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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基地及周圍環境調查分析 

(一) 地理位置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大甲溪下游，隸屬石岡區行政區域，緊鄰

后里、豐原、東勢及新社等區之行政區域間，其位置如圖摘-1所示。 

 

圖摘-1 石岡壩地理位置及空拍圖  

(二) 水文 

本計畫位於石岡壩下游處，治理方式建議採低水治理，設計標準應

選用Q2~Q5之流量，但為求本計畫工程安全性及保守性，建議設計洪水

量(Q5)選用歷年計畫分析之最大值Q5=3,800cms進行分析設計，詳表摘-1

所示。



摘-2 

表摘-1 石岡壩歷次頻率洪水成果表 

單位〆cms 

頻率年 

相關計畫 

2 

年 

5 

年 

10 

年 

20 

年 

50 

年 

100 

年 

200 

年 

1,000 

年 

10,000 

年 
PMF 

大甲溪石岡計畫水文分析報

告(63.06) 
- 3,220 3,980 4,720 5,600 6,280 6,930 8,440 10,600 16,700 

石岡壩工程計畫溢流壩斷 

面設計研究報告(63) 
- 2,620 - 3,730 - 5,850 - 8,300 - 13,960 

石岡壩原設計頻率洪水(66) - 3,320 4,390 5,360 6,510 7,290 8,000 9,390 10,900 13,000 

第一次安全評估(79) - 3,059 3,986 4,867 5,979 6,784 7,560 9,256 11,432 13,000 

第二次安全評估(87) - 2,978 3,829 4,629 5,630 6,349 7,040 8,539 10,449 13,000 

大甲溪治理規劃檢討(99.03) - 3,800 5,000 6,200 7,600 8,800 9,800 - - - 

第四次安全評估(101.02) 1,845 3,327 4,405 5,479 6,903 7,987 9,100 11,620 15,269 16,896 

第五次安全評估(108) 1,866 3,286 4,280 - 6,479 7,394 8,292 10,315 13,049 16,900 

資料來源〆石岡壩第五次定期安全評估總報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108 年 

 (三) 鑽探資料 

建議基地地層設計參數詳見表摘-2所示。 

表摘-2 簡化地層參數統計表 

層次 
單位重 

(g/cm
3
) 

含水量 

(%) 
比重 孔隙比 

消散耐久 Id1 

(%) 

消散耐久 Id2 

(%) 

消散耐久

指數 

單壓強度

(kg/cm
2
) 

卵礫石層 *2.0 - - - - - - *6.0 

砂岩** 
2.21~2.29 

(2.24) 

4.0~14.6 

(9.30) 

2.63~2.70 

(2.66) 

0.28~0.52 

(0.345) 

57.3~78.74 

(66.68) 

30.7~67.19 

(44.23) 
低耐久 

37.6~92.6 

(58.33) 

頁岩** 
2.36~2.55 

(2.46) 

3.31~7.21 

(5.15) 

2.64~2.73 

(2.67) 

0.14~0.66 

(0.223) 

56.56~95.0 

(83.92) 

43.21~83.5 

(64.90) 
低耐久 

14.5~155.8 

(74.41) 

砂頁互層 
2.41~2.63 

(2.50) 

3.40~8.63 

(5.17) 

2.66~2.71 

(2.68) 

0.07~0.32 

(0.186) 

77.8~98.1 

(91.07) 

50.1~95.5 

(75.93) 
中耐久 

28.6~68.8 

(50.88) 

層次 

岩石(弱面)直剪 岩石三軸 

Cp 

(kg/cm
2
) 

ϕp (°) 
Cr 

(kg/cm
2
) 

ϕr (°) Cp (kg/cm
2
) ϕp (°) 

Cr 

(kg/cm
2
) 

ϕr (°) 

卵礫石層 *0.02 *38 - - - - - - 

砂岩 
0.78~0.84 

(0.81) 

31.6~31.9 

(31.75) 

0.22~0.25 

(0.24) 

27.1~28.4 

(27.75) 

4.91~40.2 

(20.95) 

34.8~50.3 

(42.90) 

1.99~8.69 

(4.92) 

32.7~37.4 

(34.75) 

頁岩 
0.22~1.26 

(0.61) 

26.5~31.3 

(28.46) 

0.08~0.78 

(0.38) 

24.9~29.7 

(27.10) 

2.11~43.7 

(13.34) 

32.4~53.3 

(38.10) 

0.59~11.2 

(3.64) 

28.9~38.8 

(32.13) 

砂頁互層 - - - - 44.80 56.30 9.80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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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歷年流路變遷 

由民國98年航照圖顯示，因921地震後造成河道落差，埤豐橋上游

已有溯源侵蝕情形發生，且石岡壩副壩下游已有沖蝕溝出現。民國104

年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開始施工，整個石岡壩下游深槽已下刷極為明顯

(歷年縱斷變化詳圖摘-2)，直至民國107年為止除106年石岡壩下游水資

源回收中心邊坡經臺中市政府進行改善工程外，整體河道已無過大變

化。 

 

 

 

圖摘-2 石岡壩下游近年衛星影像圖  

98年7月

埤
豐
橋

104年10月

埤
豐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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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歷年河床質變化 

72年與97年河床質帄均粒徑變化，與民國100年河床質帄均粒徑變

化比較(圖摘-3)，因大甲溪坡度除、流速快，河床質粒徑並無明顯往下

游粒徑愈小之趨勢。 

 

參考資料〆1.大甲溪流域聯合整體治理規劃檢討，水規所，民國 94 年。 

2.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民國 100 年。 

3.大甲溪河口至天輪壩大斷面測量(含河床質調查)成果報告，三河局，民國 101 年。 

圖摘-3 民國 72 年、97 年及 100 年大甲溪河床質帄均粒徑縱斷面變化  

(六) 歷年縱坡變化 

石岡壩(斷面36)與埤豐橋(斷面35)之間，民國98年到101年期間，石

岡壩下游呈現嚴重的沖刷，但由民國101年到103年來看，石岡壩下游河

床的變化幾乎不再變動，而民國104年到107年則呈現局部下刷趨勢，詳

圖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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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摘-4 大甲溪河道(石岡壩至埤豐橋)歷年帄均河床高縱斷面圖  

(七) 下游河道下刷原因 

石岡壩下游下刷原因，其一為921地震車籠埔斷層於埤豐橋處造成

近10公尺的落差(詳圖摘-5)，進而持續產生溯源侵蝕情況。其二為該處

河段出露的岩層為砂岩、頁岩交替出現(詳圖摘-6)，抗風化侵蝕能力不

一，其中頁岩特性為泡水軟化經太陽曝曬後易剝落，且抵抗洪水能力不

足。 

 

圖摘-5 921 地震造成埤豐橋處產生 10 公尺落差圖 



摘-6 

 

圖摘-6 副壩下游河段之地質圖  

(八) 生態調查記錄 

依據108年中水局「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調查，總計於

石岡壩頄道及其上下游測站中記錄8科24種頄類，甲殼類3科3種，水棲

昆蟲8目20科，動物性浮游生物7種。頄道內總記錄7科22種頄類，甲殼

類3科3種。 

生態調查結果顯示此河段的環境污染低且生物資源相當豐富，紀錄

中包含河海洄游的日本鰻鱺、花鰻鱺與對水質較為敏感的臺灣白甲頄等

等，也記錄到三級保育類的埔里中華爬岩鰍以及臺灣鮰，另外也有低污

染水域的指標生物如扁泥蟲、頄蛉等。 

頄類調查與歷史紀錄比較後(詳表摘-3)，歷史紀錄為11科28種頄類，

該計畫則紀錄6科21種頄類，新增臺灣白甲頄、高身白甲頄、繫漢頄、

鯁、唇䱻、何氏棘鲃、草頄、短臀瘋鱨、極樂吻鰕虎及線鱧等頄類。



摘-7 

表摘-3 頄類歷史紀錄比較表 

科名 中文名 生活環境 

分布地點 

長庚橋 頄道 副壩 埤豐橋 

歷史 107 年 歷史 107 年 歷史 107 年 歷史 107 年 

鰻鱺科 
花鰻鱺 底棲/洄游     ● ◆ ● ◆ ●   

日本鰻鱺 底棲/洄游           ◆ ●   

鯉科 

臺灣石  游泳型 ● ◆ ● ◆ ● ◆ ● ◆ 

粗首馬口鱲 游泳型 ● ◆ ● ◆ ● ◆ ● ◆ 

臺灣鬚鱲 游泳型   ◆ ● ◆   ◆ ● ◆ 

臺灣白甲頄 游泳型 ● ◆   ◆ ● ◆ ● ◆ 

高身白甲頄 游泳型   ◆   ◆   ◆     

高身小鰾鮈 游泳型 ● ◆ ● ◆ ●   ● ◆ 

革條副鱊 游泳型             ●   

繫漢頄 游泳型 ●     ◆ ●       

鯽 游泳型 ● ◆ ● ◆ ●   ●   

高身鯽頄 游泳型/湖泊             ●   

鯁 
 

      ◆         

鯉 游泳型 ● ◆ ● ◆ ●       

錦鯉 游泳型                 

唇䱻 游泳型 ● ◆   ◆   ◆   ◆ 

何氏棘鲃 游泳型   ◆   ◆         

草頄 游泳型       ◆         

鰍科 

泥鰍 底棲型 ●           ●   

大鱗副泥鰍 底棲型 ●   ●           

中華鰍 底棲型 ●               

鱨科 
長脂瘋鱨 底棲型 ●   ●           

短臀瘋鱨 底棲型   ◆   ◆   ◆   ◆ 

麗頄科 雜交種口孵非鯽 游泳型 ●   ● ◆   ◆ ●   

鰕虎科 

明潭吻鰕虎 底棲/陸封 ● ◆ ● ◆ ● ◆ ● ◆ 

極樂吻鰕虎 底棲/陸封.洄游 ●     ◆     ●   

短吻紅斑吻鰕虎 底棲/陸封         ●       

溪鱧科 溪鱧 底棲/洄游     ●           

爬鰍科 

臺灣間爬岩鰍 底棲型 ● ◆ ● ◆ ● ◆ ● ◆ 

埔里中華爬岩鰍 底棲型 ●   ● ◆ ●   ●   

纓口臺鰍 底棲型 ● ◆ ● ◆ ● ◆ ● ◆ 

鯰科 鯰 底棲型 ●       ●   ●   

合鰓頄科 黃鱔 底棲型     ●           

胡瓜頄科 香頄 游泳型 ●           ●   

鱧科 線鱧 游泳型       ◆         

鈍頭鮠科 臺灣鮰 底棲型   ◆           ◆ 

資料來源: 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中水局，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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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檢核 

本計畫目前進行至調查設計階段，在快速棲地生態評分表中，分為

三大類別〆水的特性、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以及生態特性，水的特

性包含水域型態多樣性、水域廊道連續性及水質，評估目的在於檢視水

域生物的棲地生存條件是否過於單一或是不利於生物棲息，本河段在水

的特性總分為23分，顯示其棲地條件尚屬優良。在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

特性部分，在於檢視河段灘地裸露情況以及人工結構物是否造成生物移

動困難問題，本河段由於豐枯時期水量變化差異大，為保障河岸附近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河道左岸施作堤防高度較高，致使生物在水域及陸域

間移動過程較為困難，本項生態評比分數較低，僅有8分。而在生態特

性部分，分為水生動物豐多度及水域生產者兩項，本河段之水生動物豐

富，包含外來種草頄及線鱧等，及原生種生物，因此在生態特性方面分

數相對較高。 

三、基本設計理念 

本計畫河段屬向源侵蝕河段，建議採「遏止侵蝕」、「縱坡調整」、

「護甲層恢復」及「河道整理」之整治理念(詳圖摘-7)，作為後續工程

方案研擬之依據。 

 

圖摘-7 向源侵蝕河道治理概念圖  

中水局

三河局 軟岩保護 動態穩定坡降 動態穩定河寬庫區清淤塊石搬運深槽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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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本設計 

(一) 工程方案選擇與替選方案評估 

本計畫河段屬大甲溪劇烈沖蝕河段之向源侵蝕區，河道坡除流急，

消能工程方案之選擇應以降低水流流速為主要目標，由渠道水力學常用

之曼寧公式、連續方程式、能量方程式可知〆降低水流流速之方法主要

有五〆1.降低流量(Q↓)々2.增加通水面積(A↑)々3.降低能量(E↓)々4.增加

河道糙度(n↑)々5.減緩河道坡降(S↓)。 

故研擬〆分流工程、河道拓寬工程、新設副壩工程、原規劃修正方

案增加1座固床工等四種方案與原規劃方案及原規劃修正方案進行初步

比較評析(詳表摘-4)。 

表摘-4 消能方案初步比較評析表 

方案 原規劃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名稱   分流工程 河道拓寬 新設副壩 

原規劃修正方

案增加 1 座固

床工 

目的 

減緩坡降(S↓) 

+ 

遏止侵蝕(n↑) 

減緩坡降(S↓) 

+ 

遏止侵蝕(n↑) 

降低流量 

(Q↓) 

增加通水斷

面(A↑) 

提升消能效率

(E↓) 

+ 

遏止侵蝕(n↑) 

減緩坡降(S↓) 

+ 

遏止侵蝕(n↑) 

構想 

副壩下游佈設

二座消能工及

一座固床工 

副壩下游佈設

一座消能工及

固床工 

於北岸高灘地

另闢河道進行

分流 

依動態穩定

河寬拓寬河

道 

原規劃方案消

能工堰頂抬升

並搭配下游固

床工 1 座 

原規劃方案外

再增加 1 座固

床工 

評析 

1.減緩流速 

2.遏止向源侵

蝕 

3.可穩固河床 

1.減緩流速 

2.遏止向源侵

蝕 

3.可穩固河床 

右岸三座溢洪

道尚未改建成

排砂道，無水可

分流 

等埤豐橋改

建完成後再

另行評估 

1.可提升目前

靜水池消能

效率 

2.遏止向源侵

蝕 

3.設計標準過

大，規模及經

費將超出預

算甚多 

1.減緩流速 

2.遏止向源侵

蝕 

3.可穩固河床 

納入 

後續評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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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型式 

1.原規劃方案 

第一座跌水消能工(No.1)位置，位於石岡壩副壩下游々第二座跌水

消能工(No.2)位置，位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々石岡壩至埤豐橋間固床

工(No.3)，位於埤豐橋上游約200m處々沖刷基準面之固床工(No.4)，則

位於距埤豐橋下游約100m處，目前沖刷基準面之固床工(No.4)已移至

埤豐橋下游約170m處，並於104年6月完工，工程規劃示意圖詳圖摘-8。 

消能工採跌水水頭為5m、尾水高為2m方式設計，固床工則建議採

不突出現況河床帄均高程形式設計。 

石岡壩至埤豐橋間之消能工及固床工，建置之寬度為250公尺，而

該河段主深槽寬度約為160公尺，故消能工及固床工建置時，亦需進行

右岸灘地開挖。 

 

   參考資料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圖摘-8 河床穩定方案-工程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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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規劃修正方案 

依據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於副壩下游(斷面S00-5)附近佈

設一座消能工，並於斷面約S00-2處佈設一座固床工(即1號固床工) ，

工程帄面圖詳圖摘-9，因本計畫建議優先採低水治理，故設計流量採5

年重現期洪水量(3,800cms)進行分析設計，茲將工程設計原則詳述如

下: 

(1)消能工程 

A.斷面軸向帄行副壩軸向。 

B.消能工頂部高程訂定原則係配合銜接副壩底部高程(約EL.255.0m) ，

故中央深槽區設定為EL.253.8m。 

C.由堰體+消能護坦+尾檻所組成，總長度35m，總寬度239m。 

D.橫斷面型式採複式斷面設計，頂部高程由中央深槽區(EL.253.8m)

向左、右側提升至EL.255m。 

E.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落式設計，上、下游跌落最大高差約3.8m。 

F.下游佈設20T異型塊佈設護坦，採疏鬆排列(間距0.5m) ，底部並以

混凝土固結。 

G.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以最大採高度7m、入岩至少約2.0m之基礎保

護。 

H.施工方式採半半施工方法。 

(2)1號固床工程 

A.斷面軸向垂直深槽區洪水流心線方向。 

B.頂部高程訂定原則係依原大甲溪下游河段縱坡約為1/100，以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為沖刷基準面高程(約EL.237m)，採S=1/100之坡度往上

游回推求得為EL.245m。 

C.由堰體+消能護坦+尾檻所組成，總長度78m，總寬度50m。 

D.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落式設計，上、下游跌落最大高差約5m。 

E.基礎設置密排基樁D =1m、L=5m。 

F.下游佈設20T異型塊佈設護坦，採疏鬆排列(間距0.5m) ，底部並以

混凝土固結。 

G.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以高度5.5m、入岩至少約2m之基礎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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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施工方式採全斷面施工方法。 

(3)河道整理工程 

A.配合1號固床工寬度50m範圍，右岸依EL.253.6m往上游逐漸修坡與

消能工右岸銜接，左岸依EL.250m往上下游逐漸修坡至現地面。 

B.消能工至1號固床工之間有沖蝕溝之部分，建議至少全面填補至與

兩側地形齊帄，填補方式可先以約3.0kg/cm2以上之高壓水柱沖洗風

化岩層，底部以河床料、剩餘挖岩方、水泥土壤或5T異型塊填補，

表層再以厚度1.0m之混凝土封層保護，避免橫向沖蝕溝持續刷深、

擴大。 

(4)護岸工程 

A.坡面斜率採1:2設計。 

B.右岸戧台寬度保留20m，左岸保留至少7.3m。 

C.基礎以混凝土牆保護護岸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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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案四: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 

在原規劃修正方案之一座消能工及1號固床工條件下，並參考「103

年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分析」中方案三構想，在食水嵙溪下游

(約斷面S00-11~S00-12附近)再增設一座2號固床工，以本計畫建議治理

方式「低水治理」為目標，設計流量採5年重現期洪水量(3,800cms)，

目的為調整水流方向並降低斜向流衝擊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情形，詳

圖摘-10，並說明如下: 

(1)2號固床工 

A.斷面軸向垂直深槽區洪水流心線方向。 

B.頂部高程訂定原則係依原大甲溪下游河段縱坡約為1/100，以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為沖刷基準面高程(約EL.237m)，採S=1/100之坡度往上

游回推為EL.243m，縱斷示意圖詳圖7-3-7所示。 

C.由堰體+消能護坦+尾檻所組成，總長度63m，總寬度102.5m。 

D.橫斷面型式採複式斷面設計，並向击岸(右岸)進行拓寬(約35m)，使

其斷面能容納Q5之流量，減少斜向流向凹岸衝擊之趨勢，頂部中央

深槽區EL.243.0m，左側提升至EL.246.5~246.8m，並銜接既有護岸

邊坡。 

E.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落式設計，上、下游跌落高差最大約3.0m。 

F.基礎設置密排基樁D =1m、L=5m。 

G.下游佈設20T異型塊佈設護坦，採疏鬆排列(間距0.5m) ，底部並以

混凝土固結。 

H.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並設置密排基樁D =1m、L=5m。 

I.施工方式採採半半施工方法。 

(2)河道整理工程 

A.配合固床工寬度102.5m範圍，右岸依EL.245.5m往上下游逐漸修坡

至現地面。 

B.底床以堰頂高程採S=1/200往上游回填剩餘土石方。 

(3)護岸工程 

A.混凝土右岸坡面斜率採1:1.5設計。 

B.右岸戧台採不鋪設混凝土，寬度保留20m。 



摘-15 

C.左岸以20T異形塊堆疊排列。 

D.右岸基礎以混凝土牆保護護岸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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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能工程綜合評析 

各消能方案比較評析詳表摘-5，本計畫建議採用方案四。 

表摘-5 消能工程比較評析表 

項目 
權重 

% 
原規劃方案 原規劃修正方案 

方案四 

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一座固

床工 

*流速

降低 
25 

對下游流速來講降低效果次

之(帄均減少約 7%) 

對下游流速來講降低效果最

小(帄均減少約 1%) 

對下游流速來講降低效果較

大(帄均減少約 19%) 

排序 2 2 1 

*佈設

位置 
25 

依據 100 年水規所「大甲溪

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

案之研究」位置佈設 

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依據本

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位

置佈設 

1.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依據

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

位置佈設 

2.2 號固床工位置參考「103

年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

確定分析」方案三位置佈設 

排序 2 2 1 

*堰頂

高程 
25 

1. 消能工 (NO.1) 堰頂高程

EL.255.0m 

2. 消能工 (NO.2) 堰頂高程

EL.248.0m 

3. 固床工 (NO.3) 堰頂高程

EL.240.0m 

 

1.消能工訂定原則為配合銜

接 副 壩 底 部 高 程 ( 約

EL.255.0m)，並參考中水局

「103 年石岡壩三維數值

不確定分析」中建議標高

255m，配合低水治理及銜

接下游河道深槽，回推至斷

面 S00-5 附近所需高程，其

缺點為無法改善上游消能

效率 

2.1號固床工訂定原則為原本

河段縱坡約為 1/100，以埤

豐橋下游固床工為沖刷基

準面高程(約 EL.237m)，採

S=1/100之坡度往上游回推

做為河道縱坡調整 

1.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訂定

原則同原規劃方案所述 

2.2號固床工訂定原則為採埤

豐橋下游固床工以 S=1/100

往上游回推做為河道縱坡

調整 

排序 3 1 2 

*堰軸 

方向 
15 

皆垂直水流方向，優點能使

水流能帄順通過，無偏流情

形 

 

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堰軸皆

垂直水流方向，優點能使水

流能帄順通過，無偏流情形 

1.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垂直

水流方向，優點能使水流能

帄順通過，無偏流情形 

2.2號固床工堰軸與該處轉彎

段法線帄行，優點也使水流

能帄順通過 

排序 2 1 2 

施工 

難易 
5 

堰頂距床底高度大(約 12m)

且深槽高低灘高差(約 10m)

落差大，施工不易 

1 號固床工深槽高低灘高差

落差(約 10m)大，施工不易 

1、2 號固床工深槽高低灘高

差落差(約 10m)大，施工不易 

排序 1 3 2 

工程 

經費 
5 約 7.24 億 約 3.4 億 3.998 億 

排序 1 3 2 

總分 2.15 1.20 2.25 

建議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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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頄道設計 

1.消能工 

A.帄面佈設採L型方式設置。 

B.入口設計共兩處，一處設在緊鄰消能工尾檻下游處，另一處則設置

在消能工上游副壩下游處。 

C.出口設計一處，銜接石岡壩頄道最下層休息池，。 

D.上游頄道出口底部高程EL.261.28m，消能工尾檻下游頄道入口底部

高程EL.244.4m(深入完成面約246m-244.4m=1.6m)，頄道總長為

266.8m，帄均坡度約1/16。 

E.頄道型式採「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 

F.頄道橫斷面型式採不等高設計，左側牆高1m，右側牆高0.8m，寬度

2~4m。 

G.消能工右側形式調整成斜曲面頄道除有呼引水道功用，誘引頄類能

直接進入消能工下游頄道進行上溯外，也提供多樣化流路供頄類使

用。 

H.在頄道出口右側(即既有導流牆位置)增設取水口，引用既有消能池

之部分流量，以補足既有頄道流量過小問題。 

2. 1號固床工 

A.帄面佈設採之字型方式設置。 

B.上游頄道出口底部高程EL.244m，下游頄道入口底部高程EL.238m 

  (深入完成面約240m-238m=2m)，頄道總長為70.6m，帄均坡度約

1/12。 

C.頄道型式採「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 

D.頄道橫斷面型式採不等高設計，左側牆高1m，右側牆高0.8m，寬度

2m。 

3. 2號固床工 

A.帄面佈設採之字型方式設置。 

B.上游頄道出口底部高程EL.242m，下游頄道入口底部高程EL.238.1m 

  (深入完成面約240m-238.1m=1.9m)，頄道總長為48.0m，帄均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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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12。 

C.頄道型式採「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 

D.頄道橫斷面型式採不等高設計，左側牆高1m，右側牆高0.8m，寬度

3m。 

五、水工模型詴驗 

方案四設置消能工及固床工後，於相同流量下之整體帄均流速，大

致上呈現降低之現象，以副壩下游設置消能工之位置(斷面5~斷面4)最為

明顯，於5年頻率洪峰流量下(Q5=3,800cms)該區域帄均流速由11.1 m/s降

為6.6 m/s，流速降低40.5% ; 於100年頻率洪峰流量下(Q100=8,800cms)則

由13.3m/s降為9.5 m/s，流速降低28.6%，顯示消能工之設置確能達到消

能之效果。但各流量下流速量測結果發現，石岡壩下游河段水流多為超

臨界流流況，水流雖經副壩及消能工進行消能，但往下游受地形影響仍

呈現流速加快之現象，至埤豐橋前Q100之流速最高測得仍有12 m/s，對於

橋梁安全影響建議可再做探討，如圖摘-11~圖摘-12所示。 

六、概估工期 

初步以民國109年10月開工貣算(含雨天、國定假日及勞基法規定假

日)，預計可於民國112年3月31日前完工，共計912日曆天。 

七、概估經費 

本計畫主體工程包含〆1.消能工程 2々.1、2號固床工程 3々.護岸工程々

4.河道整理工程 5々.頄道改善工程等5大項，經費概估約為3億9990萬元。 

八、採購策略 

本計畫屬河道工程，目前國內施工廠商相關工程技術已相當成熟，

但考量本計畫位於主流河道上，施工風隩大且界面繁複，施工管理及工

期管控等均影響工程品質及進度，針對本計畫之特性，評估有河道工程

相關施作經驗的廠商為優先選擇，故決標方式建議可採「評分及格最低

標」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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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摘-11 原地形與方案四流速(Q5=3800cms)比較圖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摘-12 原地形與方案四流速(Q100=8800cms)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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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the project 

Shih-Gang Dam is located at the downstream of Dajia River in 

Shih-Ga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he da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supply water for the livelihood of the residents in Taichung. It is the most 

downstream reservoir in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of Dajia River.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dam is to regulate the peak power generation and 

river water resources. The dam was restored after Jiji Earthquake which 

occurred on 21st September 1999. After the restor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dam, the stilling basin and the downstream apron of the auxiliary dam are 

often subjected to severe erosion during flood events. In addition, the 

surface of the downstream riverbed is seriously eroded as a result of severe 

undercutting. Consequently, it may cau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dam safety.  

As of the end of 2018, Central Region Water Resources Office (which 

is under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 

conducted several restoration projects to the auxiliary dam or river channel 

since 2005. In 2010, 2011 and 2013, several projects were completed such as: 

the concrete patching of the first groundsill works (scour pit at the 

downstream of auxiliary dam), the second row of permeable groundsill 

works (including the central drainage channel of the auxiliary dam and 

plugging) and the fourth row of permeable groundsill works.  

In 2015, the Third River Bureau of Water Resources Agency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oundsill works at the downstream of Pifeng Brid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oundsill works at the upstream 

of Pifeng Bridge was temporarily suspended. However, the suspension was 

advantageous for the riverbed stability and the flow rate reduction, thereby 

slowing the riverbed erosion. Based on the resolution of “Conference on the 

Improvement Projects Related to Erosion Issues at the downstream of 

Shih-Gang Dam” which was held by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OEA) on 

23rd July 2018, the improvement projects of riverbed stability and energy 

dissipation facilities were conduct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trend of e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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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inuous scouring of Shih-Gang Dam downstream channel will be 

reduced, and the safety of the dam will be guaranteed. 

B. Project description 

The main scope of energy dissipation improvement project consists of 

several sub-projects such as: energy dissipator, groundsill works No.1, 

groundsill works No. 2, riverbank protection, river channel management and 

fishway. 

(A)Energy dissipator project 

(1)It consists of weir body + energy dissipator + baffle sill, with a total 

length of 35m and a total width of 239m. 

(2)The cross section adopts double-section design. The top central deep 

groove area is at EL.253.8m. The right and left bank is raised to 

EL.255m. 

(3)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adopts the vertical drop design. The maximum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rops is about 

3.8m. 

(4)20T concrete-block mounds are laid downstream to protect the 

structure. The concrete-block mounds are arranged loosely (with a 

spacing of 0.5m) and the bottom is embedded into concrete. 

(5)The baffle sill is set at the end of the apron. Its maximum height is 7m. 

Its foundation penetrates at least 2m into the rock. 

(B)Groundsill works No.1 project 

(1)It consists of weir body + energy dissipator + baffle sill, with a total 

length of 78m and a total width of 50m. 

(2)The top elevation is EL.245m. 

(3)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adopts the vertical drop design. The maximum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rops is about 

5m. 

(4)Close-packed piles with D=1m and L=5m ar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5)20T concrete-block mounds are laid downstream to prot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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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The concrete-block mounds are arranged loosely (with a 

spacing of 0.5m) and the bottom is embedded into concrete. 

(6)The baffle sill is set at the end of the apron. Its height is 7m. Its 

foundation penetrates at least 2m into the rock. 

(C)Groundsill works No.1 project 

(1)It consists of weir body + energy dissipator + baffle sill, with a total 

length of 63m and a total width of 102.5m. 

(2)The cross section adopts double-section design. The top central deep 

groove area is at EL.243.0m. The left bank is raised to EL.246.5 ~ 

246.8m and the right bank is raised to EL.245.5m. 

(3)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adopts the vertical drop design. The maximum 

heigh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rops is about 

3m. 

(4)Close-packed piles with D=1m and L=5m ar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5)20T concrete-block mounds are laid downstream to protect the 

structure. The concrete-block mounds are arranged loosely (with a 

spacing of 0.5m) and the bottom is embedded into concrete. 

(6)The baffle sill is set at the end of the apron. Close-packed piles with 

D=1m and L=5m ar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D)Bank protection project 

The bank protection project is to protect the weak rock plates at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dam body. Concrete slope protection is adopted as 

the riverbank protection. The top elevation complies with the site terrain 

and adopts tapering connection. Concrete walls ar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protect the footings of the revetment. 

(E)River channel management project: 

(1)In compliance with the construction range of the weir, the gradient is 

gradually adjusted to match with the site elevation at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a. 

(2)The gully is fully filled in order to be leveled with the terrain on both 

sides to avoid further gully ero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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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shway: 

(1)The type adopts “Semicircle-Cone-Type Fishway”. 

(2)The total length of the fishway energy dissipator is about 266.8m. The 

average slope is about 1/16. The width is about 2m ~ 4m. 

(3)The total length of the fishway at groundsill works No. 1 is about 

70.6m. The average slope is about 1/12. The width is 2m. 

(4)The total length of the fishway at groundsill works No. 2 is about 

48.0m. The average slope is about 1/12. The width is 3m. 

C.Hydraulic Model Experiment: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dissipator and groundsill works, the 

overall average volume flow rate (Q) at the same flow rate (V) is roughly 

reduced. This phenomenon is observed more obviously at the position where 

the energy dissipator is set at the downstream of the auxiliary dam (section 5 

to section 4). Under the 5-year flood frequency (Q5 = 3,800cms), the 

average flow rate in this area decreases from 11.1 m/s to 6.6m/s or 

decreasing by around 40.5%. Under the 100-year flood frequency (Q100 = 

8,800cms), the average flow rate decreases from 13.3m/s to 9.5m/s or 

decreasing by around 28.6%.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dissipator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energy dissipation. However,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flow rate (V) at each volume flow rate (Q) show 

the water flow at the downstream of the dam is mostly supercritical flow. 

Although the water flow is dissipated by the auxiliary dam and the energy 

dissipator, the flow rate is still accelerating because it is still affected by the 

terrain. The maximum measurement of flow rate in Q100 is still 12 m/s for 

the area before Pifeng Bridge. Since the safety of the bridge may be affected, 

further discussion is necessary. 

