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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道 建議新增魚道相關設施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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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2 水工機械基本數據，排砂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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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誤，須進行修正 
 

監測系統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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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設施檢查重點與初步研判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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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線圈絕緣電阻檢測、馬達線圈絕緣

電阻檢測、主控制線路(使用控制電壓

等級檢測)，○1E

A現場控制：馬達作動開

關線路絕緣對地檢測有無異常、 A○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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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原手冊(108 年 7 月修訂) 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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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計畫緣起 

依據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10條之規定辦理，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中水局)於民國95年編製「石岡壩安

全維護手冊」，辦理石岡壩設施安全檢查及維護管理事項。以水庫安全及

與供水安全有關聯者始為對象，確保水庫處於安全狀態為重點，非將所有

設施納入，且設施檢查項目及重點，是以功能與安全有相當關聯者始納

入，與平時維持所有設施正常功能之一般保養與維護有所區別。 

本次修訂「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係依據民國108年1月「石岡壩第

五次安全評估」覆核結果，安全維護手冊於民國99年9月修訂至今仍有部

分數據未修正完妥，且自安全維護手冊修訂後迄今，石岡壩歷年皆辦理淤

積測量、安全監測及下游河道改善工程，故建議石岡壩管理中心(以下簡

稱石管中心)依法規及實際需求辦理修訂。另依據經濟部108年5月8日經授

水字第10820207060號函文規定，為求全國水庫安全檢查表格示之一致

性，故於安全維護手冊修訂時一併辦理檢查表修正。 

石岡壩安全維護設施及區域有壩體(含2門排砂道、15門溢洪道)及壩基

與壩座、下游第一及第二消能池、副壩(含左岸擋土牆)、右岸鋼版樁擋水

堤、取水工、壩頂橋梁、林厝堤防及南幹渠(管渠)及第一分水工與蓄水範

圍周邊環境等，相關水工機械設備包括排砂道及溢洪道之弧形閘門、取水

口之調節閘門及緊急閘門、南幹渠(管渠)第一分水工閘門、林厝堤防三處

閘門等，其中第二取水口雖屬台灣省自來水公司(以下簡稱水公司)所有，

仍為石岡壩安全維護整體性之一部份，安全檢查時應通知水公司相關人員

會同辦理。 

本安全維護手冊應定期或不定期補充與修正，以符合水庫安全之需

求。 
 

1-2 手冊大綱及內容 

現行「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於民國99年9月進行補充與修正，其手

冊內容包括： 

一、第一章「前言」 



 

1-2 

(一)計畫緣起。 

(二)手冊大綱及內容。 

(三)重大災害及檢測重點概述：說明大壩與附屬結構遭遇之天然災害，

可能造成之破壞情況與檢查重點。 

(四)設施損壞及檢測原則：說明設施發生損壞情況後，應辦理詳細檢測、

監測或採取直接修復之原則。 

二、第二章「設施概況」 

(一)大壩：包含溢洪道、排砂道、壩基及壩座等設施。 

(二)消能池、副壩及左岸擋土牆。 

(三)右岸鋼版樁擋水堤。 

(四)魚道 

(五)取水工。 

(六)水工機械：包含溢洪道閘門、排砂道閘門、取水口閘門及緊急閘門、

南幹渠第一分水工閘門、林厝堤防閘門等設施。 

(七)壩頂橋樑 

(八)南幹渠及第一分水工 

(九)蓄水範圍周邊圍堤：包含取水工上游左岸混凝土護岸、長庚橋前方

左岸之林厝堤防等。 

(十)監測系統設施：包括傾度盤、電子式水壓計、位移觀測點、測傾管、

裂縫計、地震儀等。 

三、第三章「設施檢查重點與初步研判準則」 

針對大壩、消能池、副壩及左岸擋土牆、右岸鋼版樁擋水堤、魚道、

水工機械、壩頂橋樑、南幹渠及第一分水工、蓄水範圍周邊圍堤等設施，

提出檢查重點及研判準則。 

四、第四章「檢查時機及頻率」分為：定期檢查與不定期檢查。 

(一)定期檢查：每季一次。 

(二)不定期（特別）檢查：檢查時機為「遭受地震」或「一定洪水量通

過」時，或「其他特殊異常事件」等。說明如下： 

1.地震：震度4級(25gal)以上時辦理不定期（特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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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水量：最大洩洪量超過QR3 R（約3,000cms）時，進行不定期（特別）

檢查。 

3.其他特殊異常狀況：除上述地震、洪水外，足以影響石岡壩結構安全

之緊急特殊狀況。 

五、第五章「緊急狀況之研判及處理程序」 

如：洪水影響將可能導致壩體潰決、水位急速上升造成壩基滲漏、

原水濁度升高無法正常取水時等各種緊急狀況之研判及處理。 

六、附錄：石岡壩設施安全檢查表（含定期檢查表與不定期（特別）檢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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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設施概況 

2-1 遭遇重大災害及檢測重點概述 

經調查石岡壩歷年遭遇之重大災害對石岡壩之影響，營運以來最主要

之重大災害為民國88年921地震，當時對石岡壩造成破壞性損壞，為能提

高下次災害來臨時之應變能力，故針對921地震造成石岡壩損壞及修復情

形進行資料蒐集概述，如表2-1-1，並將損壞及修復情形列為後續檢測重

點，詳3-2~3-10各節。 
 

表2-1-1 921地震損壞及修復情形(1/2) 

項目 損壞情形 修復情形 

壩體 

石岡壩左岸抬昇約 10 公尺，右

岸抬昇約 1 公尺，左右岸間距離

縮短約 8 公尺，另破裂帶通過第

16 號溢洪道，使壩體產生不同

抬昇高程並對壩體產生擠壓，致

使壩體發生變形破壞。依石岡壩

「九二一震災損害及功能修復

成果評估報告」透地雷達檢測結

果，各溢洪道間壩體混凝土與基

礎岩盤面交界處可能有開裂或

裂隙情況存在。 

1.壩體基礎與岩盤間受地震影響而致岩盤破裂，破裂

之岩盤以固結灌漿處理壩體基礎下相當深度範圍內

之錯動岩盤節理、裂縫及壩體與岩層間之空隙，使

之固結形成較為均勻之基礎岩盤，已修復補強原基

礎岩盤之承載力及水密性，用以控制壩體基礎沉陷

量以及漏水量。 
2.右岸受 921 地震影響，壩體及其相關結構物均嚴重

受損，故以鋼板樁圍堤設計，外圍混凝土塊，內部

逐層回填河床料。鋼版樁擋水提周圍基礎則以固結

灌漿使其成一體，以增加其被動土壓及止水性。 

堰頂 
橋梁 

因斷層開裂導致 16~18 號閘門

向上抬高約 7.7 公尺，此外由於

斷層開裂導橋梁上構碰撞擠壓

及水平地震力之影響，壩頂橋梁

各跨均發生向左岸方向程度不

一之水平變位，支承損壞部位集

中於右側墩柱處(鉸接端)，左側

支承(活動端)無明顯損壞狀況。 

橋梁閘敦支承多處混凝土損壞，須予以高強度混凝

土補強、並延伸施作 30 公分擴座，由於最下游側大

梁因緊臨閘門導軌，考量擴座影響閘門開啟，該大

梁僅進行閘墩修補。另外為增加橋梁水平抵抗力，

分別於固定端擴座及活動端既有閘墩施設止震塊，

其與大梁及端隔梁接觸側已施設橡膠墊做為地震造

成水平位移時之緩衝材。 

消 
能 
池 

1.第一道消能池護坦由於其版

厚至少有 1.5 公尺以上，地震災

害後除溢洪道 16~18 護坦版受

剪裂及高速水流衝擊流失外，其

餘護坦各版塊結構破損較小。 

1.第一消能池因版厚均在 1.5 公尺以上，受損破壞大

都屬伸縮縫開裂錯動，結構裂縫大多屬表面 1cm 以

下裂痕。因此既設護坦受損情況(除溢洪道 16~18 以

外)較不嚴重，以裂縫修補方式復原消能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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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921地震損壞及修復情形(2/2) 

項目 損壞情形 修復情形 

消 
能 
池 

2.第二道消能池原厚度僅有 0.5
公尺結構破損相當嚴重，評估結

果應無法承受高速水流衝擊，應

採用打除重建或於其上覆置新

護坦，用以增抬壩後尾水高程，

增加壩體安全。 

2.配合副壩之興建，水流於第二道消能池水流已呈水

躍後亞臨界流，流速較慢，因此破裂錯動之護坦，

無須全面打除重新澆置，修復方式亦採用裂縫補方

法。石岡壩下游副壩主結構係以 3m×3m×3m 之混凝

土塊現場排列組模並澆至而成，其間距 0.5m 填以礫

石土，另 20t 異型塊先於下游右岸高灘地澆注混凝土

後，吊放於 3m 立方塊下游測，整體橫座於第二消能

池下游，俾達保固主體結構功能。 

左 
岸 
擋 
土 
牆 

第一區段受地震造成扶壁牆截

段，牆身倒坍入排砂道中；第二

~四區段因覆土由牆身傾斜，外

移斷裂情況推估應已完全受損

必須拆除重建，第五~七區段當

時由現場推估應受損不甚嚴重。 

左岸側牆倒塌部分，以扶壁式擋土牆修復，未拆除

段歷經數次餘震及車輛通行無損壞擴大情形，以環

氧樹脂修補，可回復具有結構強度。 

進水

口及

輸水

隧道 

1.靜水池尾端與輸水隧道銜接

之圓弧形漸變段受隧道位移之

擠壓而破壞。 
2.隧道 0+000~0+180m 段整體尚

無嚴重變形，惟多處落盤，頂部

及側壁破損，大塊混凝土掉落，

堆積於底部，未破壞部位也處處

龜裂。 
3.隧道 0+180~0+200m 處，由於

受地盤錯動擠壓破壞，產生約

3.5 公尺之局部落差。 
4.暗渠結構大致良好，僅在

0+380m 附近發現一處部分襯砌

混凝土脫落，露出鋼筋。 

1.進水口及漸變段龜裂部分新填混凝土牆及鋼板補

強。牆高約 13 公尺部份下層以鋼板補強，後方填混

凝土並植筋，上層除未設鋼板外餘同下層補強方式。 
2.設計以直徑 3.4 公尺之鋼管推進隧道內固定，鋼管

與 隧 道 襯 砌 間 之 空 隙 背 填 混 凝 土 ， 其 中

0+000~0+29.54 為變曲段，其餘為直線段。 
3.該隧道由於下陷變形嚴重，已無法修復，必須拆除

重建，經查覆土厚為 11 公尺，考量施工之簡易性及

短距離路線變曲之條件，採用明挖埋設鋼管方式重

建。 
4.因隧道內表面混凝土污黑不易判別裂縫，再者暗渠

受力狀況未明，暗渠結構本身受損情形須更進一步

以先進儀器量測後，才能有充足資料判定目前暗渠

結構，是否足以承受內壓而不造成裂縫漏水，顧及

本案之急迫性，故以內襯鋼管施作。 

水工

機械 

溢洪道弧型閘門門扉既有 3 門

因土木崩塌而嚴重毀損；因橋墩

斷裂移位門扉兩側受擠壓損壞

者有 1 門；門扉單邊受擠壓有 3
門，其餘並無嚴重的外觀損壞，

只需整修及更換配件即可恢復

外觀。 

依各閘門損壞情形不同，個別給予必要之修復，包

含調整水封、切除部份之箱梁，依門體與門框之實

際間隙，增貼新側水封板、更新橡膠水封及其壓板、

培厚、門體寬度裁切，並新製右側錨架及繫梁，拆

除舊錨架及門體切割、現場直接焊接新側框於舊有

側框上、採用 U 鋼板與舊有之門框與導輪軌焊接接

合、敲除原插板槽底框並新製底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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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壩 

2-2-1 壩體 

壩體包括溢洪道及排砂道等，在921地震發生前，壩頂長度357.0公
尺，壩頂標高272.2公尺，壩身最大高度21.4公尺。滿水位標高為267.1公
尺，有效蓄水容量2,700,000立方公尺。 

921地震後，石岡壩壩址因地層隆起，造成壩體及其相關設施損壞，

週邊地形異動，乃進行修復補強壩體基礎、排砂道及1號至14號溢洪道、

2號排砂道右側閘墩、15號溢洪道右側閘墩及右岸壩體之改善補強、16號
溢洪道改建為魚道。 

另為將蓄水位自標高273.0公尺提升至274.5公尺，「石岡壩提升蓄水

位構造物補強工程」補強項目，土建部份包括用預力地錨方式增加排砂

道堰體抗滑之安定性。 

一、溢洪道 

921地震發生前，石岡壩共設有18道溢洪道，溢洪道堰頂標高為259.5
公尺，為閘門控制溢流堰型式，每一道閘門寬12.8公尺、高8.0公尺，原

設計洪水量為8,000 秒立方公尺，通過可能最大洪峰流量為13,000秒立

方公尺，最高洪水位標高為270.0公尺。 

921地震發生後，18道溢洪道均損壞，其中第17號及18號因錯動隆

起太大，不堪使用而放棄並改為紀念設施，第16號溢洪道則改建為魚

道。目前修復後設弧形閘門十五座，由左至右岸依序編號為第1號至第

15號閘門。 

石岡壩主要土木設施基本數據如表2-2-1，溢洪道平面佈置詳圖

2-2-1，縱剖面詳圖2-2-2。 

二、排砂道 

位於壩之左端，設弧形閘門二座，由左至右依序編號為第1號與第2
號閘門。921地震發生前，排砂道堰頂標高為257.0公尺，每門寬8.0公尺、

高6.0公尺，設有胸牆，胸牆之底部高程為263.0公尺。921地震發生後，

第1 號排砂道之堰頂標高抬高為267.28公尺，於閘門更新工程竣工閘門

底檻標高為267.084公尺，第2號排砂道之堰頂標高抬高為267.4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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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閘門更新工程竣工閘門底檻標高為267.130公尺，胸牆之底部高程為

