)｢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之參數設定與結

果分析 

該研究是計算｢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其評估基準

年為民國 95 年，評估期間為 95 年至 125 年，折現率以 3%來計算。 

將 95 年至 125 年之建造、營運成本與評估基準年、評估期間、

折現率…等參數輸入 MR-WATERGEM 中，依前述各效益計算方

式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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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億元、間接效益 72.9 億元、社會效益 133 億元，

如表 5-15。不論從實質 GDP 益或產值角度來看，整體整治計畫之

經濟效益皆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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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5 整體計畫全方案經濟效益會總-實質 GDP 基礎 
單位：億元  

效益種類 直接效益 間接效益 社會效益   

工程項目/

效益來源 

缺水改善及產

業關聯效益 

增加排砂

效益 

清淤砂石

出售效益 

土砂量控

制效益 

產業活動

維持效益 

景觀遊憩

效益 

促進就業

效益 
效益總計 

全方案 264.22 48.55 0.6 18.79 4.05 0.9 133.27 470.38 

 

(三)本計畫估算不同方案之經濟效益 

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中為緊急供水工程、穩定供水設施等計畫

執行內容，主要以避免石門水庫供水區發生缺水現象為目標，因

而經濟效益在於缺水損失之減少。由於石門水庫整治計畫工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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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泥砂入流量、取水濁度，以及供水量的影響途徑及面向相當

繁複，考量計畫需求，本計畫著重於減砂、防淤、供水、備援等

主要因素之量化分析。由於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目的在於短期內

可減少濁度，長期可減少水庫淤積量，進而增加庫容及水庫蓄水

量，無論減砂、防淤、供水、備援等，最終目標均為減少缺水之

可能性，故本研究將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之效益範疇定位為減少因

缺水帶來之直接損失，反之即為減砂、防淤後增加庫容之供水效

益，以及對應之備援部分於緊急情況下供水之效果進行整合評

估。 

本計畫因應整治計畫期間持續辦理或完成之工項，延續過去

研究計畫，探討減砂、防淤、供水、備援等成果效益評估，包含

可量化效益評估方法、不可量化效益之分析及經濟效益分析，透

過蒐集彙整排砂、供水操作情形及各年度淤積測量等資料分析成

效。減砂、防淤最直接的影響即為增加庫容量，對於經濟效益的

影響為增加庫容量，本計畫將減砂、防淤、供水效益合併計為“供

水直接效益”，至期中目前為止已完成供水直接效益之推估。 

本計畫先假設 A 方案(零方案，水庫入砂量為 353 萬立方)為

未整治前之水庫供水狀態，以其作為基礎進一步分析計畫工程對

石門水庫供水區供水量的影響，計算產生整治效果與零方案之間

之差異，以為評估基準。現況為 B 方案，以水庫入砂量扣除清淤

量 113 萬立方；整治效果方案分為 C 與 D 方案，C 方案為 104 年

執行特別預算 250 億元計畫結束後，可減少水庫淤積量，上游治

理：年平均減少 11 萬方土砂量，上游年平均清淤量 40 萬方，電

廠改善：年平均水力排砂 117 萬方；抽泥浚渫：年平均抽排 50 萬

方，故水庫入砂量為 342 萬立方(353-11=342)，清淤量為 207 萬方

(40+117+50=207)，水庫淤積量為每年 135 萬方。D 方案再加上 106

年預計完工之防淤隧道後維持水庫容量，第 1 階段阿姆坪防淤隧

道：年平均清淤 64 萬方；第 2 階段大灣坪防淤隧道：年平均排淤

71 萬方，入砂量與清淤量達成平衡，水庫淤積量為 0，如表 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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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各方案淤積量計算成果 

方案  入砂量 (萬方 ) 清淤量 (萬方 ) 淤積量 (萬方 ) 

A(零方案 ) 353 0 353 

B 353 113 240 

C 342 207 135 

D 342 342 0 

分析範疇著重供水效益之分析，在評估供水效益時，需考慮

未來沒有建造與建造之前後供水效果差異，計算未進行整治工程

造成之庫容減損影響、所導致供水不穩定會造成損失等，反之則

可視為完成整治之整體效益。 

本計畫將供水效益分為直接供水效益與間接供水效益，直接

效益為用水者所得到的直接利益，而間接效益為供水穩定的效益。

其中直接供水效益必須分對水量與單位供水效益探討。 

1.供水直接效益 (減砂、防淤、供水效益) 

要得到供水直接效益前需計算年計供水直接效益，之後再利

用折現率折至轉換年而計算。年計供水直接效益的計算方式如下，

利用｢單位用水的願付價格｣乘｢年用水量｣來估計，如下所示： 

年計供水直接效益=單位用水的願付價格×年用水量 

(1)水量的探討 

在進行方案分析前，需了解供水區域未來需要多少水量，

再依單位供水的願付價格計算出總效益。因為在經濟面分析時，

除需了解水資源開發計畫之具體內容和執行時程外，還需確定

零方案之內涵，以開發案計畫與零方案之間之差異，做為評估

之基準。如前所述，本部分乃考慮減砂、防淤所增加的年供水

量部分。 

(2)單位供水效益的探討 

考量本案之標的為水庫改善計畫，水庫供水直接效益可同

時包含民生、工業、農業等，評估的概念乃是對於供水服務所

願意支付之價格，或以市場價格或其他估計之願付價格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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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供水效益乃為供水的｢使用價值｣，應以供水的｢願付價格｣