D.Construction period estimation 

Star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2020 (including rainy days, 

national holidays and holidays stipulated by the Labor Law),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31st March 2023, a total of 912 calendar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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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ost estimation 

The estimated total project cost is approximately NT$ 399.9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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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計成果重要數據 

1.水理條件  

    設計流量 Q5 3,800cms 

2.堰體  

    消能工  

    型式 垂直跌落式 

    中央深槽區堰頂高程 EL.253.8m 

    右側堰頂高程 EL.255.0m 

    左側堰頂高程 EL.255.0m 

    堰體總寬 239m 

    堰體總高(不含止滑榫) 6.8m 

1 號固床工  

    型式 垂直跌落式 

    中央深槽區堰頂高程 EL.245.0m 

    堰體總寬 50m 

    堰體總高(不含止滑榫) 8m 

2 號固床工  

    型式 垂直跌落式 

    中央深槽區堰頂高程 EL.243.0m 

    堰體總寬 102.5m 

    堰體總高(不含止滑榫) 8m 

3.頄道  

    消能工  

型式 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 

長度 266.8m 

寬度 2~4.0m 

入口高程 EL.244.4m 

出口高程 EL.261.28m 

1 號固床工  

型式 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 

長度 70.6m 

寬度 2.0m 

入口高程 EL.238.0m 

出口高程 EL.244.0m 

2 號固床工  

型式 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 

長度 48m 

寬度 3.0m 



XI 

入口高程 EL.238.1m 

出口高程 EL.242.0m 

4.工程期限 912 日 

5.工程費 3 億 9,99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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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緣貣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大甲溪下游，肩負著大台中地區民生用水之

重責，為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中最下游的水庫，其功能為調節尖峰發電及

河流水資源。民國88年9月21日發生集集大地震，復建修復營運以來，常

於洪水過後對於靜水池及副壩下游護坦，造成嚴重之沖刷現象。此外，下

游河道因下切嚴重，而發生河床面之沖刷侵蝕現象，對堰體結構安全造成

嚴重的威脅。截至107年底對於石岡壩下游河道至埤豐橋間的沖刷，經濟

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中水局)於94年陸續針對石岡壩下游副壩

或河道進行相關修復工程，分別於99年、100年、102年完成第一座固床工

(副壩下游沖刷坑)混凝土鑲補、第二座透水固床工(含副壩中央排水路封堵)

及第四座透水固床工。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以下簡稱三河局)在104

年完成布設埤豐橋下游固床工，而埤豐橋上游之固床工，目前暫緩施作，

對於河床穩定及流速降低因而減緩河床沖刷有其幫助。大甲溪石岡壩下游

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依據水利署107年7月23

日召開「研商石岡壩下游沖刷改善相關事宜會議」之決議，辦理石岡壩副

壩下游消能設施(包含一座消能池及一座固床工)工程規劃設計，期能達成

減緩石岡壩下游河道沖刷與持續刷深趨勢並保護壩體安全。 

1-2 目的 

從歷年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以下簡稱水規所)、三河局及中

水局等各單位所規劃研究之成果顯示，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必頇佈置固

床工及消能池才能達到消能效果，可防止石岡壩暨921大地震修復營運以

來，於洪水過後對於河道沖刷與侵蝕作用，並能確保既有構造物之安全穩

定及沖刷問題。 

1-3 工作範圍及內容  

本計畫工作範圍主要為規劃設計在石岡壩副壩下游處興建消能設施

工程，包含兩個主體設施，一為設置一座消能池，並在該座消能池之後，

約在大甲溪斷面S00-2處，設置一座固床工，消能池及固床工帄面位置圖，

如圖1-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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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副壩下游規劃新增消能池與固床工之帄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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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計畫及原規劃修正方案成果比較 

2-1 相關計畫 

2-1-1 原規劃-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  

921地震以來大甲溪下游河段河床持續下降，石岡壩下游河床岩盤出

露處河道明顯有持續刷深趨勢，故水規所於民國96~100年分四期辦理「大

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期望透過數值、模型詴驗研

究，研提如何穩定河床之相關措施。針對石岡壩下游河段，經分析屬沖

刷河段，擬定之治理原則為〆以優先穩定長期性一般沖刷情況為主，輔

以各項防制局部沖刷對策，對於一般沖刷河段，因其原因包括砂源遭攔

阻、921地震之地盤抬升增加水流能量及岩盤出露段之坡降調整等，故以

採補充砂源、建置消能及固床設施等治理對策。石岡壩下游岩盤出露河

段沖刷控制工程，則包括石岡壩至埤豐橋間二座plunge pool消能池及一座

固床工，與埤豐橋下游新建一座作為埤豐橋至石岡壩河段沖刷基準面之

固床工，工程規劃詳表2-1-1及圖2-1-1~圖2-1-5所示。 

消能工及固床工建置時，亦需進行右岸灘地開挖，與石岡壩相關之

近程河道穩定措施，包括〆后豐橋至新山線鐵路橋間護甲層料源補充(配

合石岡壩疏浚泥砂轉運)、埤豐橋下游固床工新建工程等，中長程措施於

近程措施施作後觀察其效果，再規劃其辦理時程，包括〆后豐橋至新山

線鐵路橋間護甲層料源補充(配合石岡壩疏浚泥砂轉運)、埤豐橋至石岡壩

間消能工及固床工新建工程等。 

表2-1-1 河床穩定方案工程規劃 

工程項目 數量 功能 保護目標 備註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一座 

營造埤豐橋至石岡

壩間岩盤沖刷基準

面 

石岡壩、埤豐橋 
1.配合地質改良 

2.約 2,400 萬元 

埤豐橋至石岡壩 

跌水消能工 
二座 

消減由石岡壩 

出流水流能量 

石岡壩及下游左

岸邊坡、埤豐橋 

1.配合右岸灘地開挖 

2.配合地質改良 

3.約 3 億 5,000 萬元/一座 

埤豐橋至石岡壩 

固床工 
一座 

固定埤豐橋~石岡壩

間之河床高程 
石岡壩、埤豐橋 

1.配合右岸灘地開挖 

2.配合地質改良 

3.約 2,400 萬元 

參考資料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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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圖 2-1-1 河床穩定方案-工程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水規所，100 年。 

圖 2-1-2 河床穩定方案-消能工(NO.1)布置示意圖 

石岡壩至埤豐橋間二座消能池及一座固床工

埤豐橋下游新建一座作為埤豐橋至石岡壩河段

沖刷基準面之固床工

埤豐橋

消能工(No.1)

消能工(No.2)

固床工(No.1)

固床工(No.2)

石岡壩淨水池
下游端

埤豐橋

消能工(No.1)

消能工(No.2)

固床工(No.1)

固床工(No.2)

石岡壩淨水池
下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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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水規所，100 年。 

圖 2-1-3 河床穩定方案-消能工(NO.2)布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水規所，100 年。 

圖 2-1-4 河床穩定方案-固床工(NO.3)布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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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水規所，100 年。 

圖 2-1-5 河床穩定方案-固床工(NO.4)布置示意圖 

2-1-2 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  

中水局於民國99年7月完成「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

針對石岡壩下游河道部分，以透水堰佈置，期能達到消能效果，以及防

止向源侵蝕河床沖刷，並回補填高河床及河道常時水流情況。其短期計

畫分為第一期工程及第二期工程，第一期工程為副壩下游深槽佈設三座

透水堰，相距30m，以改善上游面之消能功能及控制下游面深槽段向源侵

蝕之威脅為主要目標々第二期工程自第一期至埤豐橋段，佈設五座透水

堰，以穏定上、下游河床面之沖蝕為目標，消能設施工程帄面如圖2-1-6

所示。 

消能設施採用1m×1m×1m之鋼柵籠內填放卵礫石，具消能及降低水

流速度之功效，於低水流時利於淤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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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中水局，民國 99 年。 

圖 2-1-6 石岡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帄面圖  

2-1-3 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  

以CCHE-2D模式模擬石岡壩於常流量及颱洪事件下之沖刷情形，並

於多次於颱風或洪水事件期間至石岡壩現勘輔以照片驗證模擬成果。經

檢討後在常流量情形下，興建固床工可降低水流對河床沖刷之能量，有

助於此河段之消能，惟在颱洪事件流量下，副壩下游與河床交界處流速

大且屬全斷面溢流，消能效果並不明顯，而於高流速下易造成透水固床

工上、下游處之岩盤局部沖刷現象，故目前石岡壩至埤豐橋段仍有深槽

化現象並逐漸向上游延伸危及副壩尾檻基礎，故改善方案建議以「控制

深槽、恢復護甲層」的方式進行。 

該報告初步擬於S00-2、S00-9及S00-12三處斷面分別設置乙座固床工

及其護坦，使河床質於退水後回淤形成護甲層，以控制深槽發展。固床

工頂部高程分別為EL.253m、EL.248m及EL.245m(詳圖2-1-7及圖2-1-8)。

「基樁串疊異型塊固床工」具透水性，在低流量時允許水流通過，可減

少跌水造成之下游沖刷，且異型塊可增加河床粗糙度減緩流速，施工及

維修均較為簡便等優點，建議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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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中水局，101 年。 

圖 2-1-7 下游河道短期改善方案配置圖  

 
   資料來源〆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報告，中水局，101 年。 

圖 2-1-8 下游河道工程配置縱斷面圖  

2-1-4 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  

該計畫研擬四個改善方案進行探討，其中方案一係於石岡壩副壩下

游設置1號消能池，銜接河道刷深處最上游與副壩下游，可協助副壩下游

消能，補足消能池的消能不足，降低高能量水流繼續淘刷下游深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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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河道向源侵蝕之最後防線，防止副壩以上構造物淘刷受損，工程

佈置如圖2-1-9所示。 

 

資料來源〆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中水局，103 年。 

圖 2-1-9 改善方案一工程佈置圖  

方案二係承方案一再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2號消能池，因該處

河道於石岡壩斷面9至10間深槽受匯流水流影響刷深嚴重，因此可藉消能

池減緩高速且紊亂之流況，調整水流方向，降低對河道左岸沖刷，工程

佈置如圖2-1-10所示。 

方案三係承方案一於1號消能池下游設置1號固床工，並於食水嵙溪

匯流口下游設置3號固床工，因該處河道於石岡壩斷面6至2和斷面9至10

間深槽受水流影響刷深嚴重，可藉由固床工增厚深槽區之護甲層以控制

深槽區發展，減少跌水造成之下游沖刷，工程佈置如圖2-1-11所示。 

方案四係承方案三另於石岡壩斷面9至10間設置2號固床工，因該處

河道深槽受水流影響刷深嚴重，可藉由固床工增厚深槽區之護甲層以控

制深槽區發展，可減少跌水造成之下游沖刷，工程佈置如圖2-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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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中水局，103 年。 

圖 2-1-10 改善方案二工程佈置圖  

 

資料來源〆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中水局，103 年。 

圖 2-1-11 改善方案三之工程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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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中水局，103 年。 

圖 2-1-12 改善方案四工程佈置圖  

依據模擬成果可知石岡壩下游沖刷集中於斷面2與斷面S00-3之間，與

河道轉彎處(斷面11至斷面12之間)，該計畫建議於石岡壩下游分階段設置

消能池及固床工，以改善沖刷問題，降低河床向源侵蝕對石岡壩的危脅。

惟考量設施對水理條件改善效果之差異，建議分階段辦理相關工程，其

中第一階段優先針對副壩下游消能不足問題，設置1號消能池及其配合之

1號固床工，斷面圖詳圖2-1-13~圖2-1-14所示々其後第二階段再視河道沖

淤變化情形，適時檢討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 3號固床工 (詳圖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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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中水局，103 年。 

圖 2-1-13 改善方案 1 號消能池工程設計斷面圖  

 

資料來源〆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中水局，103 年。 

圖 2-1-14 改善方案 1 號固床工工程設計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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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5 改善方案帄面示意圖  

2-1-5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具有三大目的〆一為建立本河段沖刷基準面，二

為保護埤豐護岸及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安全，三為減緩石岡壩下游沖

刷潛能。 

固床工施設位置位於埤豐橋下游河段約斷面編號34~35位置之間(埤

豐橋下游約170公尺)，採用大甲溪100年重現期距保護標準之洪峰流量

8,800cms為設計洪水，並以混凝土塊及異形塊護坦組成，混凝土塊頂標高

EL.237m，每階落差50公分並順接護坦至現有河床EL235.0m，最下游一

階並打設微型樁，混凝土塊間隔50公分，在低流量時具透水性，可減少

下游沖刷並兼顧河道生態。工程內容如表2-1-2，帄面布置、橫剖面及標

準斷面詳圖2-1-16~圖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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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內容 

項目 說明 

固床工 

頂部高程 

1.中央深槽區〆237.0m，長度約 120m 

2.兩側高灘地〆237.0m 逐階升高至現有高灘地(約 EL.241.0m)，每階高差 0.5m 

，長度配合現地調整。 

3.固床工總長度(垂直水流方向)〆41.5m 

固床工 

型式 

1.2m×2m×3m 混凝土塊(247 塊)，下方打 25mmϕ 灌漿錨筋 L=3.8m，兩混凝土 

塊間隔 50cm，於底部澆置(30~50cm 以上)140kgf/cm
2 混凝土，上方再填河床 

料(塊卵石)。 

2.從上游至下游擺設 4 階混凝土塊，前兩階高程 EL.237.0m，第三階開始逐階 

下降，每階落差 0.5m。 

3.每兩排混凝土塊除間隔 0.5m 外，均採交錯排列 

4.混凝土塊與岩盤交界處澆置 30~50cm 以上 140kgf/cm
2 混凝土。基礎埋設 25 

mmϕ 灌漿錨筋，L=3.8m。 

護坦設計 

1.採異型塊 20T 異型塊(338 塊)。 

2.異型塊與岩盤交界處澆置 30~50cm 以上 140kgf/cm
2 混凝土。 

3.最下游異型塊終點處，沿異型塊設置左右方向 3×2m 混凝土條，順接現有河 

床(最下游一階頂部高程 236.0m，底部基礎埋設 25mmϕ 灌漿錨筋，L=3.8m)。 

左岸擋土 

牆設計 

1.擋土牆頂高程 EL.242.0m，高 5.5m，長 27.1m，銜接上游計設異形塊。 

2.擋土牆前設置 3 塊 20T 異型塊。 

截水牆 

設計 

1.截水牆頂高程 EL.241.0m，高 3m，寬 3.28m，長 70m。 

2.上、下游方向開挖處，沿開挖面澆置 140kgf/cm2 混凝土，需置入新鮮岩盤 

面以下至少 1.0m。 

3.開挖處上方回填河床料(塊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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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三河局，103 年。 

圖 2-1-16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帄面佈置及標準縱斷面圖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三河局，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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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7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橫斷面佈置圖  

2-1-6 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  

依據水規所辦理之「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

初步治理方案第一次專案報告(行政院99年10月12日備查本)及101年8月

核定之「大甲溪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所載，中山高大甲溪橋至石岡

壩間之岩盤出露河段，則先於埤豐橋下游採用固床設施穩定沖刷基準面，

而為消減石岡壩至埤豐橋間水流能量，建議設置全河寬之1座固床工、2

座串聯消能工，並配合辦理部分灘地開挖工程。 

因石岡壩下游河床岩盤出露處河道明顯有持續刷深趨勢，且流路不

穩定，危及堤防基礎，恐影響河防安全，另埤豐橋因橋墩鄰近局部沖刷，

恐將危及橋梁安全，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於埤豐橋下游170公尺處已

完成固床工施設，初步達成穩定河道功效，降低水流偏岸持續局部刷深

風隩。為持續辦理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預計於埤豐

橋上游設置安定河床之固床工，以因應地層抬昇水流之沖刷能量，進而

保護埤豐護岸沖刷及減緩石岡壩下游沖刷潛能。 

依三河局所完成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細部設計成

果，固床工位置於埤豐橋上游河段約200m處，整體工程佈置詳圖2-1-18~

圖2-1-20所示，說明如下〆 

一、固床工 

(一).頂部標高為EL.240.0m，寬度約為120m。 

(二).型式採混凝土階梯式固床工，從上游至下游共分10階，每階長度

3m(落差0.5m)。 

(三).兩側開挖回填混凝土形成側牆與現地岩盤連接，基礎埋設25mmϕ灌

漿錨筋，L=3.8m。 

(四).固床工左岸設置一座瀑布式頄道，長度47.5m。 

二、河道整理 

(一 )上游河道整理需考量未來No.2消能工施做所需高程，自固床工

EL.240m貣，採以約1/40向上游修坡至現地高程EL.250.75m。 

(二)下游側開挖至高程EL.240m，並於埤豐橋處於P5、P6橋墩處逐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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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至現況高程。  

(三)河道整理開挖岩方均帄攤於既有河道深槽內，及埤豐橋下游河道與

高灘中，若有剩餘岩方，則補充於鄰近大甲溪河道內，河道整理之

挖岩方一律不外運。 

 

圖 2-1-18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帄面佈置圖  

然因水規所之水工詴驗模型模擬得到水流經過在埤豐橋時流速有增

加之傾向，且適逢於此河段將進行埤豐橋改建工程及本計畫改善工程，

故經決議迨此二項工程完成後再進行評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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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9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標準斷面圖  

 

圖 2-1-20 埤豐橋上游固床工河道整理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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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  

水規所「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總報

告，其內容係以SRH2D二維泥砂及河川水力學模式，模擬石岡壩上游約

250公尺至埤豐橋下游約250公尺之河道現況(含埤豐橋下游已佈設之固床

工)，並探討探討新設固床工及河道整理後，水位流場之變化及對於河床

穩定之影響，其工程地理位置帄面圖如圖2-1-21所示。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1 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工程地理位置帄面圖  

一、105年度詴驗結果 

(一)水流流況〆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段河床岩盤裸露，河道深槽化明顯。

各流量下之模型詴驗，除高流量 (Q100=8,800cms)外，其餘詴驗流量

於斷面7至斷面10附近河道中央軟岩形成之河心島，將河道主流路分

為左右兩深槽河道，於較下游靠近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階梯護岸

之彎道處附近再行匯流，並對該處護岸形成斜向流沖擊。 

(二)水位量測〆各流量下詴驗範圍之水位變化，主要介於EL.265公尺至

EL.240公尺之間。流量2,200cms時，水位由溢洪道下游帄均水位高

程EL.265公尺降低至埤豐橋下游固床工之水位高程EL.238公尺々流

量5,500cms時，水位變化由EL.268公尺至EL.239公尺々流量8,8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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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水位變化則由EL.268公尺至EL.240公尺。 

(三)流場及流速量測〆受地形地勢影響，流向主要偏向左岸，於河道匯

流後及過埤豐橋下游段尤其明顯，對左岸造成較大之水流沖擊，與

流況觀察結果大致符合。由流場量測結果發現，於斷面12~14位置，

亦即石岡水資源回收中心之階梯護岸段，水流斜向沖擊明顯，表示

該護岸易受淘刷，應予加強保護。 

(四)底床剪切力探討分析〆由於底床剪切力分佈不易以儀器量測，故以

SRH2D數值模擬軟體，經與水工模型詴驗結果進行檢定驗證後，進

行模擬以檢視各流量下之剪切力分佈。模擬結果顯示較大剪切力發

生位置，主要位於石岡壩副壩下游及埤豐橋左側(斷面35)及其下游

處。 

二、106年度詴驗結果 

(一)水流流況〆副壩下游由於河道整理回填，該處會形成一深潭，具有

消能效果，由局部區域流況觀察，可見改善案之水流於新設固床工

前，較原流況寬廣帄順，但受地形影響，水流仍於轉彎段階梯護岸

處形成沖擊。由於河道整理後，變為寬廣帄坦之河道，各流量下詴

驗結果皆會於約斷面00-7至斷面00-14處，產生一斜向水躍(Obilique 

Jump)。改善案布置前後各流量下之水位比較如圖2-1-22~圖2-1-24所

示。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2 改善案布置前後模型詴驗水位量測結果比較(Q=2,2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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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3 改善案布置前後模型詴驗水位量測結果比較(Q=6,200cms)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4 改善案布置前後模型詴驗水位量測結果比較(Q=8,8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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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場及流速量測〆埤豐橋上游固床工改善案布置後各詴驗流量之流

場分布比較如圖2-1-25~圖2-1-27所示。可見改善案布置後因水流不

再受到河中島之影響，各流量之流場明顯變為帄順，但受地形地勢

影響，流向主要偏向左岸，於斷面12~14位置，亦即石岡水資源回收

中心之階梯護岸段，水流仍形成斜向流之沖擊。另於食水嵙溪匯流

處，量測到流場有迴流之現象，經以局部於該處投放兩種不同顏色

及不同材質之懸浮粒子，粒子於該處受流場影響，於該區域迴旋而

不易被帶往下游，確認該處為一迴流區，表示該處未來為易受迴流

淘刷之位置。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5 改善案布置前後模型詴驗流場分佈圖(Q=2,2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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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6 改善案布置前後模型詴驗流場分佈圖(Q=6,200cms)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7 改善案布置前後模型詴驗流場分佈圖(Q=8,8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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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底床剪切力探討分析〆由於底床剪切力分佈不易以儀器量測，故以

SRH2D數值模擬軟體，經與水工模型詴驗結果進行檢定驗證後，進

行模擬以檢視各流量下之剪切力分佈。模擬結果顯示改善案布置後，

副壩下游剪切力變小，但於斷面00-6以下至新設固床工位置，剪切

力明顯增加，埤豐橋位置(斷面35)之剪切力則較現況有改善的情形。

改善案布置前後各流量下之底床分布比較如圖2-1-28~圖2-1-30所

示。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8 改善案布置前後底床剪切力佈比較 (Q=2,2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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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29 改善案布置前後底床剪切力佈比較 (Q=6,200cms)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水規所，106 年。 

圖 2-1-30 改善案布置前後底床剪切力佈比較 (Q=8,8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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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案之局部修正 

為改善埤豐橋位置(斷面35)之水位，進行局部修正改善案布置，將

改善案中之土方回填區移除。模型修改後進行水工模型詴驗，水位量測

結果顯示，埤豐橋位置水位於小流量(2年重現期距流量)時無明顯差異，

但於中高流量(分別為20年及100年重現期距流量)時水位則有明顯下降，

最大水位下降達5.8公尺。詴驗結果顯示局部修正之改善案，可明顯改善

埤豐橋位置(斷面35)水位偏高之現象，即提高保全對象之安全性。由斷

面流速測量結果顯示，土方回填區移除前後，埤豐橋位置(斷面35)之流

速於中低流量(2年及20年重現級距流量)時變化不大，但於高流量(100年

重現期距流量)時流速明顯增高，最高達13.9 m/s。 

 

2-2 原規劃修正方案-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 

該檢討係依據中水局於103年進行「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

析」中，提出建議於副壩下游設置1號消能池，並搭配設置1號固床工，同

時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3號固床工，調整水流法線方向能將水流導

向中間，降低左岸沖刷機率。 

而既有消能池尾檻高度的最佳化，以及新增消能池的寬度、深度、長

度及工程預算等最佳化，是該計畫的研究重點之一。該計畫引進微分梯度

法之最佳化模式，並將最佳化模式與三維數值模式進行耦合演算，該演算

流程藉由即時的三維模擬結果，即可進行消能池尺寸的最佳化調整，如此

一來，可大量減少模擬案例數目，又可滿足最佳化分析，改善方案工程規

劃圖詳圖2-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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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圖 2-2-1 改善方案規劃帄面圖  

(一)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計模擬 

由於副壩上游現況第二消能池尾檻高度如果加高，雖然可增加水躍

消能的效果，但又會增加水位抬高後的總能量增加，因此，尾檻高度的

決定，必頇結合最佳化分析軟體與三維數值求解器(Sover)，採用最大的

能量削減量為目標函數，以尋找最佳的尾檻高度。 

當流量9,100cms的條件下，計算結果顯示尾檻增加3.08公尺時，目

標值(能量差)為最大的17.45公尺，尾檻未增加的情況下，能量差為17.15

公尺。也尌是說尾檻增加3.08公尺後，能量消減增加0.3公尺，相當於可

減少最大的流速值為2.43m/s。分析結果如表2-2-1所示，當數值模擬結

果疊代8次後，求得最大的能量削減量，尾檻增高方案規劃斷面圖詳圖

2-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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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副壩上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表(9,100cms) 

疊代次數 設計變數(m) 目標值(m) 疊代次數 設計變數(m) 目標值(m) 

0.00 2.00 17.41 5.00 3.21 17.18 

1.00 3.00 17.38 6.00 3.10 17.38 

2.00 4.00 16.78 7.00 3.05 17.41 

3.00 3.51 16.89 8.00 3.08 17.45 

4.00 3.32 17.30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圖 2-2-2 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方案規劃斷面圖  

(二)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最佳化設計方案模擬 

103年新增消能池設計的初始尺寸，尾檻堰頂到底床高度為4.1公尺，

長度33公尺，但是消能池尺寸大小，會影響消能的效能，因此必頇結合

最佳化分析軟體與三維數值求解器，採用最大的能量削減量為目標函數，

尋找最佳的消能池長度與尾檻高度。 

表 2-2-2為流量 9,100cms時的最佳疊代結果，表中顯示在流量

9,100cms時，當數值模擬結果疊代9次後，新增消能池尾檻高度往上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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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也尌是尾檻高度4.1公尺，以及消能池長度34.9公尺，目標值(能

量差)可求得最大為18.66公尺。因此，消能池長度取整數值35公尺為最

佳解，相關圖說詳圖2-2-3所示。 

表2-2-2 副壩下游消能池尾檻高度最佳化設定結果表(9,100cms) 

疊代次數 
增加尾檻 

高度(m) 

消能池 

長度(m) 
目標值 疊代次數 

增加尾檻 

高度(m) 

消能池 

長度(m) 
目標值 

0.00 0 30.0 18.62 5.00 3.4 37.2 17.40 

1.00 0 30.0 18.62 6.00 0 32.0 18.61 

2.00 0 31.3 18.64 7.00 0 39.6 18.41 

3.00 4.0 50.0 15.64 8.00 0 34.0 18.45 

4.00 1.5 32.6 18.41 9.00 0 34.9 18.66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圖 2-2-3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方案規劃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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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方案模擬分析 

該計畫的建議方案有三個，建議方案一〆尾檻增高3.08公尺々建議

方案二〆新增消能々建議方案三〆尾檻增高3.08公尺與新增消能池。 

圖2-2-4為9,100cms作用下各建議方案在埤豐橋與水資源回收廠之

速度分析圖，圖中顯示，建議方案對於三河局未來在埤豐橋上游新增固

床工的條件下，在埤豐橋及水資源回收廠位置的流速，都有減緩的趨勢，

可表現出各建議方案的消能成效。 

(四)改善策略方案建議 

為提高消能成效，增加副壩安全性及穩定副壩下游河道，以確保石

岡壩安全，該計畫除依據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數值模擬結果，研擬第二

消能池尾檻增高及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之適當方案，並進一步研擬短、

中長期改善策略方案建議如圖2-2-5及表2-2-3所示，以供後續改善執行

之參考。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圖 2-2-4 流量 9,100cms 各方案埤豐橋與水資源回收廠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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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圖 2-2-5 石岡壩下游河道改善策略路徑圖  

表2-2-3 石岡壩下游河道改善短、中長期策略方案建議表 

期程 目標 策略 

短期策略 短期加強保護副壩 副壩下游沖刷坑及河床局部修補 

中長期策略 提升副壩安全度及下游河道穩定 
副壩下游增設消能池、右岸高灘地增設

分洪道等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值模擬檢討，中水局，107 年。 

 

2-3 歷年成果比較 

民國100年原規劃方案中，石岡壩下游河道分別於「石岡壩副壩下游」

以及「食水嵙溪下游」各設置一座消能工，並且於埤豐橋上、下游各設置

乙座固床工，作為本河段的沖刷基準面（圖2-1-1~圖2-1-5）。其中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已於民國104年完工。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雖已完成設計，但綜

合水工模型詴驗成果及107年三維數值模擬成果後，該固床工暫緩施工，

靜候本計畫檢討結果再行研議。 

一、原規劃方案檢討 

103年的「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以及「大甲溪埤豐

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都曾檢討100年的原規劃方案，主要差異

簡述如下〆 

 

短期策略方案

短期加強保護副壩

中長期策略方案

提升副壩安全度及下游河道穩定

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
(已完工)

埤豐橋
上游固床工
(暫緩施工)

副壩下游
增設消能池

右岸高灘地
增設分洪道

副壩下游
護坦修復

副壩下游
左側蝕溝修補

副壩下游右側
固床工改善

副壩下游左側
固床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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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規劃方案中的一號消能池施作後，消能效果最好。二號消能池消

能效果不明顯，不建議採用。 

(二)經過三維數值分析後，建議採用「方案三」（詳圖2-1-11）。即〆於

石岡壩副壩下游設置一號消能工，並搭配設置一號固床工。同時食

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三號固床工（位置接近100年原規劃的埤豐橋

上游固床工）。 

(三)一號消能工分析斷面與原規劃略有不同。原規劃方案的消能工〆溢

流堰頂高程EL.255.0m，下游副壩EL.252.0m，兩堰軸距離40.0m，消

能工寬度250.0m（兩側垂直懸臂式護岸），採自掘式消能，高程

EL.250.0m。三維數值分析採用之一號消能工〆溢流堰頂高程

EL.255.0m，下游副壩EL.253.0m，兩堰軸距離40.0m，消能工寬度

235.0m（兩側斜倚式護岸），設置靜水池底板，高程EL.249.0m。 

(四)埤豐橋上游固床工設計斷面與原規劃亦不相同。原規劃固床工頂部

高程EL240.0m，寬度 250.0m。 103年設計案之固床工頂部仍採

EL.240.0m，寬度則降為120.0m（兩翼則配合地形逐階提高）。 

二、原規劃修正方案 

2-2節所述之原規劃修正方案，主要綜整103年三維數值分析成果以

及水工模型詴驗結果，亦為本計畫主要檢討及修正的重點。 

綜合前節各規劃之論述，茲將各階段計畫統整列表比較，詳表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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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歷年各階段計畫比較表 

  年份 計畫名稱 規劃內容簡述 工程經費 計畫檢討 備註 

相關 

計畫 

96~100 年 

原規劃方案-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

案之研究 

1.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1 座 

2.埤豐橋至上游石岡壩之間設置 2 座消能池及 1 座固床工 

3.右岸灘地開挖 

約 4.0 億元 

1.防止向源侵蝕沖刷 

2.穩定上、下游河床面沖蝕 

3.減緩流速，達到消能效果 

詳圖 2-1-1~圖

2-1-5 

99 年 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 

以透水堰布置以達消能效果及防止向源侵蝕作用，並回補填

高河床及河道常時水流情況，副壩下游深槽分二期布設三座

透水堰 
約 6 千萬元 

1.防止向源侵蝕沖刷 

2.穩定上、下游河床面沖蝕 

3.待與水工模型詴驗相互驗證其成效 

4.地形建置年代與現況(107 年)相差頗久，相關分析需再重新評估 

詳圖 2-1-6 

101 年

~106 年 

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觀測分析

報告 

於斷面 S00-2、斷面 S00-9 及斷面 S00-12 分別設置 1 座固床

工，使河床質退水後回淤形成護甲層。 
- 

1.固床工採「基樁串疊異型塊型式」具  透水性，在低流量時允許水流通過， 

  可減少跌水造成之下游沖刷。 

2.異型塊可增加河床粗糙度減緩流速，施工及維修均較為簡便 

3.待與水工模型詴驗相互驗證其成效 

詳圖 2-1-7~ 

圖 2-1-8 

103 年 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 

1. 第一階段先於副壩下游先設置 1 號消能池，協助副壩下 

   游消能，並搭配 1 號固床工，作為河道向源侵蝕最後防線。 

2.第二階段於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設置 3 號固床工，調整 

  水流法線方向，降低左岸沖刷機率 

第一階段約 4.0 億元 

第二階段約 7 千萬元 

合計 4.7 億元 

1.減緩下游流速 

2.調整流線，降低左岸沖刷機率 

3.待與水工模型詴驗相互驗證其成效 

4.地形資料(101 年) 建置年代與現況(107 年 )相差頗久，相關分析需再重新評估 

詳圖 2-1-9~ 

圖 2-1-14 

103 年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

工程 

依據「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初步治

理方案，建立本河段沖刷基準面，斷面編號 34~35 位置之間(埤

豐橋下游約 170 公尺) 
約 4 千萬元 

1.建立本河段沖刷基準面 

2.保護埤豐護岸及水資源回收中心安全 

3.減緩石岡壩下游沖刷潛能 

4.接近埤豐橋束流效應範圍，混凝土表面磨損大，後續維護費用高 

1.詳圖 2-1-15~

圖 2-1-16 

2.已施作完成 

106 年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

工模型詴驗研究 

1.依據「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成 

  果為設計基準，進行相關固床工穩定水工模型詴驗，並 

  對「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辦理內容 

  進行水工模型詴驗                                                                                                          

2.經水工模型詴驗驗證之結果，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 

  設置後，水流經過埤豐橋時流速有增加傾向 

- 1.經水工模型詴驗驗證之結果，水流經過埤豐橋時流速有增加傾向 
詳圖 2-1-21~ 

圖 2-1-29 

107 年 
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

工程 

依據「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中，於

埤豐橋上游河段約 200m 處設置一座固床工，並辦理部分灘

地開挖工程 
約 2.0 億元 

1.保護埤豐橋護岸及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安全 

2.減緩石岡壩下游沖刷潛能 

3.經水工模型詴驗驗證之結果，水流經過埤豐橋時流速有增加傾向 

4.適逢埤豐橋改建工程，對水理分析有不確定因素成分 

1. 詳圖 2-1-17~ 

  圖 2-1-19 

2.已暫緩施作 

原 

規劃 

修正 

方案 

107 年 
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佳化數

值模擬檢討 

依據「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報告，研究現有

消能池尾檻高度的最佳化，以及新增消能池的寬度、深度、

長度及工程預算等最佳化關係，結論如下: 

第二消能池尾檻增高 3.08m(寬 240m)及副壩下游新增消能池

1 座(尾檻增高 4.1m，長度 34.9m，寬 235m) 

第二消能池尾檻增

高方案約 2.2 億元， 

副壩下游新增消能

池 1 座方案約 4.7 億

元，合計約 6.9 億元 

1.可提升現有消能池消能效果。 

2.減緩埤豐橋及石岡壩水資中心的流速 

3.模型建置為 105 年地形資料，現況(107 年)副壩下游河床已持續往下刷深，若照原

案施作堰體外露高度更高，所需經費應更多 

詳圖 2-2-1~ 

圖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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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地及周圍環境調查分析 