273.58公尺。 

排砂道平面佈置詳圖2-2-1，縱剖面詳圖2-2-2。 
 

2-2-2 壩基及壩座 

壩址之地層為第三紀卓蘭層底部及錦水頁岩與第四紀之沖積層，基

岩主要是由粉砂岩(砂質頁岩)、砂岩、泥岩(或頁岩)與其互層所組成，並

延伸至左右壩座，其上覆蓋第四紀更新世之古沖積層，惟厚度不一。 

壩址之地層走向與傾斜，兩岸差異甚大，並於右岸部分鑽孔中發現

有局部之擾動帶或軟弱帶。經由相當多之地表地質調查、鑽探及壩基開

挖資料，以及部分學者專家研究，加上附近新社台地兩岸之階地發育及

河階數目，石岡附近可能有斷層通過，但非車籠埔斷層，通過石岡壩第

16號及第17號溢洪道間之斷層應是一個由921地震所形成之地震斷層。 
 

2-3 消能池、副壩及左岸擋土牆 

石岡壩在溢洪道及排砂道下游均設有消能池，原設計溢洪道下游之第

一道消能池長42.0公尺，尾檻頂部高程為250.3公尺；而排砂道下游之第一

道消能池則長40.0公尺，尾檻頂部高程為250.8公尺。由於第一道消能池之

尾檻高度不足，無法造成完全水躍消能，故增設第二道消能池，其長度約

20公尺。原消能池護坦於921地震時受損並已修復，另為增加壩體安全及

滿足水理要求使其充份消能，第二道消能池下游設置副壩。修復後之第一

道消能池長40.0公尺，底版標高E258.7公尺，尾檻標高260.9公尺；第二道

消能池長20.0公尺，護坦標高260.4公尺，尾檻標高261.9公尺；副壩壩軸至

第一道消能池尾檻距離約53.0公尺。 

下游副壩主結構是以3公尺x3公尺x3公尺之混凝土塊在現場排列組模

並澆至完成，其間距填以礫石土，並在混凝土塊下游側吊放20噸異型塊，

整體橫座於第二道消能池下游，以保護主體結構功能。副壩頂標高263.5
公尺。 

消能池及副壩工程佈置詳圖2-2-1及圖2-2-2。 

另排砂道下游副壩左側混凝土擋土牆在921地震時受損，經修復之擋

土牆長約55.09公尺、高14.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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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右岸鋼版樁擋水堤 

在921地震發生，右岸壩體及相關結構均嚴重受損，因此於壩址右岸

上游另築本鋼版樁擋水堤，採用六個區塊(B1~B6)之鋼版樁圍堤設計，外

圍混凝土塊、內部逐層回填河床料，區塊(B1~B3)以挖埋方式崁入岩盤，

區塊(B4~B6)則直接打入施工，鋼版樁擋水圍堤周圍基礎採固結灌漿，使

固結成一體，增加其被動土壓及止水性。 

鋼版樁擋水堤堤頂標高277.0公尺，表面用石塊舖底構築成人行便道，

擋水堤與原第17、18號溢洪道間以河床料填平恢復原地面標高276.4公尺並

植草，用便道與右岸路面銜接，擋水堤臨水面用仿石造型面版舖設以增加

美觀。 

鋼版樁擋水堤工程佈置詳圖2-2-1及圖2-4-1。 
 

2-5 魚道 

921地震復建時，為了大甲溪自然生態保育，廣納地方保育團體、學

界人士及民意代表之訴求，於右岸壩體受損之16號溢洪道所增設，詳圖

2-1-1。魚道工程於民國90年4月16日開工，90年12月11日完工，設計水流

量0.3立方公尺，其入口(出水口)標高259.57公尺、出口(進水口)標高269.40
公尺、總長147公尺，屬於水池階段式(Pool and Step or Pool and Weir 
Type)，係供洄游生物使用。 

 

2-6 取水工 

第一取水口：即南幹渠取水口，底檻標高268.42公尺，設調節閘門二

座，每門寬3.5公尺、高3.0公尺；另設緊急閘門一座，寬4.0公尺、高4.0公
尺。 

第二取水口：位於第一取水口之上游，屬於台灣省自來水公司所有，

其底檻標高272.70公尺，設調節閘門及緊急閘門各一座，調節閘門寬2.6公
尺、高2.6公尺，緊急閘門寬4.0公尺、高5.3公尺。第二取水口在921地震時

受損，目前尚未修復使用。 

第一取水口位置詳圖2-6-1，其平面及剖面佈置詳圖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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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水工機械 

水工機械各閘門型式、數量及尺寸，閘門更新前、後主要水工機械基

本數據如表2-7-1及2-7-2所示。溢洪道弧形閘門、排砂道弧形閘門佈置詳

圖2-7-1及圖2-7-2。 
 

2-8 壩頂橋梁 

壩頂橋梁橋面寬8公尺，原溢洪道部份淨跨度12.8公尺共計18跨間，排

砂道部份淨跨度8.0公尺共計2跨間，合計20跨間。預力梁溢洪道部份高1.1
公尺長14.8公尺，每跨間5支計90支，排砂道部份高0.85公尺長10公尺，每

跨間5支計10支，合計100支。 

921地震後，橋梁亦遭受破壞，橋面僅能由左岸連接至第15號溢洪道，

然後在原16號溢洪道(現改為魚道)利用階梯連接右岸鋼版樁擋水堤步道至

右岸道路，故目前橋梁僅供閘門操作及維護之用 
 

2-9 南幹渠及第一分水工 

第一取水口後接輸水管渠(南幹渠)將原水輸送至下游，經921地震受損

修復後，輸水管渠改為內徑3.4公尺之鋼管，長216.6公尺，後接內徑3.2公
尺、長420.9公尺之暗渠，亦為內襯鋼管方式，其下接長約510公尺之明渠

至第一分水工。輸水管渠位置詳圖2-6-1。 

第一分水工：為南幹渠明渠段之第一個分水工，是將原水分送至下游

葫蘆墩圳、八寶圳之灌溉用水及朴子口淨水廠之自來水用水，南幹渠第一

分水工之平面佈置詳圖2-9-1。 
 

2-10 蓄水範圍周邊 

石岡壩目前之管轄範圍約自長庚橋上游斷面39至石岡壩下游副壩

止，此範圍內之工程設施除石岡壩外，尚有取水工上游左岸混凝土護岸、

長庚橋前方左岸之林厝堤防，如圖2-10-1所示。 

取水工上游左岸之岸壁於921地震時發生多處塌陷，且其上方為公墓

亦須建築護岸，以防洪水衝擊岸壁而進一步損毀。經修復後之左岸護坡為

混凝土設計，基腳為2.5公尺深1公尺寬之混凝土結構，以支撐上方2(H)：
1(V)厚30公分之混凝土護坡，護坡之高度約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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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厝堤防於921地震後，部分區段沉陷及損壞情形，已於96年12月18
日由第三河川局辦理堤防加高加固改善工程之發包作業，並於97年12月21
日完工。 

以上設施之相關位置如圖2-10-2所示。 
 

2-11 監測系統設施 

石岡壩監測儀器於民國99年安全維護手冊訂定後，於101年9月新設傾

度盤P18、P19，且於壩體下游左岸擋土牆及下游坡面工設置水位井W1、
W2，103年2月重新設置位移觀測點B01~B08，103年9月新設長庚橋上游39
斷面左側護岸水位井OW-1、OW-2，106年2月汰換更新裂縫計No.1~No.4。
目前石岡壩之監測儀器包括傾度盤、電子式水壓計、位移觀測點及測傾管

(兼水位觀測功能 )、裂縫計、水位井等，如表2.11-1所示，其位置詳圖

2-11-1。 

原有石岡壩地震儀監測器統於民國92年10月埋設，為使水庫地震監測

能即時收集資料並具備自動化、簡訊速報等功能，故於民國103年全面更

換系統，目前石岡壩壩址地區，於右岸設置1部CV-374AR地震儀系統、左

岸設置1部SAMTAC-20-12地震儀系統，另設置4部AS-303C1WP三軸加速

度型感震計，以量測地震發生時體體基礎與結構體之震動頻率。壩址地區

強震站之儀器種類、數量及詳細位置如表2-11-2及圖2-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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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石岡壩及主要土木設施基本數據 

一、水庫 
位置 臺中市 
水系 大甲溪主流 
集水面積 1,061 平方公里 
調節池最高蓄水位標高 274.5 公尺 
調節池最高蓄水面積 58.16 公頃 
調節池最高蓄水位有效蓄水量 137.5 萬立方公尺(蓄水位 274.5 公尺，民國 106 年測量) 
可能最大洪峰流量 16,900 秒立方公尺 
用水標的 家用及公共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 
二、溢洪道 
型式 閘門控制溢流堰 
溢流堰頂標高 平均 269.90~271.51 公尺不等 
溢流堰總長度 224 公尺(1 門@11.4+3.4(閘墩) +13 門@ 
 12.80+14x2.0(閘墩)+ 1 門@11.75+3.1(閘墩)) 
設計排洪流量 5,520 立方公尺／秒 
設計排洪水位 276.8 公尺 
閘門數量及尺寸 U詳表 2-5-1 及表 2-5-2 
三、排砂道 
堰頂標高：第一號平均標高 267.06 公尺 

第二號平均標高 267.13 公尺 
閘門數量及尺寸 U詳表 2-5-1 及表 2-5-2 
四、 消能池及下游副壩 
第一道消能池長度 40.00 公尺 
第一道消能池底標高 258.70 公尺 
第一道消能池尾檻標高 260.90 公尺 
第二道消能池長度 20.00 公尺 
第二道消能池底標高 260.4 公尺(平均) 
第二道消能池尾檻標高 261.90 公尺 
副壩壩頂標高 263.0 公尺~263.5 公尺 
五、 取水工 
1.第一取水口  

底檻標高 閘門更新前:268.07 公尺 
閘門更新後:268.17 公尺 

計畫取水量 45.167 秒立方公尺 
2.第二取水口  

底檻標高 272.70 公尺 
計畫取水量 19.67 秒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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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1 石岡壩(閘門更新前)主要水工機械基本數據 

設備項目 設備尺寸 數量 操作設備 
一、溢洪道    

弧形閘門 NO.1– 
約 11.40M 門孔寬 x8.0M 弧面長 
NO.2∼NO.14– 
約 12.80M 門孔寬 x8.0M 弧面長 
NO.15– 
約 11.75M 門孔寬 x8.0M 弧面長 

15 門 鋼索捲揚式吊門機 15 組 

擋水閘板 約 12.8M 寬 x1.0M 高 x8 片   
二、排砂道    

弧形閘門 門孔 8.0M 寬 x6.0M 高 2 門 鋼索捲揚式吊門機 2 組 
擋水閘板 約 8.0M 寬 x1.0M 高 x10 片   

三、第一取水口閘門    
1.調節閘門 門孔 3.5M 寬 x3.0M 高 2 門 梯桿式吊門機 2 組 
2.緊急閘門 門孔 4.0M 寬 x4.0M 高 1 門 螺桿式吊門機 1 組 

四、第二取水口閘門    
1.調節閘門 門孔 2.6M 寬 x2.6M 高 1 門 螺桿式吊門機 1 組 
2.緊急閘門 門孔 4.0M 寬 x5.3M 高 1 門 螺桿式吊門機 1 組 

五、第一分水工閘門    
1.調節閘門(灌溉) 門孔 1.6M 寬 x2.45M 高 5 門 油壓式吊門機 5 組 
2.調節閘門(自來水) 門孔 1.4M 寬 x1.0M 高 2 門 油壓式吊門機 2 組 

六、南幹渠(輸水管渠)    
1.鋼管 3.4 mφ，長度 216.6 m 1 道  
2.暗渠(內襯鋼管) 3.2 mφ，長度 420.9 m 1 道  

七、緊急柴油發電機 125KVA、80KVA 各 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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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2 石岡壩(閘門更新後)主要水工機械基本數據 

設備項目 設備尺寸 數量 操作設備 
一、溢洪道    

弧形閘門* NO.1– 
U門孔寬 11.40M，門扉高 6.303M 
NO.2∼NO.14– 
U門孔寬 12.80M， 
U門扉高 6.308~7.125M 
NO.15– 
U門孔寬 11.75M，門扉高 5.47M 

15 門 
 

鋼索捲揚式吊門機15組 

擋水閘板 約 12.8M 寬 x1.0M 高 x8 片   
二、排砂道    

弧形閘門* 門孔 8.0M 寬 x6.1M 高 2 門 鋼索捲揚式吊門機 2 組 
擋水閘板 約 8.0M 寬 x1.0M 高 x10 片   

三、第一取水口閘門    
1.調節閘門* 門孔 3.5M 寬 x3.0M 高 2 門 梯桿式吊門機 2 組 
2.緊急閘門* 門孔 3.4M 寬 x3.37M 高 1 門 U梯桿式 U吊門機 1 組 

四、第二取水口閘門    
1.調節閘門* 門孔 2.6M 寬 x2.6M 高 1 門 螺桿式吊門機 1 組 
2.緊急閘門* 門孔 4.0M 寬 x5.3M 高 1 門 螺桿式吊門機 1 組 

五、第一分水工閘門    
1.調節閘門(灌溉) 門孔 1.6M 寬 x2.45M 高 5 門 梯桿式吊門機 5 組 
2.調節閘門(自來水) 門孔 1.4M 寬 x1.0M 高 2 門 梯桿式吊門機 2 組 

六、南幹渠(輸水管渠)    
1.鋼管 3.4Mφ，長度 216.6M 1 道  
2.暗渠(內襯鋼管) 3.2Mφ，長度 420.9M 1 道  

七、緊急柴油發電機 125KVA、80KVA、60 KVAP

** 各 1 組  
八、林厝堤防    

1.管渠閘門*** 門孔 0.8Mφ 2 門 螺桿式吊門機 2 組 

2.大排閘門*** 門孔 3.1M 寬 x 2.5M 高 1 門 梯桿式吊門機 1 組 
註：1.〝*〞符號為「石岡壩閘門更新工程」之水工機械更新項目。 

2.〝**〞符號為 99 年石管中心新增設(林厝堤防抽水站)。 
3.〝***〞符號為 99 年石管中心接管(三河局施作) 

 



 