來計算，其中｢願付價格｣的評估方式如前所述。但由於｢願付價

格｣難以評估，台灣現今並無完整的研究，且現在的水價低於成

本如圖 5-7 所示，無法用｢市場價格法｣來評估其效益，故本計

畫使用過往計畫之供水成本來計算供水直接效益的門檻值。以

單位售水成本大於願付價格的概念來評估｢年計供水直接效益｣，

如下所示： 

年計供水直接效益 

= 單位用水的願付價格×年用水量 

≧單位原水成本×年用水量 

= (工程成本+營運維護成本) ×年用水量 

 

圖5-7 供水之願付價格、成本、水價之比較 

石門水庫之年供水量約 8.27 億噸，有效蓄水量 1.757 億噸，

依據以往資料，石門水庫每年須平均滿庫運用約 4.7 次，以滿

足用水需求。故水庫計算效益之供水潛能，則以水庫之庫容量

乘上 4.7 作為估計，以計算出年供水量。另參考｢水資源規劃經

濟效益分析與評估｣，將年供水量乘上單位原水成本，以基準年

為民國 102 年，評估期間為 102 年至 131 年，折現率以 3%來計

算經濟效益。以北區單位原水計算經濟效益，B 方案經濟效益

為 10.48 億元，C 方案為 18.80 億元，D 方案為 28.40 億元，其

計算方式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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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供水直接效益計算方式 

本計畫之目標僅侷限於供水直接效益之推估，然先前計畫｢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報告中所計算

之效益相對全面完整，雖計算複雜，但其包含直接效益、間接

效益與社會效益。直接效益中有計算各工項之效益再加總，其

中與排砂與淤積相關的工項有“水庫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

程”與“水庫集水區保育”，以實質 GDP 基礎計算直接效益量分

別為 31.86 億元與 42.23 億元。本計畫參考｢水資源規劃經濟效

益分析與評估｣所計算之效益為直接效益裡面的缺水改善部分、

並沒有計算產業關聯部分，且計算工程項目、參數設定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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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當然不同，如表 5-17 所示，但可以與過往報告做比較。｢

水資源規劃經濟效益分析與評估｣所用的計算方式簡單迅速，雖

不如｢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中計算方式的詳盡，但可以做一初步

規劃的參考值。 

表 5-17 各方案經濟效益 
單位：元  

方案 B C D 經濟效益計算方式 

高估計 1,104,375,088  1,982,471,208  2,993,578,484  南區單位原水成本 

中估計 1,047,548,020  1,880,460,553  2,839,539,980  北區單位原水成本 

低估計 1,004,659,667  1,803,471,380  2,723,284,505  台灣本島單位原水成本 

2.供水間接效益(備援效益) 

供水間接效益之部分，主要為增加供水穩定性減少缺水風險

之效益，在文獻均指出，減少缺水風險對民生工業之需求上有極

大之效益，石門水庫整治計畫中之備援系統則屬之，可減少之缺

水風險可透過用水需求、水文條件假設以及水資源操作分析推估。

對於供水可靠性之效益，以往常透過替代成本法估計其替代願付

價格，或是透過非市場法估計其調查願付價格以估計其效益，然

目前相關資料有所缺乏，多以替代成本定價予以估計。所謂替代

成本定價，是指當缺水發生時，以其他替代水源供給的市場價格。

如因供水不穩定造成缺水時，政府派遣水車送水來補足用水需求，

但因水車送水之不便性成本不易估計，表示穩定供水之效益相較

水車來的高，故可用派送水車送水的成本定價來估計穩定供水至

少產生之效益。 

要得到供水間接效益前需計算年計供水間接效益，之後再利

用折現率折至轉換年而計算。年計供水間接效益的計算方式如

下： 

年計供水間接效益 

= (缺水造成的損失-正常供水的願付價格) 

  × 年用水量× 缺水機率 

(1)水量與缺水機率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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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桃園地區缺水的主要原因是原水濁度過高而造成，

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分析及

改善策略檢討｣(97)，其將流量與原水濁度進行資料彙整、繪製

成流量-原水濁度關係圖，可得知當洪峰流量超過 5000cms 時，

濁度會超過 3000NTU。而石門水庫洪峰流量超過 5000cms 為

10%，故因濁度過而導致缺水的機率為 10%。又現階段因應因

濁度缺水的措施有，增設取水工、中庄調整池，其日供水量分

別為 140 萬噸、80 萬噸，但由於每次缺水幾日之數據缺乏，本

計畫假設濁度過高時間分別為 3、4、6 天，計算缺水量如表 5-18

所示。 

表 5-18 不同情境下年缺水量 

年缺水量(萬噸) 
缺水天數 

3 4 6 

增設取水工  140 萬噸/day 42 56 84 

中庄調整池   80 萬噸/day 24 32 48 

(2)單位供水間接效益的探討： 

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再生利用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研究