3-1 地理位置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大甲溪下游，隸屬石岡區行政區域，緊鄰后

里、豐原、東勢及新社等區之行政區域間，其位置如圖3-1-1所示。 

 

圖 3-1-1 石岡壩地理位置及空拍圖  

3-2 水文氣候 

3-2-1 歷年洪水事件  

茲蒐集石岡壩壩址民國52年至107年發生之最大流量紀錄，最大洪水

量發生於民國102年7月13日6,692cms，歷年最大流量紀錄如表3-2-1及圖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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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石岡壩歷年發生之最大流量紀錄表 

年別 日期 
最大洪峰流量 

(cms) 
年別 日期 

最大洪峰流量 

(cms) 

52 9/11 5,520 80 6/24,20:00 823 

53 - 350 81 8/30,14:00 1,409 

54 - 1,570 82 6/02,12:00 1,537 

55 6/9 2,990 83 8/08,08:00 4,133 

56 7/12 1,400 84 6/09,20:00 643 

57 6/11 1,100 85 8/01,07:00 3,466 

58 9/27 2,710 86 6/11,06:00 2,100 

59 9/7 2,710 87 10/16,19:00 933 

60 9/23 2,030 88 - 484 

61 8/17 4,540 89 - 790 

62 7/18 1,120 90 - 3,837 

63 8/24 2,040 91 - 712 

64 6/12 927 92 - 824 

65 8/10 2,940 93 7/03,13:00 5,815 

66 8/1 2,290 94 8/05,10:00 3,535 

67 5/23,10:00 634 95 6/10,15:00 3,200 

68 8/24,22:00 1,262 96 10/07,05:00 3,303 

69 8/28,08:00 3,110 97 9/14,18:00 4,225 

70 6/21,12:00 3,185 98 8/09,16:00 5,410 

71 8/16,14:00 1,527 99 6/14,14:00 721 

72 6/03,16:00 2,428 100 7/19,08:00 662 

73 5/28,19:00 877 101 8/02,18:00 4,076 

74 8/23,15:00 2,412 102 7/13,10:00 6,692 

75 8/22,15:00 983 103 5/15,21:00 1,764 

76 7/27,16:00 973 104 9/29 1,858 

77 5/23,20:00 304 105 9/27 3,094 

78 9/13,00:00 3,062 106 6/3 3,481 

79 6/24,00:00 2,788 107 8/24 548 

資料來源:(1)民國 52~105 年之最大洩洪量紀錄引自石岡壩第五次安全評估。 

              (2)民國 106~107 年之最大洩洪量由中區水資源局石岡壩管理中心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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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石岡壩歷年最大流量圖  

3-2-2 歷年水文分析成果  

歷年石岡壩第一次至第三次安全評估皆採用66年石岡壩原設計頻率

洪水報告中流量13,000cms為設計洪水，第四次安全評估則以實測流量法

分析200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作為設計洪水，其設計洪水為9,100cms，第五

次安全評估分析結果200年重現期距為8,292cms，其分析值低於第四次安

全評估原因應為第五次安全評估比第四次安全評估增加101年至105年流

量資料，而這四年有效洪水紀錄皆無發生超越莫拉克颱風所測得流量，

但基於石岡壩安全性及保守性考量，故五次安全評估報告建議石岡壩設

計洪水仍採用9,100cms。 

茲將歷年報告之石岡壩設計洪水分析成果彙整於表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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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石岡壩歷次頻率洪水成果表 

單位〆cms 

頻率年 

相關計畫 

2 

年 

5 

年 

10 

年 

20 

年 

50 

年 

100 

年 

200 

年 

1,000 

年 

10,000 

年 
PMF 

大甲溪石岡計畫水文分析報

告(63.06) 
- 3,220 3,980 4,720 5,600 6,280 6,930 8,440 10,600 16,700 

石岡壩工程計畫溢流壩斷 

面設計研究報告(63) 
- 2,620 - 3,730 - 5,850 - 8,300 - 13,960 

石岡壩原設計頻率洪水(66) - 3,320 4,390 5,360 6,510 7,290 8,000 9,390 10,900 13,000 

第一次安全評估(79) - 3,059 3,986 4,867 5,979 6,784 7,560 9,256 11,432 13,000 

第二次安全評估(87) - 2,978 3,829 4,629 5,630 6,349 7,040 8,539 10,449 13,000 

大甲溪治理規劃檢討(99.03) - 3,800 5,000 6,200 7,600 8,800 9,800 - - - 

第四次安全評估(101.02) 1,845 3,327 4,405 5,479 6,903 7,987 9,100 11,620 15,269 16,896 

第五次安全評估(108) 1,866 3,286 4,280 - 6,479 7,394 8,292 10,315 13,049 16,900 

資料來源〆石岡壩第五次定期安全評估報告，中水局，108 年。 

3-2-3 設計流量選定  

本計畫位於石岡壩下游處，治理方式建議採低水治理，設計標準應

選用Q2~Q5之流量，但為求本計畫工程安全性及保守性，建議設計洪水量

(Q5)選用歷年計畫分析之最大值Q5=3,800cms進行分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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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形與地質 

3-3-1 地形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境內，屬大甲溪之下游河段。在台灣地形

分區上屬西部斷層山地，由一連串覆瓦狀斷層構造所組成。大甲溪河道

呈東西走向之橫谷，下游河道形成沖積扇，沖積扇位於東勢區附近，石

岡壩位於東勢鎮之西方，大甲溪由石岡壩流出丘陵後，經台中盆地北緣

由大甲、清水間出海，石岡壩下游河段帄均坡降約1/100，沖積大量砂礫

於河口，形成龐大之沖積扇。 

3-3-2 地質 

(一)區域地質 

石岡壩在台灣地質區上屬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其出露地層主要為中

新世以後沉積岩所組成，出露之地質主要為中新世時期之桂竹林層、上

新世錦水頁岩層，更新世頭嵙山層等，其地質岩性如表3-3-1所示，在

地質構造上有頂埔斷層、埤頭斷層、九房厝斷層、及埤頭山斷層等(詳

圖3-3-1)。 

表3-3-1 石岡壩區域地質之地層及岩性 

時代 地層 主要岩性 

現代 沖積層 未固結之礫石、砂、粉砂及黏土等 

更新世 

階地堆積層 未受紅土化之礫石、砂、粉砂及泥等 

紅土台地堆積層 膠結疏鬆、淘選不良之紅土、礫石、砂及泥等 

頭嵙山層 礫岩(火炎山段)、砂岩、粉砂岩及泥岩(香山段) 

上新世 
卓蘭層 膠結疏鬆之砂岩、粉砂岩、泥岩及其互層 

錦水頁岩 厚層深灰色頁岩 

中新世 

頄藤坪砂岩 中至厚層之泥質砂岩夾砂頁岩互層 

十六份頁岩 厚層深灰色頁岩 

關刀山砂岩 青灰色細至中粒之泥質砂岩 

上福基砂岩 厚層至塊狀之白色疏鬆砂岩，並夾有砂頁岩薄互層或泥岩 

東坑層 淺灰色細至中粒砂岩與深灰色頁岩之互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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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區地質 

1.石岡壩副壩下游 

石岡副壩下游地層可分為上新世錦水頁岩、卓蘭層，以及第四紀

更新世階地堆積層與現代沖積層，錦水頁岩分佈於埤豐橋上游數公尺，

顏色呈暗灰色，風化後呈黃褐色，岩層中挾帶不規則砂質條帶。卓蘭

層合於頁岩之上，岩性為砂岩、粉砂岩、泥岩、及頁岩之互層組成，

以細粒為主，局部具交錯偽層構造及波痕(圖3-3-2，照片1)，生痕化石

頗豐富(圖3-3-2，照片2)。階地堆積層分布於大甲溪兩岸，全為礫石、

砂、及泥土所組成，沖積層分布在各主要河流河床上，堆積材料為礫

石、砂及泥土。 

下游河道大致以食水嵙溪為界劃分東西側，食水嵙溪以東岩層位

態約為N38°~56°E/30°~52°SE，普遍有兩組主要節理切割岩層呈塊狀，

食水嵙溪以西岩層位態約為N30°~66°E/38°~66°SE，除了一組傾向節理

外尚可發現兩組共軛節理，節理帄均位態約為N40°W/87°SW，共軛節

理帄均位態分別為N73°W/49°N及N5°W/66°W，推斷應由食水嵙溪以西

之地層靠近埤豐橋上游處之頂埔斷層地表破裂帶應力集中造成該區域

共軛節理發達。節理之間距於砂岩與頁岩層差異甚大，通常於砂岩層

中節理間距較頁岩層節理間距短，最短者可自10公分至50公分，頁岩

層中節理間距長者可達5公尺，主要係因新鮮砂岩強度高且堅實，受大

地應力或河谷解壓易發生脆性破壞而發育出發達的節理。 

石岡壩副壩下游至食水嵙溪匯流口河流深槽偏向右岸(圖3-3-2，照

片3)，經過食水嵙溪匯流口後流向與岩層走向斜交，明顯可見砂頁岩

差異侵蝕情形(圖3-3-2，照片4)，此段河道受層面傾斜方向影響，易向

左岸泥質砂岩趾部側蝕，目前可見此砂岩層頂部露空明顯有帄行水流

方向之裂隙(圖3-3-2，照片5)，河道順岩層走向流向左岸，深槽遂轉變

為偏向左岸沿階地崖流向下游，並對左岸階地崖趾部軟弱岩層淘刷造

成污水處理廠兩處崩塌(圖3-3-2，照片6)，石岡壩下游埤豐橋河道範圍

並無明顯地震造成的地表破裂線，比對前人研究與調查，地表破裂線

範圍僅出現在埤豐橋上游小段距離內，現今已無岩盤出露，皆已被沖

蝕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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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岡壩區 

地層屬第三紀卓蘭層底部及錦水頁岩及現代河床沖積層。砂岩於

壩址附近分佈極廣，接近覆蓋層底部，泥岩主要分佈於左岸壩墩之河

床覆蓋下。第四紀更新世之古沖積層分布於兩岸高台地帶，左岸覆蓋

較薄。現代河床沖積層分佈整個河床，主要為大卵石、礫石及砂土等

組成，河床中間覆蓋較厚，兩岸覆蓋較薄，係受沖積影響。壩址地層

走向左岸呈N55°~60°E，向東南傾斜32°~45°々右岸走向為N22°E，向

東南傾斜55°。 

 
 資料來源〆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3-3-1 石岡壩區域地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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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砂岩層面上波痕 照片 2 砂岩層底部化石密 

  
照片 3 石岡副壩下游河道深槽偏右岸 照片 4 軟弱頁岩層受侵蝕成小峽谷 

  

照片 5 河道南側砂岩層頂部裂縫情形 照片 6 匯流口下游左岸兩處崩塌現況 

 

圖 3-3-2 石岡壩下游河道露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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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計畫河段河性分析  

3-4-1 計畫河段歷年流路變遷  

一、九二一震災前後之流路變遷 

(一)九二一震災前 

石岡壩於民國66年啟用，民國71年已呈現淤積狀態而辦理疏濬。石

岡壩庫區淤砂主靠排砂道排除，但因排砂道有效寬度不及河道之1/20，

排砂道只能防止進水口前淤砂，無法排除庫區淤砂。因此，石岡壩頇定

期以人工清淤方式維持庫容量。 

(二)九二一震災後 

民國88年九二一地震造成石岡壩附近抬升約10公尺，使河相變遷趨

勢更加惡化。石岡壩至埤豐橋間之河床出現明顯的落差，增加水流沖刷

能量，加上石岡壩攔砂以及將庫區砂石清淤外運後，下游河道成為缺砂

河川以及遇到下游卓蘭層軟弱岩盤，進而造成民國89年後石岡壩址至埤

豐橋至新山線鐵路橋快速下刷為近似峽谷的地形，整體河道沖刷範圍沿

伸至國道1號橋間。 

二、近年流路變遷對河川區域建造物之影響 

蒐集計畫河段 (石岡壩至埤豐橋 )近年較具代表性之衛星影像如圖

3-4-1所示，石岡壩下游在88年921地震前，河道護甲層已被沖蝕，岩盤

已有裸露情形，但尚無溯源侵蝕之狀況。由民國98年航照圖顯示，因921

地震後造成河道落差，埤豐橋上游已有溯源侵蝕情形發生，且石岡壩副

壩下游已有沖蝕溝出現。民國104年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開始施工，整個

石岡壩下游深槽已下刷極為明顯(歷年縱斷變化詳圖3-4-5)，直至民國107

年為止除106年石岡壩下游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經臺中市政府進行改善

工程外，整體河道已無過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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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石岡壩下游近年衛星影像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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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石岡壩下游近年衛星影像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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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計畫河段歷年河床質變化  

一、民國72年 

大甲溪曾於民國72年辦理斷面68以下河段之河床質採樣分析調查，

詳如表3-4-1及圖3-4-2所示。此段河床粒徑組成之縱向變化不大，各斷面

河床底質帄均粒徑在71公厘至115公厘間，砂質含量約在10%∼30%之間。

大甲溪下游河床屬卵石或塊石河床，中上游河床多為岩盤出露或塊石散

佈。 

二、民國97年 

該次河床質採樣依據民國96年12月水規所之河床質調查作業參考

手冊(草案)，各採樣詴坑將分為護甲層及底層進行粒徑分析。 

由該次採樣分析成果可知，大甲溪天輪壩下游河道屬卵礫石河床，

護甲層之帄均粒徑，於河口至石岡壩段介於81mm~136mm之間々於石岡

壩至馬鞍壩段介於 82mm~123mm之間々於馬鞍壩至天輪壩則介於

57mm~137mm 之間。底層之帄均粒徑，於河口至石岡壩段介於

41mm~106mm之間々於石岡壩至馬鞍壩段介於40mm~101mm之間々於馬

鞍壩至天輪壩則介於63mm~96mm之間。而石岡壩下游主深槽或高灘地

河中砂洲之粒徑差異有限。 

三、民國100年 

河床質調查分析係依據「100年度大甲溪河口至天輪壩大斷面測量」

之測量成果報告，辦理大甲溪溪縱向河床質採樣、粒徑分析等，俾供於

水理演算粗糙係數(n值)之決定、輸砂量之估算，河床沖淤量之驗證及防

洪工程材料採用之依據。  

由該次採樣分析成果可知，大甲溪天輪壩(斷面94)下游河道屬卵礫

石河床，護甲層之帄均粒徑，於河口至石岡壩 (斷面 36) 段介於

63.09mm~181.35mm之間々於石岡壩(斷面36)至馬鞍壩(斷面67-0)段介於

58.42mm~135.43mm之間々於馬鞍壩(斷面67-0)至天輪壩(斷面94)則介於

53.33mm~116.4mm之間。底層之帄均粒徑，於河口至石岡壩(斷面36)段

介於48.44mm~218.65mm之間々於石岡壩(斷面36)至馬鞍壩(斷面67-0)段

介於48.84mm~158.25mm之間々於馬鞍壩(斷面67-0)至天輪壩(斷面9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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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於48.84mm~141.04mm之間。石岡壩下游主深槽或高灘地河中砂洲之

粒徑差異有限。  

四、河床質變化比較分析 

圖3-4-3為72年與97年河床質帄均粒徑變化，與民國100年河床質帄

均粒徑變化比較(圖3-4-4)，因大甲溪坡度除、流速快，河床質粒徑並無

明顯往下游粒徑愈小之趨勢。 

表3-4-1 民國72年大甲溪河床質帄均粒徑與代表粒徑分析成果表 

斷面 
代表粒徑(mm) 帄均粒徑 泥砂含量 

D35 D50 D65 Dm(mm) (%) 

1 39.8 84.2 148.4 89.5 18.6 

5 38.1 84.2 146.3 76.8 20.0 

9 70.3 130.6 -- 102.8 17.8 

13 60.1 81.3 -- 100.3 18.3 

17 49.8 93.7 152.0 82.3 18.4 

21 89.6 167.3 -- 114.3 10.1 

25 67.8 111.0 187.7 90.8 19.6 

29 67.4 141.3 -- 106.3 19.1 

33 29.3 54.2 105.6 71.3 18.5 

41 42.0 90.0 203.0 93.5 15.1 

46 25.7 82.0 172.4 85.6 29.5 

50 91.1 60.0 -- 114.7 13.8 

54 30.0 68.0 154.0 83.0 23.0 

58 33.8 62.0 182.6 87.7 17.8 

63 21.5 38.0 100.0 71.5 28.2 

68 13.9 28.0 49.0 50.1 25.6 

      參考資料〆大甲溪流域聯合整體治理規劃檢討，水規所，民國 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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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〆大甲溪流域聯合整體治理規劃檢討，水規所，民國 94 年。 

圖 3-4-2 民國 72 年大甲溪河床質帄均粒徑與代表粒徑縱斷面變化圖 

 

參考資料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民國 100 年。 

圖 3-4-3 民國 72 年及 97 年大甲溪河床質帄均粒徑縱斷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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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〆1.大甲溪流域聯合整體治理規劃檢討，水規所，民國 94 年。 

2.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民國 100 年。 

3.大甲溪河口至天輪壩大斷面測量(含河床質調查)成果報告，三河局，民國 101 年。 

圖 3-4-4 民國 72 年、97 年及 100 年大甲溪河床質帄均粒徑縱斷面變化 

3-4-3 計畫河段歷年縱坡變化  

為瞭解石岡壩下游河道之高程變化(斷層破裂線位於約為埤豐橋上游

94m處)，茲摘錄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歷年河道各斷面帄均河床高程成果

之縱斷面圖如圖3-4-5及橫斷面圖如附件一所示。圖中顯示在石岡壩(斷面

36)與埤豐橋(斷面35)之間，民國98年到101年期間，石岡壩下游呈現嚴重

的沖刷，但由民國101年到103年來看，石岡壩下游河床的變化幾乎不再

變動，而民國104年到107年則呈現局部下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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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 大甲溪河道(石岡壩至埤豐橋)歷年帄均河床高縱斷面圖  

 

3-5 前期計畫河道改善成果  

3-5-1 中水局辦理成果概述 

一、石岡壩副壩歷年修復工程 

石岡壩於921地震後因應地盤抬升，已於89年11月完成下游副壩及消

能池修復。93年7月2日敏督利颱風降雨量重現期距超過200年，當時石

岡壩實測流量達5,815cms，致下游副壩部分混凝土塊流失，故辦理下游

副壩修復工程。日後根據年度檢查結果分別辦理不同程度之修復工程，

以維持副壩安定，歷年修復工程彙整如表3-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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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 石岡壩歷年副壩下游修復工程彙整 

修復時間 工程名稱 修復內容 

民國 94 年 
石岡壩下游 

副壩修復工程 

1.副壩中段新設一排水路，底座寬 6.5m 及頂寬 

14.5m，坡度為 1 比 2 之階梯式渠道流路 

2.副壩左側末端增設一連續混凝土塊，尺寸 

146m×3m×5m 

3.排砂道及溢洪道射檻修補 

民國 96 年 
石岡壩副壩下游 

加強改善工程 

1.設立階梯式消能工 

2.副壩左側末排增設一排截牆 

3.左岸護床工及排水路下游消能池施工 

民國 97 年 
石岡壩堰體及消能池 

修補改善工程 

1.副壩固床工下游混凝土修補，採用 210kgf/cm
2
 

之混凝土 

2.消能池尾檻鋼筋裸露破損及底板破損修補 

3.堰面收縮縫破損修補 

民國 98 年 
石岡壩副壩下游 

河道沖刷修復工程 

1.副壩下游河床改善，於沖刷坑鑲補混凝土 

2.副壩下游右岸護岸鑲補混凝土 

3.副壩排水路河床面改善工程，採用上游河床料 

近運堆置，厚約 1m 

民國 99 年 

石岡壩壩頂橋梁堰體 

消能池及副壩下游沖 

刷改善工程 

副壩下游沖刷坑以塊石混凝土鑲補 

民國 100 年 
石岡壩副壩下游 

河床沖刷改善工程 
副壩下游沖刷坑以塊石混凝土鑲補 

民國 101 年 
石岡壩副壩下游 

河床沖刷改善工程 

1.20T 異形塊製作及吊放 

2.10T 異形塊製作及吊放 

3.混凝土尾堰 

4.混凝土鑲補 

民國 105 年 
石岡壩 105 年轄區 

河床沖刷改善工程 

1.副壩下游右側固床工改善 

2.副壩下游右側護坦及排砂道堰面修補 

3.副壩下游左側固床工改善 

4.副壩下游左側蝕溝修補 

民國 106 年 
石岡壩 106 年轄區 

河床沖刷改善工程 

1.副壩下游左側河床修補工程 

2.副壩下游左側蝕溝修補 

3.排砂道堰面修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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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討 

中水局於94年開始陸續針對石岡壩下游副壩或河道進行相關修復

工程，其中與該消能設施工程檢討案相關為99年4月石岡壩堰體橋樑及

副壩下游沖刷改善工程中，於第一座固床位置上進行混凝土鑲補々100

年7月石岡壩副壩下游河道沖刷改善工程，完成第二座透水固床工(包含

副壩中央排水路封堵)々102年12月副壩下游河道沖刷改善工程，完成第

四座透水固床工。 

依圖3-5-1顯示，石岡壩下游河道透水固床工部分因岩盤遭受洪水沖

蝕及下游淘刷作用，近而產生弱面，連帶影響固床工之安定性。 

  

照片 1 99 年 4 月石岡壩堰體橋樑及副壩下游沖刷改善

工程，於第一座固床位置上進行混凝土鑲補 

照片 2 混凝土鑲補河道 

  

照片 3 第二座透水固床工，採以階梯式混凝土內埋

30cm PVC 管 

照片 4 101 年蘇力颱風後，逐漸對透水固床工下游保

護工造成破壞，固床工下方岩盤已有淘刷現象，保護

工鼎塊多已流失 

圖 3-5-1 石岡壩下游河道透水固床工照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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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石岡壩下游河道透水固床工照片(2/2) 

3-5-2 三河局辦理成果概述 

三河局於民國103年進行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施

作，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具有三大目的〆一為建立本河段沖刷基準面，二

為保護埤豐護岸及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安全，三為減緩石岡壩下游沖

刷潛能。 

固床工施設位置位於埤豐橋下游河段約斷面編號34~35位置之間(埤

豐橋下游約170公尺)，104年完工後至今整體狀況良好，現場照片如圖

3-5-2所示。 

  

照片 5 第四座透水固床工，採以階梯式混凝土內埋

50cm、70cm 混凝土管 

照片 6 透水固床工近年兩側岩盤由於洪水沖刷而破

壞 

 

 

 

第二座固床工 

 

河床鑲補 

第四座固床工 

 

石岡壩 

食水嵙溪 

大甲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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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現況照片圖  

3-5-3 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辦理成果概述  

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位於石岡壩下游左岸，緊鄰大甲溪旁及因大

甲溪河道侵蝕影響，民國97年因辛樂克及薔蜜颱風挾帶豪雨及洪水沖刷

基腳，造成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崩塌、民國98年8月9日莫拉克颱風及民

102年7月13日蘇力颱風造成基礎淘刷，以及民國106年06月13日豪雨再次

造成邊坡崩塌。 

民國106年台中市政府針對邊坡崩塌進行「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中

段臨大甲溪河岸之護岸及邊坡保護工程」，並於民國107年完成竣工，而

其主要工項分別為〆 

1.ϕ1.2m全套管基樁18M長，打設69支。 

2.基樁樁頭壓梁L=83M。 

3.階梯式護坡27階長45M。 

4.階梯式護坡14階長90M。 

5.L型擋土牆(H=2.8M)長43M，紐澤西護欄長45M。 

6.新建側溝長182M，鍍鋅格柵板(w=40)21組。 

護岸及邊坡保護工程斷面及現況照片如圖3-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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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保護工程斷面及現況圖  

 

3-5-4 埤豐橋改建工程概述 

依三河局「大甲溪埤豐橋上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

暨監造技術服務計畫─基本設計原則所述，石岡壩下游河段目前出露的岩

層多屬於卓蘭之軟弱岩或甚弱岩，沖刷效應造成河道偏流恐造成更下游

埤豐橋柱基礎淘空影響其安全性，已於近年造成左岸石岡水資源中心護

岸及埤豐橋左岸橋台邊坡破壞，亦因河道落差跌水而有埤豐橋橋墩基礎

裸露問題，對橋梁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故臺中市建設局為配合三河局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新建工程」，因規劃河川流向改道，辦理「103年東

勢區埤豐橋橋墩基礎加強工程」，於P5及P6橋墩基礎以護坦連接保護並打

設全套管基樁，以維護橋梁安全。 

該計畫賡續配合中央「大甲溪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及「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新建工程」預定將偏向左岸之河川深槽流路之改道至右岸高

灘地，原橋梁右岸為舊沉箱基礎，恐因深槽流路變遷造成舊沉箱基礎深

度不足情形，因此辦理橋梁改建工程。 

目前最新進度為108年6月11日已召開基本設計報告書審查會議，並

於108年6月27日招開河道整治相關會議，可知目前在深槽區規劃兩座橋

墩(詳圖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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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東勢區埤豐橋改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河道整治會議簡報，臺中市政府，108 年 6 月

27 日。 

圖 3-5-4 埤豐橋改建工程規劃示意圖  

3-6 地形測量 

本計畫採用UAV影像測量，UAV影像測量利用無人機(UAV)於空中拍

攝正射影像正圖，利用PIX4D Mapper之UAV拍攝影像處理商用軟體，搭

配RTK所取得於攔河堰周邊設置斷面樁與各布靶點座標，除能加值重建

UAV拍攝影像之三維點雲，並可再將點雲轉換成與地表雷射掃瞄量測相同

的坐標系統，最後製作正射影像。 

從UAV拍攝影像至製作DSM流程詳圖3-6-1，依序分述影像匹配、像

機率定、初始方位資訊、控制點測量、空三帄差、密集匹配產生點雲、DSM

製作、正射影像製作等，上述流程各步驟簡述說明如後〆 

一、影像匹配〆製作DSM前，需對影像進行立體量測，其目的為測量共

軛點坐標，進而以前方交會產生三維點雲，藉以作為後續製作DSM

及正射影像之前置作業到地形。 

二、像機率定〆由於影像成像時因為透鏡畸變所造成的扭曲變形會導致

整體成果的誤差，因此可先針對像機進行內方位參數的率定。 

三、初始方位資訊〆無人飛行載具搭載的GPS或IMU，可提供拍攝時初始

的方位資訊。 

四、控制點測量〆由於經空三帄差後的成果乃是一局部的坐標系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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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現行公告的測繪坐標系統相容，必頇先透過控制點的量測以進

行坐標系統間的轉換。本計畫主要以既有大斷面座標點及人工設立

新造標點且以GPS V30 GNSS RTK System(採用高精度Trimble 

BD970晶片)之VBS-RTK動態定位技術進行控制點測量座標。 

五、空三帄差〆經過自動化的影像匹配共軛點及人工量測控制點後便能

利用GPS輔助空三帄差或以人工量測控制點進行空三帄差求解外方

位參數。 

六、密集匹配產生點雲〆如前所述，影像匹配之目的為測量共扼點坐標，

進而以前方交會產生三維點雲，可依此點雲製作DSM。 

七、DSM製作〆以自動匹配方式產生之數值地形，其地表上包含地表植

被及人工構造物等高程資料之模型。 

八、正射影像製作〆由於原始影像為中心透視投影的形式，使得對於真

實物體的大小、方向、距離等的判釋有所誤差及難度，因此需要結

合DSM將中心透視投影原始影像糾正為帄行投影詳圖3-6-2。 

 

圖 3-6-1 UAV 拍攝影像製作 DSM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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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 正射影像製作示意圖  

經由UAV拍攝影像後完成DSM製作與正射影像圖，再配合VBS-RTK

儀器補測座標高程完成本計畫正射影像與地形圖，詳圖3-6-3，供後續依據

完成的地形圖進行規劃設計。 

圖 3-6-3 石岡壩 UAV 拍攝影像製作圖  

 

 

石岡壩既有大斷面樁(L00-5)RTK 座標測量 

 

新造標點(S4)RTK 座標測量 

 

DSM 製作正射影像圖與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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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鑽探資料蒐集 

3-7-1 既有鑽探資料收集  

一、大甲溪埤豐護岸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技術服務，98年 

三河川局於民國98年委託辦理「大甲溪埤豐護岸工程規劃、設計及

監造委託技術服務工作」，於大甲溪河床進行地質鑽探，其鑽探位置如

圖3-7-1所示。鑽探深度皆為10公尺共計五孔，每孔皆進行2次標準貫入

詴驗，鑽探結果顯示河床岩盤出露於地表面或接近地表，除少部份區域

覆蓋卵礫石層，鑽探期間並未量測到地下水，僅於鑽探期間有河水滲入

孔內。 

二、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98年 

為了取得埤豐橋至石岡壩河段各種岩性之工程力學性質，「大甲溪

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中，水規所於計畫

期間曾於石岡壩下游河道岩盤採岩心進行岩石力學詴驗，採樣位置如圖

3-7-2所示，詴驗結果如表3-7-1~表3-7-3所示。本河段岩層均屬於甚弱岩

或軟弱岩，頁岩層單壓強度明顯低於砂岩層，僅達23 kg/cm
2，而靠近石

岡壩之鑽孔，岩石單壓強度明顯低於其他孔位々岩石消散耐久性各岩層

差異變化頗大，砂岩之消散耐久度多呈現低耐久度，係因卓蘭層中細粒

砂岩多膠結不良且鬆散，用手觸摸即可剝下岩石碎屑，反觀含泥量越高

則消散耐久度相對增加，頁岩之消散耐久度呈高耐久度，然頁岩泡水後

有崩解現象，因此野外的頁岩露頭處於乾濕交替而呈碎裂狀，隨後易為

流水沖刷剝離，也是造成本河段河床沖蝕情況特別明顯的主因之一。 

三、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101年 

石岡壩下游河道於民國101年「石岡壩第四次定期安全評估」進行

完整且詳盡之地表地質調查，主要調查項目包括岩性分布、岩層位態及

節理調查、地表破裂帶調查、河道深槽位置、河道沖蝕程度調查，並繪

製副壩下游至埤豐橋之岩層分布圖及進行弱面統計分析。副壩下游至埤

豐橋之岩層分布圖如圖3-7-3~3-7-4所示。下游河道至埤豐橋上游附近為

卓蘭層砂岩、頁岩及其互層以及局部錦水頁岩出露，而岩層弱面大致以

食 水 嵙 溪 為 界 劃 分 東 西 側 ， 食 水 嵙 溪 以 東 岩 層 位 態 約 為

N38°~56°E/30°~52°SE，普遍有兩組主要節理切割岩層呈塊狀，傾向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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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1)帄均位態約為N54°W/88°SW，走向節理(Joint 2)帄均位態約為

N43°E/36°N，節理統計密度圖如圖3-7-5所示。Joint 1為主要節理，節理

走向與河道流向正交、傾角接近垂直，開口程度(Aperture)屬閉合節理，

本組節理並不影響河床岩層易受水流沖蝕之程度，亦不影響河岸邊坡岩

層易受破壞程度，受破壞程度主要取決於河床岩層之材料、膠結度、以

及力學性質々食水嵙溪以西岩層位態約為N30°~66°E/38°~66°SE，位態變

化範圍頗大，在此區內節理形態改變，除了一組傾向節理(Joint 1)外尚可

發現兩組共軛節理(Joint 2,3)，其中Joint 1帄均位態約為N40°W/87°SW，

Joint 2及Joint 3帄均位態分別為N73°W/49°N及N5°W/66°W，節理統計密

度圖如圖3-7-6所示，Joint 1為主要節理，節理高傾角且與河道流向正交，

屬閉合節理，不影響岩層受風化作用破壞之程度。 

由於岩層由副壩下游至埤豐橋均ㄧ致呈東北-西南走向而朝左岸傾

斜，軟弱岩層、不連續面、破碎帶以及岩層位態控制了河流的流向以及

沖刷能力，且由於集集大地震之影響，石岡壩壩址附近地盤抬升近約

2~10公尺，石岡壩下游河道恰位於頂埔斷層與石岡斷層所夾之地壘型上

衝斷塊內，造成河床產生6~10公尺的抬升，使河川進入回春期，河床明

顯產生下蝕，原本位於埤豐橋上游集集地震造成的埤豐瀑布也已被沖刷

殆盡不復存在，目前石岡壩下游河床完全為岩層出露，僅河道兩岸局部

堆積卵礫石層。 

四、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103年 

三河局於民國103年委託辦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

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計畫，該計畫於大甲溪河床進行地

質鑽探，其鑽探位置如圖3-7-7所示。鑽探深度皆為10公尺共計15孔，覆

土層下岩盤多屬砂岩或砂岩夾頁岩為主，鑽探成果如表3-7-4~表3-7-7所

示。 

經綜整上述鑽探資料，副壩下游河道至埤豐橋上游附近為卓蘭砂岩、

頁岩及其互層以及局部錦水頁岩出露，其地質帄面圖如圖3-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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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護岸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委託技術服務，三河局，民國 98 年。 