2-11 

表2-11-1 石岡壩監測系統儀器數量、監測目的及位置一覽表 

儀器項目 數量 監測目的 位置 

傾度盤 20 處 
監測堰體之 

側向變位情形 
壩體側牆上(P1、P1-1、P2~P10、P18、P19)、
魚道(P11)及右岸圍堰周圍(P12~P17) 

電子式水壓計 7 處 
監測堰體基礎上

下游水壓變化 
設於堰體混凝土底部下 (WD-2、WD-4、
WD-6、WD-8、WD-10、WD-12、WD-14) 

位移觀測點 12 處 
監測壩體位移及

沉陷量 
設於堰體(B1~B8)、右岸圍堤(B9~B11)、右

岸邊坡擋土牆上游(B12) 

測傾管 1 孔 
監測邊坡潛在 
滑動面位置 

設於右岸 1 孔(CB-1)兼具水位觀測井功能 

裂縫計 7 處 
監測墩柱之裂縫

變化情形 
堰體墩柱處(No.1 排砂道 6 處，No.11 溢洪道

1 處) 

水位井 

2 處 
監測壩體下游左

岸擋土牆滲水水

位變化 

壩體下游左岸擋土牆及下游坡面工(W1、
W2) 

2 處 
監測長庚橋上游

左岸護岸之自由

水位面 
長庚橋上游 39 斷面左側護岸(OW-1、OW-2) 

 

表2-11-2 石岡壩地震站儀器種類、數量及位置一覽表 

種類 數量 位置 

CV-374AR 地震儀系統 1 部 
位於石岡壩壩址右岸自由場(圖 2-8-1 中之

F01，含感震計) 

SAMTAC-20-12 地震儀系統 1 部 
位於石岡壩壩址左岸靠近管理中心處 (圖
2-8-1 中之 F02)。 

AS-303C1WP 三軸加速度型感震

計 
4 部 

分別位於溢洪道第 5 號閘門(圖 2-8-1 中之

G05)、15 號閘門(圖 2-8-1 中之 G15)處、石

岡壩壩址左岸自由場(圖 2-8-1 中之 F02)及石

岡壩壩址右岸自由場(圖 2-8-1 中之 F01，含

CV-374AR 地震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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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第一取水口及輸水管渠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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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取水口平面圖 

 

 
第一取水口剖面圖 

圖 2-6-2 第一取水口平面及剖面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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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施檢查重點與初步研判準則 

3-1 設施損壞及檢測原則 

因災害造成設施之損壞，一般以目視先進行觀察是否危及設施安全，

若危及安全則優先透過修復工程進行搶修作業，倘若損壞情形不嚴重，則

經由安全檢查提出改善方案及相關非破壞檢測方式進行確認，最後再透過

設置監測儀器進行長期觀測，以達到設施之安全穩定。有關設施損壞之檢

測原則，如圖3-1-1。 

另外監測儀器觀測後，每一測讀值資料之正確性，須即刻加以驗證，

其驗證方法為將新測資料與過去在相同或近似狀況(同水位、同降雨量等)
下之測讀資料互相比較，若無地震、豪雨等特殊情況發生，如發現不一致

或與預期者不相符，則表示該測讀值有疑問，須馬上重測並予以校核，或

設法找出導致不正確之原因；量測當時若有地震、高水位或巨大降雨發

生，則應檢視觀測曲線之變化及走勢有否異常，若觀測曲線之變化及走勢

有異常，即再檢查儀器功能有否異常。有關監測儀器功能異常之判定原

則，如圖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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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設施缺失

研判
有無立即危險性

是否可研判損壞
原因及狀況

立即進行搶修險
工作

有

無

進行非破壞檢測

是否需進行改善
作業

設置監測儀器

評估
有無必要設置
監測儀器

持續觀察

否

有

無

研提改善措施

目視檢查

是

是

否

建立基本資料
列為後續追蹤

 

圖 3-1-1 設施損壞之檢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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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外在事件
(地震、豪雨)

影響

監測儀器觀測結果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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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

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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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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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資料顯示潛在問題

附核評估潛在問題

提報水庫管理單位

研擬改善措施方案

觀測曲線之趨
勢是否異常

否

校核儀器功能
是否異常

是

校核其他相關儀器
觀測資料是否異常

檢視該儀器周邊
狀況是否異常

否
校核相關儀器之功

能是否異常

全面檢視水庫設施
是否正常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圖 3-1-2 監測儀器功能異常判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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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壩 

3-2-1 壩體 

一、溢洪道 

石岡壩現況設有溢洪道15道，溢洪道間之閘墩厚度分別為3.4公尺(1
座)、3.1公尺(13座)及2.0公尺(2座)等三組閘墩分隔，堰面是以臥箕曲線

設計以利水流。臥箕堰平時功能在抬高及調節大甲溪水位，當上游洪水

來襲時則兼負排洪功能。 

由於颱風暴雨帶來之洪水，石岡壩在排洪時常受高速水流衝擊，洪

水中挾帶高含砂水體及河床質等，可能對設施混凝土之表面產生局部磨

損與穴蝕等。依環境條件與結構特性等因素，將檢查重點分為堰面、閘

墩、射檻及閘門門框交接處等。 

堰面檢查重點在承受水體之溢流面，而閘墩則在檢查混凝土表面，

包括收縮縫與昇層縫，以及堰面與閘墩交接處等；檢查時應注意閘墩可

能因荷重情況不同、堰體材料弱面等引起超應力而產生之結構裂縫。 

射檻屬消能結構物，因設施功能特性致隨時均受排放之高速含砂水

流強大衝擊，故混凝土表面遭受磨耗程度與功能維持等為設施檢查重

點。 

石岡壩溢洪道或排砂道閘門之門框可視為閘門啟閉之軌道，閘門關

閉時具有水密性，如遭損壞，將失去止水功能，其與門槽交接處因受施

工時土木及水工機械不同界面需採二次混凝土施作，以及不同材料差異

性等因素容易產生弱面與裂隙，檢視弱面與裂隙發展為設施檢查重點。 

(一)堰面 

溢流面混凝土應注意是否有因高速水流導致出現磨損、沖蝕、剝

落、鋼筋外露等現象，倘溢流面發現有粗糙不平與嶙峋之坑洞或部份骨

材有拔除現象時，顯示堰面已產生穴蝕損壞，須進一步研判穴蝕之損壞

與影響程度。 

921地震時造成1號至14號溢洪道溢流面產生不同程度之破壞裂縫

或剝落，檢查時應注意已修補部份有無明顯損傷或持續擴大，另檢查有

無新的結構裂縫產生。若裂縫有滲漏水或水痕痕跡，則應研判裂縫成因

及滲漏水來源，如滲漏水量隨上游水位變化，則裂縫可能已深入堰體內

部，並與上游面之裂縫、已張開之昇層縫或收縮縫形成通路，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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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裂縫延伸及發展的情形，若裂縫滲漏水只於排洪或下雨過後才出

現，則裂縫可能只是堰體表層裂縫，或者是屬局部發展尚未形成通路之

裂縫，應持續觀察其滲漏水情況。對於已貫穿局部堰體之裂縫，應詳細

探討其進一步發展及與其他局部裂縫形成通路之可能，評估對壩體安全

之可能危害。 

昇層縫與分塊收縮縫應持續進行觀察是否有擴張、錯動及滲漏水現

象，倘發現有持續惡化時，則應尋找造成原因與研擬對策。如發現滲漏

水現象時，除注意滲漏量變化外，並應觀察滲漏水之顏色、混濁度等，

瞭解是否有異常情形；若昇層縫或收縮縫之滲漏水量隨上游水位變化，

則昇層縫與收縮縫可能已發生貫穿堰體至上游面之張開或錯動，形成水

流通路，應進一步調查其張開程度，評估其對壩體安全與穩定之影響，

必要時應進一步調查滲漏水原因及研擬改善方法；若昇層縫與收縮縫之

滲漏水只於排洪或下雨過後才出現，則可能只是昇層縫與收縮縫局部張

開，或者是與局部裂縫連通，則對壩體影響尚不致嚴重，但應持續觀察

其滲漏水情況，並視發展情況進行處理。 

堰面與閘墩交接處因屬應力集中處，且為二次混凝土施作，應檢查

此部份是否有明顯裂縫、錯動及滲漏水現象，並注意滲漏水狀況，如觀

察滲漏水量、顏色、混濁度等，以及與上游水位關係等，研判滲漏水是

否由堰基礎或內部混凝土損壞所致。 

(二)閘墩 

閘墩分隔溢洪道(或排砂道)與流水面垂直接觸，與水流接觸面應注

意表面是否有磨損、沖蝕、剝落、及鋼筋外露現象外，尚需注意是否有

結構裂縫形成，並觀察有無因受力或潛變作用繼續惡化現象。對於新增

裂縫如有滲漏水或水痕痕跡，則應研判造成裂縫原因及瞭解滲漏水來

源，如滲漏水量隨上游水位變化，則裂縫可能已深入閘墩內部，並與閘

墩上游面之裂縫或已張開之昇層縫形成通路，應進一步調查裂縫延伸及

發展的情形，若裂縫滲漏水只於排洪或下雨過後才出現，則裂縫可能只

是閘墩表層裂縫，或者是屬局部發展尚未形成通路之裂縫，應持續觀察

其滲漏水情況。對於已貫穿閘墩之裂縫，應詳細探討其進一步發展之可

能，評估是否危及閘墩及其上橋梁結構之安全。另外，由於鋼結構弧形

閘門勁度遠高於閘墩，應特別注意有無外力使閘門樞座處受到閘門鋼梁

拉扯形成嚴重裂縫，如持續惡化，可能造成門樞座移位進而影響閘門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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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功能，而閘門能否啟閉順暢，亦可供研判閘墩有無受外力而產生變形

或移位等情形。 

閘墩側壁混凝土、921地震後已修補處、收縮縫與昇層縫之檢查研

判準則參照堰面辦理。 

921地震時1號溢洪道左側閘墩受損，以培厚補強混凝土之方式處

理，由於2號排砂道設有胸牆，而1號溢洪道內未設胸牆，致1號溢洪道

左側閘墩形成類似邊柱之結構物，且由於胸牆之束制，使此閘墩底部形

成所謂短柱現象，對於壩軸方向，胸牆與閘墩之間亦有強梁弱柱效應。

若補強工法之功能有降低之虞，在外力作用下，閘墩(邊柱)將可能因應

力集中及放大效應再次損壞。故應特別注意補強閘墩表面及新舊混凝土

間有無產生明顯裂縫或位移、錯動等降低閘墩強度之不利發展，堰面培

厚混凝土表面在洪水過後或地震後有無產生明顯磨損、沖蝕、剝落或裂

縫等現象，並觀察有無持續擴大形成錨端出露等影響地錨拉力之情況。 

第15號溢洪道亦因921地震致閘墩及壩體嚴重開裂，目前已完成右

側閘墩之補強工作，除另有魚道側牆提供側向位移支撐外，其餘補強方

式與1號溢洪道左閘墩雷同(即溢洪道本身及閘墩左側是採用混凝土培

厚，堰體基礎施作地錨固定)。由於位於斷層錯動區旁，應特別注意外

力有無對補強工法造成衝擊或損傷之現象，其檢查研判方式除參照1號
溢洪道左閘墩辦理外，應再留意與魚道側牆銜接處有無明顯開裂、錯動

等影響側向支撐之情況。 

(三)射檻 

由於消能為射檻主要設施功能，故射檻與堰面銜接處水流衝擊點最

容易造成磨耗，檢查重點在於檢視混凝土磨損程度、有無鋼筋外露及銹

蝕狀況等，當磨耗狀況有可能影響消能功能並波及下游之消能設施或造

成堰面結構損壞之虞時，應作適度之修復與處理。平時射檻磨損狀況得

經由洪水洩洪時之水躍現象，並配合現地檢查銜接處被洪水高速水流磨

耗程度，作為後續優先辦理檢測之參考。 

(四)閘門門框交接處 

閘門門框交接埋設鐵件處為二次混凝土施工，由於界面空間狹小、

施工性不良等因素常發現蜂窩，又因不同材料間隙裂縫等弱面狀況，檢

查重點著重於混凝土在閘門啟閉及水流快速沖刷下是否有磨損、負壓穴



 

3-7 

蝕、剝落及衝擊損壞等現象，以及不同材料間隙裂縫是否有滲漏水或沖

蝕現象等，另門框變形、變位，亦會影響閘門之啟閉操作不順暢，可供

初步研判之參考。 

二、排砂道 

排砂道之檢查重點及初步研判準則原則比照溢洪道之方式辦理。其

中2號排砂道為因應提升蓄水位之安定不足問題，採用預力地錨方式以

增加其抗滑安定性，檢查研判方式比照第15號溢洪道，應特別注意堰面

培厚混凝土有無損傷或影響地錨功能之不利情形。 
 

3-2-2 壩基及壩座 

石岡壩壩體包括排砂道、溢洪道及右岸鋼版樁擋水堤等設施，因屬

既有結構物，故無法直接目視檢查壩基之岩盤面，故僅能沿副壩壩頂向

上游檢視消能池與壩體水面以上結構或鄰近環境有無異常，並檢查趾端

附近水面有無出現氣泡、漩渦或冒水等現象，如基礎或結構體底部發生

裂縫，因無法經由目視檢視，可藉滲漏水沿裂縫路徑，在通路之進出口

附近會有此種情況出現，故可供研判之參考。 

倘遭遇超過一定流量之洪水時，或發現異常現象有影響結構安全之

虞時，得配合消能池排除池內積水及淤積土石，檢查壩體與消能池交接

處有無不正常沉陷、隆起、變位或錯動等跡象，以確認結構之安全性或

作為後續修復對策研擬之依據。 

左壩座因有第一取水口等結構物，亦無法直接目視檢查岩盤面，可

藉檢查該處周邊之混凝土結構物外觀，是否有明顯龜裂、位移(向外推移)
或錯動等現象，以研判是否處於穩定狀態。 

右壩座之地層為卓蘭層，其上覆蓋第四紀之沖積層，可檢查出露岩

盤(土層)及現有設施有無異常情況予以研判，即邊坡頂面有無明顯下陷或

張力裂縫，尤其應注意平行坡面方向之裂縫，坡面有無明顯異常滲水，

並與前次檢查比較，註明是否擴大或為新增之現象；壩座上方邊坡噴凝

土表面有無明顯龜裂、破損剝落加劇或重力式擋土牆之外觀有無明顯龜

裂、沈陷、位移或損壞情形；右岸鋼版樁擋水堤有無沈陷、隆起、位移

或錯動等(可參照3-3節之檢查研判)。另原第17號及18號溢洪道因位於921
地震錯動區，若於斷裂處出現滲水並有擴大趨勢，應查察右岸擋水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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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錯動區有無異常，並研判擋水堤之基礎是否已發生變形或損壞，尋