(2/2)｣(99)報告，其避免缺水風險的間接效益可利用缺水造成的

損失扣除正常供水的願付價格，再乘上年用水量和缺水機率來

求得，如下所示。其報告還利用 97 年工業製造業之產值與工業

總用水量計算出單位用水的 GDP 為 1878.36 元/噸，若以折現率

3%將其調整至 101 年為 2052.54 元/噸。 

另外也可以替代願付價格(imputed willingness to pay)來估

計，如以水車的價格來評估供水穩定之效益，將水車供水單價

乘上缺水量可得到效益。參考｢新竹科學園區抗旱對策與經驗分

享｣ (101)計算水車送水的數值，以每部車可載水 25 噸，每車

以 1.5 萬元計算，其效益為 600 元/噸，若以折現率 3%將其調

整至 102 年為 618 元/噸。不同的水資源開發案其供水的穩定會

有不同，但其穩定性確切數值，或缺水之機率需依個案依據相

關分析數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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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利用產值與用水量計算出 2052.54 元/噸，水車的價

格 618 元/噸較為合理，以折現率 3%計算 30 年的總效益，增設

取水工的總效益以 4 天為例 69.87 億元，而中庄調整池為 39.92

億元，相關數據如表 5-19 所示。 

表 5-19 不同情境下之總效益 

總效益(億元) 
缺水天數 

3 4 6 

增設取水工  140 萬噸/day 52.40  69.87  104.80  

中庄調整池   80 萬噸/day 29.93 39.92 59..90 

 

(四)供水風險分析 

除以經濟效益分析探討其效果外，亦可以其對於供水風險之

影響評估之，如前所述石門水庫整治計畫於減砂、防淤、供水、

備援等主要因素之分析，短期內可減少濁度避免高濁度造成淨水

系統無法負荷之風險，長期可減少水庫淤積增加庫容及水庫蓄水

量，主要是避免供水風險增加，而中庄調整池以備援為主，則為

增加現有之供水能力，減少風險。 

過去已有「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分析及改善策略檢討」及「氣

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相關研究對於供水分險

予以探討，主要針對高濁度供水風險、枯水期供水風險等分別考

慮。高濁度主要為颱洪事件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度劇增以致取水

困難，嚴重衝擊水庫營運操作及桃園供水穩定，影響民生用水甚

鉅。然濁度之影響因子眾多，牽涉到降雨條件、地質狀況、河川

泥砂運移等因素，分析較為困難，以往研究多以流量作為指標，

在此假設下予以評估，本研究將進一步考量重新分析之必要性與

可行性，再行決定是否更新相關數據。過去相關研究亦有分析中

庄調整供水備援部分，過去分析以備援系統之定位予以分析，以

下就兩部分分別予以彙整討論。 

1. 高濁度缺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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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區供水主要是由石門水庫供給，但於 93 年艾利颱風

的暴雨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度遽增，使得桃園地區停水近兩周，

後續 94 年颱風如海棠、馬莎、泰利…等，亦造桃園地區供水的

不穩定情形，為改善此情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 97

年執行｢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分析及改善策略檢討｣計畫。 

其計畫首先檢視石門水庫高濁度缺水之原因與歷年相關緊

急供水應變作法，釐清緊急供水所面臨的問題後，再進一步提出

應變作業流程修正與未來改善策略之建議。於庫容維持改善面，

建議一方面持續建立即時之泥砂監測設備提高空間解析度，藉以

作為排砂設施操作參考；一方面思考水庫排砂操作，除善加利用

或改善現有出流設施外，亦建議於庫區中上游段(阿姆坪至羅浮橋

間)與鄰近新柑坪彎道處，可分別新設渾水與異重流排砂道，以減

輕壩前洩洪設施壓力並減短濃(濁)度稽延時間增加排砂水量；穩

定供水策略面，建議除維持現有之排砂操作，亦需持續針對上述

排砂道設置與中水系統等進行可行性分析。 

其次藉由風險分析方法，考量水量與水質之不確定性，以評

估汛期時大桃園地區正常供水可能面臨的風險。因缺乏大量相關

供水實測資料，例如淨水廠不同濁度之實際出水量、淨水廠除污

操作效率、及輸水管線損失水量等資料建立缺水率機率分布函數。

但缺水(量)率主要因不同原水供水量及原水濁度所造成，故理論

上缺水率應為原水供水量與原水濁度之函數。若水庫供水量(壩頂

抽水量 96 萬噸或分層取水工 140 萬)、石門水廠供水量，及板新

水廠所提供之水量皆滿足每日需求水量，則缺水率可視為濁度之

函數，進而可由濁度發生機率來推算缺水率之機率。 

首先先蒐集桃園地區不同濁度之供水量(分層取水工供水量

140 萬噸)。依據自來水公司資料一般淨水廠所能處理的濁度若在

300NTU 以內，可以出水率為 100%原水；濁度超過 3,000NTU ，

出水量開始減少，因此龍潭等淨水廠因其處理能力受原水濁度影

響，則可能造成可用原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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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濁度與淨水廠處理能力關係圖 

接著蒐集石門水庫歷次颱風期間所測得表層原水濁度與洪

峰流量資料，繪製成濁度與洪峰流量關係圖如圖 5-10，由可知當

洪峰流量大於 5,000 時，濁度會大於 3,000，有供水不足的危險。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網站所列之石門水庫不同重現

期距之洪峰流量資料，由圖 5-11 可看出，當洪峰流量大於

5,000cms 時，超越機率為 10%，也就是約有 10%機率原水濁度

高於 3,000NTU。 

 

圖5-10  濁度與洪峰流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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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石門水庫洪峰流量超越機率圖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知，該計畫雖然無法直接計算各種原水