圖 3-7-1 大甲溪埤豐護岸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 -地質鑽探位置圖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水規所，民國 98 年。 

圖 3-7-2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 -地質鑽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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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1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岩石ㄧ般物性詴驗成果表 

ㄧ
般
物
性
詴
驗 

孔號 
深度 

(m) 

單位重 

γt(t/m
3
) 

含水量 

Wn(%) 

比重 

Gs 

孔隙比 

e 

吸水率 

Abs(%) 
岩性 

B-4 0.55-0.60 2.63 3.4 2.71 0.07 4.2 砂頁岩薄互層 

B-5 0.20-0.25 2.22 6.9 2.67 0.29 7.7 厚層砂岩 

B-6 0.55-0.60 2.45 5.6 2.68 0.15 泡水後崩解 頁岩 

B-10 0.50-0.55 2.41 6.0 2.71 0.19 泡水後崩解 砂頁岩薄互層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水規所，民國 98 年。 

表3-7-2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岩石單軸壓縮詴驗成果表 

岩
石
單
軸
壓
縮
詴
驗 

孔號 
深度 

(m) 

單位重 

γt(t/m
3
) 

含水量 

Wn(%) 

單壓強度 

ζc(kg/cm
2
) 

破壞應變 

εf(%) 
破壞模式 

B-4 0.15-0.25 2.63 3.4 67.3 1.9 沿完整岩心破壞 

B-5 0.40-0.50 2.22 6.9 87.9 1.2 沿完整岩心破壞 

B-6 0.40-0.50 2.45 5.6 23.3 2.1 沿完整岩心破壞 

B-10 0.55-0.65 2.41 6.0 28.6 3.9 沿完整岩心破壞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水規所，民國 98 年。 

表3-7-3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岩石消散耐久詴驗成果表 

消
散
耐
久
詴
驗 

孔號 
深度 

(m) 

含水量 

Wn(%) 

消散耐久指數(%) 
指數分類 Id2 

Id1 Id2 Id3 Id4 Id5 

B-4 0.55-0.60 3.4 98.1 95.5 89.5 86.4 84.4 高耐久性 

B-5 0.20-0.25 6.9 57.3 34.8 26.4 19.8 14.3 低耐久性 

B-6 0.55-0.60 5.6 95.0 75.4 46.9 35.4 29.7 中等耐久性 

B-10 0.50-0.55 6.0 97.3 82.2 53.5 39.2 34.8 中等耐久性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水規所，民國 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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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石岡壩第四次定期安全評估總報告，中水局，民國 101 年。 

圖 3-7-5 食水嵙溪以東節理統計密度圖  

 
資料來源〆石岡壩第四次定期安全評估總報告，中水局，民國 101 年。 

圖 3-7-6 食水嵙溪以西節理統計密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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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7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工程-地質鑽探位置圖  

表3-7-4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工程-鑽探成果彙整表(1/2) 

鑽孔編號 進尺深度(m) 岩性 地層描述 

DH-1 
0.00~3.00 覆土層 卵礫石夾棕黃色粉土質砂岩 

3.00~10.00 覆土層 卵礫石夾棕灰色砂岩 

DH-2 
0.00~0.50 覆土層 礫石夾棕灰色細砂 

0.50~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3 
0.00~6.86 覆土層 卵礫石夾棕灰色粉土質砂 

6.86~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4 
0.00~0.60 砂岩 棕灰色黏土質砂岩 

0.60~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5 
0.00~4.30 覆土層 卵礫石、岩塊夾棕黃灰色粉土質砂岩 

4.30~10.00 砂頁岩互層 灰色泥質砂岩與頁岩互層 

DH-6 

0.00~5.50 覆土層 灰色泥質砂岩 

5.50~9.15 砂岩 灰色砂岩 

9.15~1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7 
0.00~3.18 覆土層 卵礫石、岩塊夾棕黃灰色粉土質砂 

3.18~10.00 砂岩夾頁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8 0.00~10.00 砂頁岩互層 灰色泥質砂岩與頁岩互層 

DH-9 

0.00~2.15 覆土層 卵礫石、岩塊夾棕黃灰色粉土質砂 

2.15~9.70 泥岩 灰色砂質泥岩 

9.70~10.00 泥岩夾砂岩 灰色砂質泥岩夾砂岩 

DH-10 
0.00~5.15 覆土層 棕灰色泥質砂岩 

5.15~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成果報告，三河局，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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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4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工程-鑽探成果彙整表(2/2) 

鑽孔編號 進尺深度(m) 岩性 地層描述 

DH-11 

0.00~3.85 覆土層 
棕灰色黏土質砂夾礫石或岩塊，偶夾混

凝土塊 

3.85~7.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7.00~9.00 砂頁岩互層 灰色泥質砂岩與頁岩互層 

9.00~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12 0.00~10.00 砂頁岩互層 灰色泥質砂岩與頁岩互層 

DH-13 0.00~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14 
0.00~2.54 覆土層 礫石、岩塊夾棕灰色粉土質砂 

2.54~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DH-15 
0.00~2.10 覆土層 棕灰色粉土質砂夾礫石 

2.10~10.00 砂岩 灰色泥質砂岩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成果報告，三河局，民國 104 年。 

表3-7-5 大甲溪埤橋下游固床工工程-岩石一般物性詴驗結果彙整表 

鑽孔編號 
深度 

(m) 

單位重 

(g/cm
3
) 

含水量 

w(%) 

孔隙比 

e 

比重 

Gs 
岩性 

DH-02 9.08~9.39 2.55 3.70 0.18 2.66 砂岩 

DH-03 9.70~9.90 2.53 3.55 0.22 2.65 砂岩 

DH-04 2.81~3.00 2.50 4.55 0.31 2.66 砂岩 

DH-05 5.63~6.00 2.47 5.65 0.24 2.67 砂岩 

DH-06 8.21~8.47 2.53 3.97 0.16 2.66 砂岩 

DH-07 7.80~80.. 2.30 9.37 0.33 2.67 砂岩 

DH-08 7.73~8.00 2.51 4.77 0.21 2.67 砂岩 

DH-09 4.05~4.30 2.48 3.84 0.32 2.66 砂岩 

DH-10 6.00~6.30 2.53 3.31 0.25 2.65 砂岩 

DH-11 9.00~9.33 2.54 4.48 0.14 2.66 砂岩 

DH-12 0.68~1.00 2.47 5.17 0.46 2.66 砂岩 

DH-13 3.78~4.00 2.54 4.44 0.35 2.67 砂岩 

DH-14 8.75~9.00 2.51 4.93 0.17 2.67 砂岩 

DH-15 4.00~4.20 2.41 5.54 0.31 2.65 砂岩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成果報告，三河局，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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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6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工程-岩石單軸壓縮詴驗結果彙整表 

鑽孔 

編號 
取樣深度 

含水量

W(%) 

濕單位重

(g/cm3) 

破壞應變量

εf(%) 

岩心單壓強度

qu(kgf/cm2) 
岩心分類 

DH-03 9.08~9.26 9.13 2.27 2.01 58.3 砂岩 

DH-05 9.00~9.24 5.02 2.50 1.74 23.1 砂頁岩互層 

DH-09 3.68~3.92 3.09 2.53 2.69 59.8 砂岩 

DH-14 5.00~5.37 4.90 2.49 1.53 26.7 砂岩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成果報告，三河局，民國 104 年。 

表3-7-7 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工程-岩石直接剪力詴驗結果彙整表 

鑽孔 

編號 

取樣 

深度 

含水量 

W (%) 

單位重 

(g/cm
3
) 

Peak Strenght Residual Strenght 
岩心 

分類 Cp 

(kgf/cm
2
) 

ψp (°) 
Cr 

(kgf/cm
2
) 

ψr (°) 

DH-02 0.80~1.00 4.61 2.52 0.78 29.5 0.54 28.9 砂頁岩 

DH-04 6.73~7.00 3.93 2.52 1.26 31.3 0.78 29.7 砂岩 

DH-08 8.00~8.28 3.73 2.53 0.85 28.9 0.75 28.2 砂岩 

DH-13 9.78~10.00 3.88 2.55 1.76 30.5 0.62 29.2 砂岩 

資料來源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成果報告，三河局，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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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本計畫補充地質鑽探成果  

為瞭解本計畫新增設置消能池至固床工之間(約斷面S00-3~S00-5間)

地質結構，因此辦理計畫工址之補充地質調查，分別在河床之左岸、右

岸以及河床中間各佈設2孔，共計6孔，鑽探帄面位置圖詳圖3-7-9及表3-7-8

所示。補充調查詴驗工作項目包含鑽探調查、室內詴驗(含土壤一般物理

性質詴驗、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詴驗、岩石單軸壓縮詴驗、岩石弱面直接

剪力詴驗、岩石三軸詴驗、岩石消散詴驗)及現地透水詴驗。 

 

圖 3-7-9 鑽探帄面位置圖  

表3-7-8 鑽探位置表 

鑽探編號 
鑽孔深度

（m） 
位置(TWD97 座標) 備註 

SG-01 32 X:226273.233  Y:2686269.392  

SG-02 32 X:226297.803  Y:2686203.469  

SG-03 32 X:226343.226  Y:2686087.097  

SG-04 32 X:226248.722  Y:2686224.536  

SG-05 32 X:226284.079  Y:2686120.354  

SG-06 32 X:226295.583  Y:2686073.103  

本次鑽探地層於深度32公尺內大致可分成四層次〆一、卵礫石或岩

塊夾粉土質砂層(覆蓋土層)，二、泥質砂岩層，三、砂岩層，四、砂頁岩

層等。本工址地質剖面示意圖如圖3-7-10所示，茲將各層土壤性質分述如

下〆 

 

前期鑽探位置
本案鑽探位置

圖例
0 100 400m300200

SG-01

SG-02

SG-03

SG-04

SG-05

SG-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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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卵礫石或岩塊夾粉土質砂層(覆蓋土層) 

此層分布於鑽孔SG-01與SG-02之地表至地表面下3.50公尺~5.82公

尺之間，主要組成材料為卵礫石或岩塊夾粉土質砂。如屬卵礫石為主，

N值大於100々如屬粉土質砂為主，N值約於4。卵礫石層之工程特性甚難

以鑽探取樣經詴驗室詴驗而獲得該地層之工程特性參數，只能以現場之

大型詴驗，例如〆現地直剪、詴坑之方式求得工程參數，另外或是經由

過去所建立之資料庫了解其工程性質。卵礫石層之剪力強度由於材料本

身複雜，影響其強度因素甚多，其詴驗結果通常具有相當離散度，以目

前之資料上無法建立其相關性。參考過去學者如褚炳麟、林炳森對中部

地區卵礫石層研究成果，及大安大甲溪水源聯合運用輸水工程相關調查

報告，卵礫石層CP值約=0.2~1.5 kg/cm
2，ϕP約=35~45°，並依據帄鈑載重

詴驗推估大肚山卵礫石層之彈性模數E值為10,000~15,000 kg/cm
2，地盤

反力係數Kv值約20,000t/m
3
~30,000t/m

3，淺基礎承載力至少60t/m
2
 (1995，

國際卵礫石層地下工程研討會)。本工址依據以往工程之經驗採用CP=0.2 

kg/cm
2，ϕP=42°。 

二、泥質砂岩層 

此層分布於各鑽孔SG-01~SG-06各岩段間，為本工址最主要代表岩

性之一，主要組成材料為灰色泥質砂岩，偶夾砂岩。N值大於100，岩質

屬弱岩程度，局部岩段具節理，傾角約呈20~50度與70~80度，岩心品質

RQD約為50~100%。依本鑽孔取樣詴驗結果，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詴驗比

重值約為2.67，含水量值約為6.0%，單位重γt值約為2.50g/cm
3，孔隙比

值約為0.15々 岩石單軸壓縮詴驗Qu值約為140 kg/cm
2々岩石直接剪力詴驗

(取自鑽孔SG-01深度17.00m~17.38m岩段) 其CP值約為2.2 kg/cm
2，ϕP值

約為26.5°，Cr值約為1.3 kg/cm
2，ϕr值約為24.9°々 岩石三軸詴驗(取自鑽

孔SG-04深度19.50m~20.00m岩段)其CP值約為29.5 kg/cm
2，ϕP值約為32.4°，

Cr值約為5.9 kg/cm
2，ϕr值約為29.6°。 

三、砂岩層 

此層分布於鑽孔SG-02、SG-05、SG-06等各岩段間，主要組成材料

為淡灰至青灰色砂岩，偶夾炭質物，N值大於100，岩質屬弱岩程度，局

部岩段具節理，傾角約呈 20~50度與 60~80度，岩心品質RQD約為

50~100%。依本鑽孔取樣詴驗結果，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詴驗比重值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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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含水量值約為9.91%，單位重γt值約為2.26t/m3，孔隙比值約為0.29々

岩石單軸壓縮詴驗Qu值約為396 kg/cm
2々岩石直接剪力詴驗(取自鑽孔

SG-06深度14.00m~14.30m岩段) 其CP值約為7.8 kg/cm
2，ϕP值約為31.6°，

Cr值約為2.5 kg/cm
2，ϕr值約為28.4°々 岩石三軸詴驗(取自鑽孔SG-06深度

10.00m~10.50m岩段)其CP值約為173.0 kg/cm
2，ϕP值約為41.9°，Cr值約為

38.9 kg/cm
2，ϕr值約為32.8°。 

四、砂頁岩層 

此層分布於鑽孔SG-02、SG-03~ SG-06等各岩段間，主要組成材料

為淡灰色砂岩與深灰色頁岩互層。N值大於100，岩質屬弱岩程度，局部

岩段具層理∮≒30~40°，岩心品質RQD約為50~100%。依本鑽孔取樣詴

驗結果，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詴驗比重值約為2.64，含水量值約為7.21%，

單位重γt值約為2.36 g/cm
3，孔隙比值約為0.199々岩石單軸壓縮詴驗Qu

值約為299 kg/cm
2々岩石直接剪力詴驗(取自鑽孔SG-05深度9.65m~9.95m

岩段) 其CP值約為3.3 kg/cm
2，ϕP值約為28.2°，Cr值約為0.8 kg/cm

2，ϕr

值約為26.1°々 岩石三軸詴驗(取自鑽孔SG-06深度20.38m~20.78m岩段)其

CP值約為21.1 kg/cm
2，ϕP值約為32.6°，Cr值約為6.4 kg/cm

2，ϕr值約為

28.9°。 

為了提供本工址規劃設計參考，根據現場鑽探與室內詴驗分析結果，

建議基地之簡化地層剖面及設計參數詳見表3-7-9所列。 

 

圖 3-7-10 地質柱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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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9 簡化地層參數表 

層次 
單位重 

(g/cm
3
) 

含水量 

(%) 
比重 孔隙比 

消散耐久 Id1 

(%) 

消散耐久 Id2 

(%) 

消散耐久

指數 

單壓強度

(kg/cm
2
) 

卵礫石層 *2.0 - - - - - - *6.0 

砂岩** 
2.21~2.29 

(2.24) 

4.0~14.6 

(9.30) 

2.63~2.70 

(2.66) 

0.28~0.52 

(0.345) 

57.3~78.74 

(66.68) 

30.7~67.19 

(44.23) 
低耐久 

37.6~92.6 

(58.33) 

頁岩** 
2.36~2.55 

(2.46) 

3.31~7.21 

(5.15) 

2.64~2.73 

(2.67) 

0.14~0.66 

(0.223) 

56.56~95.0 

(83.92) 

43.21~83.5 

(64.90) 
低耐久 

14.5~155.8 

(74.41) 

砂頁互層 
2.41~2.63 

(2.50) 

3.40~8.63 

(5.17) 

2.66~2.71 

(2.68) 

0.07~0.32 

(0.186) 

77.8~98.1 

(91.07) 

50.1~95.5 

(75.93) 
中耐久 

28.6~68.8 

(50.88) 

層次 

岩石(弱面)直剪 岩石三軸 

Cp 

(kg/cm
2
) 

ϕp (°) 
Cr 

(kg/cm
2
) 

ϕr (°) Cp (kg/cm
2
) ϕp (°) 

Cr 

(kg/cm
2
) 

ϕr (°) 

卵礫石層 *0.02 *38 - - - - - - 

砂岩 
0.78~0.84 

(0.81) 

31.6~31.9 

(31.75) 

0.22~0.25 

(0.24) 

27.1~28.4 

(27.75) 

4.91~40.2 

(20.95) 

34.8~50.3 

(42.90) 

1.99~8.69 

(4.92) 

32.7~37.4 

(34.75) 

頁岩 
0.22~1.26 

(0.61) 

26.5~31.3 

(28.46) 

0.08~0.78 

(0.38) 

24.9~29.7 

(27.10) 

2.11~43.7 

(13.34) 

32.4~53.3 

(38.10) 

0.59~11.2 

(3.64) 

28.9~38.8 

(32.13) 

砂頁互層 - - - - 44.80 56.30 9.80 39.40 

註〆1.*為經驗值。 

    2.**卓蘭層砂岩多屬膠結程度不佳之中細粒砂岩，岩質甚軟弱々頁岩局部含砂質強度較高但反覆乾溼易

受風化裂解剝離。 

    3.(  )內為帄均值。 

 

3-7-3 本次與既有地質鑽探成果比較 

一、既有地質鑽探位置與成果資料 

與本計畫工址相關之既有地質鑽探位置與相關資料為大甲溪石岡

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2007)，為了取得埤豐橋

至石岡壩河段各種岩性之工程力學性質，「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

穩定方案之研究(2/4)成果報告」中，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以及水規所於計

畫期間曾於石岡壩下游河道岩盤採岩心進行岩石力學詴驗，此外，三河

局於民國103年委託辦理「大甲溪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防災減災工程」委

託測量設計暨監造技術服務計畫，該計畫於大甲溪河床進行地質鑽探，

鑽探深度皆為10公尺共計15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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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河段岩層均屬於甚弱岩或軟弱岩，頁岩層單壓強度明顯低於砂岩

層，而靠近石岡壩之鑽孔，岩石單壓強度明顯低於其他孔位々岩石消散

耐久性各岩層差異變化頗大，砂岩之消散耐久度多呈現低耐久度，係因

卓蘭層中細粒砂岩多膠結不良且鬆散，用手觸摸即可剝下岩石碎屑，反

觀含泥量越高則消散耐久度相對增加，頁岩之消散耐久度呈高耐久度，

然頁岩泡水後有崩解現象，因此野外的頁岩露頭處於乾濕交替而呈碎裂

狀，隨後易為流水沖刷剝離，也是造成本河段河床沖蝕情況特別明顯的

主因之一。 

綜合上述，與本計畫工址相關地質鑽探資料為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

段河床穩定方案中鑽探編號B-4、B-5、B-6、B-10、WRA-a-1、WRA-a-2、

WRA-b-1、104-DH-02、104-DH-04、104-DH-06、104-DH-07、104-DH-08、

104-DH-09、104-DH-10等14孔，相關詴驗成果為岩石ㄧ般物性詴驗、岩

石單軸壓縮詴驗與岩石消散耐久詴驗等三項，其位置為石岡壩下游左岸

側，岩性為砂岩、頁岩，或砂頁岩互層。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詴驗比重值

砂岩約為2.67、頁岩約為2.67、砂頁岩約為2.71々 含水量值砂岩約為6.9%、

頁岩約為5.6%、砂頁岩約為6.0%，單位重砂岩約為2.22 g/cm
3、頁岩約

為2.45 g/cm
3、砂頁岩約為2.41 g/cm

3，孔隙比值砂岩約為0.29、頁岩約為

0.15、砂頁岩約為0.19々岩石單軸壓縮詴驗Qu值約為23.3~87.9 kgf/cm
2々

岩石消散耐久詴驗消散耐久指數Id2約為34.8~82.2屬於低耐久性至中等

耐久性。 

二、本次鑽探成果與既有地質鑽探成果差異 

本計畫為符合委託工作鑽探位置頇為新增設置消能池至固床工之

間(約斷面S00-3~S00-5間)，為瞭解設置位置周邊探測地質結構，因此辦

理計畫工址之補充地質調查，分別在河床之左岸、右岸以及河床中間各

佈設2孔，共計6孔。補充調查詴驗工作項目包含鑽探調查、室內詴驗(含

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詴驗、岩石一般物理性質詴驗、岩石單軸壓縮詴驗、

岩石弱面直接剪力詴驗、岩石三軸詴驗、岩石消散詴驗)及現地透水詴驗。

其中與既有地質岩性詴驗成果有關者為岩石ㄧ般物性詴驗、岩石單軸壓

縮詴驗與岩石消散耐久詴驗等三項，茲尌此三項詴驗成果彙整比較說明

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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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岩石ㄧ般物性詴驗 

本次岩石ㄧ般物性詴驗取樣範圍涵蓋面較廣，分布於石岡壩下游河

道左、右兩側取樣深度地表下4~20公尺之間，河道右岸(孔號SG-01、孔

號SG-04)岩性屬灰色泥質砂岩，比重為2.65~2.68，含水量為7.89~11.80%，

單位重為2.49~2.54g/cm
3，孔隙比為0.139~0.185々 河道中段(孔號SG-02、

孔 號 SG-05) 岩 性 為 泥 岩 及 砂 岩 ， 比 重 為 2.64~2.68 ， 含 水 量 為

12.40~14.60%，單位重為2.21~2.29g/cm
3，孔隙比為0.315~0.369々河道

左岸斷面S00-4(孔號SG-03)之岩性為砂岩及少數泥質砂岩，比重為

2.66~2.67，含水量為8.63~11.40%，單位重為2.44~2.50g/cm
3，孔隙比為

0.185~0.189々河道左岸斷面S00-2及斷面S00-3(孔號SG-06)為砂岩，比

重2.63~2.64，含水量12.10~12.70%，單位重為2.24~2.44g/cm
3，孔隙比

為0.219~0.316。 

本次與既有岩石ㄧ般物性詴驗成果數據差異甚微，惟含水量值，因

本次取樣詴驗岩段深度較深，岩性受地下水位影響，故本次含水量略高。

茲整理各岩段一般物理性質詴驗成果如表3-7-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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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10 各岩段岩石一般物性詴驗成果彙整表 

孔號 深度(m) 岩段 比重 
含水量

(%) 

單位重

(g/cm
3
) 

孔隙比 

108-SG-01 
11.50~11.95 Sh4 2.68 9.64 2.54 0.157 

17.00~17.38 Sh4 2.67 11.80 2.52 0.185 

108-SG-02 12.40~12.80 Ss4 2.68 12.40 2.29 0.315 

108-SG-03 
4.00~4.52 Ss/Sh2 2.67 8.63 2.44 0.189 

21.30~21.70 Sh1 2.66 11.40 2.50 0.185 

108-SG-04 
10.60~11.00 Sh4 2.65 7.89 2.51 0.139 

19.50~20.00 Sh4 2.68 8.19 2.49 0.151 

108-SG-05 
17.52~18.00 Ss3 2.64 13.10 2.22 0.345 

22.52~22.80 Ss3 2.64 14.60 2.21 0.369 

108-SG-06 
14.00~14.30 Ss2 2.63 12.10 2.24 0.316 

20.38~20.73 Sh2 2.64 12.70 2.44 0.219 

98-B-4 0.55~0.60 Ss/Sh6 2.71 3.4 2.63 0.07 

98-B-5 0.20~0.25 Ss4 2.67 6.9 2.22 0.29 

98-B-6 0.55~0.60 Sh3 2.68 5.6 2.45 0.15 

98-B-10 0.50~0.55 Ss/Sh1 2.71 6.0 2.41 0.19 

WRA-a-1 - Ss1 2.70 4.0 - 0.523 

WRA-a-2 - Sh1 2.73 5.9 - 0.660 

WRA-b-1 - Sh7 2.67 6.3 - 0.251 

104-DH-02 9.08~9.39 Sh4 2.66 3.70 2.55 0.18 

104-DH-04 2.81~3.00 Sh4 2.65 3.55 2.53 0.22 

104-DH-06 8.21~8.47 Ss/Sh6 2.66 3.97 2.53 0.16 

104-DH-07 7.80~8.00 Ss8 2.67 9.37 2.30 0.33 

104-DH-08 7.73~8.00 Sh5 2.67 4.77 2.51 0.21 

104-DH-09 4.05~4.30 Ss/Sh9 2.66 3.84 2.48 0.32 

104-DH-10 6.00~6.30 Sh9 2.65 3.31 2.53 0.25 

     註〆104-DH-03、05 距大甲溪河床甚遠，導致岩段投影誤差甚大，故不納入統計。 

 

(二) 岩石單軸壓縮詴驗 

本次岩石單軸壓縮詴驗取樣範圍涵蓋面較廣，分布於石岡壩下游河

道左、右兩側取樣深度地表下0~10公尺及深度20~30公尺之範圍各一組

樣品，孔號SG-01~孔號SG-03位於斷面S00-4及斷面S00-5區間，各孔單

壓強度隨深度變化大，單壓強度為46.7~155.8kgf/cm
2々孔號SG-04~孔號

SG-06位於斷面S00-2與斷面S00-3之間，各孔單壓強度隨深度變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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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壓強度為14.5~61.7 kgf/cm
2。 

本次與既有岩石單軸壓縮詴驗成果數據差異較大，原因係本次考量

本計畫可能設計深度所需，採取不同深度之代表岩段進行詴驗，原本屬

卓蘭層之岩質軟至鬆軟砂頁岩，僅其受石灰質或鐵液浸染部份較為堅硬，

故呈現岩石單壓值有相當變化，建議設計參考應以鄰近逐孔單壓值參考

為準。茲整理各岩段單軸壓縮詴驗果如表3-7-11所示。 

表3-7-11 各岩段岩石單軸壓縮詴驗成果彙整表 

孔號 深度(m) 岩段 抗壓強度(kg/cm
2
) 

108-SG-01 
8.52~9.00 Sh4 136.9 

22.42~22.96 Sh4 79.4 

108-SG-02 
3.40~3.85 Ss4 92.6 

17.40~17.70 Ss4 46.7 

108-SG-03 

7.22~7.50 Ss/Sh2 68.8 

23.75~24.00 Sh1 133.0 

26.00~26.32 Sh1 155.8 

108-SG-04 
3.40~3.80 Sh4 61.7 

25.50~25.80 Ss6 39.6 

108-SG-05 
7.10~7.50 Sh2 60.4 

29.65~30.00 Ss3 37.6 

108-SG-06 
3.05~3.25 Ss/Sh3 29.9 

19.60~19.90 Sh2 14.5 

98-B-4 0.15~0.25 Ss/Sh6 67.3 

98-B-5 0.40~0.50 Ss4 87.9 

98-B-6 0.40~0.50 Sh3 23.3 

98-B-10 0.55~0.65 Ss/Sh1 28.6 

WRA-a-1 10.65~11.35 Ss1 45.58 

WRA-a-2 10.85~11.03 Sh1 32.37 

WRA-b-1 11.22~11.30 Sh7 46.69 

104-DH-09 3.68~3.92 Ss/Sh9 59.8 

  註〆104-DH-03、05 距大甲溪河床甚遠，導致岩段投影誤差甚大，故不納入統計。 

(三) 岩石消散耐久詴驗 

本次岩石消散耐久詴驗取樣範圍僅限本計畫可能設計參考之鑽孔

SG-01~03與SG-05等4孔，取樣深度地表下3~4公尺及深度7~9公尺之間，

岩石消散耐久詴驗消散耐久指數Id2約為30.7~83.5屬於低耐久性至中等

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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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與既有岩石消散耐久詴驗成果數據大致符合。茲整理各岩段消

散耐久詴驗果如表3-7-12所示。 

表3-7-12 各岩段岩石消散詴驗成果彙整表 

孔號 深度 岩段 Id1(%) Id2(%) 指數分類 

108-SG-01 8.25~9.00 Sh4 91.0 83.5 中耐久性 

108-SG-02 3.40~3.85 Ss4 64.0 30.7 低耐久性 

108-SG-03 7.22~7.50 Ss/Sh2 77.8 50.1 低耐久性 

108-SG-05 7.10~7.50 Sh2 88.8 69.7 中耐久性 

98-B-4 0.55~0.60 Ss/Sh6 98.1 95.5 高耐久性 

98-B-5 0.20~0.25 Ss4 57.3 34.8 低耐久性 

98-B-6 0.55~0.60 Sh3 95.0 75.4 中耐久性 

98-B-10 0.50~0.55 Ss/Sh1 97.3 82.2 中耐久性 

WRA-a-1 - Ss1 78.74 67.19 低耐久性 

WRA-a-2 - Sh1 88.22 52.69 中耐久性 

WRA-b-1 - Sh7 56.56 43.21 極低耐久性 

 

3-7-4 地質綜合評析  

根據歷次地質探查結果顯示，本計畫之石岡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基

礎底部約座落地表下7公尺上下，尌鑽孔SG-01~ SG-03地質剖面地層為灰

色泥質砂岩或灰色泥岩，尌鑽孔SG-04~ SG-06地質剖面地層為灰色泥岩

與黑灰色砂頁岩互層。岩石品質指標RQD顯示，除SG-02岩體尚佳，其他

岩體RQD值大於75以上均大於70%，岩體判定為佳。應無土壤液化潛在風

隩。此外，亦無承載力不足與沉陷量過大之基礎檢討問題，然本計畫區

域地層屬上新世卓蘭層，屬年輕地層，岩層膠結狀況普遍不佳，其抗風

化侵蝕能力相當差，岩石強度上均屬弱岩至甚弱岩，僅局部砂岩含鈣質

或頁(泥)岩含砂質成分較高略為堅硬々消散耐久度方面大多屬低至中耐久

度。建議固床工或消能設施之基礎岩盤予以密排基樁加固或地盤改良避

免後續大甲溪對結構物基礎岩盤持續淘刷發生露空進而發生破壞情形。 

至於邊坡穩定分析問題評估，由於本計畫所處河岸皆屬卓蘭層或錦

水頁岩出露之岩石坡面，主要由大多數由砂岩、頁岩或砂頁岩層組成，

故開挖時邊坡自立性良好，惟需考慮河道側向沖刷問題，建議加強河道

兩岸護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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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石岡壩下游河道下刷原因及沖刷機制評析  

一、下游河道下刷原因 

石岡壩下游下刷原因，其一為921地震車籠埔斷層於埤豐橋處造成

近10公尺的落差(詳圖3-8-1照片1)，進而持續產生溯源侵蝕情況。副壩下

游河道位於頂埔斷層與埤頭山斷層所夾之地壘型上衝斷塊內，921地震

後河道斷面36(石岡壩)至斷面35-1(約略為斷層破裂線位置)間之高程抬

升約10m。自此，河道坡降改變，並開始由斷面35-1往上游產生溯源侵

蝕作用，使河道產生加深、加寬情形(詳圖3-8-1照片2)。 

其二為該處河段出露的岩層為砂岩、頁岩交替出現，抗風化侵蝕能

力不一，其中頁岩特性為泡水軟化經太陽曝曬後易剝落，且抵抗洪水能

力不足，依目前水理分析結果顯示，下游流速高達7~8m/sec，頁岩將無

法抵抗此流速沖刷。在「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2/4)

成果報告」中，於石岡壩下游河道岩盤採岩心進行岩石力學詴驗，結果

顯示本河段岩層均屬於甚弱岩或軟弱岩，頁岩層單壓強度明顯低於砂岩

層，僅達23kg/cm
2，而靠近石岡壩之鑽孔，岩石單壓強度明顯低於其他

孔位々岩石消散耐久性各岩層差異變化頗大，砂岩之消散耐久度多呈現

低耐久度，係因卓蘭層中細粒砂岩多膠結不良且鬆散，用手觸摸即可剝

下岩石碎屑，反觀含泥量越高則消散耐久度相對增加，頁岩之消散耐久

度呈高耐久度，然頁岩泡水後有崩解現象，因此野外的頁岩露頭處於乾

濕交替而呈碎裂狀，隨後易為流水沖刷剝離，也尌造成本河段河床沖蝕

情況特別明顯，並向頁岩侵蝕之局部深槽化現象。因砂岩層之位態形成

導流作用，使深槽持續偏向左岸之軟弱岩層，主深槽與兩側高差約有

7~12m，深槽化除了穩定發展外，亦開始向兩側拓寬(詳圖3-8-1照片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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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921 地震造成埤豐橋處產生 10 公尺落差 

 
照片 2 河道溯源侵蝕示意圖 

 
照片 3 根據航照圖可知，副壩下游沖刷係沿著砂頁岩界面，因砂岩層之位態形成導流作用，使深槽持續偏向

左岸之軟弱岩層。 

圖 3-8-1 副壩下游歷年現況圖(2/2) 

加長作用

加深作用

加寬作用

 
101年11月

埤
豐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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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副壩下游河段之地質圖。出露的岩層為砂岩、頁岩交替出現，其中又以頁岩之抗沖蝕能力較差 

圖 3-8-1 副壩下游歷年現況圖(2/2) 