查確實肇因，以利後續改善或對策研擬。 
 

3-3 消能池、副壩及左岸擋土牆 

3-3-1 消能池 

溢洪道及排砂道下游連接原40公尺長消能池，末端為尾檻。尾檻下

游並設混凝土護坦。消能池、護坦及尾檻之設置功能為消能作用並兼具

保護壩體基礎結構安全功能，另考慮於水躍發生及具有充足能力承受高

速水流，增加壩體安全，在護坦下游再增設副壩以抬高消能池水位，俾

能形成完全水躍以利消能。因此，主壩與原消能池尾檻間可視為第一道

消能池，第一道消能池至副壩間為第二道消能池，故設施功能維持為檢

查與觀察重點。 

平時消能池底版及護坦經常隱沒入水中，無法作目視檢查，得經由

消能池水面有無氣泡、漩渦或冒水等現象；調節放水或洪水洩洪時消能

池流況、流經尾檻及護坦等之水躍現象、洪水退後之觀察與比對及周邊

環境異常跡象等，來研判是否已造成局部混凝土結構毀損及判斷對設施

結構安全之影響；另由導流牆之沉陷、位移程度來研判底版或臨近結構

是否已有損傷。 

倘遭遇洪水超過一定流量時，或發現異常現象有影響結構安全之虞

時，應對消能池及護坦作後續較為詳細之檢查。必要時得配合排除池內

積水及清除消能池與護坦所淤積之土石，以進行局部或全面性之檢查作

業，確認結構之安全性或作為後續修復對策研擬之依據。清除淤積土石

後辦理之詳細檢查點包括：壩體與消能池交接處及消能池尾檻與護坦交

接處有無明顯磨損、不正常沉陷、隆起、變位或錯動等跡象；消能池混

凝土底版及護坦表面有無磨損、剝落、淘刷、衝擊損壞、穴蝕或明顯裂

縫、錯動等；921地震修補處有無損傷或持續擴大；尾檻有無嚴重磨損及

衝擊毀壞等；導流牆與底版交接處是否有開裂、坑洞及冒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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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副壩 

副壩因是由方型混凝土塊排列連結而成，且設置之目的在抬高消能

池水位，洪水過後，應注意下游及固定端之混凝土塊有無脫離或流失，

並觀察有無往上游持續惡化。若局部混凝土塊發生鬆動、脫離甚至被水

流沖走，尚不致立即危害石岡壩之安全，惟損壞如有持續擴大之虞，則

應研判評估對消能池之影響及研擬修復改善方案。另左岸擋土牆及下游

護坡工應注意有無因洪水消能作用降低，導致不連續斷面銜接處淘空或

損壞。 
 

3-3-3 左岸擋土牆 

排砂道左側之左岸扶壁式擋土牆於921地震時第一至第四區段分別

傾倒、位移、牆身斷裂，經採用鋼筋混凝土半重力式擋土牆修復。檢查

時應注意擋土牆外觀有無沈陷、位移或損壞等情形；裂縫有無持續惡化，

接縫是否有錯動、位移加劇之情形。另應特別注意排砂或排洪過後擋土

牆與下游護坡工銜接處基腳有無因水流淘刷、裸露等影響結構安定之現

象。 
 

3-4 右岸鋼版樁擋水堤 

鋼版樁外側為鋼筋混凝土面版，並以混凝土塊堆疊穩定及保護，內部

逐層回填河床料，周圍基礎採固結灌漿。 

檢查時應注意人行便道或混凝土塊有無沉陷、隆起、錯動，側壁面版

有無明顯裂縫、位移或錯動等情況，並據以研判對擋水堤之影響，如相關

現象有持續惡化，應進一步調查分析基礎是否已嚴重變形或損壞，並詳細

評估整體結構之安全性及研擬因應措施。若擋水堤背水側基座有出現滲水

或淘空狀況，應積極追查肇因，研判是否為地震破壞固結灌漿所致。 

洪水過後，應特別注意臨水側之混凝土塊有無錯動、位移或流失，如

屬局部現象，雖尚不致影響擋水堤之安全，惟可能發生錯動致混凝土塊受

水流推擠而撞擊閘門之情形，應特別注意；若損壞持續擴大，將造成水流

直接沖擊鋼版樁或基礎，進而影響擋水堤之安定性。另洪水期間水位若超

過EL.277.0公尺，會造成右岸鋼板樁擋水堤出現溢堤之情況，應於洪水過

後做較詳細之檢查，必要時得配合水流改道進行局部或全面性檢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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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魚道 

魚道檢查重點，應由周邊環境狀況下查看魚道及出入口處有無垃圾、

淤砂堆積、阻塞情形。並以目視檢查混凝土結構上有無裂縫、接縫漏水、

滲水、白華、鋼筋外漏情形。 
 

3-6 取水工 

3-6-1 第一取水口 

取水口設施應以維持整體結構之完整，始得以確保閘門能正常安全

操作供水。取水口因常年進行取水，故平時以檢視水面以上之結構為主(水
面以下無法直接檢視部份，得以觀察水流流況或上部結構異常狀況之關

聯性來加以初步研判)，檢查重點如下說明： 

一、取水工結構及水工機械(吊門機)混凝土固定基座表面有無錯動、變形

致鋼筋外露及銹蝕；結構性之裂縫是否發生及持續惡化，接縫有無

擴張、位移、錯動加劇之情形等，除據以研判對結構安全之影響程

度外，更應進一步探討是否對閘門操作啟閉有所危害，並提出因應

及改善措施。相關異常狀況如位於水面交接處，且經初步研判屬特

殊現象或有明顯安全疑慮時，得配合降低取水量作進一步檢查可能

延伸或損壞範圍，以利結構安全及功能之整體性評估。另因進水口

為一中空結構物，其與底版基礎之勁度相差極大，故在遭遇強震後

應特別注意水面下底版與側牆間有無因位移、錯動而造成之損壞。

921地震時取水口進入輸水隧道前漸變段，因受隧道向北推擠而剪

裂，修復方式係將圓弧形漸變段改成直線，即以新填混凝土牆(包裹

破損牆身)及鋼版補強，進水口箱涵亦在四周以鋼版襯面，內層填充

鋼筋混凝土。故檢查時應特別注意外力或高速水流有無對補厚結構

及新舊混凝土間產生明顯裂縫、位移、錯動或衝擊損傷等不利補強

工法之狀況，並據以研判是否對結構及供水安全造成危害。 

二、閘門導槽埋設鐵件處為二次混凝土施工，由於界面空間狹小，施工

不易等因素，可能出現蜂窩情形，又因不同材料間隙裂縫等弱面狀

況，檢查重點著重於混凝土在閘門啟閉過程下是否有磨損、剝落等

現象，以及不同材料間隙裂縫是否有滲漏水或沖蝕現象等。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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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操作啟閉過程中，如發現有不順暢之情況，亦可供是否為門槽、

主輪軌及門框等變形、變位所造成之研判參考。 
 

3-7 水工機械 

水工機械安全維護範圍依功能特性可分為兩類，一為控制水庫水位及

供水之閘門，即溢洪道及排砂道弧形閘門(以鋼索捲揚式吊門機控制)，第

一取水口之直提式調節及緊急閘門(以梯桿式吊門機控制)，南幹渠第一分

水工之直提式調節閘門(以梯桿式吊門機控制)，並以維持設備之結構安全

及運轉功能為其重點。另一類為供水之南幹渠輸水管渠(鋼管部份)，並以

維持設備結構安全為重點。關於輸水路係隧道、暗渠及明渠三部份組成，

為使檢查工作有其整體性，南幹渠輸水渠相關檢查研判另於第3-8節說明。 
 

3-7-1 溢洪道及排砂道閘門 

檢查重點為結構部份、重要固定零件、吊門機組、控制箱設備及管

線、鬆纜過負荷裝置、極限開關等機電設備之結構及運轉測試檢查等。 

靜態檢視應注意門扉(應特別注意面板、主橫梁、主縱梁及桁臂)、門

框、門樞與錨碇等結構及吊門機組構件有無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

門扉、門樞錨碇結構所有銲道有無明顯裂縫、缺陷；門樞軸有無明顯潤

滑不足情形；門扉、門框及吊門機組構件表面單處有無過大或過多明顯

銹蝕處；門扉構件之連結螺栓有無損壞或鬆脫；吊門機組之機件組合有

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潤滑不足現象；鋼索

滑輪與門扉吊耳座接合有無牢固；靜態之鋼索有無扭結、變形、斷線(斷
股不可超過10%)、鬆緊不一及明顯欠缺油脂塗敷情形；減速機之潤滑油

位有無低於油位下限；馬達線圈絕緣電阻檢測有無異常；馬達主電源線

路絕緣電阻檢測有無異常；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無嚴重破損、受潮及老

化之異常現象；主控制線路(使用控制電壓等級檢測)，1.現場控制：馬達

作動開關線路絕緣對地檢測有無異常、2.遠端控制：PLC輸出馬達作動控

制線路絕緣對地檢測有無異常。 

動態檢視部份應注意設備於啟閉運轉測試過程有無劇烈振動、卡住

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門樞軸轉動及錨碇結構有無異常現象；滑輪

轉動及鋼索捲動是否順暢，鋼索有無鬆弛；啟閉電流、電壓有無明顯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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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鬆纜過負荷裝置、極限開關是否正常作動；運轉及故障指示燈是否

正常作動等。 

當設備有以上現象時，對結構安全或操作功能可能有潛在危害或不

良影響，應據以提出改善措施或密切觀察，或視需要進一步檢測、分析

及詳細評估之建議。 
 

3-7-2 魚道閘門 

魚道水口水工機械之檢查重點為結構部份（水面以上部分）、重要固

定零件、吊門機組、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極限開關等機電設備之結構及

運轉測試檢查等。 

靜態檢視應注意門扉(特別注意面板、主橫梁及側縱梁)及水面上門框

等結構及吊門機組構件、吊桿有無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門扉所

有銲道有無明顯裂縫、缺陷，門扉、水面上門框及吊門機組構件表面單

處有無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處；門扉之導履組有無明顯損傷或鬆脫；吊

門機組之機件組合有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

潤滑不足現象；吊桿與門扉吊耳座接合有無牢固；減速機之潤滑油位有

無低於油位下限；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無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

現象。 

動態檢視部份應注意設備於啟閉運轉測試過程無劇烈振動、卡住或

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導履與導軌運轉配合是否順暢；啟閉電流、電

壓有無明顯異常；極限開關是否正常作動；運轉及故障指示燈是否正常

作動等。 

當設備有以上現象時，對結構安全或操作功能可能有潛在危害或不

良影響，應據以提出改善措施或密切觀察，或視需要進一步檢測、分析

及詳細評估之建議。 
 

3-7-3 第一取水口閘門 

第一取水口水工機械之檢查重點為結構部份（水面以上部分）、重要

固定零件、吊門機組、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極限開關等機電設備之結構

及運轉測試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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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檢視應注意門扉(特別注意面板、主橫梁及側縱梁)及水面上門框

等結構及吊門機組構件、吊桿有無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門扉所

有銲道有無明顯裂縫、缺陷，門扉、水面上門框及吊門機組構件表面單

處有無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處；門扉之主輪組有無明顯損傷或鬆脫；吊

門機組之機件組合有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

潤滑不足現象；吊桿與門扉吊耳座接合有無牢固；減速機之潤滑油位有

無低於油位下限；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無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

現象。 

動態檢視部份應注意設備於啟閉運轉測試過程無劇烈振動、卡住或

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主滾輪轉動是否順暢，與主輪軌接觸是否良好；

啟閉電流、電壓有無明顯異常；極限開關是否正常作動；運轉及故障指

示燈是否正常作動等。 

當設備有以上現象時，對結構安全或操作功能可能有潛在危害或不

良影響，應據以提出改善措施或密切觀察，或視需要進一步檢測、分析

及詳細評估之建議。 
 

3-7-4 南幹渠第一分水工閘門 

第一分水工水工機械之檢查重點為結構部份、重要固定零件、吊門

機組、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極限開關等機電設備之結構及運轉測試檢查。 

靜態檢視應注意門扉、門框等結構及吊門機組構件、吊桿等有無明

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門扉所有銲道有無明顯裂縫、缺陷；吊門機

組之機件組合有無移位、鬆脫、缺損或過度磨耗等嚴重缺陷及明顯潤滑

不足現象；吊桿與門扉吊耳座接合有無牢固；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無嚴

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象。 

動態檢視部份應注意設備於啟閉運轉測試過程有無劇烈振動、卡住

或異常噪音、溫昇等；啟閉電流、電壓、有無明顯異常；極限開關是否

正常作動；運轉及故障指示燈是否正常作動等。 

當設備有以上現象時，對結構安全或操作功能可能有潛在危害或不

良影響，應據以提出改善措施或密切觀察，或視需要進一步檢測、分析

及詳細評估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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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壩頂橋梁 