供水不足事件之發生機率，但因原水濁度超過 3,000NTU 時，即

可能存在缺水之風險。另藉由原水濁度與洪峰流量間之相關性，

得知原水濁度高於 3,000NTU 、發生原水供水不足之機率之機率

為 10%。也就是，中庄調整池完成後，約有 10%的機率會用到中

庄調整池的水量，若以目前表層濁度量測資料的最大值 (小於

6,000NTU)為基準，現況僅需中庄調整池每日提供 19.7 萬噸的水

量(缺水率 0.18) 即可將供水風險減為 0% 。 

2. 枯水期分析 

「氣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對於「石門水

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於枯水期之供水風險予以分析，其考量

之策略包含中庄調整池、改善尖山中繼加壓站、龍潭淨水廠擴建

及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含南北桃連通計畫)，系統則包含重

要水工結構物有石門水庫、後池堰、鳶山堰與三峽堰等，以及平

鎮、龍潭、石門、大湳與板新淨水廠等，其基於質量守恆之控制

方程式，以模擬法進行水資源調配系統動力模型分析，規劃者依

照其經驗研擬不同之方案再試算其結果，以得到較佳之供水調配

方案。由於除了中庄調整池外，其它工程(包含改善尖山中繼加壓



 

附 2-83 

站、龍潭淨水廠擴建及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皆已施工中，故

其計畫考慮所有策略皆完工與中庄調整池未完成之供水差異。 

該計畫將中庄調整池設定為備援系統，即平時中庄調整池並

不供水，僅在石門水庫無法滿足目標需求量時，才進行供水，長

期模擬結果如表 5-20 所示，結果顯示在歷史流量下，若無中庄調

整池的加入，面對民國 120 年之目標需水量仍有高度風險，若加

入中庄調整池，對於北桃園和板新地區可有效降低缺水風險(北桃

由 SI=3.278 降至 SI=0.371，板新由 SI=1.89 降至 SI=0.431)，但對

於南桃園和農業用水則無明顯助益，南桃園缺水風險仍偏高。南

桃缺水風險偏高主因為南桃園民國 120 年目標需水量為每日 96.2

萬立方公尺，但平鎮(每日 60 萬立方公尺)、石門(每日 12 萬立方

公尺)及擴建後之龍潭淨水廠(每日 19 立方公尺)之總處理能力卻

仍小於南桃園之目標需水量，故造成南桃缺水風險偏高。因此，

為降低南桃園之缺水風險，建議未來仍需擴建南桃園相關淨水廠

之處理能力。 

表 5-20 石門水庫未受氣候變遷影響下之長期供水缺水指標 

 北桃園 南桃園 桃園 農業 板新 公共給水 

缺水指數(不含

中庄調整池) 
3.278 1.256 1.726 0.916 1.89 1.687 

缺水指數(含中

庄調整池) 
0.371 1.256 0.848 0.916 0.431 0.699 

3.氣候變遷對於供水影響的分析 

近年來由於全球性的氣候變遷、極端氣候水文事件頻率增加，

造成供水的風險增加。為了解水庫的供水可靠度，經濟部水利署

於 98 年 執行 ｢氣候變遷對石門水庫供水風險之影響分析｣，此

計畫蒐集 64~89 年石門水庫集水區降雨資料，利用 GWLF 進行分

析，計算氣變遷後的流量。分析結果顯示未來於 99~134 年平均

日降雨 春、夏、冬季降雨量會有些微的增加，秋季會些微減少；

極端降雨事件降雨量也會增加(最大二、三、四、五日降雨增為

1.1~1.6 倍)；與本計畫最相關的高濁度供水風險並沒有很大的影

響，原供水量 84~103 CMD，在氣候變遷底下相差量皆小於 3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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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枯水期供水風方面然目前對於氣候變遷下，南桃園枯水期供水

調配較歷史資料樂觀，11、12 及 1 月之日平均缺水率較歷史資料

明顯降低，但氣候變遷模擬結果較歷史資料悲觀，11、12 及 1 月

之日平均缺水率較歷史資料提高、北桃園枯水期調配影響較小、

考量中庄功能，對於板新地區枯水期調配影響也相對較小，北桃

園和板新地區之枯水期供水風險較低，但南桃園則仍有較高的風

險。然氣候變遷預估資料有其侷限性，再加上社會經濟產業條件

未來迅速，相關結果仍有待進一步觀察驗證。 

四、節能減碳及環境友善成效 

節能減碳及環境友善目前已是全球性問題，政府政策必要有減碳之

思考，為建構環保生態、落實防汙節能的生態理念、將環境保護納入工

程責任，本整治計畫致力於減少能源耗用、提升水資源利用效能、建立

綠化環境。 

(一)節能減碳估算效益 

電廠防淤第一期完工後，排砂隧道於 102 年蘇力及潭美颱風

排砂量 91.43 萬立方公尺，於 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颱風排砂量 30

萬立方公尺，假設由水庫抽泥所需求之能源作為節能減碳之效益。

其以抽水砂能力為 0.25cms，抽淤泥液中水庫淤積量所佔體積百分

比為 22.6%，抽泥馬達為 850hp＝642kw，加壓泵甫為 560kw，21

噸卡車容積 7 立方公尺油耗 4km/，假設運送至合法處理廠運距約

30 公里，來回計 60 公里，一輛次卡車共消耗 15 公升柴油來做估

算。 

1.抽泥年耗電量 

(1)年實際抽取淤泥總量為 121.43*10
4
/0.226=537.29*10

4
 立方公尺  

(2)總抽砂時數：537.29*10
4
/(0.25×3600)=5,970 小時 

(3)抽泥馬達：642×5,970= 3,832,740 度 

(4)加壓泵浦：560×5,970= 3,343,20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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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抽泥年耗電量為 7,175,940 度，燃煤電廠一度電約產出