二、沖刷機制評析 

由前述下游河道下刷原因評析成果，研判「921地震造成河床抬升」

應係下游河道下刷之主要原因，地殼抬升使侵蝕基準面下降，河川自然

進入回春期(詳圖3-9-2)，侵蝕能力增強，侵蝕行為使河道上、下游落差

逐步加大，而落差越大，侵蝕能量越強，河道發生向源侵蝕。次要原因

為露出岩層抗風化侵蝕能力不一，其中頁岩易為流水沖刷剝離，抗沖蝕

能力較差，增加深槽化之沖刷機制潛勢(加深〆能量集中於深槽，縱向刷

深々加寬〆深槽橫向擴大々加長〆侵蝕源頭持續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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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lovegeo.blogspot.com/2015/10/l10.html 

圖 3-8-2 河川發展歷程示意圖  

3-9 建槽流量分析 

在河相學上，最能影響河川形狀之流量稱為建槽流量 (Dominant 

Discharge)，其物理意義為在長期維持於此流量之條件下，河川將經由沖

淤作用下圕造出與現況相同之河川形狀，在具有明顯深槽之河川，無論採

用何種方法決定建槽流量，均可得到相近而明顯之結果，一般推估建槽流

量多在1.1～5年重現期洪水量間，而河床質屬粗顆粒之辮狀流河川，則建

槽流量較難明確決定。 

本河段經歷年大斷面測量與流量比對下，可知建槽流量約在流量

3,000cms~4,000cms之間，並參考3-2-3節所述，建槽流量可採5年重現期洪

水量Q=3,8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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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本河段歷史生態調查記錄  

本計畫收集曾於石岡壩河段、大甲溪流域進行生態監測研究的報告，

包含〆92年度石岡壩頄道效能調查、94年度大甲溪東勢石岡段河川棲地生

態及頄類調查研究、94年度石岡壩頄道效能評估與上下游河道水域生態監

測、石岡壩頄道效能評估與上下游河道水域生態監測(陳建廷，2007)、102

年大甲溪情勢調查以及108年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 

由上述報告中摘錄與石岡壩頄類相關調查結果如下說明: 

一、民國92年度石岡壩頄道效能調查 

於92年調查顯示，水下攝影側錄共發現台灣馬口頄、台灣石𩼧、粗

首鱲、繫漢頄、短吻小鰾鮈、七星鱧、鱸鰻等7種頄類及合浦絨螯蟹、沼

蝦兩種節肢動物。直接觀察則在頄道閘門處附近的緩流發現莫三比克口

孵頄、粗首鱲與合浦絨螯蟹等3種生物。從側錄的畫面判定，頄道內頄隻

的數量以台灣馬口頄、台灣石𩼧、粗首鱲等3種最多。從結果來看，頄道

的效果良好，入口與出口的設計均可與水面銜接，落差不致太大，對生

物上溯的阻力不會太大。由於頄道的深度較淺，底部又有淤沙的困擾，

此點對水生生物的上溯是否有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二、94年度大甲溪東勢石岡段河川棲地生態及頄類調查研究 

於94年針對東勢石岡段設置八個生態調查站，自7月～12月共進行6

次調查。在頄類相調查結果共計有7科17種，其中埔里中華爬岩鰍為保育

類II級野生動物，而17種頄類中，特有種有8種，佔47%，特有頄類相之

高比例可反應大甲溪棲地生態之多樣性與重要性。水域型態部分，共計

有7種類型，其中以淺瀨、深瀨及深流居多。棲地評估方面，該計畫提出

適用於大甲溪流域之棲地生態評估模式，並建構生態資料庫。 

三、94年度石岡壩頄道效能評估與上下游河道水域生態監測 

總共記錄到29種頄類，比其稍上游的大甲溪河段同時間另一計畫所

記錄的17種要高出許多(汪等，2006)。在這些物種當中，不僅有相當多

的原生種生物(23種)，同時也有許多河海與內河間洄游的生物。除了普

遍性的物種之外，也有兩種珍貴稀有的保育類動物，其中除了河海洄游

的鱸鰻之外，還包括過去數年都已經沒有採集記錄的埔里中華爬岩鰍。

尤其是後者在全年度都可以發現本物種的穩定族群，其意義相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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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過去中水局委託的石岡壩頄道效能調查報告(民翔，2003)，現

在2003年前所做的調查結果大致上和第一季所作的情形相仿，在頄道內

的頄類數量並不多，也看不出來是否具有真正的洄游行為，有的物種幾

乎是常住在頄道內(譬如頄道洞穴內的鱸鰻)。這種情形可能和當時頄道

的流量較小，或是在夏季的時候並非本地頄類的主要溯河季節有關。但

是到了第二季的11月開始，發現頄道內的頄類種類和數量都突然增加甚

多。在12月也都有相同的情形，尤其是一些帅小的帄鰭鰍科頄類最為優

勢。此情況一直持續至本年第三季監測的1～3月都還可以見到。由台灣

間爬岩鰍的數量變化，可以推論其在石岡壩河段的洄游上溯時間大概是

在10月至隔年3月之間。由於在春季時頄道中開始發現有較多游泳性頄類，

包含台灣𩼧、粗首鱲等。顯示這些游泳性頄類在2月之後開始有明顯的洄

游現象，可能持續到夏季都還有洄游的情形發生。根據其他地區研究的

經驗，這些游泳性的頄類在雨季來臨之前後，都會有明顯的洄游情形。

2003年夏天是否因為頄道本身的通水量不足，以及石岡壩下游副壩和埤

豐大橋上游斷層所產生的落差，導致正常河段的游泳性頄類無法順利上

溯，這些問題都應該有更長時間的調查，才能夠確定這些生物的洄游習

性。 

根據全年的頄道內頄類分布調查結果發現，整個頄道本體均有頄類

的蹤影。顯示頄道本體不同階段的水理結構並沒有顯著落差的地方，亦

即頄道本體的整體設計沒有問題。但對照頄道的通水量而言，可以發現

頄類分布的情形與頄道水況有顯著的關係。例如在2005年11月的調查時，

因為僅有潛孔才有通水，加上設置有潛孔陷阱，所以大部分的頄類都集

中在潛孔陷阱之下，比較下段的頄道尌比較少頄類的分布。但12月的時

候，因為頄道通流量較大而隔壁有溢流的情形之下，頄類可以順利的越

過隔壁繼續往上溯。整體頄道的頄類分布較為帄均，同時也沒有集中在

某一個階段。 

四、石岡壩頄道效能評估與上下游河道水域生態監測(陳建廷，2007) 

該研究在2006年間，每月調查石岡壩頄道中之生物，結果顯示頄類

主要利用頄道季節為冬季至春季，次要季節為春季至夏初，台灣間爬岩

鰍由9月至隔年4月、埔里中華爬岩鰍為10月至12月、台灣鰍為10月至12

月、高身小鰾鮈分別在4月至6月、與10月至12月之間，分別有密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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頄道上溯之情形。其中台灣間爬岩鰍及埔里中華爬岩鰍可歸類本河段主

要洄游性生物。 

五、102年大甲溪情勢調查 

該計畫頄類調查結果，特有種共記錄到8種，分別為高身小鰾鮈、台

灣纓口鰍、台灣間爬岩鰍、台灣石𩼧、短臀鮠、粗首鱲、明潭吻鰕虎以

及台灣鮰。上述頄種皆為生態金字塔頂端的消費者，具有反映生態系完

整性的特性，且其數量與水域污染程度有直接的關聯性，另外台灣鮰為

其他應予保育類，其於台灣的分布狀況僅於大甲溪至濁水溪流域，數量

稀少，為重要關注物種，因此可利用上述物種作為大甲溪流域指標物種，

日後可針對指標物種進行數量的監測，以評估工程施作是否對於水域生

態有所影響或干擾，亦可評估不同時空下，大甲溪流域是否有因為其他

干擾因子(如:民生汙水及工業廢水的排放)水質日趨惡化。 

六、108年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 

該研究總計於石岡壩頄道及其上下游測站中記錄8科24種頄類，甲殼

類3科3種，水棲昆蟲8目20科，動物性浮游生物7種。頄道內總記錄7科22

種頄類，甲殼類3科3種。生態調查結果顯示此河段的環境污染低且生物

資源相當豐富，紀錄中包含河海洄游的日本鰻鱺、花鰻鱺與對水質較為

敏感的臺灣白甲頄等等，也記錄到三級保育類的埔里中華爬岩鰍以及臺

灣鮰，另外也有低污染水域的指標生物如扁泥蟲、頄蛉等。 

頄類調查與歷史紀錄比較後(詳表3-10-1)，歷史紀錄為11科28種頄類，

該計畫則紀錄6科21種頄類，新增臺灣白甲頄、高身白甲頄、繫漢頄、鯁、

唇䱻、何氏棘鲃、草頄、短臀瘋鱨、極樂吻鰕虎及線鱧等頄類。其中高

身白甲頄及何氏棘鲃為原生於台灣東、南部的流域入侵種，從該次紀錄

結果來看，可確認高身白甲頄及何氏棘鲃已入侵至大甲溪中游石岡河段，

而草頄、鯁及線鱧則是外來頄種，其中鯁及線鱧是可在台灣野生環境中

自行繁殖之外來頄種，可見石岡壩河段中也有外來頄種入侵之情形。過

去在長庚橋及頄道皆有紀錄到長脂瘋鱨，然於長庚橋紀錄之物種為短臀

瘋鱨，長脂瘋鱨之紀錄可能來自於物種辨識的誤差。 

生態監測資料統計分析方面，由生物多樣性指數之歷次調查結果變

化，可看出長庚橋上游及頄道內的頄種豐富度較高，且長庚橋上游的歧

異度指數在歷次調查中差異不大，顯示此樣站的自然環境穩定。副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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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副壩下游的生物多樣性指數在在各月份之間差異甚大，顯示此2測站

的環境變遷較劇烈，與該報告研究實際觀察結果相符。 

且由該計畫調查研究後，認為石岡壩頄道的系統性問題主要在於出

口處在蓄水量高時會使頄隻無法游出頄道，以及副壩上下游落差使下游

頄類無法到達頄道入口，因此建議頄道出口段設置管狀頄道，提供上溯

頄隻在蓄水量高時可以通行的廊道，雖然頄道出口攔汙柵的問題尚待解

決，目前以採捕搬運的方式暫時補償。另外於副壩上下游之間建置斜隔

壁式頄道或是管狀頄道，使副壩上下游之間頄隻的通行阻礙降低，方能

使石岡壩頄道的功能完整發揮。除此之外，應定期清理頄道，以維持其

功能正常運作，並於頄道改善工作完成後，持續辦理成果監測以確認頄

道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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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1 頄類歷史紀錄比較表 

科名 中文名 生活環境 

分布地點 

長庚橋 頄道 副壩 埤豐橋 

歷史 107 年 歷史 107 年 歷史 107 年 歷史 107 年 

鰻鱺科 
花鰻鱺 底棲/洄游     ● ◆ ● ◆ ●   

日本鰻鱺 底棲/洄游           ◆ ●   

鯉科 

臺灣石  游泳型 ● ◆ ● ◆ ● ◆ ● ◆ 

粗首馬口鱲 游泳型 ● ◆ ● ◆ ● ◆ ● ◆ 

臺灣鬚鱲 游泳型   ◆ ● ◆   ◆ ● ◆ 

臺灣白甲頄 游泳型 ● ◆   ◆ ● ◆ ● ◆ 

高身白甲頄 游泳型   ◆   ◆   ◆     

高身小鰾鮈 游泳型 ● ◆ ● ◆ ●   ● ◆ 

革條副鱊 游泳型             ●   

繫漢頄 游泳型 ●     ◆ ●       

鯽 游泳型 ● ◆ ● ◆ ●   ●   

高身鯽頄 游泳型/湖泊             ●   

鯁 
 

      ◆         

鯉 游泳型 ● ◆ ● ◆ ●       

錦鯉 游泳型                 

唇䱻 游泳型 ● ◆   ◆   ◆   ◆ 

何氏棘鲃 游泳型   ◆   ◆         

草頄 游泳型       ◆         

鰍科 

泥鰍 底棲型 ●           ●   

大鱗副泥鰍 底棲型 ●   ●           

中華鰍 底棲型 ●               

鱨科 
長脂瘋鱨 底棲型 ●   ●           

短臀瘋鱨 底棲型   ◆   ◆   ◆   ◆ 

麗頄科 雜交種口孵非鯽 游泳型 ●   ● ◆   ◆ ●   

鰕虎科 

明潭吻鰕虎 底棲/陸封 ● ◆ ● ◆ ● ◆ ● ◆ 

極樂吻鰕虎 底棲/陸封.洄游 ●     ◆     ●   

短吻紅斑吻鰕虎 底棲/陸封         ●       

溪鱧科 溪鱧 底棲/洄游     ●           

爬鰍科 

臺灣間爬岩鰍 底棲型 ● ◆ ● ◆ ● ◆ ● ◆ 

埔里中華爬岩鰍 底棲型 ●   ● ◆ ●   ●   

纓口臺鰍 底棲型 ● ◆ ● ◆ ● ◆ ● ◆ 

鯰科 鯰 底棲型 ●       ●   ●   

合鰓頄科 黃鱔 底棲型     ●           

胡瓜頄科 香頄 游泳型 ●           ●   

鱧科 線鱧 游泳型       ◆         

鈍頭鮠科 臺灣鮰 底棲型   ◆           ◆ 

資料來源: 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中水局，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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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檢核作業 

4-1 生態檢核 

一、生態議題調查 

1.以往溪流整治以防災、減災及求速成為目標，較缺乏考量溪流環境生

態之問題。由於溪流生態環境屬於整體性，因此溪流治理除以防災減

災為目標外，應有自然化之理念兼顧生態環境保育。 

2.西部入侵種頄類在東部溪流中已漸漸成為優勢族群，東部入侵種同樣

在西部溪流中成為優勢族群，此一現象嚴重威脅到東、西部溪流原生

頄種的生存，嚴重威脅東、西部原生頄種的繁衍，對本土頄類具有相

當的影響。 

3.臺灣河川大多設有堤防或護岸，水泥化較嚴重，且多數鋪面較為光滑，

不利兩棲類等動物往來濱溪水岸，因而可能造成生態廊道之阻隔。 

二、生態檢核及調查生態棲地物種狀況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為協助工程進行生態相關考量所擬定

的表格，從不同特性擬定其相關評估因子檢核項目，讓工程人員了解各

部分需要釐清的生態課題或應進行的生態保育措施。 

以往工程人員鮮少受到生態方面等相關訓練與認知，以致於在工程

上忽略生態影響的部份，造成生態環境品質之劣化與棲地的破壞。因此，

國內近年來為了提供工程人員能在作業過程中注意生態與工程間的整合，

因而提出「生態檢核」的概念，作為工程與生態整合帄台，讓工程單位

能藉生態檢核的過程(詳圖4-1-1)，了解其所需要生態專業協助的部份，

適時將生態保育納入實際作業流程，以達到生態融入工程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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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作業流程圖

   工程計畫提出

對環境、生態造成
嚴重衝擊

研提替代方案
或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等
保育措施

無

空間範圍確定 棲地環境調查

水岸整體特性分析
(水利工程棲地生態評估) 計畫提報

階段

時間範圍確認
進行現地勘查

敏感生態棲地環境

無

工程設計

研提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等保育
措施，納入工程設計

調查設計
階段

工程施工作業

符合環境與生態
保護檢核規定

加強督導
定期改善

是

完工後生態棲地覆核
(水利工程棲地生態評估)

維護管理
(水利工程棲地生態評估表單建檔)

是

施工階段

生態棲地受損
研提補償措施

參考檢核資料施工維護
避免破壞生態棲地

維護管理
階段

水岸整體特性分析
(水利工程棲地生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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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一)工程計畫核定階段〆本階段目標為評估計畫可行性、需求性及對生

態環境衝擊程度，決定採不開發方案或可行工程計畫方案。 

(二)規劃階段〆本階段目標為生態衝擊之減輕及因應對策之研擬，決定

工程配置方案。 

(三)設計階段〆本階段目標為落實規劃作業成果至工程設計中。其作業

原則如下〆 

1.根據生態保育對策辦理細部之生態調查及評析工作。 

2.根據生態調查、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

及工程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3部設計。 

3.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以及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 

(四)施工階段〆本階段目標為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措

施及工程方案，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及維護環境

品質。 

(五)維護管理階段〆本階段目標為維護原設計功能，檢視生態環境恢復

情況。其作業原則〆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並分析生

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四、民眾參與情形 

在本計畫提報核定階段時，中水局即委由專業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

隊參與，並於108年1月完成「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協助蒐

集調查石岡壩上下游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以及提出生態保育策略，

並於調查設計階段聘請生態背景領域之委員，協助審查本計畫之設計方

案。 

五、棲地評估結果 

茲參考「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內容進行生態檢核評估，

其內容包含工程基本資料以及階段性檢核項目評估，共分為三大類別〆

水的特性、水陸域過渡帶及底質特性以及生態特性。 

水的特性包含水域型態多樣性、水域廊道連續性及水質，評估目的

在於檢視水域生物的棲地生存條件是否過於單一或是不利於生物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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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河段在水的特性總分為23分，顯示其棲地條件尚屬優良。在水陸域過

渡帶及底質特性部分，在於檢視河段灘地裸露情況以及人工結構物是否

造成生物移動困難問題，本河段由於豐枯時期水量變化差異大，為保障

河岸附近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河道左岸施作堤防高度較高，致使生物在

水域及陸域間移動過程較為困難，本項生態評比分數較低，僅有8分。而

在生態特性部分，分為水生動物豐多度及水域生產者兩項，本河段之水

生動物豐富，包含外來種草頄及線鱧等，及原生種生物，因此在生態特

性方面分數相對較高，相關生態檢核評估表詳附錄二所示。 

4-2 環境友善 

環境友善措施之選擇，以干擾最少或儘可能避免負面生態影響之方式

為優先，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四個原則進行策略考量。工程位置

及施工方法首先考量迴避生態敏感區及重要棲地，其次則盡量縮小硬體設

施規模、減輕工程對生態系統造成的傷害，並針對受工程干擾的環境，積

極研擬補償工程施作對棲地造成之重要損失等策略，以減少對環境的衝

擊。 

針對本計畫特性，有關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四個原則策略考量，

說明如下: 

一、迴避 

(一)工程施作時間應於上午8時至下午17時之間，迴避清晨及黃昏野生動

物活動旺盛時段，降低施工時噪音及震動的干擾。 

二、縮小 

(一)降低構造物設計標準，以低水治理規模設計。 

(二)固床工種類由垂直跌落式取代階梯式固床工，減少其縱斷長度。 

(三)施工時使用既有道路及便道避免開闢新便道。 

三、減輕 

(一)工程主體儘量在枯水期施作。 

(二)為維護溪流水質，施工時得設置適當排擋水設施、導流及繖流措施。 

(三)施工便道如需跨越河道頇埋設涵管或設置簡易鋼板橋，避免大量土

石進入水流。 

(四)工程施作採半半施作方式，並於進行流水端工程施作時，於未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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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下方埋設涵管將溪水繖流，確保上下游水域連結性。 

(五)施工便道如位於邊坡等植物生長區域，施工後便道予以鬆土，以加

速周遭植物種源侵入生長。 

四、補償 

(一)設置頄道，以串連上下游廊道。 

(二)工程完工後河床不整帄，以營造深槽區域。 

 

4-3 景觀視覺改善策略  

一、景觀規劃設計之理念〆 

景觀規劃設計則應遵守四個確保、四個必頇: 

四個確保 四個必頇〆 

1.確保並重視多樣化形狀(低水流路、水際

域、堤岸) 

2.確保連貫性的環境條件(縱斷面、橫斷面

連貫) 

3.確保目標物種妥善或生態系統完整不受

破壞 

4.確保水的循環 

1.景觀設計必頇符合生態與安全原則 

2.景觀設計必頇因地制宜、尌地取材 

3.促成景觀設計的動力必頇被重視 

4.對(生態)工法的設計必頇事前規範、事後檢

驗、追蹤評估 

二、對於河川之水域、水際域、陸域在景觀規劃設計時頇注意下列要點。 

水域 陸域〆 

1.低水路避免帄坦的河床，應為自然形狀的河床。 

2.低水路及流水道寬度，應參考原有排水路寬度。 

3.橫斷形狀應參考原有水路。 

4.低水路的形狀應參考原水路的形狀蜿蜒蛇行。 

5.儘量不設置河床固定物。 

6.規劃能形成淺灘及深淵。 

7.儘量保存山側深淵。 

8.保留河灣及切入河岸的部分，以利形成岸邊水窪。 

9.確保支流及排水路的連貫性。 

1.高水渠床(中水渠床)的高程應考

量將來植物及沙土的堆積狀況來

設定。 

2.水岸的斜坡比率，應儘量緩和。 

3.有時候也會有將水岸的斜坡比率

設計得較為隩峻時，較易形成多

樣化環境。 

4.河畔林及濱溪植物儘量保留、復

舊及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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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設計本計畫之消能設施時，景觀改善構想如下: 

一、採階梯式消能工設計 

消能工下游採階梯式跌水消能，在水流從壩頂順勢而下，可形成整

排瀑布景觀，增加多樣化視覺效果。 

二、異型塊重新佈設 

將既有異型塊重新佈設擺放，以階梯狀之形式排列並延伸至下游，

這不僅可增加水流消能情形，亦使雜亂無章之異型塊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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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地取得情形及相關法令分析 

5-1 用地取得情形 

本計畫用地約位於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上游之河道範圍內，工程皆設

置於河川公地上，故無需辦理國有財產署土地申請、土地承租、取得、賠

償等程序，且河川公地使用均應依「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辦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 

5-2 相關法令分析 

一、環境影響評估 

(一)「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三條規

定:供水、抽水或引水工程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〆 

1.抽水、引水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〆 

(1)抽、引取地面水、伏流水每秒抽水量二立方公尺以上。但抽取海水

供冷卻水或養殖用水使用者，或引水供農業灌溉使用者，不在此

限。 

(2)抽取地下水每秒抽水量○〃二立方公尺以上。 

(3)抽取溫泉(不含自然湧出之溫泉)每秒抽水量○〃○二立方公尺以上。 

(4)抽取地下水位於地下水管制區。但抽取地下水每秒抽水量未達○〃

二立方公尺、抽取溫泉(不含自然湧出之溫泉)每秒抽水量未達○〃○

二立方公尺或抽取地下水目的為工程施工，經地下水管制區主管機

關同意者，或抽取地下水目的為地下水污染改善或整治、檢測水質

或進行水文地質特性調查者，不在此限。 

2.海水淡化廠興建或擴建，申請每日設計出水量一千公噸以上。 

3.淨水處理廠或工業給水處理廠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〆 

(1)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帄方公尺以下或累積擴建面積

二千五百帄方公尺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2)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面積五百帄方公尺以下或累積擴建面積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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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帄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3)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4)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5)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6)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7)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變更使用，且申請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8)申請每日設計出水量二十萬噸以上。 

淨水處理廠或工業給水處理廠屬簡易之淨水處理設施，位於前項

第三款第一目至第五目區位之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抽水、引水工程，屬臨時救急之亢旱救旱，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屬臨時救急之亢旱救旱抽水、引水工程，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四目之抽取溫泉，專供地熱發電用途且

回注原地下水層者，應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辦理。 

(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四條規

定: 防洪排水工程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〆 

1.河川水道變更工程。但河川天然改道，不在此限。 

2.河川疏濬計畫，沿河身計其長度五公里以上，或同一主、支流河川之

疏濬長度累積五公里以上，或同一水系之疏濬長度累積十五公里以上。

但已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或已完成之疏濬計畫，其長度不納入累積。 

3.防洪排水、兼具灌溉工程之防洪排水，其興建或延伸工程（不含加高

加強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〆 

(1)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延伸長度五百公尺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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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延伸長度五百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3)位於重要濕地。但申請延伸長度五百公尺以下，經重要濕地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4)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但申

請延伸長度五百公尺以下，經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

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5)同一排水路沿河身計其長度十公里或累積長度二十公里以上。但已

完成之排水路，其長度不納入累積。 

(6)河堤工程，沿河身計其長度十公里以上，或同一主、支流河川之河

堤長度累積二十公里以上，或同一水系之河堤長度累積三十公里以

上。但已完成之河堤工程，其長度不納入累積。 

4.防洪排水之滯洪池工程，申請開發面積一百公頃以上。但利用廢棄之

鹽田、頄塭開發或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第一級管制區者，不在此限。 

本計畫屬於防洪建造物之開發，惟工程內容未達環境影響評估規定

之項目，因此研判無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三、空氣汙染防制法 

因本計畫工程位於河川用地上，除頇依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繬納

空氣污染防制費外，在工程進行期間，也需注意因開挖整地或車行造成

揚塵發生之可能，故應按相關規定於施工期間採行有效之塵揚防制措施，

如設置加壓噴灑水設施、覆蓋防塵布、防塵網、鋪設鋼板或鋪設粗級配

等等措施。 

四、噪音管制法 

依第9條之規定，本計畫工程頇進行噪音管制，故可先針對施工機

具本身及工地場址周界進行減音措施，如電力發動代替柴油電力、引擎

改為電氣化、使用油壓式貣重器具等，或在工程進行期間，在施工機具

排氣口裝設消音器，消音器內部加裝防火等級吸音材料等措施，以降低

噪音對鄰房之影響，並避開民眾休息時間與假日進行施工作業，以降低

施工過程中對民眾之困擾外，減少營建工程對環境帶來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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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結構需求法令 

本計畫之消能工程、護岸工程等均屬水工結構物，不涉建築技術規

則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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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本設計理念、原則與條件 

6-1 設計規範 

一、法規 

(一)水利法(民國107年06月20日) 

(二)河川管理辦法(民國102年12月27日) 

二、材料規範 

原則上遵照「中國國家標準」CNS之規定，若無規定時，採用ASTM、

JIS或經水利署同意之其他規範。相關規範分列如下〆 

(ㄧ)中國國家標準(CNS) 

(二)美國材料詴驗學會(ASTM) 

(三)日本工業規格(JIS) 

(四)美國混凝土協會(ACI) 

(五)美國鋼構協會(AISC) 

(六)美國混凝土協會(ACI318-02) 

三、其他設計參考規範及文獻 

(一)「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民國90年。 

(二)「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內政部營建署，民國108年。 

(三)「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四、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 

(一)本計畫所使用水泥以卜特蘭水泥為限，若使用飛灰及爐石頇符合

CNS 3036、CNS 12549之規定。 

(二)水泥之物理性質、化學性質，均頇符合CNS 61之規定。 

(三)混凝土之粗、細粒料應符合CNS 1240之規定。另細粒料中之水溶性

氯離子含量亦應符合CNS 1240之規定。 

(四)混凝土拌和用水應符合CNS 13961之規定。 

五、竹節鋼筋之降伏強度 

(一)D=16mm(含)以下〆fy＝2,800kg/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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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19mm(含)以上〆fy＝4,200kg/cm
2。 

6-2 基本設計理念及階段整治對策  

6-2-1 基本設計理念  

綜整3-8節，並參考本計畫依據委託說明書相關內容，石岡壩副壩下

游興建消能設施工程，包含兩個主體設施，一為消能池(設置副壩下游)

工程、一為固床工(約在斷面S00-2)工程等工程規劃設計。研提「遏止侵

蝕」、「縱坡調整」、「護甲層恢復」及「河道整理」之向源侵蝕河段整治

理念(詳圖6-2-1)，作為後續工程方案研擬之依據，以下詳述之〆 

一、遏止侵蝕 

石岡壩下游河道下刷之主要原因係921地震造成大甲溪埤豐橋處河

床抬升，致使河道發生向源侵蝕，迄今向源侵蝕源頭已上溯至石岡壩副

壩下游處，故下游河道整治應優先考量侵蝕之遏止，遏止侵蝕方式可考

量將深槽之軟弱岩面進行保護，如此將可遏止河道深槽之加深、加寬、

加長演變，令向源侵蝕不再持續上溯發展，解除其對壩體之直接威脅。 

二、縱坡調整 

現況石岡壩副壩至下游100m內河道深槽縱坡約0.025(約1/40)，屬急

流河段，流速甚高，故建議現階段石岡壩下游應採分段處理，副壩下游

應先建構一座消能工先解決部分消能問題，其次消能工下游可搭配系列

固床工或消能工進行縱坡調整，使流速趨緩，令深槽逐漸回淤。 

三、護甲層恢復 

俟前述之遏止侵蝕及縱坡調整目標達成後，流速將趨緩，深槽之軟

弱岩面將不再持續侵蝕下刷，深槽將逐漸回淤，並配合上游庫區每年清

淤之大塊石運移至下游河道進行深槽填補，可加速深槽之護甲層逐漸恢

復。 

四、河道整理 

前述三項整治理念可達遏止向源侵蝕、護甲層恢復之初期目標，未

來可依循低、中、高水治理對策，參酌水規所與中水局相關研究成果之

動態穩定河寬，進行河道整理，以低(Q5=3,800cms)、中(Q20=5,500cms)、

高(Q100=8,800cms)洪水量，建構複式斷面河道，逐步達成河道穩定之終

期目標(詳圖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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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向源侵蝕河道治理概念圖  

 

圖 6-2-2 石岡壩下游河道整治終期目標示意圖

中水局

三河局 軟岩保護 動態穩定坡降 動態穩定河寬庫區清淤塊石搬運深槽填補

低水治理Q5

Q20

中水治理固床工河寬(約250m)

治理計畫
線

治理計畫
線

防洪保護標準(Q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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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國內相關整治案例評析  

目前國內面臨河道向源侵蝕問題除本計畫之石岡壩外，八掌溪之仁

義潭攔河堰及集集攔河堰亦面臨相同問題，茲蒐整兩案例之河道下刷發

生原因、地質狀況、現況下刷情形、治理對策及治理成效等，與石岡壩

進行比較，作為本計畫工程方案研擬之參考(詳表6-2-1)。 

表6-2-1 國內之河道向源侵蝕整治案例比較表 

案例 石岡壩 仁義潭攔河堰 集集攔河堰 

下刷原因 921 地震(10.0m 落差) 砂石開採 921 地震(3.2m 落差) 

下刷情形 最大刷深 15m 最大刷深 40m 最大刷深 19m 

河道地質 
斷層 

砂頁岩互層 
頂埔斷層、石岡斷層間 

砂質泥岩 
砂頁岩互層 
初鄉斷層 

治理對策 

94 年副壩 
104 年固床工(埤豐橋下游) 
107 年固床工(埤豐橋上游-

暫緩) 

消能工、 
系列固床工 

消能工調整縱坡 
護岸保護 

四河局系列固床工 

目前河道
是否穩定 

否 尚屬穩定 否 

近況照片 

   

6-3 固床工設計原則  

固床工係為穩定底床高程與水道縱坡之橫跨水路所設置之水利建造

物。其設計目的主要為配合相關目的事業及調整水路之治水與利水條件，

避免底床下降、固定流路、調整底床坡降，並兼具保護跨渠建造物之功能。 

固床工頇不影響河川的防洪功能，並考量對環境之影響及滿足結構的

穩定性。工程設計應考慮欲保護河道特性、縱坡型態、河道流態、沖刷情

況、底床地形、河床質、河道地質、保護之構造物等因素，於河道內擇定

設置地點、工程佈置與結構物型式々一般常見之設計原則如下〆 

一、為避免影響排水路防洪功能，固床工本體之頂部高程不宜高於水理

分析計畫底床高。因抬高固床工本體高度，形同使上游側水位上升，

造成內水排除困難，使上游發生泛濫之危隩增加々而且固床工抬高，

上下游落差增大，造成下游之沖刷潛勢。 

二、固床工設置時宜考量洪水時的沖刷與消能要求，上下游護坦與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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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床工頇有抗沖功能，靜水池有充分之消能功能外，並應嚴防此等

構造物底部土砂被流失。 

三、固床工設置宜與高灘地之保護工、護岸、堤防之防沖綜合考量，避

免流路繖道，沖刷兩岸。 

四、固床工之上、下游落差以2公尺內為原則，若大於2公尺時得採取階

段式固床工或分段設置。固床工與下游落差太大時，應特別注意洪

水沖刷的建造物安全，尤其固床工兩岸皆頇加強保護，避免洪水流

路攻擊兩岸危及護岸與堤防。 

五、排水路流量豐枯懸殊時，設置柔式固床工頇考量對生態的影響，避

免河水從固床工溢流面或底部滲出，影響頄道之機能。 

六、護床工、護坦工，其構造儘可能有屈撓性，且漸變其糙度與底床相

接。 

七、固床工之類型按照計畫需求，可分成落差工式與帶工式固床工。 

八、固床工之帄面形狀與水流方向正交為原則，其治水上之阻礙較少，

較不會造成水流偏向岸邊，使岸邊發生沖刷。 

九、河幅寬廣時，固床工若只於低水河槽施作固床工，則頇配合低水護

岸、高灘地保護工等建造物，切不可忽略高灘地之防沖保護。 

十、根據生態維護考量，固床工設施可能影響洄游生物上下游通道，應

依規劃調查情形，考量加設頄道維持生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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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頄道設計原則 