一、上部結構 

上部結構須檢視橋面版是否有分塊位移、嚴重龜裂或不均勻沉陷等

現象；預力型梁是否有剪力、張力或撓曲造成裂縫，並需注意裂縫位置

與寬度變化及觀察是否有水流穿透或鋼筋銹蝕等現象；支承墊是否有開

裂、腐蝕、變形等現象。 

二、下部結構 

下部結構則應配合溢洪道及排砂道之閘墩檢視，並注意橋台(閘墩頂

部)之混凝土表面有無裂縫集中、表面剝落或鋼筋銹蝕等，以及異常外力

或其他因素對整體下部結構產生傾斜、開裂等安全疑慮。 
 

3-9 南幹渠及第一分水工 

3-9-1 輸水管渠 

南幹渠在921地震時造成損壞，受損部份以直徑3.4公尺之鋼管於隧道

內固定後，鋼管與隧道襯砌間之空隙則背填混凝土。至於暗渠出口至第

一分水工間之明渠段，於921地震時之受損情形並不嚴重，仍可使用。 

輸水管渠包含隧道、暗渠及明渠等三部份，因平時檢查時無法目視

檢查，故其檢查重點應注意隧道及暗渠沿線與週邊環境是否有異常錯

動、下陷、隆起或漏水等情形，應查尋肇因及研判對結構或供水安全之

可能影響(其中周邊設施之關聯性亦應一併納入參考)。而明渠部份主要查

看渠內有無雜物妨礙水流，兩邊側牆有無明顯位移、錯動、斷裂或損壞

等情形，並觀察有無持續惡化影響送水安全。如因特殊狀況需辦理停水

特別檢查，應注意鋼管有無明顯銹蝕、變形或裂縫，其銲道有無明顯裂

縫或缺陷，構件之連結螺栓有無損壞或鬆脫，整體結構有無位移、錯動

等或其他因災害之受損情形。 
 

3-9-2 第一分水工 

第一分水工設有調節閘門7道，其中位於左側之5道閘門為操控輸往

葫蘆墩圳、八寶圳之灌溉用水渠道，右側2道則操控供應朴子口淨水廠之

自來水用水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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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水工之土木檢查重點包括閘門門槽之混凝土表面有無磨損或

剝落導致鋼筋外露，結構梁柱有無明顯裂縫，接縫之擴張及錯動等，並

研判是否有持續惡化及影響閘門操作之可能。 
 

3-10 蓄水範圍周邊 

3-10-1 取水口上游左岸混凝土護岸 

石岡壩取水口上游左岸護坡曾發生滑落現象，雖已處理，惟一旦再

發生大規模滑落，其崩塌料可能會堵塞取水口之取水功能，影響到下游

地區之供水，同時危及鄰近民眾之土地及上方之公墓等。故左岸護岸設

計之主要目的是為保護邊坡基腳，避免邊坡崩塌、滑落，以維持其穩定。 

經修復後之護岸基腳因受限於蓄水營運及淤泥沉積，無法進行全面

檢視，故平時檢查重點應著重於整體結構穩定觀察、週遭環境異常變化

等現象肇因研判。混凝土護坡主體結構外觀有無沉陷、位移或損壞等情

形；裂縫有無持續惡化，接縫是否有錯動、位移加劇之情形；觀察基礎

與河床沖淤變化情形，尤其應注意水庫急洩降或洪水過後之基礎沖刷影

響。另其上邊坡混凝土坡面工，有無因外力造成嚴重龜裂、擠壓、塌陷

或破損等，堤後坡或維修道路是否有滑動裂縫形成等現象及足以影響整

體結構安全之情事。 
 

3-10-2 上游左岸林厝堤防 

現有林厝堤防檢查重點及研判，可參照取水口上游左岸混凝土護坡

之方式辦理，惟應另注意堤後之低窪地區是否有異常滲流、排水不良或

區域排水設施功能異常等情形，並研判肇因及評估影響堤防結構安全之

程度。 
 

3-10-3 水庫水域 

雖非主要之檢查項目，因容易利用目視方式檢視，於安全維護檢查

時一併辦理。檢查重點在於水庫周圍水面有無出現大量大型漂浮物或其

他危險物，必須加以清除，以保護溢洪道、排砂道、取水工等閘門之正

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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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監測系統 

石岡壩之監測係為評估分析921地震災損修復工程對壩體穩定及安

全而裝設相關監測儀器作觀測，其階段任務應已完成，且以公共安全方

面考量，石岡壩屬低風險水庫，水庫安全之掌握以現地檢查為要，監測

資料則作為輔助安全評估之參考。目前溢洪道及排砂道埋設有傾度盤、

電子式水壓計、位移觀測點及裂縫計，並於右岸圍堤設置傾度盤及位移

觀測點等設施，分別監測堰體之側向變位、基礎上下游水壓變化及壩體

之位移及沉陷量等，另於石岡壩壩址地區設置地震儀、右岸邊坡埋設測

傾管、壩體下游左岸擋土牆及長庚橋上游左岸護岸設置水位井，進行各

項儀器之監測，以確保石岡壩之安全穩定。 

每次監測儀器量測工作後，將觀測資料以適當比例依時間繪成曲

線，且將影響該觀測資料之因果曲線繪在一起以利比較研判。曲線中可

顯示長短期之趨勢或異常之突變，經由這些曲線之變化趨勢，與過去之

觀測資料及根據結構學、力學理論及自然現象之預期趨勢相比較後，以

發現潛在之問題並加以解釋與評估。如發現之趨勢偏離預期之正軌時，

表示可能有問題，應即加以研究、校核及改善。如屬單一之異常讀值，

有可能屬人為之錯誤或儀器不良，如為重大異常讀值，則可能是儀器或

系統之故障或結構物已有問題發生。 

為明確了解各監測儀器測讀結果是否已偏離預期之正軌，進而對結

構安全造成影響，依據第五次安全評估結果(詳附錄二)，針對各監測儀

器之功能及重要性，對關鍵之監測儀器訂定監測管理值，茲分述如表

3-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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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1 石岡壩監測系統監測管理值一覽表(1/2) 

監測 
項目 

重要性 儀器編號 警戒值 
預警值 

上限 下限 

傾度盤 
高 

P1 
X 向 

±334 秒 

6 秒 -111 秒 
Y 向 54 秒 -62 秒 

P1-1 
X 向 78 秒 -25 秒 
Y 向 -58 秒 -136 秒 

P2 
X 向 25 秒 -37 秒 
Y 向 17 秒 -58 秒 

P3 
X 向 29 秒 -29 秒 
Y 向 17 秒 -45 秒 

P4 
X 向 12 秒 -50 秒 
Y 向 25 秒 -54 秒 

P5 
X 向 33 秒 -33 秒 
Y 向 8 秒 -70 秒 

P6 
X 向 70 秒 -50 秒 
Y 向 -17 秒 -111 秒 

P7 
X 向 50 秒 -37 秒 
Y 向 50 秒 -58 秒 

P8 
X 向 58 秒 -29 秒 
Y 向 33 秒 -58 秒 

P9 
X 向 17 秒 -41 秒 
Y 向 25 秒 -54 秒 

P10 
X 向 29 秒 -25 秒 
Y 向 70 秒 4 秒 

P11 
X 向 10 秒 -54 秒 
Y 向 45 秒 -41 秒 

P18 
X 向 87 秒 29 秒 
Y 向 -50 秒 -153 秒 

P19 
X 向 165 秒 83 秒 
Y 向 66 秒 -33 秒 

中 P12~P17 ±1,375 秒 - - 
備註:”-”代表並無訂定預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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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1 石岡壩監測系統監測管理值一覽表(2/2) 

監測 
項目 

重要性 儀器編號 警戒值 
預警值 

上限 下限 

電子式 
水壓計 高 

WD-2 

1.485kg/cm2 

0.70kg/cm2 

- 

WD-4 1.10kg/cm2 
WD-6 1.10kg/cm2 
WD-8 1.10kg/cm2 
WD-10 1.10kg/cm2 
WD-12 0.15kg/cm2 
WD-14 0.16kg/cm2 

位移 
觀測點 

中 B1~B12 ±10mm - - 

測傾管 低 CB-1 
月變位量 
±10mm 

- - 

裂縫計 高 

No.5 

3mm 

0.36mm 

- 

No.6 0.02mm 
No.7 1.30mm 
No.8 0.68mm 
No.9 0.10mm 
No.10 0.27mm 
No.11 0.19mm 

水位井 
中 W1、W2 常水位異常 

上升達 5m 
- - 

中 
OW-1 EL.281.68m - - 
OW-2 EL.282.76m - - 

地震儀 高 G05、G15、
F01、F02 

震度六級 震度四級 - 

備註:”-”代表並無訂定預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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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查時機及頻率 

4-1 定期檢查 

定期檢查為每季辦理一次之安全性檢查，對象為本手冊土木結構設

施、閘門機電設備及蓄水周邊環境等，原則以目視及運轉測試方式進行檢

查為原則，必要時再配合儀器、試驗等適當方式或排除檢查障礙(盲點)進
行詳細檢測與評估分析。石岡壩各項設施之安全維護定期檢查週期如表

4-1-1所示，檢查表如編號SMC-01。 
 

4-2 特別(不定期)檢查 

特別檢查是因遭遇特殊事件後所需辦理之檢查，如遭受地震或一定洪

水量侵襲時，或其他特殊異常事件等。檢查對象依事件特性檢查本手冊相

關土木結構設施、閘門機電設備及周邊環境等，原則以目視方式進行設施

及環境整體性之迅速檢視，必要時再配合運轉測試、儀器、試驗等適當方

式或排除檢查障礙(盲點)進行全面性檢查，以利結構(設施)安全及功能之

整體評估分析，確保石岡壩處於安全狀態。各項設施之檢查時機如表4-1-1
所示。 

一、地震 

依據地震引發之震動對石岡壩堰體結構安全可能影響程度，並確認

蓄水設施功能正常及結構安全性，將檢查時機依震度大小區分為三級： 

(一)第一級(震度小於四級，PGA值<25gal)：維持一般例行性維護檢查作

業，石岡壩仍正常供水營運。 

(二)第二級(震度介於四~五級，PGA值介於25~249gal)：進行特別檢查作

業，並出具特別檢查報告(檢查表如編號SMC-02所示)，且將災情依

程序向相關上級單位報告。 

(三)第三級(震度大於六級，PGA值≥250gal)：除出具特別檢查報告(檢查

表如編號SMC-02)及對消能池、護坦覆蓋淤積土石清除詳細檢查外，

得以降低或放空庫區蓄水、減量或暫停供水之方式，對本手冊所有

設施及設備進行詳細檢查與整體結構安全評估，必要時將壩體、蓄

水範圍內，結構體受淤積或覆蓋土石影響不能明視部份適度清除，

俾利進行完整安全檢查及評估作業。 



 

4-2 

二、洪水 

依據大甲溪洪水對石岡壩壩體結構安全可能之影響程度，並確認蓄

水設施功能正常及結構安全性，依石岡壩最大洩洪量區分為四級檢查時

機： 

(一)最大洩洪量小於3,000秒立方公尺(約Q3)時：維持一般例行性維護檢

查作業，石岡壩仍規定正常供水營運。 

(二)最大洩洪量超過3,000秒立方公尺(約Q3)未達5,520秒立方公尺(約石

岡壩設計洩洪量相當於右岸圍堤之設計洪水)時：進行相關設施特別

檢查作業，並出具不定期(特別)檢查報告(檢查表如編號SMC-02所
示)，且將災情依程序向相關上級單位報告。 

(三)最大洩洪量超過5,520秒立方公尺(約石岡壩設計洩洪量)未達8,800秒
立方公尺(約Q100)時：除進行相關設施特別檢查作業，出具特別檢查

報告外(檢查表如編號SMC-02所示)，並應對壩體、右岸鋼版樁擋水

堤、下游消能池、護坦、副壩等作詳細檢查與整體結構安全評估，

其中消能池及護坦之覆蓋淤積土石應清除並排除池內積水，俾利作

全面性檢查並出具詳細檢查報告(檢查表如編號SMC-02-12所示)。倘

經評估堰體有安全之虞時，得降低或放空庫區蓄水、減量供水，以

利辦理確認檢查作業。 

(四)最大洩洪量超過8,800秒立方公尺(約Q100)時：由於已超過約100年頻

率洪水，除出具特別檢查報告(檢查表如編號SMC-02)及對消能池、

護坦覆蓋淤積土石清除詳細檢查外，得以降低或放空庫區蓄水、減

量或暫停供水之方式，對本手冊所有設施及設備進行詳細檢查與整

體結構安全評估。必要時將壩體、蓄水範圍內，結構體受淤積或覆

蓋土石影響不能明視部份適度清除，俾利進行完整安全檢查及評估

作業。 

三、其他特殊異常狀況 

倘發生上述地震、洪水以外，且足以影響石岡壩壩體結構安全之緊

急或特殊狀況時，除出具特別檢查報告(檢查表如編號SMC-02)，得依相

關規定洩放庫水降低水庫水位或放空蓄水等緊急處置與作為，並應對狀

況發生可能影響所及之相關設施及設備進行詳細檢查(得配合淤積或覆

蓋土石清除)及整體結構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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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土木結構及水工機械安全維護定期檢查週期與特別檢查時機 

項目 定期檢查 特別檢查 
地震 洪水 

1.大壩 
(1)壩體(含溢洪道及排砂道)部份 
(2)壩基(註 4)及壩座部份 

2.消能池、副壩及左岸擋土牆 
(1)消能池(水面上) 

 
Q 
Q 
 

Q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2)消能池(水面下) N(註 5) 六級以上 
最大洩洪量大
於 5,520m3/s 

(3)副壩 
(4)排砂道左岸擋土牆 

3.右岸鋼版樁擋水堤 
4.取水工 

(1)第一取水口 
(2)第二取水口 

5 水工機械 
(1)溢洪道、排砂道閘門及機電設備 
(2)第一取水口閘門及機電設備 
(3)第二取水口閘門及機電設備 
(4)第一分水工閘門及機電設備 

6.壩頂橋梁 
7.南幹渠及第一分水工 

(1)輸水管渠 
a.輸水隧道及暗渠 
b.明渠 

(2)第一分水工 
8.蓄水庫及周邊環境 

(1)取水口上游左岸混凝土護岸 
(2)林厝堤防 
(3)水庫水域(壩址附近) 

Q 
Q 
Q 
 

Q 
Q 
 

Q(註 6) 
Q(註 6) 
Q(註 6) 
Q(註 6) 

Q 
 

Q(註 7) 
Q 
Q 
Q 
 

S 
S 
S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註 8)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視情況)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事件後 