0.623 公斤二氧化碳，因此若採抽泥船抽 121.43 萬立方公尺水庫泥

沙須消耗 7,175,940 度電約產生 4,471 噸二氧化碳。 

2.淤泥卡車運送年耗油(21 噸卡車) 

水力排砂 133.57 萬噸，體積約為 121.43 萬立方公尺，約須

173,468 輛次卡車，故共消耗 2,602,020 公升柴油。每升柴油約產

出 2.61 公斤二氧化碳，故卡車運送淤泥共產出 6,791 噸二氧化

碳。 

故石門水庫利用排砂隧道採水力排砂的減碳效益為 11,262 噸

二氧化碳。 

(二)減低環境衝擊、化解居民抗爭 

1.電廠防淤第一期改善工程完工後，石門水庫年排砂量約可增加

100 萬立方公尺，假設由卡車運送水庫抽泥所產生之車次作為減

低環境衝擊之效益，以每輛43噸卡車可運送18立方公尺土方量，

1 年需要 55,556 車次，1 月需要 4,630 車次，1 天需要 155 車次，

可大大減少卡車穿梭於道路中，減少環境汙染。 

2.工程施工前，調查工區有樹影響施工，基於環境友善，成功移植

栽種，目前成長良好。餘未影響施作部分，以不破壞原地保存為

主。 

3.「後池改善、備援水池及河槽人工湖水庫」項下中庄調整池工程

及「既有設施排砂功能改善工程」項下電廠防淤工程，工程皆以

土石挖填平衡，大幅降低土石外運量，就地取材，河中卵石作為

坡面工及蛇籠材料，減少對周邊環境衝擊。 

(三)善用重力、節省電力 

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內有沖砂泵及消防泵設置需要，因水庫

水位與下游鋼管約有 100 米水位差(10bar 水壓)，所以直接由鋼管

旁通取水經減壓後即可應用，不只減少設備設置費用，亦將泵運

轉所需電力及維護工作完全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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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庄調整池工程內引水路及輸水路路上段採用重力輸水，與

動力輸水方式相較，每年節省電量，亦可減少碳排放。 

(四)使用 LED 號誌或照明設備 

LED 具節能、耐久、環保及節省維護費用等優點，本整治計

畫於電廠防淤工程及中庄調整池工程之照明設備，採用 LED 燈具

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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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本報告已彙整整治計畫截至民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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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確保水庫營運功能以及提升穩定供水能力等目標之成效。依據評估結

果，整體而言各分項計畫對上述兩大目標皆有其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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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計畫執行成效摘要 

本報告依據確保水庫營運功能以及提升穩定供水能力等兩大目標進

行整治計畫各分項計畫成效評估彙整，其中確保水庫營運功能之成效評

估係以庫容維持為面向；最後提升穩定供水能力則分別考慮降低淨水廠

原水濁度以及增加備援水量。茲依據所蒐集彙整資料摘要執行成效如

下。 

(一)庫容維持 

1.攔砂設施(設施修復及環境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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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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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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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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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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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監測、泥砂濃度觀測作業。 

4.泥砂浚渫：本計畫總計已完成水庫泥砂浚渫 157.1 萬立方公尺，

歷年浚渫量詳如表 5-7 及沉澱池土方清運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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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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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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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已通過中庄調整池工程開發計畫，至 105

年調整池完成蓄水後即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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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獨運用增供水量約為每日 2.4 萬立方公尺。於鳶山堰水源高濁

度時期可提供約 492 萬立方公尺之備援水量。 

(三)經濟效益分析 

1.供水直接效益：參考｢水資源規劃經濟效益分析與評估｣，將年供

水量乘上單位原水成本，以基準年為民國 102 年，評估期間為 102

年至 131 年，折現率以 3%來計算經濟效益。以北區單位原水計

算經濟效益，B方案經濟效益為 10.48 億元，C方案為 18.80 億元，

D 方案為 28.40 億元。 

2.供水間接效益：相較於利用產值與用水量計算出 2052.54 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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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車的價格618元/噸較為合理，以折現率3%計算30年的總效益，

分層取水工的總效益以 4 天為例 69.87 億元，而中庄調整池為

39.92 億元。 

3.供水風險分析：藉由原水濁度與洪峰流量間之相關性，得知原水

濁度高於 3,000NTU 發生原水供水不足之機率之機率為 10%。也

就是，中庄調整池完成後，約有 10%的機率會用到中庄調整池的

水量，若以目前表層濁度量測資料的最大值(小於 6,000NTU)為基

準，現況僅需中庄調整池每日提供 19.7 萬噸的水量(缺水率 0.18) 