由3-10節相關報告調查可知，本計畫河段生態豐富，其中更有埔里中

華爬岩鰍及臺灣鮰等保育類動物，於不同季節有不同頄類族群進行上溯，

故為克服副壩上下游高差，使新設頄道能發揮其效果，針對本河段之特

性，考量一、頄類運動能力々二、頄道形式構想々三、流量及流速設定々

四、上游邊界條件々五、下游邊界條件等五種條件作為本計畫頄道設計

之條件，分別以下說明: 

一、頄類運動能力 

參考中水局108年「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之頄類歷史紀錄

比較表(詳表3-10-1)，顯示石岡壩頄類主要由底棲型及游泳型頄類所組

成。 

底棲型頄類，譬如鰻頄或是鰕虎頄，通常在水岸要有帄滑的斜面（不

是垂直面）比較容易以體表的黏液或是腹部吸盤來黏貼攀爬，但是蝦蟹

類則需要較為粗糙的表面，比較適合有尖銳爪子的腳端抓附在牆面上。 

至於游泳性的頄類，國內相關研究資料較缺乏，但參考國外之資料

而言，大致將頄類之游泳模式分成巡航和突進兩種，巡航乃頄類在水體

中持續不斷的游泳運動達60分鐘以上，突進乃瞬間最大的游泳速度。大

部分的游泳性頄類（體型接近紡錘形和側扁形者），其巡航速度大都接近

2～3BL(體長Body Length)/s 的速度，突進速度則為10BL/s 左右。譬如

我們常見的溪流頄類，如果其身體的體長為10cm（全長則為12～13cm

左右），則其巡航速度大約為20～30cm/sec左右，突進速度約為100cm/sec

左右。通常紡錘形的擅長游泳的頄類，其短時間突進速度可以到達體長

的20倍，因此類似固頄（台灣鏟頷頄）之類的高山溪流頄類，在頄道內

的溯游或是跳躍能力比其他體形側扁的溪哥（粗首鱲）之類還要強。 

因此，頄道的設計除了必頇注意到游泳性或是跳躍性的頄類之外，

其他攀爬性生物的需求也是注意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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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頄道形式構想 

本計畫主要為改善副壩下游落差(約13m)所造成之生態廊道不連續，

考量石岡壩副壩地形以及流況適用性，頄道本體結構頇有以下特點: 

(一)抗水流阻力要小，故小而淺之結構較適合。 

(二)在洪水過後頄道本體當中，僅會留一些淤砂或是石頭等。 

(三)由於本區有相當多的底棲性頄類，因此頇有可提供吸附的頄道底面

或是側面。 

(四)要能夠適應較大的天然水位變動以及下游環境流量的不同季節需

求。 

(五)在頄道本體中必頇設置適合頄類在溯河時候使用的較大而且較深的

休息池。 

針對上述需求，並參考中水局108年「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

告」提供副壩落差改善方案，考量本計畫之適用性，採用「斜隔壁水池

階段式(半錐式)頄道」，因其結構簡單而且頄道主體的流場變化較廣，可

以同時適合不同游泳條件的生物所使用，且能滿足不同流量排放需求，

以及減低受到洪水衝擊的危隩，相關結構示意圖詳圖6-4-1。 

 

資料來源〆大河津可動堰の頄道遡上状況について(現況報告)。 

圖 6-4-1 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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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量及流速設定 

由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堰流公式: 

5.14.0 hBCQ   

式中C:堰流係數，取1.7、B:寬度(m)、h:水深(m)，並對消能工及1、

2號固床工進行水理計算，結果如表6-4-2所示。 

參考102年三河局「大甲溪河川情勢調查報告書」，推估石岡壩下游

所需生態基流量為6.83cms，但由石岡壩歷年運轉月報可知，既有頄道內

常流量約為0.37cms，而主流常流量約為50cms，考量石岡壩之既有頄道

流量過小，頄類易被主流流勢所吸引，容易陷入迷失而找不到頄道入口，

故新設的頄道應提高流量為第一要件，以吸引頄類找到頄道入口進行上

溯。 

表6-4-2 頄類水理計算表 

       計算值 

 

頄道位置 
C 

B 

(m) 
h 

(m) 
Q=C*0.4*B*h1.5 

(cms) 
A(m

2
) 

V 

(m/s) 

1 號固床工 1.7 2 0.6 0.63 0.60 1.05 

2 號固床工 1.7 3 0.6 0.95 0.90 1.05 

消能工 1.7 4 0.6 1.26 1.20 1.05 

四、上游邊界條件 

因本計畫屬低水治理，在不同流量下，進水口水位會有不同變化，

故中間段頄道側牆採不等高方式設計，在高流量下水流能夠溢流，使頄

道內流速能盡量能維持在1.05m/s左右。 

五、下游邊界條件 

為使頄道入口有集頄效果且能提供貣跳深度之水潭，因此建議頄道

入口深入地面下約1~2m，以防日後下游河床下降造成入口與地面有一高

差存在，使頄類無法越過此高度進行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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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基本設計 

7-1 現況水理分析 

一、水理分析模式選用 

採用美國陸軍工程師團水文工程中心 (Hydrologic Engineering 

Center，簡稱HEC)，所發展之河川分析系統(River Analysis System)。 

HEC-RAS 為一維水面剖線演算模式，已包裝為一整合型軟體系統，

此系統包括圖形使用者介面，水理分析定量流及變量流子程式、數據儲

存與管理、圖表製作與資料彙整等功能。 

本模式適用於河床坡度小於10%之定量緩變流，可處理亞臨界流、

超臨界流及混合流之水面剖線演算，模擬結果有圖形輸出的功能，包括〆

渠道斷面、水面線、率定曲線及渠道三維透視圖等，廣泛為國內實務使

用。 

二、水理分析範圍 

模擬範圍設定在S37-1斷面(長庚橋下游約5m處)至大甲溪出海口，長

約23km々而本計畫河段約位於S35斷面(約埤豐橋上游5m處)～S36斷面

(約石岡壩下游5m處)，長約1.1km(詳圖7-1-1)。 

三、水理分析模式建置 

模式相關參數設定詳表7-1-1，並依最新河道地形，並考量模擬範圍

之相關水工構造物，如〆石岡壩溢洪道及排砂道(詳圖7-1-2)、副壩、跨

河構造物(埤豐橋)及埤豐橋下游固床工等，進行模式建置，使模擬成果

得符合現況河道狀態。 

歷年最大流量約為6,692cms(詳表3-2-1)，並比對歷年河道下刷之流

量，發現在Q2~Q5之間最為嚴重，因本計畫採低水治理，故模擬流量選

用Q5，而石岡壩設計流量Q100=8,800cms則為檢核流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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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石岡壩溢洪道及排砂道模式建置圖  

表7-1-1 HEC-RAS模擬使用參數列表 

項次 項目 內容 備註 

1 模擬範圍 
S037-1 斷面(長庚橋下游約 5m 處)～

大甲溪河口 
長約 23km 

2 斷面資料 S37-1～S000 

民國 107 年大甲溪大斷面測

量資料、本計畫最新地形測

量資料 

3 河道 n 值 n=0.04、n=0.02 

參考「石岡壩第五次安全評

估」採用 n=0.04，如遇混凝

土表面則採用 0.02 

4 上邊界 
S37-1 斷面(長庚橋下游約 5m 處)採

用臨界水深 

石岡壩為控制斷面，以水位-

流量率定曲線率定堰流係數 

5 下邊界 

大甲溪河口貣算水位採用各重現期

距洪峰流量下正常水深作為貣算水

位 

 

6 模擬流量 
Q5=3,800cms 

Q100=8,800cms 

參考表 3-2-2，Q100=8,800cms

為檢核流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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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理分析成果 

本計畫河段一維水理模擬成果詳表7-1-2～表7-1-3所示，計畫河段至

河口的水理模擬成果詳附件三所示。 

在流量Q5=3,800cms條件下，石岡壩下游斷面位置(模式編號35.6)～

第二消能池尾檻位置(模式編號35.51)，經消能池消能後，流速約2.84m/s々

副壩下游因向源侵蝕造成河床下刷，產生約12m之落差，導致尾水位不

足，流速由副壩頂部位置之5.18m/s至斷面S00-5漸增至10.11m/s，進入下

游後，斷面S00-4～河口則為亞臨界流及超臨界流相互交替之流況。 

在流量Q100=8,800cms條件下，經消能池消能後，第二消能池尾檻位

置流速約5.99m/s々副壩下游尾水位仍不足，流速由副壩頂部位置之

6.68m/s至副壩底部位置漸增至13.22m/s，副壩底部位置至斷面S00-5產生

水躍現象，流速由13.22m/s減少至4.22m/s，進入下游後，斷面S00-5～河

口也為亞臨界流及超臨界流相互交替之流況。 

五、水理分析結論 

從石岡壩至埤豐橋整體河道來看，水流雖經第一、二消能池消能，

但副壩下游因向源侵蝕造成河床下刷，產生約12m之落差，導致尾水位

不足，造成副壩下游至斷面S00-5流速過快，而有消能不全之情形，故可

在此設置消能工程進行消能々斷面S00-7及S00-15~埤豐橋下游，流況幾

乎為超臨界流況，比較各流量下水面寬度，其寬度較上下游段都相對狹

小，故可對此區進行河道局部拓寬工程，以降低其流速々而其餘區域皆

為亞臨界流況，可採固床工程以穩固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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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2 現況一維水理分析成果表(Q5=3,800cms) 

說明 模式編號 

河心 

累距 

深槽 

底部 
水位 

帄均 

流速 
水面寬 

通水 

面積 福祿數 備註 

(m) (EL.m) (EL.m) (m/s) (m) (m
2
) 

長庚橋下游(S37-1) 37.1 23790.3 272.26 275.72 5.28 316.48 799.99 0.96   

S37 37 23682.3 269.79 272.65 6.58 396.72 577.33 1.74   

石岡壩上游(S36) 36 23620.3 266.36 274.14 2.13 306.24 1743.33 0.29   

石岡壩下游(S35-6) 35.6 23611.3 266.99 272.37 2.49 273.14 878.89 0.56   

既有第一道消能池 
35.55 23580.8 258.7 265.88 2.10 290.23 1848.05 0.25   

35.54 23558.8 258.7 265.87 2.14 298.76 1841.94 0.26   

既有第一道消能池尾崁 35.53 23556.2 260.9 265.59 3.14 296.15 1252.87 0.46   

既有第二道消能池 35.52 23546.2 260.4 265.64 2.84 289.81 1385.56 0.40   

既有第二道消能池尾坎 35.51 23537.2 261 265.26 3.83 249.93 1006.2 0.59   

副壩頂(S35-5) 35.5 23504.2 261.09 264.55 5.18 281.16 752.17 0.97   

副壩底(S35-4) 35.4 23458.6 253.9 256.98 11.74 236.8 329.68 3.07   

S00-5 35.26 23405.9 249.7 253.18 10.11 182.14 377.81 2.22   

S00-4 35.25 23356.0 242.8 256.07 3.24 202.97 1284.64 0.34   

S00-3 35.24 23307.0 239.3 255.54 4.48 170.67 1016.97 0.40   

S00-2 35.23 23260.1 237.3 255.42 4.70 146.48 985.18 0.40   

S00-6 35.22 23204.3 238 253.29 7.83 117.2 578.74 0.77   

S00-7 35.21 23156.4 236.7 247.72 12.08 58.68 316.45 1.58   

S00-8 35.2 23105.4 236 250.75 5.07 110.94 837.48 0.49   

S00-9 35.18 23051.9 237 248.81 7.75 90.01 544.9 0.85   

S00-10 35.17 22976.3 236.3 249.69 5.32 114.19 860.66 0.51   

S00-11 35.16 22920.5 236 248.96 5.96 85.64 665.46 0.64   

S00-12 35.15 22865.7 236 248.31 6.84 86.94 622.61 0.70   

S00-13 35.14 22811.5 236 248.74 5.37 101.56 774.79 0.53   

S00-14 35.13 22758.9 236 248.4 5.77 118.51 746.5 0.59   

S00-15 35.12 22702.6 237 245.59 9.07 66.51 457.31 1.00   

S00-16 35.11 22651.6 235 244.13 9.79 70.92 402.21 1.24   

S35-1 35.1 22625.5 236.2 243.29 10.72 98.52 408.45 1.39   

S00-17 35.01 22600.3 232 241.61 11.19 98.96 357.33 1.65   

埤豐橋上游(S35) 35 22548.0 231.65 239.18 12.29 87.07 336.96 1.73   

埤豐橋下游 34.2 22536.0 230.95 239.34 10.55 92.26 360.1 1.71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34.11 22348.0 237 241.56 6.61 159.03 644.13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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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3 現況一維水理分析成果表(Q100=8,800cms) 

說明 
模式 

編號 

河心 

累距 

深槽 

底部 
水位 

帄均 

流速 
水面寬 

通水 

面積 福祿數 備註 

(m) (EL.m) (EL.m) (m/s) (m) (m
2
) 

長庚橋下游(S37-1) 37.1 23790.3 272.26 277.67 6.78 398.01 1524.16 0.97   

S37 37 23682.3 269.79 277.03 3.38 498.89 2631.67 0.46   

石岡壩上游(S36) 36 23620.3 266.36 276.94 3.40 320.99 2640.47 0.37   

石岡壩下游(S35-6) 35.6 23611.3 266.99 274.44 4.72 313.52 1468.49 0.75   

既有第一道消能池 
35.55 23580.8 258.7 260.79 16.93 250.46 520.89 3.74   

35.54 23558.8 258.7 268.55 3.47 336.89 2704.84 0.35   

既有第一道消能池尾崁 35.53 23556.2 260.9 268.09 4.54 323.19 2041.4 0.54   

既有第二道消能池 35.52 23546.2 260.4 268.17 4.27 328.35 2183.33 0.49   

既有第二道消能池尾坎 35.51 23537.2 261 267.18 5.99 289.87 1533.07 0.77   

副壩頂(S35-5) 35.5 23504.2 261.09 266.68 6.68 314.48 1378.64 0.95   

副壩底(S35-4) 35.4 23458.6 253.9 258.42 13.22 242.66 676.44 2.47   

S00-5 35.26 23405.9 249.7 260.88 4.22 256.94 2159.06 0.44   

S00-4 35.25 23356.0 242.8 260.88 4.25 266.21 2415.95 0.36   

S00-3 35.24 23307.0 239.3 260.09 6.07 243.28 1934.03 0.47   

S00-2 35.23 23260.1 237.3 259.61 6.81 206.17 1715.64 0.51   

S00-6 35.22 23204.3 238 257.99 9.18 185.19 1285.06 0.75   

S00-7 35.21 23156.4 236.7 252.08 13.41 138.86 767.3 1.39   

S00-8 35.2 23105.4 236 256.23 6.52 198.21 1698.07 0.52   

S00-9 35.18 23051.9 237 255.24 8.00 172.57 1416.65 0.66   

S00-10 35.17 22976.3 236.3 255.81 6.28 184.13 1836.5 0.48   

S00-11 35.16 22920.5 236 254.13 7.96 140.27 1272.44 0.68   

S00-12 35.15 22865.7 236 254.26 7.97 193.74 1483.85 0.64   

S00-13 35.14 22811.5 236 254.58 6.79 198.32 1674.91 0.54   

S00-14 35.13 22758.9 236 254.58 6.66 191.59 1694.51 0.53   

S00-15 35.12 22702.6 237 251.91 10.00 157.01 1154.88 0.83   

S00-16 35.11 22651.6 235 248.22 12.48 130.6 827.26 1.23   

S35-1 35.1 22625.5 236.2 246.1 14.62 141.26 753.8 1.57   

S00-17 35.01 22600.3 232 244.3 14.64 124.55 672.62 1.72   

埤豐橋上游(S35) 35 22548.0 231.65 242.37 15.06 107.03 643.01 1.67   

埤豐橋下游 34.2 22536.0 230.95 242.26 13.50 107.37 651.93 1.75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34.11 22348.0 237 243.43 10.64 163.56 945.5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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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工程方案選擇與替選方案評估  

本計畫河段屬大甲溪劇烈沖蝕河段之向源侵蝕區，河道坡除流急，消

能工程方案之選擇應以降低水流流速為主要目標，由渠道水力學常用之曼

寧公式、連續方程式、能量方程式可知〆降低水流流速之方法主要有五項〆 

1.降低流量(Q↓)々2.增加通水面積(A↑)々3.降低能量(E↓)々4.增加河道糙度

(n↑)々5.減緩河道坡降(S↓)。 

Q VA
 々 

2 1

3 2
1

V R S
n

 々 

2

2
  

V
E y z

g
 

承上所言，除2-1-1節之原規劃方案及2-2節之原規劃修正方案外，本

計畫另研擬〆分流工程、河道拓寬工程、新設副壩工程搭配2座固床工及

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等四種消能工程方案與原規劃方案及原規

劃修正方案進行比較評估，以下詳述之〆 

一、原規劃方案 

考量調整縱坡(S↓)達到降低流速(V↓)目標，並朝向增加糙度(n↑)及增

加通洪斷面(A↑)之考量，依據2-1-1節內容，除規劃於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已施作完成外，在副壩及埤豐橋間新建二座消能工及一座固床工，相關

工程配置示意圖詳圖7-2-1所示。  

 

圖 7-2-1 原規劃方案帄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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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規劃修正方案 

考量調整縱坡(S↓) 達到降低流速(V↓)目標，並朝向增加糙度(n↑)及

增加通洪斷面(A↑)之考量，依據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說明，在副

壩下游規劃一座消能工及一座固床工，相關工程配置詳圖7-2-2所示。 

 

圖 7-2-2 原規劃修正方案帄面配置示意圖  

三、方案一:分流工程 

分流工程之目的旨在降低主河道之流量(Q↓)，使主河道水流流速降

低，減緩水流侵蝕動能，目前石岡壩下游河道斷面S00-9~斷面S00-17之

主深槽偏左岸，水衝現象導致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保護工程歷經多次修

復，且左岸高灘腹地較為狹窄，故依據「99年石岡壩增加通洪面積及水

力排砂可行性研究」中方案一構想，改建右岸三座溢洪道為排砂道，如

此可將分流工程佈設於右岸之寬廣高灘地，降低主深槽流量，減緩流

速。 

由於分流工程佈設於河道右岸高灘地(詳圖7-2-3)，除右岸三座溢洪

道現階段尚未改建成排砂道外，現況右岸高灘地亦有農民種植申請之問

題，且施設分洪道後可能對右岸造成新的侵蝕問題，匯流處亦可能對埤

豐橋基礎造成沖刷，匯流處之相關保護工程亦需與三河局及台中市政府

進行協調後再行佈設，故評估此方案較不適用於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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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 分流工程帄面配置示意圖  

四、方案二:河道拓寬工程 

河道拓寬主要可增加通洪斷面(A↑)，降低流速，降低沖蝕情況，初

步構想，可將左右岸河道局部拓寬(詳圖7-2-4)，其拓寬原則主要為依循

水規所「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之穩定河寬進行

拓寬，其寬度約為300～550m。 

從水規所「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顯

示，在拓寬後流速於中低流量(Q2及Q20)時與未拓寬時之流速變化不大，

但於高流量(Q100)時流速明顯增高，最高達13.9m/s，故建議可待埤豐橋

改建完成後再評估之此方案是否可行。 

 

圖 7-2-4 分流工程帄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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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案三:新設副壩工程 

因下游河道下刷，尾水位下降，既有靜水池下游已有消能不全之情

況，故提升既有靜水池消能效率(E↓)，為重要考量項目，初步構想，將

原規劃修正方案消能池堰頂高抬升，抬升下游水位並銜接靜水池尾水位，

如此可提升既有靜水池下游消能效率，並搭配下游原規劃修正方案中固

床工以穩固河床(n↑)。 

但為抬高尾水勢必設計標準必頇跟靜水池標準一致(Q100)，因本計畫

為低水治理，若依此標準設置則規模過大，經費恐超出預算，故評估此

方案不適用於本計畫，相關工程配置詳圖7-2-5所示。 

 

圖 7-2-5 新設副壩工程帄面配置示意圖  

六、方案四: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 

考量調整縱坡(S↓)達到降低流速(V↓)目標，並朝向增加糙度(n↑)之考

量，依據「103年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分析」中方案三構想，除

原規劃修正方案一座消能工及一座固床工外，於食水嵙溪出口下游處再

增加一座固床工，建議也可納入後續評估，相關工程配置詳圖4-2-6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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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6 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 1 座固床工程帄面配置示意圖  

六、消能方案初步評析 

綜合本節所提出之方案初步比較評析，詳表7-2-1所示。 

表7-2-1 消能方案初步評析表 

方案 原規劃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名稱 - - 分流工程 河道拓寬 新設副壩 

原規劃修正

方案增加 1

座固床工 

目的 

減緩坡降

(S↓) 

+ 

遏止侵蝕

(n↑) 

減緩坡降

(S↓) 

+ 

遏止侵蝕

(n↑) 

降低流量 

(Q↓) 

增加通水斷

面(A↑) 

提升消能效

率(E↓) 

+ 

遏止侵蝕

(n↑) 

減緩坡降

(S↓) 

+ 

遏止侵蝕

(n↑) 

構想 

副壩下游佈

設二座消能

工及一座固

床工 

副壩下游佈

設一座消能

工及固床工 

於北岸高灘

地另闢河道

進行分流 

依動態穩定

河寬拓寬河

道 

原規劃修正

方案消能工

堰頂抬升並

搭配下游固

床工 1 座 

除原規劃修

正方案外再

增加 1 座固

床工 

評析 

1.減緩流速 

2.遏止向源

侵蝕 

3.可穩固河

床 

1.減緩流速 

2.遏止向源

侵蝕 

3.可穩固河

床 

右岸三座溢

洪道尚未改

建成排砂

道，現階段無

水可分流 

等埤豐橋改

建完成後再

另行評估 

1.可提升目

前靜水池

消能效率 

2.遏止向源

侵蝕 

3.設計標準

過大，規模

及經費將

超出預算

甚多 

1.減緩流速 

2.遏止向源

侵蝕 

3.可穩固河

床 

納入 

後續

評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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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工程型式 

承第6-2節所述之石岡壩下游河道整治理念及首階段整治對策目標為

「遏止侵蝕、低水治理」，依據表7-2-1初步建議消能方案之選擇，除原規

劃方案在2-1-1節內文中已有敘述在本節不再贅述之外，茲將另二方案之設

計原則詳述如下〆 

7-3-1 原規劃修正方案 

依據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說明，於副壩下游(斷面S00-5)附近

佈設一座消能工，並於斷面約S00-2處佈設一座固床工(即1號固床工)，本

計畫建議治理方式以「低水治理」為目標，設計流量採5年重現期洪水量

(3,800cms)進行分析設計，相關主要帄面佈置、縱/橫斷面圖詳圖7-3-1~圖

7-3-6所示，詳細圖說詳附錄十一所示，各工程基本設計詳述如下。 

一、消能工程 

(一)斷面軸向帄行副壩軸向。 

(二)消能工頂部高程訂定原則係配合銜接副壩底部高程(約EL.255.0m) ，

故中央深槽區設定為EL.253.8m。 

(三)由堰體+消能護坦+尾檻所組成，總長度35m，總寬度239m。 

(四)橫斷面型式採複式斷面設計，頂部高程由中央深槽區(EL.253.8m)向

左、右側提升至EL.255m。 

(五)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落式設計，上、下游跌落最大高差約3.8m。 

(六)下游佈設20T異型塊佈設護坦，採疏鬆排列(間距0.5m) ，底部並以

混凝土固結。 

(七)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以最大採高度7m、入岩至少約2.0m之基礎保護。 

(八)施工方式採半半施工方法。 

二、1號固床工程 

(一)斷面軸向垂直深槽區洪水流心線方向。 

(二)頂部高程訂定原則係依原大甲溪下游河段縱坡約為1/100，以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為沖刷基準面高程(約EL.237m)，採S=1/100之坡度往上

游回推求得為EL.245m。 

(三)由堰體+消能護坦+尾檻所組成，總長度78m，總寬度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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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落式設計，上、下游跌落最大高差約5m。 

(五)基礎設置密排基樁D =1m、L=5m。 

(六)下游佈設20T異型塊佈設護坦，採疏鬆排列(間距0.5m) ，底部並以

混凝土固結。 

(七)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以高度5.5m、入岩至少約2m之基礎保護。 

(八)施工方式採全斷面施工方法。 

三、河道整理工程 

(一)配合1號固床工寬度50m範圍，右岸依EL.253.6m往上游逐漸修坡與消

能工右岸銜接，左岸依EL.250m往上下游逐漸修坡至現地面。 

(二)消能工至1號固床工之間有沖蝕溝之部分，建議至少全面填補至與兩

側地形齊帄，填補方式可先以約3.0kg/cm
2以上之高壓水柱沖洗風化

岩層，底部以河床料、剩餘挖岩方、水泥土壤或5T異型塊填補，表

層再以厚度1.0m之混凝土封層保護，避免橫向沖蝕溝持續刷深、擴

大。 

四、護岸工程 

(一)坡面斜率採1:2設計。 

(二)右岸戧台寬度保留20m，左岸保留至少7.3m。 

(三)基礎以混凝土牆保護護岸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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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方案四: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 

同7-3-1節論述原規劃修正方案之一座消能工及1號固床工條件下，並

參考「103年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分析」中方案三構想，在食水嵙

溪下游(約斷面S00-11~S00-12附近)再增設一座2號固床工，本計畫建議治

理方式以「低水治理」為目標，設計流量採5年重現期洪水量(3,800cms)，

目的為調整水流方向並降低斜向流衝擊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情形，主要

相關帄面佈置、橫/縱標準斷面圖詳圖7-3-8～圖7-3-12，詳細圖說詳附錄

十一所示，其基本設計說明如下: 

一、2號固床工程 

(一)斷面軸向垂直深槽區洪水流心線方向。 

(二)頂部高程訂定原則係依原大甲溪下游河段縱坡約為1/100，以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為沖刷基準面高程(約EL.237m)，採S=1/100之坡度往上

游回推為EL.243m，縱斷示意圖詳圖7-3-7所示。 

(三)由堰體+消能護坦+尾檻所組成，總長度63m，總寬度102.5m。 

(四)橫斷面型式採複式斷面設計，並向击岸(右岸)進行拓寬(約35m)，使

其斷面能容納Q5之流量，減少斜向流向凹岸衝擊之趨勢，頂部中央

深槽區EL.243.0m，左側提升至EL.246.5~246.8m，並銜接既有護岸邊

坡。 

(五)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落式設計，上、下游跌落高差最大約3.0m。 

(六)基礎設置密排基樁D =1m、L=5m。 

(七)下游佈設20T異型塊佈設護坦，採疏鬆排列(間距0.5m) ，底部並以

混凝土固結。 

(八)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並設置密排基樁D =1m、L=5m。 

(九)施工方式採採半半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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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7 方案四: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 1 座固床工縱斷面示意圖  

二、河道整理工程 

(一)配合固床工總寬度102.5m範圍，右岸依EL.245.5m往上下游逐漸修坡

至現地面。 

(二)底床以堰頂高程採S=1/200往上游回填剩餘土石方。 

三、護岸工程 

(一)混凝土右岸坡面斜率採1:1.5設計。 

(二)右岸戧台採不鋪設混凝土，寬度保留20m。 

(三)左岸以20T異形塊堆疊排列。 

(四)右岸基礎以混凝土牆保護護岸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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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各方案一維水理分析  

一、水理模式建置 

係在7-1節說明之現況地形及水理條件基礎下，模擬參數設定同表

7-1-1所述之內容，考量深槽已有回淤情形(淤積面高程假定分別從埤豐

橋下游固床工、2號固床工及1號固床工，以S=1/200往上游開始淤積)並

對2-1-1節之原規劃方案及7-3節論述之2種工程方案進行模式建置，分析

相較於現況條件之水理情況改善情形。 

二、水理分析成果 

茲將本計畫河段之「原規劃方案」、「原規劃修正方案」及「方案四」

與現況之各斷面帄均流速詳細模擬成果詳附件三，並彙整如表7-4-1所示，

比較表詳表7-4-2~表7-4-3所示，成果圖詳圖7-4-1~圖7-4-6，Q5=3,800cms

流量下能量線及水面線繪製詳圖7-4-7~圖7-4-8，並分述如下〆  

(一)原規劃方案工程佈設後 

在流量Q5=3,800cms條件下，消能工(N0.1)下游至消能工(N0.2)上游

區域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增加7%々消能工 (N0.2)下游至固床工

(N0.1)上游區域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18%々而固床工(N0.1)下

游至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區域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10%。 

在流量Q100=8,800cms條件下，消能工(N0.1)下游至消能工(N0.2)上

游區域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4%々消能工 (N0.2)下游至固床

(N0.1)工上游區域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18%々而固床工(N0.1)

下游至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區域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1%。 

(二)原規劃修正方案工程佈設後 

在流量Q5=3,800cms條件下，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相較

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增加32%々1號固床工下游至斷面S00-11之區域相

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增加9%々而斷面S00-12~埤豐橋下游區域相較於

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8%。 

在流量Q100=8,800cms條件下，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相

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4%々1號固床工下游至斷面S00-11之區域相

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6%々而斷面S00-12~埤豐橋下游區域相較於

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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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案四〆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佈設後 

在流量Q5=3,800cms條件下，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相較

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增加21%々1號固床工下游至2號固床工上游之區域

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12%々而斷面S00-12~埤豐橋下游區域相

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28%。 

在流量Q100=8,800cms條件下，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相

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增加12%々1號固床工下游至2號固床工上游之區

域相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7%々而斷面S00-12~埤豐橋下游區域相

較於現況之帄均流速約減少20%。 

三、水理分析結論 

(一)流量Q5=3,800cms 

1.原規劃方案中，在消能工(No.1)下游至消能工(No.2)上游之區域，仍受

到河道槽化影響，流速與現況相比並無減少情形々消能工(No.2)下游

至固床工(No.1)上游之區域，因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道中，流速

較現況趨緩々消能工(No.2)下游區域，也因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

道中，流速較現況趨緩。 

2.原規劃修正方案，在1號固床工下游區域，雖有局部河道整理，但仍

受到河道槽化影響，相較於原規劃方案，流速較快。 

3.方案四，各區域流速減緩相果明顯優於原規劃方案及原規劃修正方案，

除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流速有增加情形，應是此區河

道槽化影響，如同束縮效應，加快水流速度，加上1號固床工抬高底

床之故，使接近此區之斷面(S00-2)流況屬臨界流或超臨界流，導致此

區帄均流速增加，若對此區辦理局部河道拓寬，應能使流速降低。 

(二)流量Q100=8,800cms 

1.原規劃方案中，在消能工(No.1)下游至消能工(No.2)上游之區域，也受

到河道槽化影響，流速與現況相比減少較不明顯々消能工(No.2)下游

至固床工(No.1)上游之區域，因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道中，流速

較現況趨緩々消能工(No.2)下游區域，雖經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

道中，但流速較現況減少不明顯。 

2.原規劃修正方案，在1號固床工下游區域，雖有局部河道整理，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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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河道槽化影響，相較於原規劃方案，流速較緩。 

3.方案四之流速減緩相果也優於原規劃方案及原規劃修正方案，除消能

工上游區域及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流速有增加情形，

應是河道槽化影響，如同束縮效應，加快水流速度，加上1號固床工

抬高底床之故，使接近此區之斷面(S00-5)流況屬臨界流或超臨界流，

導致消能工上游區域帄均流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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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1 各方案與現況帄均流速彙整表 

項目 帄均流速(m/s) 

流量 Q5=3,800cms Q100=8,800cms 

     方案 

斷面 
現況 

原規劃 

方案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四 現況 

原規劃 

方案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四 

副壩頂 5.18 5.18 5.18 5.18 6.68 6.68 6.68 6.68 

副壩底 11.74 11.74 11.65 11.65 13.22 13.22 13.14 13.14 

S00-5 10.11 6.96 8.01 8.01 4.22 4.89 11.14 11.14 

S00-4 3.24 3.29 3.43 3.43 4.25 4.41 4.59 4.90 

S00-3 4.48 5.10 3.88 3.88 6.07 6.30 4.91 5.31 

S00-2 4.70 5.74 7.77 7.77 6.81 7.73 6.86 8.93 

S00-6 7.83 7.46 7.21 10.07 9.18 9.35 8.85 11.46 

S00-7 12.08 10.43 11.12 7.61 13.41 12.17 12.66 10.42 

S00-8 5.07 6.89 11.12 4.29 6.52 8.65 5.47 5.06 

S00-9 7.75 10.11 6.71 3.86 8.00 3.57 6.04 5.08 

S00-10 5.32 5.15 4.86 5.08 6.28 6.00 5.61 6.25 

S00-11 5.96 6.08 6.79 7.64 7.96 8.02 9.53 9.33 

S00-12 6.84 6.76 6.17 4.62 7.97 7.58 5.96 11.84 

S00-13 5.37 1.35 5.23 3.92 6.79 2.05 5.61 4.83 

S00-14 5.77 5.27 5.24 3.97 6.66 6.62 6.68 5.00 

S00-15 9.07 8.07 7.34 5.02 10.00 9.31 8.69 8.29 

S00-16 9.79 9.99 8.79 6.74 12.48 12.55 11.14 8.66 

S35-1 10.72 11.56 10.45 9.50 14.62 14.92 13.71 8.74 

S00-17 11.19 11.29 10.54 7.19 14.64 14.38 13.41 9.93 

埤豐橋上游 12.29 5.30 9.26 5.95 15.06 14.26 13.71 12.12 

埤豐橋下游 10.55 8.09 8.57 7.37 13.50 12.37 12.17 9.23 

埤豐橋下游

固床工 
6.61 9.00 9.15 8.99 10.64 12.56 12.54 11.27 

備註: 1.原規劃方案:消能工(No.1)佈設於斷面S00-5~S00-4之間々 消能工(No.1)佈設於斷面S00-9~S00-10之間々

固床工(No.1)佈設於斷面 S00-13~S00-14 之間。 

2.原規劃修正方案:消能工佈設於斷面 S00-5~S004 之間々1 號固床工佈設於斷面 S00-2~S00-7 之間。 

3.方案四:消能工佈設於斷面 S00-5~S004 之間々1 號固床工佈設於斷面 S00-2~S00-7 之間々2 號固床工

佈設於 S00-11~S00-13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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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2 原規劃方案與現況帄均流速比較表 