註︰(1) D=每日；M=每月；Q=每季；S=每半年；A=每年；N＝無固定日程。 
(2)表中所列定期檢查週期得依設施狀況或實際需求作必要之調整。 
(3)特別檢查中所稱之「事件」指地震、洪水、暴雨、山崩及其他突發之異常事故等。相關事件特別檢

查時機原則如下： 
地震︰當觀測到該區震度超過四級以上之地震。 
洪水︰當最大洩洪流量超過 3,000 秒立方公尺以上時。 

(4)壩基應依定期或不定期檢查週期及時機檢視水面以上之結構或鄰近環境有無異常，並檢查趾端附近

水面有無異常狀況，其水面以下之檢查以配合消能池水面下之定期及不定期檢視為原則。 
(5)當年度每次最大洩洪量大於 5,520m3/s 時，除進行相關設施特別檢查作業，並應作詳細檢查與整體

結構安全評估。 
(6)水工機械需停水或提吊至維修平台始得以檢視或研判之部位，若無特殊異常狀況或安全疑慮，以每

5 年安全評估辦理為原則。線路絕緣檢查則依「石岡壩閘門更新工程設施標準操作程序」之頻率辦

理檢查。馬達線圈絕緣電阻檢測每季 1 次；馬達主電源線路絕緣電阻檢測每季 1 次；主控制線路(使
用控制電壓等級檢測)，○1E

A現場控制:馬達作動開關線路絕緣對地檢測每年 1 次、 A○2E

A遠端控制:PLC
輸出馬達作動控制線路絕緣對地檢測每年 1 次。 

(7)輸水管路每季應定期檢視沿線與周邊環境有無特殊異常狀況，其停水內部檢視以每 5 年安全評估辦

理為原則。 
(8)發生震度超過四級以上之地震，發現有特殊異常狀況(如明顯錯動、下陷、隆起或漏水)並評估有必

要進一步確認或詳細檢視時，始需對輸水管路辦理停水內部檢視之特別檢查。 
(9)上述規定應視石岡壩實際情況作必要之因應與檢查。 



 

5-1 

第五章 緊急狀況研判及處理程序 

石岡壩在汛期颱風或豪雨造成之洪水來襲期間，溢洪道閘門全開以利

排除洪水，維持設施功能之正常。倘發生溢洪道閘門無法正常開啟時，將

導致石岡壩排洪功能嚴重減損或喪失，管理中心應依程序立即成立緊急應

變機制以作應變處理。除立即責成機電廠商查明事件緣由及辦理搶險作業

外，並隨時監視水庫蓄水位上漲狀況及後續因應措施。 

倘石岡壩水位研判有持續上升恐有造成溢頂疑慮時，除管理單位應持

續研擬修復方案盡速將異常事件排除外，應立即依石岡壩緊急應變程序進

行廣播警告與通知上下游民眾撤離危險區域，並向相關單位進行緊急事件

通報及聯繫相關地方政府或警察機關，立即進行民眾撤離及交通要道封閉

作業，減少災害對周遭民眾之影響。 

為加強石岡壩管理中心對所轄範圍內突發事件之緊急應變能力，針對

經濟部水利署設定水庫事故緊急應變情境16種逐項檢討，除壩體潰決依據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另檢討評估外，針對壩體局部損毀、

壩基滲漏、堰壩洩洪導致下游淹水、重要設施損毀、原水濁度過高、輸電

線路損壞影響設施操作、水源緊急供輸調配支援、水質污染、人員落水、

壩區遭恐怖份子滲透攻擊、網路駭客攻擊、人為縱火或電器災害、道路中

斷、通訊系統故障、極端異常降雨及其他影響堰壩機能與安全事項等為基

礎，逐項檢討並將適合本堰壩特性之15種狀況擬定原則性因應處置作為，

相關緊急狀況研判及處理程序，依據石岡壩第五次安全評估所擬定之「石

岡壩緊急應變計畫」辦理。 





 

 
 
 
 
 

附錄一 
石岡壩設施安全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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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設施安全檢查表編號說明 

一、檢查表分類 
(一)定期檢查表： 

1.總表1張(編號SMC-01)，包含土木及水工機械設施之總評估。 

2.水庫基本料(編號SMC-01-10) 

3.土木設施檢查： 

(1)大壩(編號SMC-01-11)，由15道溢洪道及2道排砂道之數張檢查表進

行安全研判。溢洪道及排砂道採用一道1張土木設施安全檢查單(編
號SMC-01-11-1××)，並視需要附於該檢查單之後。 

(2)消能設施(編號SMC-01-12) 

(3)右岸鋼版樁擋水堤(編號SMC-01-13) 

(4)取水工(編號SMC-01-14) 

(5)壩頂橋梁(編號SMC-01-15) 

(6)南幹渠及第一分水工(編號SMC-01-16) 

(7)蓄水範圍周邊(含左右岸護岸及林厝堤防)(編號SMC-01-17) 

3.水工機械設施檢查： 

(1)溢洪道、排砂道等閘門(編號SMC-01-21)，由15道溢洪道閘門、2道
排砂道閘門之數張檢查表進行安全研判。溢洪道及排砂道閘門採用

一道1張水工機械設施安全檢查單(編號SMC-01-21-1××)，並視需要

附於該檢查單之後。 

(2)取水口閘門(編號SMC-01-22)，包括第一取水口由2道調節閘門及1
道緊急閘門、第二取水口由1道調節閘門及1道緊急閘門等之數張檢

查表進行安全研判。第一取水口調節閘門及緊急閘門採用一道1張
水工機械設施安全檢查單(編號SMC-01-22-1××)，並視需要附於該檢

查單之後。 

(3)南幹渠第一分水工閘門(編號SMC-01-23)，包括5道調節閘門(灌溉)
及2道調節閘門(自來水)等之數張檢查表進行安全研判。第一分水工

閘門採用一道1張水工機械設施安全檢查單(編號SMC-01-23-1××)，
並視需要附於該檢查單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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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厝堤防閘門(編號SMC-01-24)，包括1道大排閘門及2道管渠閘門等

之數張檢查表進行安全研判。大排閘門及管渠閘門採用一道1張水

工機械設施安全檢查單(編號SMC-01-24-1××)，並視需要附於該檢查

單之後。 
(二)特別檢查表： 

1.總表1張(編號SMC-02)，包含土木及水工機械設施之總評估。 

2.水庫基本資料(編號SMC-02-10) 

3.土木設施檢查單1張(編號SMC-02-11)。 

4.消能池、副壩及左側擋土牆檢查單1張(編號SMC-02-12)，使用時機參

照第四章之說明。 

5.水工機械設施檢查單1張(編號SMC-02-21) 
(二)附表1： 

分定期及特別2種表格(編號SMC-01-××-2××及SMC-02-××-2××)，供

各檢查表依需要檢附照片說明。 
 

二、檢查表編號 

1.編號以”SMC”為抬頭表示石岡壩管理中心。 

2.第二代號”01”為定期檢查、”02”為特別檢查。 

3.第三代號第1碼”1”為土木設施檢查表代號、”2”為機電設施檢查

表代號，第2碼”1~N”為土木或機電設施之頁數。 

4.第四代號第1碼”1 or 2”為該檢查表之附件表編號，第2 ~3碼”xx”
為附表之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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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定期安全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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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1 

石岡壩定期安全檢查表 
總  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水庫水位        m 氣 候 □晴  □陰  □雨 

整 
體 
安 
全 
狀 
況 
研 
與 
建 
議 

 

廠 商  

土木、 
水利或 
結構技師

簽署 

 

機械及 
電機技師

簽署 
 

檢查人員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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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1-10 

壹、水庫基本資料 
一、概況 

水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位置_____縣(市)______鄉(鎮) 
河系(主支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水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壩型_____________，壩長_______公尺 
壩高_______公尺，壩頂寬_______公尺 
完工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設計容量___________立方公尺 
蓄水面積___________平方公里 
集水面積___________平方公里 
設計最高水位_______公尺，呆水位_______公尺 
溢洪道寬_______公尺，設計排洪量_________立方公尺/秒 

二、檢查時操作狀況 
水庫水位_______公尺 
最大放流量____________立方公尺/秒，(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 
最高濁度_______NTU(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量測地點_____________) 
放水量： 
溢洪道___________立方公尺/秒 
出水工___________立方公尺/秒 

三、地質環境 
基岩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岩孔隙度：□極小，□小，□中，□大 
基岩節理或劈理：□發達，□不發達 
主壩與地層走向：□平行，□小角度斜交，□大角度相交 
地層傾斜與主壩關係：□向上游傾斜，□向下游傾斜 
附近有無斷層通過：□有（_________活動斷層，_________非活動斷層） 

□無 
四、重要關聯設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水庫設施佈置圖: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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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1-11 

貳、土木設施檢查 
一、壩體 
(一)溢洪道： 
1.堰面：□良好，□尚可，□待改善 
2.閘墩：□良好，□尚可，□待改善 
3.射檻：□良好，□尚可，□待改善 
4.閘門框交接處：□良好，□尚可，□待改善 

(二)排砂道： 
1.堰面：□良好，□尚可，□待改善 
2.閘墩：□良好，□尚可，□待改善 
3.射檻：□良好，□尚可，□待改善 
4.閘門框交接處：□良好，□尚可，□待改善 

(三)左壩基：□良好，□氣泡，□漩渦，□冒水 
右壩基：□良好，□氣泡，□漩渦，□冒水 

(四)左壩座：□良好，□裂縫，□沈陷，□位移，□錯動 
右壩座：□良好，□裂縫，□沈陷，□位移，□錯動 

(五)監測設備及記錄： 
1.傾度盤：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2.電子式水壓計：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3.位移觀測點：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4.測傾管：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5.裂縫計：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6.水位井：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7.地震儀：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7 

編號：SMC-01-11-1×× 
二、□第____號排砂道，□第____號溢洪道 

(一)堰面：□完整，□磨耗(□均勻，□局部區域)，□鋼筋裸露及鏽蝕□滲漏 
□穴蝕(骨材有被拔除、裸露) 

(二)伸縮縫及昇層縫：□完整，□擴張，□磨耗，□鋼筋裸露及鏽蝕 
(三)堰面與堰墩交接處：□完整，□表面剝落，□磨耗，□鋼筋裸露及鏽蝕，□穴蝕 
(四)左閘墩(兼橋墩)：□完整，□表面剝落，□磨耗，□鋼筋裸露及鏽蝕，□穴蝕 

□墩座裂縫，□滲漏 
(五)右閘墩(兼橋墩)：□完整，□表面剝落，□磨耗，□鋼筋裸露及鏽蝕，□穴蝕 

□墩座裂縫，□滲漏 
(六)射檻：□完整，□磨損，□鋼筋裸露及鏽蝕，□穴蝕 
(七)閘門門框交接處：□完整，□滲水，□表面剝落，□磨耗，□鋼筋裸露及鏽蝕，□穴蝕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8 

編號：SMC-01-12 
三、消能池、副壩及排砂道下游左岸擋土牆 

(一)消能池： 
1.水面：□良好，□氣泡，□漩渦，□冒水 
2.底板：□無法目視，□磨損，□淘刷 
3.尾檻：□無法目視，□磨損，□淘刷 
4.流況檢查：□消能正常，□流況異常 
5.導流側牆：□良好，□開裂，□傾斜，□位移，□滲水 

(二)副壩： 
1.混凝土塊：□完整，□鬆動，□脫離，□流失，□淘空 
2.基礎岩盤交接處：□良好，□破損，□淘刷 

(三)下游河道：□良好，□破損，□流失，□淘刷 
(四)排砂道下游左岸擋土牆： 
1.擋土牆：□良好，□沉陷，□位移，□損壞 
2.裂縫修補處：□良好，□裂縫擴大，□錯動，□位移 
3.下游護坡銜接處：□良好，□淘刷，□基腳裸露，□滲水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9 

編號：SMC-01-13 
四、右岸鋼版樁擋水堤 
(一)人行便道：□良好，□沉陷，□隆起，□錯動 
(二)側壁面版：□良好，□裂縫，□位移，□錯動 
(三)臨水側混凝土塊：□良好，□錯動，□位移，□流失 
(四)背水側基座：□良好，□滲水，□位移，□錯動，□淘刷 
(五)魚道： 
1.結構狀況：□良好，□裂縫，□錯動，□位移，□破損，□滲水 
2.水流通行：□良好，□阻塞，□植生，□雜物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0 

編號：SMC-01-14 
五、取水工 
(一)取水口結構：□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二)吊門機混凝土固定座：□良好，□開裂，□沉陷，□位移，□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三)攔汙柵：□良好，□開裂，□變形，□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四)插版儲放室：□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五)排砂道側邊：□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六)取水工上游左岸：□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七)水工機械固定基座：□良好，□龜裂，□混凝土破損，□鏽蝕 
(八)閘門導槽埋設鐵件處：□良好，□鏽蝕，□變形，□龜裂，□剝落 
(九)取水孔口周邊：□良好，□開裂，□沉陷，□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1 

編號：SMC-01-15 
六、壩頂橋梁 

(一)壩頂橋梁： 
1.上部結構(橋面版)：□良好，□開裂，□分塊位移，□不均勻沉陷 

□鋼筋裸露及鏽蝕 
2.下部結構(大梁)：□良好，□裂縫，□混凝土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傾斜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2 

編號：SMC-01-16 
七、南幹渠及第一分水工 

(一)南幹渠： 
1.周邊環境：□良好，□錯動，□下陷，□隆起，□漏水 
2.渠道：□良好，□開裂，□位移，□錯動，□鋼筋裸露及鏽蝕，□漏水 

□背牆淘刷 
(二)第一分水工： 
1.混凝土表面：□良好，□磨損，□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2.結構梁柱：□良好，□裂縫，□錯動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3 

編號：SMC-01-17 
八、蓄水範圍周邊 

(一)上游左岸混凝土護岸： 
1.堤腳：□良好，□沖刷，□淘空 
2.臨水側坡面：□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3.上邊坡：□良好，□崩塌，□滑落 
4.維修道路：□良好，□開裂，□沉陷，□塌陷 