即可將供水風險減為 0% 。 

(四)節能減碳及環境友善 

1.節能減碳估算效益：電廠防淤第一期完工後，排砂隧道於 102 年

蘇力及潭美颱風排砂量 100.57 萬噸，於 104 年蘇迪勒及杜鵑颱風

排砂量 33 萬噸，故石門水庫利用排砂隧道採水力排砂的減碳效益

為 11,262 噸二氧化碳。 

2.減低環境衝擊、化解居民抗爭：電廠防淤第一期改善工程完工後，

可大大減少卡車穿梭於道路中，減少環境汙染。基於環境友善，

成功移植栽種，餘未影響施作部分，以不破壞原地保存為主。大

幅降低土石外運量，就地取材，河中卵石作為坡面工及蛇籠材料，

減少對周邊環境衝擊。 

3.善用重力、節省電力：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內直接由鋼管旁通取

水經減壓後即可應用，不只減少設備設置費用，亦將泵運轉所需

電力及維護工作完全省除。中庄調整池工程內引水路及輸水路路

上段採用重力輸水，與動力輸水方式相較，每年節省電量，亦可

減少碳排放。 

4.使用 LED 號誌或照明設備：LED 具節能、耐久、環保及節省維

護費用等優點，本整治計畫於電廠防淤工程及中庄調整池工程之

照明設備，採用 LED 燈具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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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追蹤維護與管理建議 

因民國 93 年艾利颱風所造成的水庫淤問題而啟動的「石門水庫及其

集水區整治計畫」，已為石門水庫防洪防淤建立良好基礎，但欲達到「石

門水庫防洪防淤綱要計畫」所設定維持民國 98 年庫容的長期目標，則有

待持續性的努力。研擬往後 10 年(民國 105 年至 114 年)防洪防淤相關議

題的工作規劃及石門水庫已執行相關工程之工作重點，詳表 6-1，分二期

辦理，第一期為民國 105~109 年，第二期為民國 110~114 年，茲分述如

下： 

(一)新建工程 

1.石門水庫增設分層取水工 

增設分層取水工除下層取水口(EL.220)需視水庫水位降至標

高 EL.218.5公尺以下方可施作外，其餘工項已於民國 98年完成，

其可自EL.236或EL.228取水 140萬CMD並銜接至各用水系統，

解決颱風暴雨事件後因取水濁度過高而影響供水的問題，工程經

費 12.2 億元。 

2.阿姆坪防淤隧道之興建 

本工程之目的在於提供約斷面 19 上游淤積之泥砂經浚渫後

送往水庫下方大漢溪河道的通道，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委

外對斷面 19 上游淤積物的調查顯示部份的淤積物為顆徑小於

0.1mm 的無價料，另一部份則為可用為砂或卵石的有價料，規

劃構想為於阿姆坪興建一長 3,675 公尺、寬 8 公尺、高 9 公尺的

門型隧道，該隧道區隔為上、下兩部份，上半部裝設輸砂管，下

半部可供通水，設計通水量 600cms。隧道通水量可於進水口控制，

隧道出口則銜接一大型細顆粒泥砂暫置及沖淤池，輸砂管砂漿於

隧道出口將引入一篩選設施，分離粗、細泥砂，其中粗顆粒，

D>0.1mm，者將存於堆置場供標售，細顆粒則放入體積 160,000

立方公尺的暫置/沖淤池，在調節性放流或水庫必須溢流時打開進

水口閘門將沖淤池中之泥砂沖入大漢溪，估計平均每年有二次此

沖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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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阿姆坪防淤工程目的如下： 

(1)提供斷面 19 上游水庫抽砂通道，每年約 64 萬立方公尺。 

(2)篩分有價與無價料，有價料標售，無價料利用颱風期多餘水量

沖刷至大漢溪。 

(3)增加水庫洩洪能力 600 cms。 

本工程之興建已取得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同意，正執行沖淤池

的水工模型試驗及基本設計，依據「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工程可

行性規劃」總報告，本工程總工程費 42 億元，工期預計 37 個月。

本工程將採統包方式發包，故若於民國 105 年年底完成發包，則

將可於 109 年初完成施工及試運轉。 

3.大灣坪防淤隧道興建 

數值模擬及水規 1/100 水工模型試驗的成果都顯示，位於庫

區右岸斷面 12 左右的彎道處興建防淤道進水口所得的泥砂濃度

最高，為降低進水口施工圍堰的尺度與困難度，本工程以兩支 10

公尺直徑鼻引水鋼管於垂直方向銜接水庫淤積面高程 EL.195.0

公尺及隧道進口底檻 EL.220.0 公尺。為達防淤及防洪效果，本工

程規劃採設計流量 1,600cms 及校核流量 1,800cms。在設計及校

核流量情況下，水深與隧道直徑比值(Y/D)分別為 0.75 與 0.85，

其中 D 採內徑 13.0 公尺之三心圓，水流則以明渠方式由挑流工

挑流至後池，估計可增加年水力排砂量 710,000 立方公尺及增加

石門水庫洩洪能力 1,600 cms，施工預算 60 億元，初估工期 54

個月，建議於第二期辦理。 

(二)既有設施更新改善 

石門水庫民國 52 年完工至今已有 50 餘載，水庫出水設施已

達使用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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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F，故石門水庫既有設施有必要更新改善，改善項

目以電廠、河道放水道、石圳進水口、排洪隧道及後池為主，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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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廠 