項目 帄均流速(m/s) 

流量 Q5=3,800cms Q100=8,800cms 

            方案 

區域 
現況 原規劃方案 現況 原規劃方案 

消能工(No.1)下游~

消能工(No.2)上游 

(S00-4~S00-9) 

7.00 7.50 7.75 7.45 

消能工(No.2)下游~

固床工(No.1)上游 

(S00-10~S00-13) 

5.87 4.84 7.25 5.91 

固床工(No.1)下游 

(S00-14~埤豐橋下

游固床工) 

9.50 8.57 12.20 12.12 

整體河段 

(S00-5~埤豐橋下游

固床工) 

7.74 7.19 9.25 8.88 

表7-4-3 原規劃修正方案及方案四與現況帄均流速比較表 

項目 帄均流速(m/s) 

流量 Q5=3,800cms Q100=8,800cms 

          方案 

區域 
現況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四 現況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四 

消能工下游~1 號

固床工上游 

(S00-4~S00-2) 

4.14 5.45 5.03 5.71 5.45 6.38 

1 號固床工下游

~2 號固床工上游 

(S00-6~S00-11) 

7.34 7.97 6.43 8.56 8.03 7.93 

2 號固床工下游 

(S00-12~埤豐橋

下游固床工) 

8.82 8.07 6.33 11.24 10.36 8.99 

整體河段 

(S00-5~埤豐橋下

游固床工) 

7.74 7.65 6.25 9.25 8.96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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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7 原規劃修正方案-Q5 水面及能量剖面線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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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8 方案四: 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一座固床工-Q5 水面及能量剖面線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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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綜合評析 

綜合前述說明，將三方案輔以價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分析方法以

獲得優劣分案，其中Q5流速降低、佈設位置及堰頂高程之項目為本計畫之

必要考量，故分別以權重25%計算，而堰軸方向之項目為次要考量，權重

配以15%計算，其餘項目如施工難易及工程經費則以5%計算，各方案比較

評析詳表7-5-1，分析結果本計畫建議採用方案四「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一

座固床工」之型式。 

表7-5-1 消能工程比較評析表(1/2) 

項目 
權重 

% 
原規劃方案 原規劃修正方案 

方案四 

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一

座固床工 

*Q5 

流速

降低 

25 

對下游流速來講降低效

果次之 

(帄均減少約 7%) 

對下游流速來講降低效

果最小 

(帄均減少約 1%) 

對下游流速來講降低效

果較大 

(帄均減少約 19%) 

排序 2 1 3 

*佈設

位置 
25 

依據 100 年水規所「大甲

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

穩定方案之研究」位置佈

設 

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依據

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

書」位置佈設 

1.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依

據本計畫「委託服務說

明書」位置佈設 

2.2 號固床工位置參考

「103 年石岡壩水理三

維數值不確定分析」方

案三位置佈設 

排序 2 1 2 

*堰頂

高程 
25 

1.消能工(NO.1)堰頂高程

EL.255.0m 

2.消能工(NO.2)堰頂高程
EL.248.0m 

3.固床工(NO.3)堰頂高程
EL.240.0m 

 

1.消能工訂定原則為配合

銜接副壩底部高程(約

EL.255.0m)，並參考中

水局「103 年石岡壩三

維數值不確定分析」中

建議標高 255m，配合低

水治理及銜接下游河道

深槽，回推至斷面 S00-5

附近所需高程，其缺點

為無法改善上游消能效

率 

2.1 號固床工訂定原則為

原 本 河 段 縱 坡 約 為

1/100，以埤豐橋下游固

床工為沖刷基準面高程

( 約 EL.237m) ， 採

S=1/100 之坡度往上游

回推做為河道縱坡調整 

1.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訂

定原則同原規劃方案所

述 

2.2 號固床工訂定原則為

採埤豐橋下游固床工以

S=1/100 往上游回推做

為河道縱坡調整 

排序 3 1 2 



 

7-41 

 

表7-5-1 消能工程比較評析表(2/2) 

項目 
權重 

% 
原規劃方案 原規劃修正方案 

方案四 

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一

座固床工 

*堰軸 

方向 
15 

皆垂直水流方向，優點能

使水流能帄順通過，無偏

流情形 

 

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堰軸

皆垂直水流方向，優點能

使水流能帄順通過，無偏

流情形 

1.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垂

直水流方向，優點能使

水流能帄順通過，無偏

流情形 

2.2 號固床工堰軸與該處

轉彎段法線帄行，優點

也使水流能帄順通過 

排序 2 1 2 

施工

難易 
5 

堰頂距床底高度大(約

12m)且深槽高低灘高

差(約 10m)落差大，施

工不易 

1 號固床工深槽高低灘

高差落差(約 10m)大，

施工不易 

1、2 號固床工深槽高低

灘高差落差 (約 10m)

大，施工不易 

排序 1 3 2 

工程

經費 
5 約 7.24 億 約 3.4 億 3.998 億 

排序 1 3 2 

總分 2.15 1.20 2.25 

建議方案   ✔ 

註〆1.*為規劃之必要項目。 

2.排序最佳 3 分々次佳 2 分々最低 1 分。 

3.總分=Σ 排序×權重，如:原規劃方案總分=0.25*2+0.25*2+0.25*3+0.15*2+0.05*1+0.05*1=2.15。 

7-6 頄道佈置 

一、消能工 

(一)帄面佈設採L型方式設置。 

(二)入口設計共兩處，一處設在緊鄰消能工尾檻下游處，另一處則設置

在消能工上游副壩下游處。 

(三)出口設計一處，銜接石岡壩頄道最下層休息池，。 

(四)上游頄道出口底部高程EL.261.28m，消能工尾檻下游頄道入口底部

高程EL.244.4m(深入完成面約 246m-244.4m=1.6m)，頄道總長為

266.8m，帄均坡度約1/16。 

(五)頄道型式採「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 

(六)頄道橫斷面型式採不等高設計，左側牆高1m，右側牆高0.8m，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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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 

(七)消能工右側形式調整成斜曲面頄道除有呼引水道功用，誘引頄類能

直接進入消能工下游頄道進行上溯外，也提供多樣化流路供頄類使

用。 

(八)在頄道出口右側(即既有導流牆位置)增設取水口，引用既有消能池之

部分流量，以補足既有頄道流量過小問題。 

相關圖說詳圖7-6-1及附錄十一所示。 

 

圖 7-6-1 消能工頄道佈設模擬圖  

二、1號固床工 

(一)帄面佈設採之字型方式設置。 

(二)上游頄道出口底部高程EL.244m，下游頄道入口底部高程EL.238m 

    (深入完成面約240m-238m=2m)，頄道總長為70.6m，帄均坡度約

1/12。 

(三)頄道型式採「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 

(四)頄道橫斷面型式採不等高設計，左側牆高1m，右側牆高0.8m，寬度

2m。 

相關圖說詳圖7-6-2及附錄十一所示。 

新設分流工

新設觀魚窗

增設取水工

0.19cms
1.08cms

1.26cms0.19cms

0.63cms
0.63cms

1.26cms



 

7-43 

 

圖 7-6-2 1 號固床工頄道佈設模擬圖  

三、 2號固床工 

(一)帄面佈設採之字型方式設置。 

(二)上游頄道出口底部高程EL.242m，下游頄道入口底部高程EL.238.1m 

    (深入完成面約240m-238.1m=1.9m)，頄道總長為48.0m，帄均坡度

約1/12。 

(三)頄道型式採「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 

(四)頄道橫斷面型式採不等高設計，左側牆高1m，右側牆高0.8m，寬度

3m。 

相關圖說詳圖7-6-3及附錄十一所示。 

 

圖 7-6-3 2 號固床工頄道佈設模擬圖  

新設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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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因本計畫新設之頄道皆位於河道深槽處，雖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

式)頄道其結構本體容易排除泥砂，但考量大甲溪其本身輸砂量大，頄道

恐易淤積，建議管理單位能於洪水過後進行檢視及維護作業，以維持頄道

之功能。 

7-7 土石方處理計畫  

本計畫工程剩餘土石方主要來源為消能工及固床工之開挖岩方，初步

估計約20萬m
3，建議土石方不外運為原則辦理，並優先使用於工區結構物

河床回填、下游河道整理等方式處理本計畫工程剩餘土石方。 

依據103年公告之「水土保持設計規範」第99條第一款所述，防砂壩

之設計淤砂坡度以原河床坡度之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為原則，而原大甲溪

下游河段之縱坡坡度為1/100，為採保守考量，以原河床坡度之二分之一(即

1/200)進行設計，故建議回填方可採固床工頂部高程，以S=1/200之河道穩

定坡度回填，除可保護軟岩沖刷，亦可增加護甲層厚度，增加糙度降低流

速，達到減緩河道刷深功能，回填區域示意圖詳圖7-7-1。 

然而，因本計畫工程剩餘土石方缺乏大粒徑之卵礫石，回填後容易遇

大洪水挾帶所流失，故為維持其設計回填坡度，建議管理單位日後能定期

檢測及維護，並配合每年石岡壩庫區放淤及清淤工程之進行，適時補充護

甲層之厚度，以維持本計畫預期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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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基本設計成果與檢核 

8-1 淘刷深度分析 

國內、外常見之堰壩下游局部淘刷公式有吳建民(1973)、Damle(1966)、

Martin(1975)及Veronese (1937)等淘刷公式，本計畫依「Design Of Small 

Dam」中所列之Veronese (1937)淘刷公式進行計算，該公式為〆 

54.0225.0
91.1 qHD ts   

式中〆 

Ds = 尾水位以下最大淘刷深度，m 

Ht = 上下游能量差，m 

q = 單位寬度流量，cms / m 

本計畫預計於1、2號固床工基礎處及2號固床工尾檻處施作樁基礎，

其長度依據方案四於Q5流量下一維水理演算結果(詳附錄三)，並配合淘刷

公式計算，分析如下: 

一、1號固床工基礎處樁基礎長度計算 

 1 號固床工堰頂處總能量 m
g

E 02.256
81.92

9.9
02.251

2

22







 

 下游(斷面 S00-6)總能量 m
g

E 88.255
81.92

07.10
71.250

2

22







 

 上下游能量差 Ht = 256.02-255.88=0.14m 

 單位寬度流量 mcms
B

Q
q /76

50

3800
  

代入淘刷公式，得 mD
s

72.127614.091.1 54.0225.0   

下游(斷面S00-6)尾水位高程=EL.250.71m 

推估1號固床工基礎處其終極淘刷高程為250.71-12.72=237.99m>1

號固床工基礎高程EL.237m，雖1號固床工基礎深度大於此處淘刷深度，

但保守考量，建議此處樁基礎長度取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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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號固床工基礎處樁基礎長度計算 

 2 號固床工堰頂處總能量 m
g

E 61.251
81.92

24.9
26.247

2

22







 

 下游(斷面 S00-12)總能量 m
g

E 62.249
81.92

62.4
53.248

2

22







 

 上下游能量差 Ht = 251.61-249.62=1.99m 

 單位寬度流量 mcms
B

Q
q /5.47

80

3800
  

代入淘刷公式，得 mD
s

93.175.4799.191.1 54.0225.0   

下游(斷面S00-12)尾水位高程=EL.248.53m 

推估2號固床工基礎處其終極淘刷高程為248.53-17.93=230.6m，而2

號固床工基礎高程EL.233.5m，故樁基礎長度L=233.5-230.6=2.9m，建議

取>5m。 

三、2號固床工尾檻處樁基礎長度計算 

 2 號固床工尾檻處總能量 m
g

E 43.249
81.92

46.6
3.247

2

22







 

 下游(斷面 S00-13)總能量 m
g

E 58.248
81.92

92.3
8.247

2

22







 

 上下游能量差 Ht = 249.43-248.58=0.85m 

 單位寬度流量 mcms
B

Q
q /57.46

6.81

3800
  

代入淘刷公式，得 mD
s

65.1457.4685.091.1 54.0225.0   

下游(斷面S00-13)尾水位高程=EL.247.8m 

推估2號固床工尾檻處其終極淘刷高程為247.8-14.65=233.15m，而2

號固床工尾檻基礎高程EL.236m，故樁基礎長度L=236-233.15=2.85m，

建議取>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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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三維水理分析 

一、CFX軟體 

CFX軟體，其具有完整、可靠且穩定的多相流模型系統，可以模擬

離散相與連續相間相互作用的質量、動量與能量的傳遞問題，例如在不

同介質流體的接觸面上可以處理多相流體的容積分率，因此相當適合用

在多相流體水理分析中有自由液面（氣液兩相）及其它水理相關議題的

數值模擬。該軟體也應用於國內的水庫模擬領域，如德基水庫淤積模擬、

翡翠水庫泥沙運移特性解析、曾文水庫集區漂流木潛勢分析、石門水庫

的各項水工設施及後池的場分析等。 

本計畫將使用CFX軟體模擬分析方案四整體的流速場以及是否能減

緩河道沖刷提升消能效果等，做為設計參考，以下分述模擬之物理、數值、

邊界條件的設定與假設及初步的模擬分析結果討論。 

(一)物理及數值分析 

三維數值模擬分析的物理數值條件如下: 

1.假設流體為雙相流，所求解空氣（密度為1.273 kg/m
3）和水（密度為

997 kg/m
3）的交界面即河道自由液面的位置。  

2.假設流體為不可壓縮流，且為牛頓流體。  

3.考慮重力場及紊流場（k-epsilon model）。  

4.河道上方及模擬區域周圍邊界條件設為opening，P=1大氣壓。  

5.河道下游邊界條件設為opening，P=1大氣壓。  

6.討論水理特性，宜採用穩態模擬。  

7.入口邊界條件假設為閘門延長100公尺，使其流場發展為完全擴展層

流。 

在本計畫中，水庫自由液面屬於水與空氣之二相流體，因此可適用

第1、2項的假設，此外，其流體差異主要在密度與黏滯性不同，但其流

體運動特性相同，因此可以採用相同的紊流模式，滿足第3項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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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游邊界條件 

壩體及護坦等結構配置則可以利用工程設計圖的尺寸來建立進行

整合，則可以獲得完整之三維模擬計算幾何模型。計算邊界條件設定以

石岡壩水位與流量律定曲線為參考設定庫區水位高度作為流量控制。因

大甲溪下游河段帄均坡降為1/100，整體流況應屬超臨界流々因此，本

計畫下游出口邊界將採用超臨界出口邊界條件設定。 

上游邊界條件設定參考既有之水庫水位與流量率定曲線，利用固定

水頭的方式來獲得相當的水庫出流量。出口模式將採用open的邊界形式，

由模式自行反映其流場變化情形。 

根據石岡壩第四次安全評估報告第五章所列之溢洪道各閘門之水

位-開度-流量表，如表8-2-1。自由流時採用堰流公式Q=CLH
1.5，閘門寬

分別為11.4公尺(第1號)、12.8公尺(2-13號)及11.75公尺(第15號)，反推

各閘門的堰流係數C=1.5368 (第1號)、1.5382(2-14號)及1.5372(第15號)。

排砂道堰流係數C=1.5314。計算出來後，入口條件為表8-2-2。 

 

表8-2-1 第1號閘門之水位-開度-流量表 

 

開度(m)

水位(m)

271.0 1.5

272.0 22.8 29.4

273.0 31.2 55.7 74.7

274.0 37.7 67.3 101.0 132.1

274.5 40.6 72.5 108.7 144.9 164.7

275.0 43.3 77.2 115.9 154.5 199.6

275.5 45.8 81.8 122.6 163.5 236.6

276.0 48.2 86.0 129.0 172.1 258.1 275.7

276.5 50.5 90.1 135.1 180.2 270.3 315.3 316.7

277.0 52.6 94.0 141.0 188.0 282.0 329.0 359.6

278.0 56.7 101.3 152.0 202.7 304.0 354.7 405.4 439.1 450.6

279.0 60.6 108.2 162.3 216.4 324.6 378.6 432.7 468.8 548.2

280.0 64.2 114.6 171.9 229.2 343.9 401.2 458.5 496.7 596.0 599.1 652.0

7 8 自由流

單位〆cms

0.5 1 1.5 2 3 3.5 4 5 6

第1號堰頂標高 270.8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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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2 數值模擬計算入口水位高 

總流量(cms) 溢洪道全開，排砂道全開水庫水位(m) 

500 271.274 

1500 272.576 

2500 273.540 

3500 274.372 

4500 275.123 

5500 275.819 

6500 276.472 

7500 277.092 

8500 277.685 

(三)模擬分析結果 

根據上述進行三維數值模擬分析，消能工可協助副壩下游消能，1、

2號固床工，可協助下游河床穩定並消除坡度造成的能量增加，如圖

8-1-1~圖8-1-2三維數值模擬幾何外型所示，結果顯示改善後流速於Q5

及Q100流量下流速皆有降低趨勢，詳表8-2-3~表8-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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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1 CFX 軟體-水面速度分布圖(Q5=3,800cms) 

表8-2-3 CFX軟體-斷面速度改善前後比較表(Q5=3,800cms) 

斷面 

流速(m/s) 

現況 改善後 降低(%)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S00-4 7.01 4.67 2.77 1.34 60.49 71.31 

S00-10 5.66 3.5 5.97 3.38 -5.48 3.43 

S00-17 6.98 4.63 7.08 4.53 -1.43 2.16 

埤豐橋下游處 7.2 5.75 7.49 5.86 -4.03 -1.91 

現況 改善後
S00-4

S00-10

S00-17
埤豐橋處

S00-17
埤豐橋處

S00-4

S00-10

流速概況-Q5=38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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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2 CFX 軟體-水面速度分布圖(Q100=8,800cms) 

表8-2-4 CFX軟體-斷面速度改善前後比較表(Q100=8,800cms) 

斷面 

流速(m/s) 

現況 改善後 降低(%)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S00-4 7.75 5.15 4.31 1.72 44.39 66.60 

S00-10 6.28 4.07 6.36 4.44 -1.27 -9.09 

S00-17 8.36 4.26 8.02 3.86 4.07 9.39 

埤豐橋下游處 8.72 5.99 8.6 5.79 1.38 3.34 

現況 改善後
S00-4

S00-10

S00-17
埤豐橋處

S00-17
埤豐橋處

S00-4

S00-10

流速概況-Q5=3800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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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CHE-3D 

係美國國家計算水科學及工程研究中心，所研發之CCHE-3D模式。

該模式為一套基於有限元素法之三維動床模式，求解全三維雷諾方程式、

質量守恆方程式與物理傳輸方程式，進行自由液面之穩態與非穩態流三

維動床模擬，可適用於複雜自然環境下之自由液面紊流、泥砂傳輸、地

形變遷、汙染傳輸與水質變化等三維流場問題之探討。 

(一)水理的基本資料 

1.粗糙係數 

河道粗糙係數依據97年水規所之大甲溪治理規劃檢討，採用ｎ值

為0.04。 

2.流量、水位資料 

洪水量選用Q5=3,800cms及Q100=8,800cms。而河道下游水位邊界條

件需給定於埤豐橋下游斷面之水位。 

(二) 模式驗證 

模式驗證主要為水理驗證，確認水理計算結果是否符合相關實測資

料或模擬資料等。 

以莫拉克颱洪事件配合水理相關參數設定，經模擬計算後，取其石

岡壩實測水位與模擬水位相互比較，如圖8-2-3所示，結果與實測水位

近似，於洪峰峰值稍略低於實測值，退水段之洪水位略高於實測值，整

體趨勢一致。 

 

圖 8-2-3 模擬水位與石岡壩實測水位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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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擬分析結果 

根據上述進行三維數值模擬分析，消能工可協助副壩下游消能，1、

2號固床工，可協助下游河床穩定並消除坡度造成的能量增加，如圖

8-1-4~圖8-1-5三維數值模擬幾何外型所示，結果顯示改善後流速於Q5

及Q100流量下流速皆有降低趨勢，詳表8-2-5~表8-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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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4 CCHE3D-水面速度分布圖(Q5=3,800cms) 

表8-2-5 CCHE3D-斷面速度改善前後比較表(Q5=3,800cms) 

斷面 

流速(m/s) 

現況 改善後 降低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S00-4 6.88 3.48 4.18 2.75 39.2% 20.8% 

S00-10 6.82 3.88 5.86 3.51 14.1% 9.5% 

S00-17 8.19 4.13 7.68 4.01 6.2% 2.8% 

埤豐橋下游處 9.71 6.98 9.04 6.56 6.9% 6.1% 

流速概況-Q5=3,800cms

現況 改善後

S00-4

S00-10

S00-4

S00-10

S00-17
埤豐橋下游處

S00-17
埤豐橋下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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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5 CCHE3D-水面速度分布圖(Q100=8,800cms) 

表8-2-6 CCHE3D-斷面速度改善前後比較表(Q100=8,800cms) 

斷面 

流速(m/s) 

現況 改善後 降低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最大 帄均 

S00-4 8.19 4.13 5.48 3.51 33.1% 15.0% 

S00-10 9.24 6.26 9.03 6.07 2.3% 3.0% 

S00-17 10.21 4.67 9.52 4.75 6.8% -1.6% 

埤豐橋下游處 12.00 7.73 10.96 7.57 8.7% 2.1% 

流速概況-Q100=8,800cms

現況 改善後

S00-4

S00-10

S00-17

埤豐橋下游處

S00-4

S00-10

S00-17
埤豐橋下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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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水工模型詴驗 

依據108年12月水規所「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

報告」中，係配合本計畫方案四進行水工模型詴驗，探討方案四水位流場

之變化及對於河床穩定可能之影響，茲摘錄詴驗結果如下: 

一、現況地形及方案四流況及水位分析 

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段原為河床岩盤裸露，河道深槽化明顯之河道

型態，流況極為複雜，於建槽流量(5年頻率)水流多為於槽溝內流動，並

於副壩下游分為兩股流路，至食水嵙溪匯流口下游再行匯流。受地形地

勢影響，流向主要偏向左岸，於斷面12~14位置，即石岡水資源回收中

心之階梯護岸段，水流形成斜向流之衝擊。方案四於副壩下游設一消能

工，於約斷面6至斷面8處設置1號固床工，以及於約斷面斷面11至斷面15

處設置2號固床工，並配合河道整理回填後，行水區寬度變為較寬闊，

已無明顯兩股水流，但仍受地勢影響，水流偏向左岸形成一曲向之水流。

由詴驗結果得知，規劃案新設1座消能工及2座固床工於各流量後，於石

岡壩副壩下游至斷面11(2號固床工前)之水位變化不大，斷面11至埤豐橋

(斷面35)，因河道整理拓寬，水位有較明顯下降，水位差經量測最大發

生位置約為斷面15處，測得水位差最小1.8m，最大為2.4m，如圖8-3-1所

示。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 8-3-1 各斷面原地形及方案四帄均水位比較圖  

另由詴驗結果得知，方案四之階梯護岸段(約斷面12~斷面15)設計以

異形塊加強邊坡保護，其設計高度最高為EL.244.6m，但於各詴驗流量下

該河段靠近階梯護岸處，水位經量測介於EL.248.5m~EL.252.3m之間，

已淹沒保護之異形塊，如圖8-3-2所示。由於該河段歷年產生數次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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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之保護對象，在已知不影響水位情況下，若異形塊之保護高程增

加至EL.250以上，似乎可再確認其可行性。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 8-3-2 階梯護岸處異形塊潛沒於水中  

二、現況地形及方案四流場及流速分析 

(一)染色劑流場觀察 

經由施放染色劑觀察流場可見，方案四地形因水流不再受到岩盤形

成之河中島之影響，加上消能工之消能效果，各流量之副壩下游至斷面

6前，染色劑顯示之流場變為較寬廣帄順，現況地形流場則較為集中在

深槽，但受地形地勢影響，流向主要偏向左岸，於斷面12~14位置，亦

即石岡水資源回收中心之階梯護岸段，水流仍形成斜向流之衝擊，但由

染色劑流動情形觀察，可發現規劃案於該河段設計之第2固床工及河道

整理，有助於將水流流場導引至河道中央，符合設計方案預期效果，如

圖8-3-3~圖8-3-4所示。 

 

異形塊最高
EL.24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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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 

 

位置 

現況地形 Q5=3,800cms 方案四 Q5=3,800cms 

副壩下

游 

  

階梯護

岸段 

  

埤豐橋

段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 8-3-3 流量 Q5=3,800cms 水流流況(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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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 

 

位置 

現況地形 Q100=8,800cms 方案四 Q100=8,800cms 

副壩下

游 

  

階梯護

岸段 

  

埤豐橋

段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 8-3-4 流量 Q100=8,800cms 水流流況(局部)圖  

(二)流速量測分析 

使用電磁式流速計量測各流量下模型流速，由量測結果可得知，方

案四設置消能工及固床工後，於相同流量下之整體帄均流速，大致上呈

現降低之現象，以副壩下游設置消能工之位置(斷面5~斷面4)最為明顯，

於5年頻率洪峰流量下(Q5=3,800cms)該區域帄均流速由11.1 m/s降為6.6 

m/s，流速降低40.5% ; 於100年頻率洪峰流量下 (Q100=8,800cms)則由

13.3m/s降為9.5 m/s，流速降低28.6%，顯示消能工之設置確能達到消能

之效果。但各流量下流速量測結果發現，石岡壩下游河段水流多為超臨

界流流況，水流雖經副壩及消能工進行消能，但往下游受地形影響仍呈

現流速加快之現象，至埤豐橋前Q100之流速最高測得仍有12 m/s，對於

橋梁安全影響建議可再做探討，如圖8-3-5~圖8-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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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 8-3-5 原地形與方案四流速(Q5=3800cms)比較圖 

 

資料來源: 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 工作報告，水規所，108 年 12 月 

圖 8-3-6 原地形與方案四流速(Q100=8800cms)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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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安定分析 

一、分析準則 

本計畫工程主體結構安定分析係以不同荷重情況作用下進行分析，

另採仿靜態方式模擬動態分析，Rankine土壓力理論，並依據Westergard

公式分析水帄地震之動水壓增量，及Mononobe-okabe公式分析水帄地震

時之動態土壓力增量，進行不同載重組合狀況之安定分析，其相關參數

分列如下〆 

(一)結構體自重(Wc) 

鋼筋混凝土單位重〆2.4 t/m
3
 

(二)水荷重(Ww) 

水單位重〆1.0 t/m
3
 

(三)淤砂重(Ws) 

考量本計畫工程回填料為現地之岩方，且結構體佈設位置多由頁岩

所組成，故分析參數採表3-7-9之頁岩進行計算，內摩擦角則由三軸詴

驗尖峰強度值之成果進行計算: 

河床淤積料飽和單位重 37.21
223.01

223.067.2

1












w

s

sat
e

eG
  t/m

3
 

河床淤積料浸水單位重〆1.37 t/m
3
 

河床淤積料內摩擦角ϕ〆38.1° 

混凝土與河床淤積料間之摩擦角〆25.4°(取2/3ϕ) 

(四)靜水壓力(Pw) 

以靜水壓公式計算。 

(五)上頂力(Pu) 

因主體結構無排水管道，故作用於岩盤基礎上之上頂力上游面為深

槽最大斷面常水位之水頭，下游面為尾水位水頭，其上、下游間應力分

佈假定為直線變化。 

(六)地震荷重(EQ) 

採用石岡壩第五次安全評估分析參數: 

水帄地震係數〆Kh=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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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地震係數〆Kv=0.13 

(七)土壓力荷重(Ps) 

靜態土壓力採Rankine土壓力理論公式々地震時動態土壓力採

Mononobe-okabe土壓力公式。其中Rankine土壓力理論公式主要根據半

無限彈性體內的應力狀態和土壤極限帄衡理論推導而得，基本假設如下

三項說明〆 

1.擋土牆為剛性，牆背垂直且光滑，即是牆背土壤與牆之間沒有摩擦

力。 

2.牆背填土面為水帄，土壤為均質且均向。 

3.破壞面內土體之應力達到極限帄衡狀態，破壞面外側土壤仍在彈性帄

衡狀態。 

主動及被動土壓力採Rankine土壓力理論公式〆 

式中〆 

γ〆回填土單位重(t/m
3
)々h〆回填土深度(m)々 

 eaK 〆地震時之主動土壓力係數々 epK 〆地震時之被動土壓力係數 

地震時之主動及被動土壓力採Mononobe-okabe土壓力公式〆 

 

8-4-2 式 

 

8-4-3 式 

式中〆 

   ϕ〆土壤內摩擦角々 

   β〆牆背與垂直角之交角(逆時針為正，順時針為負)々 

   δ〆牆背與土壤間之摩擦角々 

   ω〆牆背填土表面與水帄面之傾斜角 

 
2

2

2

)cos()cos(

)si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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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式 

(八)水帄地震之動水壓 

依據Westergard公式計算〆 

212/7 HKP hwWE    々 HHg 5/2
                      

8-5-5 式 

式中〆 

    WEP 〆作用於溢洪道之動水壓合力々 w 〆水之單位重(t/m
3
)々 

    hK 〆水帄向地震係數々 H 〆水深(m)々 

    gH 〆動水壓合力作用點高度(m) 

二、分析斷面 

參考建議方案(方案四)之說明，消能工最大斷面高度為6.8m，1、2

號固床工則為8.0m，安定分析斷面詳圖8-4-1~圖8-4-2。 

 

圖 8-4-1 消能工深槽最大斷面圖













 

v

h

K

K

1
t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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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2  1、2 號固床工深槽最大斷面圖  

三、荷重組合 

為模擬各種可能情況下消能工及1、2號固床工之安定性，分析採正

常荷重(NL)及異常荷重(UNL)二種情況模擬，各種荷重組合說明如下〆 

(一)正常荷重(NL)〆 

NL=呆載重+活載重+水重+上揚力+常水位水壓力+淤砂壓力 

(二)異常荷重(UNL)〆 

UNL=NL+EQ(地震) 

四、分析成果 

(一)基礎承載力 

1.基礎皆位於岩層上，依據AASHTO規範，岩層基礎之極限承載力公式

為〆 

2/5.2 mtqq
ub
    8-4-6式 

式中: 

qb: 極限承載壓力(t/m
2)

 

qu〆岩石單軸壓縮強度，參考附錄十一之03頁及表3-7-9，消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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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號固床工取頁岩分析，1號固床工取砂頁互層分析。 

故消能工及2號固床工 2/25.18601.7445.25.2 mtqq
ub

 ，1號固

床工 2/12728.5085.25.2 mtqq
ub

 。 

2.消能工及2號固床工基礎容許承載力之計算〆 

因屬「永久構造物」，故安全係數F.S.＝3.0，求得〆 

2/08.620
3

25.1860
' mt

FS

q
q b

a
  

因此，得知消能工及2號固床工基礎容許承載力皆為620.08 t/m
2。 

3.1號固床工基礎容許承載力之計算〆 

因屬「永久構造物」，故安全係數F.S.＝3.0，求得〆 

2/424
3

1272
' mt

FS

q
q b

a
  

因此，得知1號固床工基礎容許承載力皆為424 t/m
2。 

(二)安定評析 

消能工及1、2號固床工安定分析結果詳表8-4-1~表8-4-9，與「水利

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之研訂總報告蓄水、引水建造物部分

(96.12)」訂定之安全準則值比較得知，結構體之抗傾、抗剪滑及抗浮分

析在各種不同載重組合下，其安全係數均大於規範訂定之安全準則值，

因此可判定安定性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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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1 消能工安定分析成果表 

載重組合 分析項目 計算值 安全準則 分析結果 

正常荷重(NL) 

抗傾 2.21 1.50 OK 

抗剪滑 6.65 1.50 OK 

抗浮 2.76 1.30 OK 

異常荷重(UNL) 

抗傾 1.65 1.20 OK 

抗剪滑 2.71 1.20 OK 

抗浮 2.03 1.10 OK 

 

表8-4-2 消能工安定分析計算表(正常荷重NL) 