(二)林厝堤防： 
1.堤腳：□良好，□沖刷，□淘空 
2.臨水側坡面：□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3.堤頂步道：□良好，□沉陷，□塌陷 
4.防浪牆：□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5.管渠閘門周邊：□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6.堤後坡面：□良好，□開裂，□位移，□沉陷，滲水 

(三)水庫水域： 
1.長庚橋下游右岸護岸：□良好，□沖刷，□淘空 
2.長庚橋上游左護岸丁壩群：□良好，□流失，□沖毀 
3.右岸中44線道路護岸：□良好，□崩落，□沖刷，□淘空 
4.上游河道流路是否近逼堤岸：□是，□否 

(四)監測設備及記錄： 
1.水位井：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4 

編號：SMC-01-21-1×× 

參、水工機械及機電設備 
一、□第____號排砂道，□第____號溢洪道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門樞與錨碇結構等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 
□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 
□門樞軸有明顯潤滑不足情形，□門扉構件、錨碇結構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 
□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鋼索滑輪與門扉吊耳座接合不牢固，□鋼索有扭結、變形、斷線(斷股超過 10%)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馬達線圈絕緣電阻檢測異常，□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馬達主電源線路絕緣電阻檢測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 
□主控制線路(使用控制電壓等級檢測)，現場控制：馬達作動開關線路絕緣對地檢測異常 
□主控制線路(使用控制電壓等級檢測)，遠端控制：PLC 輸出馬達作動控制線路絕緣對地

檢測異常，□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 
□門樞軸轉動及錨碇結構有異常現象，□滑輪轉動及鋼索捲動不順暢、鋼索鬆弛 
□啟閉電流、電壓異常，□鬆纜過負荷裝置、極限開關作動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5 

編號：SMC-01-21-1×× 
二、魚道控制閘門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等結構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 
□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門扉構件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啟閉電流、電壓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6 

編號：SMC-01-21-1×× 
三、埤頭山圳控制閘門： 

(一)閘閥結構：□完整，□損壞，□其他 
(二)閘閥連桿：□完整，□損壞，□其他 
(三)驅動機：□完整，□損壞，□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啟閉電流、電壓、速度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7 

編號：SMC-01-22-1×× 
四、□第一取水口____號調節閘門，□第一取水口緊急閘門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等結構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 
□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門扉構件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啟閉電流、電壓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8 

編號：SMC-01-23-1×× 
五、□第____號分水工閘門(灌溉)，□第____號分水工閘門(自來水)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等結構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 
□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門扉構件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啟閉電流、電壓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19 

編號：SMC-01-24-1×× 
六、□林厝堤防大排閘門，□第____號林厝堤防管渠閘門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等結構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 
□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門扉構件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啟閉電流、電壓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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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1-××-2×× 

石岡壩定期安全檢查表-附表1 
 

現況照片及分析說明 

 

檢查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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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壩特別安全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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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2 

石岡壩特別安全檢查表 
總  表 

□地震：     (級 )  □洩洪：        (cms)  □緊急放水：        (cms)  □其他：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水庫水位        m 氣 候 □晴  □陰  □雨 

整 
體 
安 
全 
狀 
況 
研 
與 
建 
議 

 

廠 商  

土木、 
水利或 
結構技師

簽署 

 

機械及 
電機技師

簽署 
 

檢查人員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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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2-10 

壹、水庫基本資料 
一、不定期檢查 

□地震_______級，□洩洪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cms 
□緊急放水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cms 

二、概況 
水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位置_____縣(市)______鄉(鎮) 
河系(主支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水標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壩型_____________，壩長_______公尺 
壩高_______公尺，壩頂寬_______公尺 
完工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設計容量___________立方公尺 
蓄水面積___________平方公里 
集水面積___________平方公里 
設計最高水位_______公尺，呆水位_______公尺 
溢洪道寬_______公尺，設計排洪量_________立方公尺/秒 

三、檢查時操作狀況 
水庫水位_______公尺 
最大放流量____________立方公尺/秒，(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 
最高濁度_______NTU(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時，量測地點_____________) 
放水量： 
溢洪道___________立方公尺/秒 
出水工___________立方公尺/秒 

四、地質環境 
基岩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岩孔隙度：□極小，□小，□中，□大 
基岩節理或劈理：□發達，□不發達 
主壩與地層走向：□平行，□小角度斜交，□大角度相交 
地層傾斜與主壩關係：□向上游傾斜，□向下游傾斜 
附近有無斷層通過：□有（_________活動斷層，_________非活動斷層） 

□無 
五、重要關聯設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水庫設施佈置圖:如附件



 

附一-24 

編號：SMC-02-11 

貳、土木設施檢查 
一、壩體及周邊設施 
(一)溢洪道： 
1.堰面：□良好，□尚可，□待改善 
2.閘墩：□良好，□尚可，□待改善 
3.射檻：□良好，□尚可，□待改善 
4.閘門框交接處：□良好，□尚可，□待改善 

(二)排砂道： 
1.堰面：□良好，□尚可，□待改善 
2.閘墩：□良好，□尚可，□待改善 
3.射檻：□良好，□尚可，□待改善 
4.閘門框交接處：□良好，□尚可，□待改善 

(三)左壩基：□良好，□氣泡，□無法目視，□漩渦，□冒水 
右壩基：□良好，□氣泡，□無法目視，□漩渦，□冒水 

(四)左壩座：□良好，□裂縫，□沈陷，□位移，□錯動 
右壩座：□良好，□裂縫，□沈陷，□位移，□錯動 

(五)監測設備及記錄： 
1.傾度盤：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2.電子式水壓計：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3.位移觀測點：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4.測傾管：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5.裂縫計：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6.水位井：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7.地震儀：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25 

編號：SMC-02-11 續 
(六)右岸鋼版樁擋水堤： 
1.人行便道：□良好，□沉陷，□隆起，□錯動 
2.側壁面版：□良好，□裂縫，□位移，□錯動 
3.臨水側混凝土塊：□良好，□無法目視，□錯動，□位移，□流失 
4.背水側基座：□良好，□滲水，□位移，□錯動，□淘刷 

(七)魚道： 
1.結構狀況：□良好，□裂縫，□錯動，□位移，□破損，□滲水 
2.水流通行：□良好，□阻塞，□植生，□雜物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八)取水工： 
1.取水口：□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2.攔汙柵：□良好，□開裂，□變形，□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3.插版儲放室：□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4.排砂道側邊：□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5.取水工上游左岸：□良好，□開裂，□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6.取水孔口周邊：□良好，□開裂，□沉陷，□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26 

編號：SMC-02-11 續 
(九)壩頂橋梁：□良好，□開裂，□分塊位移，□不均勻沉陷，□鋼筋裸露及鏽蝕 
(十)南幹渠： 
1.周邊環境：□良好，□錯動，□下陷，□隆起，□漏水 
2.渠道：□良好，□無法目視，□開裂，□位移，□錯動，□鋼筋裸露及鏽蝕 

□漏水，□背牆淘刷 
(十一)第一分水工： 
1.混凝土表面：□良好，□磨損，□剝落，□鋼筋裸露及鏽蝕 
2.結構梁柱：□良好，□裂縫，□錯動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27 

編號：SMC-02-11 續 
(十二)上游左岸混凝土護岸： 
1.堤腳：□良好，□無法目視，□沖刷，□淘空 
2.臨水側坡面：□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3.上邊坡：□良好，□崩塌，□滑落 
4.維修道路：□良好，□開裂，□沉陷，□塌陷 

(十三)林厝堤防： 
1.堤腳：□良好，□無法目視，□沖刷，□淘空 
2.臨水側坡面：□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3.堤頂步道：□良好，□沉陷，□塌陷 
4.防浪牆：□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5.管渠閘門周邊：□良好，□開裂，□位移，□沉陷，□破損 
6.堤後坡面：□良好，□開裂，□位移，□沉陷，滲水 

(十四)水庫水域： 
1.長庚橋下游右岸護岸：□良好，□沖刷，□淘空 
2.長庚橋上游左護岸丁壩群：□良好，□流失，□沖毀 
3.右岸中44線道路護岸：□良好，□崩落，□沖刷，□淘空 
4.上游河道流路是否近逼堤岸：□是，□否 

(十五)監測設備及記錄： 

1.水位井：總數____處，正常數量____處，異常數量____處 

記錄完整性：□良好，□尚可，□不佳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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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2-12 
二、消能池、副壩及排砂道下游左岸擋土牆 

(一)消能池： 
1.水面：□良好，□氣泡，□漩渦，□冒水 
2.底板：□無法目視，□磨損，□淘刷 
3.尾檻：□無法目視，□磨損，□淘刷 
4.流況檢查：□消能正常，□流況異常 
5.導流側牆：□良好，□開裂，□傾斜，□位移，□滲水 

(二)副壩： 
1.混凝土塊：□完整，□無法目視，□鬆動，□脫離，□流失，□淘空 
2.基礎岩盤交接處：□良好，□破損，□淘刷 

(三)下游河道：□良好，□下游河道沖刷，沖刷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 
(四)排砂道下游左岸擋土牆： 
1.擋土牆：□良好，□沉陷，□位移，□損壞 
2.裂縫修補處：□良好，□裂縫擴大，□錯動，□位移 
3.下游護坡銜接處：□良好，□淘刷，□基腳裸露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29 

編號：SMC-02-21 

參、水工機械及機電設備 
一、□第____號排砂道，□第____號溢洪道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門樞與錨碇結構等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 
□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 
□門樞軸有明顯潤滑不足情形，□門扉構件、錨碇結構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 
□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鋼索滑輪與門扉吊耳座接合不牢固，□鋼索有扭結、變形、斷線(斷股超過 10%)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 
□門樞軸轉動及錨碇結構有異常現象，□滑輪轉動及鋼索捲動不順暢、鋼索鬆弛 
□啟閉電流、電壓異常，□鬆纜過負荷裝置、極限開關作動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附一-30 

編號：SMC-02-21 續 
二、□第一取水口____號調節閘門，□第一取水口緊急閘門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等結構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 
□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門扉構件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啟閉電流、電壓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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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1-21 續 
三、□第____號分水工閘門(灌溉)，□第____號分水工閘門(自來水) 

(一)閘門結構： 
□完整，□門扉、門框等結構有明顯變形、外力損傷或裂縫，□銲道有明顯裂縫、缺陷 
□構件表面單處有過大或過多明顯銹蝕，□門扉構件之連結螺栓有損壞或鬆脫，□其他 

(二)閘門水密性(水封)：□良好，□輕微漏水，□嚴重漏水待改善 
(三)吊門機組： 

□完整，□構件有明顯變形、損傷或裂縫，□構件明顯銹蝕，□機件組合鬆脫、缺損 
□減速機之潤滑油是否乳化或不足，□其他 

(四)電氣設備： 
□完整，□供電電源異常 
□電源箱與控制箱設備及管線有嚴重破損、受潮及老化之異常現，□其他 

(五)運轉測試： 
□功能正常，□設備有劇烈振動、卡住或異常噪音、溫昇等現象，□啟閉電流、電壓異常 
□運轉及故障指示燈作動異常，□極限開關動作異常，□其他 

(六)操作運轉紀錄：□有，□無，□不全 
(七)定期檢查維護：□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八)定期試運轉測試：□有，□無，□不全 

紀錄：□有，□無，□不全 
(九)閘門開度指示器：□位置正確，□偏差待訂正 
(十)按照閘門操作運轉準則放水：□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十一)放水前與有關單位聯繫：□有，□無 

紀錄：□有，□無，□不全 
 

重要事項記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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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SMC-02-××-2×× 

石岡壩特別安全檢查表-附表1 
 

現況照片及分析說明 

 

檢查人員 ：                                      
 



 
 
 
 
 

附錄二 
警戒值及預警值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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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壩體安全狀態分級及監測管理值之定義 

監測管理值係在水庫正常運轉下所設定某觀測物理量之上限或下

限，旨在提供管理人員做為研判大壩安全及狀況處置之參考依據。本計

畫依據既有觀測資料之統計分析結果、理論分析及國內外相關文獻等方

式，於關鍵監測物理量採二層級之安全管理模式，訂定預警值及警戒

值，並視監測標的之行為，設定監測管理值之上限、下限或上、下限。 

「預警值」係供監測結果正常或異常之判別，當監測值未達預警值

屬「正常狀態(綠)」，表示監測標的處於符合設計功能之狀態；當監測

值超越預警值時則屬「異常狀態(黃)」，表示儀器功能或監測標的可能

有異常現象，但尚未有直接之安全威脅，此時管理單位應注意該狀況，

提高現場檢查及監測頻率，必要時辦理分析或增加偵測能力。 

「警戒值」則為異常狀態與準危險狀態之判別，當監測值持續發展

並超越警戒值或現地檢查已可察覺異常狀況時屬「準危險狀態(紅)」，

表示監測標的可能已發生破壞或有嚴重異常情形，已有安全之威脅，此

時管理單位應採取必要之干預或因應措施，並針對問題辦理專案調查，

評估該異常發展之可能性及危害。 

前述大壩安全狀態分級並分以綠色、黃色、紅色等不同顏色加以表

示並區隔，以利日後自動化監測系統設定之參考，便於管理人員迅速辨

識大壩安全狀態(附表2-1及附表2-2)。 

二、各監測儀器之監測管理值 

本計畫依各監測儀器之功能及重要性，對關鍵之監測儀器訂定監測

管理值(另詳附表2-3)。茲分述如下： 

(一)水壓計 

壩體水壓計共裝設7處，其目的為監測壩體上舉水壓力以供管理預

警，重要性屬高等。目前水壓計警戒值為下游靜水壓1.485kg/cm2，經本

計畫壩體安定分析結果，下游靜水壓為警戒值條件下(詳附表2-4、附圖

2-1)，排砂道各載重組合之安全係數皆大於規範安全準則，而溢洪道除

極端載重之抗滑安全係數(FS=1.26)小於規範值(FS=1.30)外，其餘載重

組合亦符合規範要求。而在下游靜水壓為1.10kg/cm2條件下 (詳附表

2-5、附圖2-2)，溢洪道極端載重之抗滑安全係數可達規範值1.3，故當

下游靜水壓達1.10kg/cm2以上時，壩體結構安定性將無法完全符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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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然考量每次安全評估皆會重新評估計算地震係數，恐造成極端載