(1)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 

a.改建#2 壓力鋼管為排砂隧道年增排砂量 102 萬立方公尺。 

b.增加洩洪能力 300 cms。 

c.#2 壓力鋼管進口由細目改為粗目攔污柵。 

上述項目工程經費 6.72 億元，並於民國 102 年完成。 

(2)防淤一期抗磨： 

解決進水口混凝土段及其他鋼管段的磨耗問題，建議於第

一期期間辦理。 

(3)#2 壓力鋼管進水口預壘混凝土： 

盡可能拆除預壘混凝土提升排砂效率，並協助維持#1 鋼管

及 PRO 進水口門前清，建議於第二期期間辦理。 

(4)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 

銜接#1 壓力鋼管至二部機組恢復原電廠發電功能，工程經

費 2.61 億元，已於民國 104 年完工。 

(5)#1 壓力鋼管注水閥： 

改善注水閥設計，以利壓力鋼管注水平衡內外水壓，建議

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6)#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口閘門提吊動力系統： 

改善提吊系統的動力設備以利正常操作，建議於第二期期

間辦理。 

(7)#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

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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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道放水道 

(1)河道放水道閘門更新： 

河道放水道閘門由何本閥改為全斷面射流閘門，以利排砂

操作，年增排砂量 150,000 立方公尺，工程經費 5,171 萬元，

於民國 97 年完成。 

(2)中間隔離閘門更新： 

PRO 管路設有環閥隔離閘門，該閘門的排氣閥曾斷裂，且

閘體止水狀況不良，有待更新；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3)進水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

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4)進水口攔污柵： 

取出底層攔污柵並重置四片攔污柵。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

理。 

3.石圳進水口改善 

石圳進水口吊門機作業平台位於 EL.190 公尺，除非極度枯

旱否則無法操作關閉進水口進行維修。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

理。 

4.排洪隧道 

(1)進水口格框結構增設粗目攔污柵： 

排洪隧道以 RC 格框圍攔污柵，但格框間隙大，常有流木

穿過，影響閘門啟閉，增設粗目攔污柵可降低入侵流木尺寸。

建議於第二期期間辦理。 

(2)閘門振動及水路水理研究： 

排洪隧道運用流量偏低，因有閘門震動傳言，且據了解艾

利颱風後水路有大坑洞，其成因應予以了解，以制定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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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5.後池 

(1)後池堰/桃圳交會結構： 

後池堰與桃圳進水口交界 RC 結構有破損需改善。建議於

第一期期間辦理。 

(2)後池左側護岸： 

既有左側護岸由於溢洪道及排水隧道放水都造成沖刷，將

來興建大灣坪防淤隧道有可能加劇此現象，應檢討改善方案。

建議於第二期期間辦理。 

(三)營運管理及決策支援 

1.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的防淤操作大部份依賴經

驗豐富的主管，以異重流的運移、水位的變化及下游自來水原水

濁度的狀況等做判斷式的決策，此種決策模式在人員異動不多的

情況下尚且可行，但將來難免產生品質不良的決策，故建議建立

制度化的決策支援系統。本決策支援系統可區分為三個階段，其

一是在中庄調整池完工後，阿姆坪防淤隧道完工前；其二是阿姆

坪防淤隧道完工後，大灣坪防淤隧道完工前；其三是大灣坪防淤

隧道完工後。建議先建立第一階段的支援系統，經過幾年實際操

作及修正後再依阿姆坪與大灣坪的工作進度逐步擴大至第二與

第三階段。此決策支援系統除考慮水庫端及自來水用水需求外，

亦應顧及下游河道泥砂的運移或沉積及對魚生態的可能影響。 

未來水庫防洪與防淤操作應並重，故水庫的操作考量因子將

更為複雜，有需要建立決策支援系統，以取代目前依賴經驗豐富

主管的做法，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2.因應防淤操作水庫規線檢討 

現行台灣水庫操作皆以水資源利用或調水需求執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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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水操作方式並不一定適合水庫排砂或調砂需求，此種調水

與調砂二種操作方式的矛盾於汛期排洪操作時最為明顯。因此

有需要訂出對水資源利用及水庫永續二者兼顧的操作方式，初估

經費 500 萬元。 

3.庫區異重流運移特性監測 

石門水庫已執行多年颱洪期間庫區異重流運移的現場觀測，

且得到明確泥砂濃度及異重流運移速度的資料，建議本項工作持

續進行，此成果將有助於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置及驗證，

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4.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及魚類生物影響監測與研究 

石門防淤操作對大漢溪及淡水河可能產生的衝擊是各界關

切的問題，因之必須有明確的資料向社會大眾說明並取得優化及

對環境衝擊較低的操作方式。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為此已

進行相關的模擬，但現實現象與模擬總有落差，有必要經由監測

所得資料調整模式參數，並由此結果回饋運轉方式，建議於第一

期期間辦理。 

5.旱災時水庫聯合操作與越域引水可行性評估 

為因應石門水庫於旱災時操作，考量水庫的操作因子較為複

雜，有需要建立決策支援系統，以取代目前依賴經驗豐富主管的

做法，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6.漂流木攔阻與焚化措施相關規劃 

石門水庫庫容維持為重要之目標，漂流木常影響水庫既有設

施，如何有效攔阻及處置漂流木為重要之課題，應規劃攔截網及

相關焚化措施，以利水庫維護作業，建議於第一期期間辦理。 

 

(四)維持庫容浚渫工作之執行 

依據大灣坪與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之可行性研究所得到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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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欲達石門水庫長期入庫與出庫泥砂的平衡，每年需執行下列