重計算結果變動，且近年僅3支水壓計持據監測，若以近年之監測資料

為依據評估較不全面，故建議維持水壓計警戒值1.485kg/cm2，並增設一

預警值1.10kg/cm2，以提升壩體安全性研判。 

此外，考量監測管理值應符合現地實際狀況，本計畫依據水壓計歷

時觀測紀錄增訂預警值，故本計畫茲以歷史監測資料重新檢討設定預警

值上限，水壓計WD2、WD-12及WD-14之上限預警值如附圖2-3所示，

水壓計WD4及WD-8因於106年8月修復，其監測資料數過少無法劃定監

測管理值包絡線，故其上限預警值採前述建議之1.10kg/cm2。 

(二)傾度盤 

傾度盤於壩體閘墩(14處)與右岸擋水堤(6處)共設置20處，以監測壩

體及右岸擋水堤之側向位移情形，目前壩體閘墩及右岸圍長期監測值均

在警戒值範圍內，惟壩體閘墩傾斜量屬整體壩堰安全監控之主要依據，

重要性屬高等，故本計畫依壩體閘墩傾度盤歷時觀測紀錄增訂預警值，

而警戒值仍建議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容許角變量規

定，故本計畫茲以歷史監測資料重新檢討設定預警值上、下限，各壩體

閘墩傾度盤之上、下限預警值如附圖2-4~附圖2-5所示。 

(三)測傾管 

測傾管埋設於右岸邊坡1處，其目的在於監測右岸邊坡可能潛在滑

動面之位移量，重要性較低，目前測傾管A、B方向最大變位均未超過

警戒值(±10mm/月)，且歷次監測無朝特定方向位移之趨勢，研判右岸邊

坡屬安全穩定狀態，故測傾管警戒值採用1992年日本道路公團「土質地

質調查要領」所訂定地盤滑動動態觀測之管理基準 (月變位量大於

10mm)，建議可繼續採用。 

(四)沉陷觀測點 

沉陷觀測點埋設於壩頂橋梁上游側(8處)及右岸擋水堤(4處)，目的

在監測壩體與右岸擋水堤之位移及沉陷變化量，因壩頂橋梁沉陷觀測點

所測為橋面板與閘墩之相對位移量，故重要性屬中等，而自104年迄今

沉陷觀測點各方向均未超過警戒值且無定向位移趨勢，研判壩體及右岸

擋水堤屬穩定狀態，故警戒值(±10 mm)建議可繼續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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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裂縫計 

裂縫計共7處設置於閘墩，目的在於監測追蹤裂縫是否有持續擴張

現象，目前裂縫計量測值均在警戒值範圍(3 mm)內，故修補後之閘墩裂

縫無持續擴大情況，惟裂縫計監控閘墩之破壞行為，重要性屬高等，故

本計畫依裂縫計歷時觀測紀錄增訂預警值，而警戒值則建議繼續採用，

故本計畫茲以歷史監測資料重新檢討設定預警值上限，各裂縫計之上限

預警值如附圖2-6所示。 

(六)地震儀 

壩體動態分析所需之地震資料為壩底、壩頂及自由場等三處，而石

岡壩地震儀感震器之設置位置分別於第5號閘門、15號閘門、右岸山脊

自由場及左岸石管中心附近自由場等，依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

估技術規範」之規定，當震度達4級~5級，需進行特別檢查作業，而當

震度大於6級時則須降低或放空蓄水，進行設備詳細檢查與整體結構安

全評估，故建議可採震度4級為預警值，可採震度6級為警戒值。 

(七)水位井 

水位井設置於石岡壩左岸下游(兩處)及長庚橋左岸上游(2處)，主要

為觀測石岡壩左岸停車場護岸及長庚橋上游左岸護岸之水位變化，以研

判護岸穩定性，經長期觀測結果顯示，石岡壩左岸下游水位觀測井常水

位異常上升未達警戒值(5公尺)，現場檢查亦無滲水現象，研判石岡壩

左岸停車場護岸穩定狀況，故警戒值(異常上升5公尺)建議可繼續採

用；長庚橋左岸上游水位觀測井無水位異常偏高情形，護岸內之自由水

位面皆位於地表5公尺以下，因護岸自由水位面上升至水位井孔口頂

部，將影響護岸坡面穩定性，故建議將水位達水位井孔口下2公尺設為

警戒值，OW-1警戒值為EL.281.68 m，OW-2警戒值為EL.282.76 m。 

三、監測管理值使用建議 

(一)當監測結果超越預警值時，應先確認監測結果之正確性。 

(二)當監測結果超越預警值或警戒值且經確認無誤後，負責監測之人員

應檢核當時影響量測之背景，如：暴雨、地震等，研判可能之影響

程度，並於分析評估後提出解釋或說明，必要時進行相關設施或區

域之現場檢查，並將相關資料記錄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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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測管理值需依實際監測結果定期檢討修正，避免誤判及處置上之

困擾。 
 

附表2-1 大壩安全狀態分級 
監測值 分級 狀態描述 燈號 

未達預警值 正常狀態 監測標的處於符合設計功能之狀態 綠色 

超越預警值 異常狀態 儀器功能或監測標的可能有異常現象，但尚未
有直接之安全威脅 黃色 

超越警戒值 準危險狀態 監測標的可能已發生破壞或有嚴重異常情
形，已有安全威脅 紅色 

 

附表2-2 監測管理值之定義 
安全管理級別 定義 超越時因應對策 

預警值 監測結果正常或異常之
判別 

管理單位應注意該狀況，提高現場檢查及監測頻
率，必要時辦理分析或增加偵測能力 

警戒值 監測標的可能已發生破
壞或有嚴重異常情形 

管理單位應採取必要之干預或因應措施，並針對問
題辦理專案調查，評估該異常發展之可能性及危害 

 

附表2-3 各監測儀器之功能、重要性及其監測管理值訂定方法 
種類 數量 功能及用途 重要性 監測管理值 

水壓計 7 處  監測壩體基礎水壓變化情況 
 安全監測為主 高  參考既有歷時觀測資料結果 

 訂定觀測上限值 

傾度盤 20 處 
 監測壩體及右岸擋水堤之側
向位移情形 

 安全監測為主 

高 
(中) 

 參考既有歷時觀測資料結果 
 訂定觀測預警上、下限值 

測傾管 1 處  監測右岸邊坡可能潛在滑動
面之位移量 低 

 參考國內外相關建議 
 觀察累積變形之線型變化 
 訂定月變位量上限 

沉陷 
觀測點 12 處 

 監測壩體與右岸擋水堤之位
移及沉陷變化量 

 安全監測為主 
中  參考既有歷時觀測資料結果 

 訂定月變位量上限 

裂縫計 7 處 
 監測追蹤閘墩裂縫是否有持
續擴張現象 

 安全監測為主 
高  參考既有歷時觀測資料結果 

 訂定觀測上限值 

地震儀 
監測系統 4 處  監測石岡壩地動規模與行為 高 

 依據「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
全評估技術規範」之規定 

 建議預警值採震度四級 
 建議警戒值採震度六級 

水位 
觀測井 4 處 

 量測左岸下游滲水變化情形 
 量測長庚橋上游左岸護岸水
位變化情形 

中  參考既有歷時觀測資料結果 
 訂定觀測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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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4 壩體安定分析成果表(下游靜水壓1.485 kg/cm2) 

載重組合 分析項目 
安全係數 

安全準則 
溢洪道 排砂道 

正常載重 
UL1 

抗傾 2.16 2.05 1.50 

抗滑 4.26 4.56 4.00 

抗浮 3.80 3.52 1.30 

異常載重 
UNL1 

抗傾 1.94 1.85 1.20 

抗滑 3.42 3.36 2.70 

抗浮 3.43 3.19 1.10 

極端載重 
EXTL1 

抗傾 1.40 1.38 1.00 

抗滑 1.26 1.33 1.30 

抗浮 2.52 2.42 1.00 

 

附表2-5 壩體安定分析成果表(下游靜水壓1.10 kg/cm2) 

載重組合 分析項目 
安全係數 

安全準則 
溢洪道 排砂道 

正常載重 
UL1 

抗傾 2.33 2.21 1.50 

抗滑 4.74 4.68 4.00 

抗浮 4.33 4.00 1.30 

異常載重 
UNL1 

抗傾 2.08 1.97 1.20 

抗滑 3.51 3.45 2.70 

抗浮 3.86 3.58 1.10 

極端載重 
EXTL1 

抗傾 1.48 1.45 1.00 

抗滑 1.30 1.38 1.30 

抗浮 2.74 2.6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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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1 溢洪道下游靜水壓 1.485 kg/cm2 安定分析示意圖(EXTL) 
 

 
附圖 2-2 溢洪道下游靜水壓 1.10 kg/cm2 安定分析示意圖(EX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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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3 水壓計監測管理值包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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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4 倾度盤(X 軸)監測管理值包絡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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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4 倾度盤(X 軸)監測管理值包絡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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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5 倾度盤(Y 軸)監測管理值包絡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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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5 倾度盤(Y 軸)監測管理值包絡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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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6 裂縫計監測理值包絡線 
 



 
 
 
 
 
 

附錄三 
108 年度石岡壩監測及安全檢查-設施安全檢查 

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審查意見及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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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石岡壩監測及安全檢查-設施安全檢查」-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 
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賴委員伯勳 

(一)安全維護手冊請配合設備及儀器之更新

以及操作之改變，加以研析作為安全維

護手冊修正之依據。 

 

(一)有關安全維護手冊監測儀器更新及操作

方式之改變，相關內容及依據已補述於

2-10 節。 

二、程委員桂興 

(一)有關安全維護手冊，建議增加二節，一

節說明大壩與附屬結構可能遭遇之天然

災害與檢測重點。一節說明，目視、儀

器檢測與監測儀器之檢查方式，第三節

針對結構物說明檢查重點與步驟等，最

後說明報告編撰。 

 

(一)遵照辦理，相關內容已補充於 2-1 節及

3-1 節。 

 

 

三、主任工程司室 

(一)監測儀器的更新及維護手冊更新部分，

應將異動部分的歷史紀錄納入報告。 

(二)維護手冊第 4-1 頁第 1 節倒數第一、二

行，”如表 4-1 所示”，缺表 4-1。 

(一)遵照辦理，有關監測儀器的更新內容，

詳 2-11 節。 

(二)有關第 4-1 頁，第 1 節倒數第一、二行”

表 4-1”，文字誤植，已重新修正。 
四、養護課 

(一)表 3-9-1 監測管理值，請以附錄方式補

充警戒值及預警值之訂定由來，進行說

明。 

(二)第 3-14 頁，位移觀測點警戒值為月變位

量±10mm，其中”月變位量”文字是否應

刪除? 

(三)附 I-8 消能池建議區分水面上及水面下

部位(如底板)，另因消能池平時多位於

水面下，建議宜補流況檢查。 

(一)遵照辦理，有關監測管理值及預警值之

訂定由來，詳附錄二。 

 

(二)有關第 3-18 頁位移觀測點警戒值，文字

敘述已刪除並修正。 

 

(三)有關附 I-8 消能池檢查表，經討論後已重

新修正為，水面、底板、尾檻及流況檢

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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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石岡壩監測及安全檢查-設施安全檢查」-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 
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四)土木設施檢查表附 I-10 有關取水工設

施，第(一)項名稱是否宜改為取水口結

構，另第(二)(三)項為緊急閘門及調節閘

門一詞，會讓人誤解是在做水工機械檢

查。 

(五)附 I-13 蓄水範圍周邊，建議宜包括蓄水

區河道上游流路檢視，因長庚橋上游左

岸曾發生洪流破壞。 

 

(四)有關檢查表附 I-10 取水工設施，第(一)

項名稱不妥處已重新修正，另外第

(二)(三)項，緊急閘門及調節閘門，內容

不恰當處，已重新修正為吊門機混凝土

固定座。 

(五)遵照辦理，有關附 I-13 蓄水範圍周邊，

已補充蓄水區河道上游流路檢查項目。 
四、石管中心 

(一)報告書中出現臺中縣，請修正為臺中市。 

(二)設施安全檢查報告第 5-2~5-3 頁安全維

護手冊對照表，亦請於該手冊開始前，

進行表列說明。另第 5-1~5-2 頁的檢討

與建議內容，請放置手冊第一章說明。 

(三)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中，第附 I-9 頁、第

附 I-15 頁、第附 I-25 頁，皆有魚道本體

及魚道控制閘門等敘述，建議應於各章

節中述明。 

 

(一)遵照辦理，詳第 2-8 頁。 

(二)遵照辦理，詳原手冊大綱及內容修正對

照表及第一章內容。 

 

 

(三)遵照辦理，有關魚道檢查內容，詳第三

章設施檢查重點與初步研判準則。 

 



附三-3 

 

「108 年度石岡壩監測及安全檢查-設施安全檢查」-石岡壩安全維護手冊 
修正版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石管中心 

(一)修正對照表中「原手冊」，請修正為「原

手冊(99 年 9 月修訂)」。 

(二)第附三-1 頁中三、(一)點之審查意見，

其處理情形內容中，詳 2-10節應為 2-11

節。 

(三)第附三-2 頁中四、(一)點之審查意見，

其處理情形內容中，詳第 2-6 頁，是否

為此頁請再確認。 

(四)第附二-2 頁沉陷觀測點警戒值為月變位

量?請再檢討。 

(一)遵照辦理，修正內容詳「原手冊大綱及

內容修正對照表」。 

(二)遵照辦理，有關附三-1 頁中三、(一)點

之審查意見，已修正為 2-11 節。 

 

(三)有關附三-2 頁中四、(一)點之審查意見，

其處理情形，頁碼有誤，應修正為 2-8

頁。 

(四)有關附二-2 頁，沉陷觀測點警戒值，為

文字誤植，已重新修正。 
 





 

 

 
 

 
 
 
 
 
 
 
 
 
 
 
 
 
 
 
 

 
 
 

 
 

廉潔、效能、便民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地址：臺中市霧峰區峰堤路 195 號 

總機：(04)23320579 

傳真：(04)23320484 

網址： http://www.wracb.gov.tw/mp.asp?m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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