疏浚： 

1.水庫上游段：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2.水庫中游段：每年 64 萬立方公尺。 

3.壩前區段：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三者合計 144 萬立方公尺，相當於入庫泥砂的 40%，建議此

疏浚工作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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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石門水庫已執行及後續工作重點綜合表 

類別 設施或計畫名稱 功能或目的 執行情況 
優先

順序 

I.新建工程 

A.增設分層取水工 
可自 EL.236、EL.228 或 EL.220 取水 140 萬 CMD 並銜接至

各用水系統，解決颱風後取濁度過高而影響供水的問題 

民國 98 年 

完成 
- 

B.大灣坪防淤隧道 
 增加年水力排砂量 710,000 立方公尺 

 增加石門水庫洩洪能力 1,600cms 
待執行 2 

C.阿姆坪防淤隧道 

 提供斷面 19 上游水庫抽砂通道，每年約 64 萬立方公尺 

 飾分有價與無價料，有價料標售，無價料利用颱洪期多餘

水量沖刷至大漢溪 

 增加水庫洩洪能力 600cms 

預計 105 年 

發包 

109 年完工 

1 

II.既有設施

更新改善 

A.電廠 

1.電廠防淤第一期工程 

 改建#2 壓力鋼管為排砂道年增排砂量 102 萬立方公尺 

 增加洩洪能力 300cms 

 #2 壓力鋼管進口由細目改為粗目攔污柵 

101 年完成 － 

2.防淤一期抗磨 解決進水口混凝土段及其他鋼管段的磨耗問題 待執行 1 

3.#2 壓力鋼管進水口預

壘混凝土 

儘可能拆除預壘混凝土提升排砂效率，並協助維持#1 鋼管

及 PRO 進水口門前清 
待執行 2 

4.電廠防淤第二期工程 銜接#1 壓力鋼管至二部機組恢復原電廠發電功能 104 年完成 - 

5.#1 壓力鋼管注水閥 改善注水閥設計，以利壓力鋼管注水平衡內外水壓 待執行 1 

6.#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

口閘門提吊動力系統 
改善提吊系統的動力設備以利正常操作 待執行 2 

7.#1 及#2 壓力鋼管進水

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 
待執行 1 

B.PRO 

1.河道放水道閘門更新 
出水口閘門由何本閥改為全斷面射流閘門，以利排砂操作，

年增排砂量 150,000 立方公尺 
97 年完成 - 

2.中間隔離閘門更新 
PRO 管路設有環閥隔離閘門，該閘門的排氣閥曾斷裂，且

閘體止水狀況不良，有待更新 
待執行 1 

3.進水口 Bulkhead 建壩完成後尚未使用過 bulkhead，有必要測試其止水功能 待執行 1 

4.進水口攔污柵 取出底層攔污柵並重置四片攔污柵 執行中 1 

C.石圳進水口改善 
石圳進水口吊門機作業平台位於 EL.190 公尺，除非極度枯

旱，否則無法操作關閉進水口進行維修 
待執行 2 

D.排洪

隧道 

1.進水口格框結構增設粗

目攔污柵 

排洪隧道以 RC 格框為攔污柵，但格框間隙大，常有流木穿

過，影響閘門啟閉，增設粗目攔污柵可降低入侵流木尺寸 
待執行 2 

2.閘門振動及水路水理研

究 

排洪隧道運用流量偏低，因有閘門振動傳言，且據瞭解艾利

颱風後水路有大坑洞，其成因應予以瞭解，以制定改善方案 
待執行 1 

E.後池 

1.後池堰/桃圳交會結構 後池堰與桃圳進水口交界 RC 結構有破損需改善 待執行 1 

2.後池左側護岸 
既有左側護岸由於溢洪道及排水隧道放水都造成沖刷，將來

興建大灣坪防淤隧道有可能加劇此現象，應檢討改善方案 
待執行 2 

III.營運管理

及決策支援 

A.防淤操作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未來水庫防洪與防淤操作應並重，故水庫的操作考量因子將

更為複雜，有需要建立決策支援系統，以取代目前依賴經驗

豐富主管的作法 

待執行 1 

B.因應防淤操作水庫規線檢討 
現有水庫規線是以調水為主，並未考慮調砂，因之有要建

立二者兼顧的操作規線 
待執行 1 

C.庫區異重流運移特性監測 持續執行現有的觀測供決策之參考 執行中 1 

D.防淤操作對下游河道及魚類生物

影響監測與研究 

取得實際資料並配合研究成果，掌握水庫防淤對下游河道的

影響 
執行中 1 

E.旱災時水庫聯合操作與越域引水

可行性評估 

於旱災時操作，考量水庫的操作因子較為複雜，有需要建立

決策支援系統 
待執行 1 

F.漂流木攔阻與焚化措施相關規劃 
漂流木常影響水庫既有設施，如何有效攔阻及處置漂流木為

重要之課題，應規劃攔截網及相關焚化措施 
待執行 1 

IV.庫區浚渫 

A.水庫上游段 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執行中 1 

B.水庫中游段 每年 64 萬立方公尺 
阿姆坪防淤 

隧道完工執行 
2 

C.壩前區段 每年 40 萬立方公尺 執行中 1 

 

註：優先順序：”1”指民國 105~109 年執行，”2”指民國 110~114 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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