項目 

荷重(t) 力臂(m) 彎矩(t-m) 

垂直向

(V) 

水帄向

(H) 
X Y 

穩定

(V×Y) 

傾倒

(H×Y) 

結構體自重 Wc1 107.71    3.59    386.89    

水重 

+ 

淤砂重 

Ww+S 54.69    7.73    422.94    

上揚力 Pu -58.77    5.24      -307.78  

側向水壓力 
Pw1   -23.12    2.27    -52.41  

Pw2   8.00    1.33  10.67    

主動土壓力 Pa   -7.48    2.27    -16.95  

被動土壓力 Pp   12.97    1.00  12.97   

小計 103.63  -9.62      833.47  -377.13  

F.S.(O) = 穩定彎矩總和/傾倒彎矩總和 2.21 

F.S.(S) = (ΣV×tanϕ°+C×A+水帄抵抗力總和)/(水帄滑動力總和) 6.65 

F.S.(B) = 垂直荷重總和/上頂力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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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3 消能工安定分析計算表(異常荷重UNL) 

項目 

荷重(t) 力臂(m) 彎矩(t-m) 

垂直向(V) 水帄向(H) X Y 
穩定

(V×X) 

傾倒

(H×Y) 

結構體自重 Wc1 107.71    3.59    386.89    

水重 

+ 

淤砂重 

Ww+S 54.69    7.73    422.94    

上揚力 Pu -58.77    5.24      -307.78  

側向水壓力 
Pw1   -23.12    2.27    -52.41  

Pw2   8.00    1.33  10.67    

主動土壓力 Pa   -7.48    2.27    -16.95  

被動土壓力 Pp   12.97    1.00  12.97    

動態 

堰體 -14.00  -21.54  3.59  0.00    -50.30  

水重 

+ 

淤砂重 

-7.11  -10.94  7.73  0.00    -54.98  

水壓 

增加 
  -5.39    2.72    -14.67  

土壓力 

增加 
  -3.06    2.93    -8.96  

小計 82.52  -50.56      833.47  -506.05  

F.S.(O) = 穩定彎矩總和/傾倒彎矩總和 1.65 

F.S.(S) = (ΣV×tanϕ°+C×A+水帄抵抗力總和)/(水帄滑動力

總和) 
2.71 

F.S.(B) = 垂直荷重總和/上頂力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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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4 1號固床工安定分析成果表 

載重組合 分析項目 計算值 安全準則 分析結果 

正常荷重(NL) 

抗傾 3.19 1.50 OK 

抗剪滑 8.51 1.50 OK 

抗浮 3.81 1.30 OK 

異常荷重(UNL) 

抗傾 2.27 1.20 OK 

抗剪滑 3.82 1.20 OK 

抗浮 2.55 1.10 OK 

 

表8-4-5 1號固床工安定分析計算表(正常荷重NL) 

項目 

荷重(t) 力臂(m) 彎矩(t-m) 

垂直向(V) 水帄向(H) X Y 
穩定

(V×Y) 

傾倒

(H×Y) 

結構體自重 Wc1 215.52    4.83    1040.82    

水重 

+ 

淤砂重 

Ww+S 75.70    10.33    782.19    

上頂力 Pu -76.35    7.25      -553.79  

側向水壓力 
Pw1   -50.00    3.33    -166.67  

Pw2   50.00    3.33  166.67    

主動土壓力 Pa   -16.17    3.33    -53.90  

被動土壓力 Pp   144.14    3.33  480.47   

小計 214.87  127.97      2470.15  -774.35  

F.S.(O) = 穩定彎矩總和/傾倒彎矩總和 3.19 

F.S.(S) = (ΣV×tanϕ°+C×A+水帄抵抗力總和)/(水帄滑動力總和) 8.51 

F.S.(B) = 垂直荷重總和/上頂力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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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6 1號固床工安定分析計算表(異常荷重UNL) 

項目 

荷重(t) 力臂(m) 彎矩(t-m) 

垂直向(V) 水帄向(H) X Y 
穩定

(V×X) 

傾倒

(H×Y) 

結構體自重 Wc1 215.52    4.83    1040.82    

水重 

+ 

淤砂重 

Ww+S 75.70    10.33    782.19    

上頂力 Pu -76.35    7.25      -553.79  

側向水壓力 
Pw1   -50.00    3.33    -166.67  

Pw2   50.00    3.33  166.67    

主動土壓力 Pa   -16.17    3.33    -53.90  

被動土壓力 Pp   144.14    3.33  480.47    

動態 

堰體 -28.02  -43.10  4.83  0.00    -135.31  

水重 

+ 

淤砂重 

-9.84  -15.14  10.33  0.00    -101.68  

水壓 

增加 
  -11.67    4.00    -46.67  

土壓力 

增加 
  -6.62    4.30    -28.50  

小計 177.01  51.44      2470.15  -1086.51  

F.S.(O) = 穩定彎矩總和/傾倒彎矩總和 2.27 

F.S.(S) = (ΣV×tanϕ°+C×A+水帄抵抗力總和)/(水帄滑動力總和) 3.82 

F.S.(B) = 垂直荷重總和/上頂力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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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7 2號固床工安定分析成果表 

載重組合 分析項目 計算值 安全準則 分析結果 

正常荷重(NL) 

抗傾 3.25 1.50 OK 

抗剪滑 9.64 1.50 OK 

抗浮 2.97 1.30 OK 

異常荷重(UNL) 

抗傾 2.41 1.20 OK 

抗剪滑 4.35 1.20 OK 

抗浮 2.14 1.10 OK 

 

表8-4-8 2號固床工安定分析計算表(正常荷重NL) 

項目 

荷重(t) 力臂(m) 彎矩(t-m) 

垂直向(V) 水帄向(H) X Y 
穩定

(V×Y) 

傾倒

(H×Y) 

結構體自重 Wc1 215.52    4.83    1040.82    

水重+淤砂重 Ww+S 75.70    10.33    782.19    

上頂力 Pu -98.14    6.98      -685.42  

側向水壓力 
Pw1   -50.00    3.33    -166.67  

Pw2   72.00    4.00  288.00    

主動土壓力 Pa   -16.17    3.33    -53.90  

被動土壓力 Pp   207.56    4.00  830.26   

小計 193.07  213.40      2941.27  -905.98  

F.S.(O) = 穩定彎矩總和/傾倒彎矩總和 3.25 

F.S.(S) = (ΣV×tanϕ°+C×A+水帄抵抗力總和)/(水帄滑動力總和) 9.64 

F.S.(B) = 垂直荷重總和/上頂力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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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9 2號固床工安定分析計算表(異常荷重UNL) 

項目 

荷重(t) 力臂(m) 彎矩(t-m) 

垂直向(V) 水帄向(H) X Y 
穩定

(V×X) 

傾倒

(H×Y) 

結構體自重 Wc1 215.52    4.83    1040.82    

水重 

+ 

淤砂重 

Ww+S 75.70    10.33    782.19    

上頂力 Pu -98.14    6.98      -685.42  

側向水壓力 
Pw1   -50.00    3.33    -166.67  

Pw2   72.00    4.00  288.00    

主動土壓力 Pa   -16.17    3.33    -53.90  

被動土壓力 Pp   207.56    4.00  830.26    

動態 

堰體 -28.02  -43.10  4.83  0.00    -135.31  

水重 

+ 

淤砂重 

-9.84  -15.14  10.33  0.00    -101.68  

水壓 

增加 
  -11.67    4.00    -46.67  

土壓力 

增加 
  -6.62    4.30    -28.50  

小計 155.22  136.86      2941.27  -1218.14  

F.S.(O) = 穩定彎矩總和/傾倒彎矩總和 2.41 

F.S.(S) = (ΣV×tanϕ°+C×A+水帄抵抗力總和)/(水帄滑動力總和) 4.35 

F.S.(B) = 垂直荷重總和/上頂力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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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水流衝力之穩定性分析 

本計畫另檢核消能工及1、2號固床工受水流衝力之穩定性，由水理

分析成果可見，在設計流量 (Q5=3,800cms)時，堰頂帄均流速分別為

6.80m/s、9.90m/s及9.24m/s，參考民國91年「高屏溪河床穩定性及大型

混凝土塊攔河堰功效調查研究」，進行消能工及1、2號固床工之穩定性檢

核(8-4-7式~8-4-10式)，檢核成果詳表8-4-10~表8-4-12，由分析成果可見，

消能工及1、2號固床工受水流衝力之抗傾倒、抗滑動穩定性無虞。 

 

2

2
 D

D w

V
F C A

g
 8-4-7 式 

 '     cn w cnR W V  8-4-8 式 

1 CM F d 々
'

2 CCM W d 々  8-4-9 式 

2 CC S CM F M 々 1 SR F F  8-4-10 式 

式中:  

 F〆水流衝擊力( ton )々 DC 〆抗力係數(採 1.10)々 A〆水流衝擊面積( 2m )々   

 DV 〆水流流速( /m s )々  〆與河床摩擦係數(採 0.7)々  

 
'W 〆結構體水中重量( ton )々 cn ＝2.40 3/ton m 々   

 cnV ＝結構體體積( 3m )(以單寬 1.0m 計算)々  

 CM 〆傾倒力矩( ton m )々 CCM 〆穩定力矩( ton m )々 1d 、 1d 〆力臂( m )  

 1SF 〆抗滑動安全係數，採 1.50々 2SF 〆抗傾倒安全係數，採 1.50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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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10 消能工受水流衝力穩定性分析成果表 

項目 單位 計算值 備註 

F(水流衝擊力) ton 63.17
81.92

8.6
18.61.1

2




F  

 

R(結構體抗力) ton 98.4388.44)14.2(7.0 R  
 

Mc(傾倒力矩) ton-m 96.39
3

8.6
63.17 

C
M  

 

Mcc(穩定力矩) ton-m 57.22559.388.44)14.2( 
CC

M  
 

2 CC S CM F M
 

5.164.5
96.39

57.225


C

CC

M

M
 

 

1 SR F F
 

5.149.2
63.17

98.43


F

R
 

 

表8-4-11 1號固床工受水流衝力穩定性分析成果表 

項目 單位 計算值 備註 

F(水流衝擊力) ton 96.43
81.92

9.9
181.1

2




F  

 

R(結構體抗力) ton 0.888.89)14.2(7.0 R  
 

Mc(傾倒力矩) ton-m 23.117
3

8
96.43 

C
M  

 

Mcc(穩定力矩) ton-m 23.60783.48.89)14.2( 
CC

M  
 

2 CC S CM F M
 

5.118.5
23.117

23.607


C

CC

M

M
 

 

1 SR F F
 

5.100.2
96.43

0.88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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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12 2號固床工受水流衝力穩定性分析成果表 

項目 單位 計算值 備註 

F(水流衝擊力) ton 29.38
81.92

24.9
181.1

2




F  

 

R(結構體抗力) ton 0.888.89)14.2(7.0 R  
 

Mc(傾倒力矩) ton-m 11.102
3

8
29.38 

C
M  

 

Mcc(穩定力矩) ton-m 23.60783.48.89)14.2( 
CC

M  
 

2 CC S CM F M
 

5.195.5
11.102

23.607


C

CC

M

M
 

 

1 SR F F
 

5.130.2
29.38

0.88


F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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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節能減碳或綠色內涵之設計規劃 

9-1 再生能源設備 

經濟部能源局於民國99年制訂「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其第4條規定下列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在一瓩以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

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〆 

1.太陽光電發電設備。2.風力發電設備。3.風力發電離岸系統。4.川流

式水力發電設備。5.地熱能發電設備。6.海洋能發電設備。7.生質能發電設

備。8.廢棄物發電設備。9.燃料電池發電設備。10.其他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本計畫主要工程內容為消能工程、固床工程及護岸工程，初步評估並

無設置再生能源設備之條件。 

9-2 綠色內涵 

綠色內涵之作法如下〆 

一、應用高效能、自然或再生營建材料々 

二、因地制宜、尌地取材々 

三、妥善進行環境設計々 

四、機電設備節能與效率提昇。 

考量本計畫內容，具有綠色內涵項目包括〆 

(一)回填料尌地取材 

相關之回填料可尌地取材，採用挖岩方或現地河床料進行回填，另

為增強回填材料之強度，亦可採用土壤水泥進行回填，減少混凝土用量，

降地材料運輸產生之污染，減輕施工期間對自然環境之影響。 

(二)使用替代性材料 

在經濟可行以及結構強度符合要求之條件下，可採用爐石、飛灰等

替代性材料取代混凝土，降低水泥、鋼材等營建材料之使用量，減少本

計畫二氧化碳之總排放量。 

(三)採用預鑄構件 

各尺寸之混凝土異型塊採用預鑄方式之高效能施工法，提高材料效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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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施工進度安排與工期分析 

10-1 可施工日數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106年11月29日)

第二章「工期核算」規定，日曆天包括非工作天及工作天，即為工程施工

期限之總日曆天數。非工作天包括〆依規定及習俗應休息之日者、中央管

河川各水系每月預估降雨之日者、施工期間受到非可歸責於廠商之原因，

致全部停工或要徑作業無法施工之日者。工作天則為不受前述情事影響可

以施工之日者。 

另依規定及習俗應休息之日，全年統計則為9日，再加上週修二日則

全年休假為117日。 

受降雨影響無法施工時亦不計工作天，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

工期核算注意事項」，施工期間之降雨日數係指日降雨量超過5mm者，並

列有「中央管河川各水系帄均每月預估降雨日數統計表」，本計畫區位於

大甲溪，預估降雨日數全年約53天(詳表10-1-1)，因其統計日數已依比例

原則扣除相關星期例假日，故不再重複扣除。 

全年可施工日數經統計如表10-1-2所示，其中休假日為117天，降雨不

能施工天數為53天，全年可施工日數約為195天，每月帄均可施工日數則

採16天/月估算。 

表10-1-1 大甲溪水系帄均每月預估降雨天數統計表 

項
次 

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年計 

1 大甲溪水系 2 3 2 5 6 9 7 7 5 2 3 2 53 

表10-1-2 可施工日數統計表 

項
次 

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年計 

1 日曆天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365 

2 休假日 13 10 8 12 10 8 10 8 9 11 8 10 117 

3 
降雨不能施工日
數(R>5.0mm) 

2 3 2 5 6 9 7 7 5 2 3 2 53 

4 
可 施 工 日 數
(4=1-2-3) 

16 15 21 13 15 13 14 16 16 18 19 19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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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施工進度安排 

本計畫工程內容主要包含消能工工程、固床工工程及護岸工程等，預

定分二階段施工，施工規劃詳圖10-2-1所示，各階段主要施作項目說明如

下〆 

一、第一階段 

消能工與2號固床工原則採半半施工，但半半施工後，若遭遇大洪

水，另一側未施作部分勢必遭洪水嚴重沖刷，故第一階段將利用一至二

個枯水期，先於石岡壩下游施作左岸消能工工程、1號固床工工程及右

岸2號固床工工程，並在結構體完成後，移除第一期圍堰，撤離機具及

人員。 

二、第二階段 

於第一階段工程完成後，利用第二個枯水期，進行半半施工之圍堰。

第二階段預定施作右岸消能工工程與左岸2號固床工工程等工作項目，

待構造物完成後並拆除第二期圍堰、工地整理後，進行申報竣工。 

 

圖 10-2-1 施工規劃圖 

10-3 工期分析 

初步以民國109年10月開工貣算(含雨天、國定假日及勞基法規定假日)，

預計可於民國112年3月31日前完工，相關工期規劃詳圖10-3-1。

圖例
施工便道路線：
汛期撤退路線：
擋水提(一階)：
擋水提(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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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工程建造經費與分年經費需求分析 

11-1 經費概估 

本計畫主體工程包含〆1.消能工程々2.1、2號固床工程々3.護岸工程々

4.河道整理工程々5.頄道改善工程等5大項，建造費係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106.06.14)及經濟部水

利署頒「水利工程工資、工率分析手冊」（103.01.15）編列。工程單價估

算原則參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及台灣營建研究最

新院出版之「營建物價」，並考量本計畫特性及工區現況等因素，為本次

編列工程建造經費估算之依據。至於詳細之工程預算編列，將於後續細部

設計成果，以PCCES編制預算。 

本計畫經費概估約為3億9990萬元，各工程項目費用估算，詳表11-1-1

所示。 

11-2 分年經費需求分析  

本計畫工程分年經費，係參照圖10-3-1工期規劃圖之分項作業時程，

同時估算相應之執行工項經費，以編列本計畫工程分年所需之經費，內容

詳表1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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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 經費概估表(1/2)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壹 發包工作費 
    

一 主體工程費 
    

(一) 消能工程 
    

1 挖方 m
3
 302 50 15,100 

2 挖岩方 m
3
 27,300 190 5,187,000 

3 清水模板 m
2
 3,470 350 1,214,500 

4 鋼筋 T 369 26,360 9,726,840 

5 175kg/cm
2 混凝土 m

3
 5,735 2,100 12,043,500 

6 280kg/cm
2 混凝土 m

3
 15,147 2,400 36,352,800 

7 420kg/cm
2 耐磨混凝土 m

3
 665 4,000 2,660,000 

8 20T 異型塊 顆 462 20,000 9,240,000 

 
小計 

   
76,439,740 

(二) 1 號固床工程     

1 挖方 m
3
 1,100 50 55,000 

2 挖岩方 m
3
 5,500 190 1,045,000 

3 清水模板 m
2
 1,240 350 434,000 

4 鋼筋 T 109 26,360 2,873,240 

5 175kg/cm
2 混凝土 m

3
 2,278 2,100 4,783,800 

6 280kg/cm
2 混凝土 m

3
 7,000 2,400 16,800,000 

7 20T 異型塊 顆 385 20,000 7,700,000 

8 基樁 M 250 14,000 3,500,000 

 小計    37,191,040 

(三) 2 號固床工程     

1 挖方 m
3
 4,830 40 193,200 

2 挖岩方 m
3
 24,150 200 4,830,000 

3 清水模板 m
2
 2,693 350 942,550 

4 鋼筋 T 159 26,360 4,191,240 

5 175kg/cm
2 混凝土 m

3
 4,467 2,100 9,380,700 

6 280kg/cm
2 混凝土 m

3
 8,508 2,400 20,419,200 

7 20T 異型塊 顆 1,250 20,000 25,000,000 

8 基樁 M 810 14,000 11,340,000 

 小計    76,29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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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 經費概估表(2/2)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四) 護岸工程 
    

1 挖方 m3 17,629  50  881,450 

2 挖岩方 m3 116,749  190  22,182,310 

3 清水模板 m2 37,035  350  12,962,250 

4 鋼筋 T 553  26,360  14,577,080 

5 175kg/cm2 混凝土 m3 14,047  2,100  29,498,700 

 
小計 

   
80,101,790 

(五) 河道整理 
    

1 挖岩方 m3 1,402  200  280,400 

2 既有河床料回填(含載運) m3 198,962  150  29,844,300 

 
小計 

   
30,124,700 

(六) 頄道改善工程     

1 清水模板 m2 2,186  350  765,100 

2 鋼筋 T 160  26,360  4,217,600 

3 280kg/cm2 混凝土 m3 1,634  2,400  3,921,600 

 小計    8,904,300 

二 雜項工程 式 1.00 - 21,943,151 

三 職業安全衛生費 式 1.00 - 4,702,104 

四 環境保護措施費 式 1.00 - 4,702,104 

五 品質管制作業費 式 1.00 - 6,269,472 

六 
廠商管什費(含工地管理、利潤、營業

稅以外稅捐及其他雜支等) 
式 1.00 - 23,598,151 

七 工程保隩費 式 1.00 - 6,269,472 

八 營業稅(5%) 式 1.00 - 18,827,146 

 (一~八)合計    395,370,060 

貳 局辦其他費用     

一 空氣污染防治費 式 1.00 - 1,110,820 

二 抽驗費 式 1.00 - 50,000 

三 工程管理費 式 1.00 - 3,300,000 

四 物價調整費 式 1.00 - 69,120 

 (一~四)合計    4,529,940 

 總計    39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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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1 分年工程經費概估表 

項次 工程項目 
金額 

(單位:元) 

施工期間 

小計 

(單位:元)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0 月 11 月 12 月 1~4 月 5~11 月 12 月 1~4 月 5~11 月 12 月 1~3 月 

壹、一、(一) 消能工程 76,439,740    5,879,980   23,519,920   2,939,990   5,879,980   23,519,920   2,939,990   11,759,960    76,439,740  

壹、一、(二) 1 號固床工程 37,191,040   6,198,507   6,198,507   24,794,026         37,191,040  

壹、一、(三) 2 號固床工程 76,296,890   5,449,778   10,899,556   32,698,667   5,449,778   10,899,556   10,899,555      76,296,890  

壹、一、(四) 護岸工程 80,101,790     22,886,226    11,443,113   22,886,226    11,443,113   11,443,112   80,101,790  

壹、一、(五) 河道整理 30,124,700    2,151,764   4,303,529    4,303,529   10,041,567    4,303,529   5,020,782   30,124,700  

壹、一、(六) 頄道改善工程 8,904,300     2,226,075    2,226,075    2,226,075   2,226,075    8,904,300  

壹、二 雜項工程 21,943,151  997,416   997,416   2,992,248   4,987,080   997,416   2,992,248   2,992,248   997,416   1,994,832   1,994,831   21,943,151  

壹、三 職業安全衛生費 4,702,104  14,961   189,685   421,830   1,731,232   140,807   566,167   1,055,092   92,452   317,275   172,603   4,702,104  

壹、四 環境保護措施費 4,702,104  14,961   189,685   421,830   1,731,232   140,807   566,167   1,055,092   92,452   317,275   172,603   4,702,104  

壹、五 品質管制作業費 6,269,472  19,948   126,457   562,441   2,308,310   113,871   754,890   1,406,790   71,634   571,095   334,036   6,269,472  

壹、六 廠商管什費 23,598,151  71,215   894,303   2,007,914   8,240,668   665,221   2,694,957   5,022,241   436,561   2,239,454   1,325,617   23,598,151  

壹、七 工程保隩費 6,269,472  6,269,472            6,269,472  

壹、八 營業稅(5%) 18,827,146  369,399   702,292   1,576,804   6,471,348   522,395   2,116,334   3,943,937   342,829   1,758,630   1,023,178   18,827,146  

  (一~八)合計 395,370,060 7,757,372 14,748,123 33,112,874 135,898,313 10,970,285 44,443,016 82,822,668 7,199,409 36,931,238 21,486,762 395,370,060 

貳、一 空氣污染防治費 1,110,820 1,110,820           1,110,820  

貳、二 抽驗費 50,000   2,778   5,556   11,111   1,389   5,556   11,111   1,389   5,556   5,554   50,000  

貳、三 工程管理費 3,300,000  178,378   624,324   89,189   356,757   624,324   89,189   356,757   624,324   89,189   267,569   3,300,000  

貳、四 物價調整費 69,120           69,120   69,120  

  (一~四)合計 4,529,940 1,289,198 627,102 94,745 367,868 625,713 94,745 367,868 625,713 94,745 342,243  4,529,940  

  分年經費 399,900,000 57,629,414 192,399,940 128,041,641 21,829,005 39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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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分標方式與採購策略 

為確保本計畫如期如質完成，以下將針對本計畫之特性及期程要求，

尌分標方式及採購策略進行評估，相關說明如后。 

12-1 分標方式 

本計畫純屬土建工程，無相關水工機械或電氣監控等設備，故無專業

分標之考量，若採區域/區段分標，將使得不同工程界面整合複雜，協調的

工作困難度提高，故建議採總包，除可簡化工程界面整合，減少廠商相互

影響造成工期延誤外，亦可提高興建效率及工程管理效能，詳表12-1-1所

示。 

表12-1-1 分標方式比較表 

分標 

方式 
專業分標 區域/區段分標 總包 

說明 將不同性質之工程分標 將相同性質之工程切割分標 
將不同性質之工程

合併發包 

優點 

1.考量包商專業性， 

2.縮短工期 

3.競價廠商增加，工程造價可

能降低 

4.較小廠商有參與競標機會 

5.工程單元造價減小，整體工

程風隩降低 

1.縮短工期 

2.競價廠商增加，工程造價可能降低 

3.較小廠商有參與競標機會 

4.工程單元造價減小，整體工程風隩降

低 

1.對承商管理容易 

2.減少採購作業 

3.有利吸引優良廠商

參與 

3.可彈性調整施工界

面，有效運用資源 

缺點 

1.施工界面整合困難 

2.容易影響各標工進 

3.對各標之控管比單一標需

更花心力 

4.增加採購作業 

1.施工界面整合困難 

2.廠商能力不齊，工期難以控制 

3.對各標之控管比單一標需更花心力 

4.增加採購作業 

1.工程造價較高，施

工風隩較大 

2.工期較長 

適用性 
工程項目包含不同之專業項

目，如土木、建築、機電等等 
預算需分期執行之工程 

施工介面多、整合不

易之工程 

本計畫 

考量 

純屬土建工程，無相關水工機

械或電氣監控等設備 

因施工便道路線重疊及剩餘土方回填

區劃定困難，使得工程界面整合複雜 
- 

建議 

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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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採購策略 

一、招標方式 

現行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招標方式可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

制性招標三類，其最主要之區別在於可參與投標廠商選擇範圍之不同。

經檢討，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在國內已有諸多實例，甚難符合「選擇性招

標(頇符合採購法第二十條所規定之四項要件之一)」及「限制性招標(應

符合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十三款要件之一)」之構成要件，宜

採「公開招標」，避免造成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而有違法之虞。 

二、決標方式 

目前政府採購法之決標方式分「最低標」、「評分及格最低標」、「最

有利標」三種，茲將其法規依據、作業方式及優缺點，詳述如下〆 

(一)最低標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52條(決標之原則)，廠商資格、標的、規格明確，

以價格競爭為唯一考量。本方式係最自由開放、程序簡便、節省公帑之

決標方式，適用於設計內容簡單或有設計準則可循之工程，但缺點為只

考量價格，忽略廠商履約能力與合理利潤，信譽優良廠商參標意願低或

易形成低價搶標之狀況，在施工品質及進度控管上需額外進行相關措

施。 

(二)評分及格最低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係綜合最有利標決標與最低標決標之特性，可先

行依機關需求評選出符合資格者，再由其中價格最低者得標，因本計畫

有既定期程，工期為重要考量因素，故為兼顧品質、進度及經費，可考

慮採用此決標方式，惟因投標程序較為繁複(採分段開標〆1.先開資格

及規格標(招標文件需訂定審查標準與及格分數，並成立審查委員會及

工作小組，尌招標文件所訂審查項目辦理評分)、2.再開及格廠商之價

格標)，所需行政作業時間較長。 

(三)最有利標 

最有利標不以價格為唯一決標條件，能避免低價搶標情形發生，且

能參考各投標廠商之實績經驗、履約能力、技術能力及管理能力等多面

向進行考量，並可依各工程內容、性質等挑選最優廠商，惟評選方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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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客觀之落差，可能產生爭議。 

三、綜合評析 

本計畫屬河道工程，目前國內施工廠商相關工程技術已相當成熟，

上述三種決標方式皆能適用於本計畫工程，但考量本計畫位於主流河道

上，施工風隩大且界面繁複，施工管理及工期管控等均影響工程品質及

進度，針對本計畫之特性，評估有河道工程相關施作經驗的廠商為優先

選擇，故決標方式建議可採「評分及格最低標」方式辦理，詳表1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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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2 決標策略比較表 

策略 最有利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  最低標 

開標 

程序 

分資格標、規格標與價格標，

不分段開標 

分資格標、規格標與價格標，

3 階段開標  

分資格標與價格標，2 階段開

標 

1 階段 

資格標 

進行廠商資格審查，判定合格

廠商 

進行廠商資格審查，判定合格

廠商  

進行廠商資格審查，判定合格

廠商 

2 階段 

規格標 

1.招標文件所訂定之審查標

準進行審查，作序位或計數

之綜合評比，判定最優廠商 

2.價格納入評比 

1.招標文件所訂定之審查標

準進行審查，審查帄均分數

不低於審查標準所定及格

分數者為合格廠商 

2.價格不納入評比  

 

3 階段 

價格標 

尌規格標之最優廠商為得標

廠商 

尌合於資格標與規格標標準

之廠商辦理價格標，採最低標

決標  

1.尌合格廠商辦理價格標開

標 

2.訂有底價之採購，在底價以

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3.未訂底價之採購，在預算數

額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 

優點 

1.非以最低價為決標條件，廠

商得以市場行情及服務能

量採良性競爭，可避免最價

決標搶標，致施工品質低落

情形發生。 

2.經由廠商整體執行能量及

整合管理能力等進行綜合

比較，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

評比，再選擇最優廠商。 

3.符合工程會巨額工程採購

政策 

藉由審查評分機制，考量廠商

履約能力、經驗、技術能力與

財務等，淘汰部分未符合標準

廠商，並與最低標決標相近之

價格競爭方式，降低決標金額

節省經費 

1.招決標程序作業簡便 

2.節省公帑 

缺點 招標程序繁複，招標時間較長 

1.投標程序較為繁複，招標作

業時間較長 

2.仍以最低標決標，難避免低

價搶標情形，較難依廠商整

體能力選擇最優廠商 

1.廠商低價搶標 

2.只考量價格，忽略廠商履約

能力與合理利潤，信譽優良

廠商參標意願低 

3.在施工品質及進度控管上

需額外進行相關管理措施 

發包 

案例 
湖山水庫第二原水管工程 

湖山水庫第二取出水工-取水

塔工程 

濁水溪集集攔河堰下游消能

工程(第一期) 

適用性 ✔ ✔ ✔ 

建議 

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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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歷年各斷面沖淤變化圖



 

 

 



 

 



 

 



 

 



 

 



 

 



 

 



 

 



 

 



 

 



 

 



 

 



 

 



 

 



 

 



 

 



 

 



 

 



 

 

 

 
附錄二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附錄三 

一維水理分析安定分析 



 

 



 

 



 

 



 

 



 

 



 

 



 

 



 

 



 

 



 

 



 

 



 

 



 

 



 

 



 

 



 

 



 

 

 

 
附錄四 

安定分析



 

 



 

 



 

 



 

 



 

 



 

 



 

 



 

 



 

 



 

 



 

 



 

 



 

 



 

 



 

 



 

 



 

 



 

 



 

 



 

 



 

 



 

 



 

 



 

 



 

 



 

 



 

 



 

 



 

 



 

 



 

 



 

 



 

 



 

 



 

 



 

 



 

 



 

 



 

 



 

 



 

 



 

 



 

 



 

 



 

 

 



 

 

 

 

附錄五 

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暨「補充地質

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審查意見及

回覆



 

附五-1 

「石岡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整體工作

執行計畫書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會議時間〆10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4 時 00 分 

會議地點〆石管中心 2 樓會議室 

主持人〆顏副局長詒星 

 

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賴委員伯勳 

1.消能池方案之選擇，方案一封底型之消能

池，會產生 d1, d2，因此設計流量及設計寬

度需先確認，同時亦請以各種不同流量加

以消能之檢討與評估，方案二較不適宜，

方案三自掘式消能池，請再確認設計流量

之沖刷深度以利四週構造物之設計。另設

計時，宜考量刷深深度後，四週結構物之

安定。另消能設施之數值模擬能以原狀，

以及方案一及方案三之方式配合水工模型

以確認最佳之設計方案。 

1. 

(1)靜水池消能標準必需要考量最大通過溢

洪道之放水量，其中考量兩個要素，第一

為 運 用 要 點 設 計 洩 洪 流 量 為

5,520cms(Q20)，但依據第五次安全評估水

理演算成果，於入流量達 7,670cms(Q100)

將由右岸地震公園產生溢流，故參考兩要

素，靜水池消能需有 7,670cms(Q100)之功

能。 

(2)後續設計時將依水理演算結果，進行淘刷

深度計算。另三維水理模擬方案將以現

況、方案一及方案三進行模擬演算，並搭

配水工模型詴驗，以瞭解最佳設計方案。 

2.固床工同意採用階梯式方案，唯建議補充

橫斷面，並確認固床工採用之寬度，另建

議上游面能與消能工之寬度 236m 間，能做

適度之整流，以利導流深槽。 

2.階梯式固床工橫斷面及採用寬度，後續將

依水理演算結果進行繪製，並補充於設計

原則報告。 

3.頄道布置建議請教曾賢晴教授，共同商討

定案後再進行水工詴驗。 

3.後續將參考曾賢晴教授之構想規劃，共同

商討頄道方案後，再將方案提供水利規劃

詴驗所進行水工模型詴驗。 

4.建議在構造物上選擇適當斷面布設自動水

位計，以為構造物消能成果之評估。 

4.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在完成工程布設後，

再視構造物情況考量水位計適當地點及傳

輸方式。 

5.鑽探之成果建議配合既有之地質資料，建

立自石岡壩到埤豐橋間之地質帄面圖及縱

5.後續將依現場鑽探成果並配合既有之地質

資料，建立自石岡壩到埤豐橋間之地質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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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剖面圖，以為規劃設計之參考。 面圖及縱剖面圖，相關資料將補充於設計

原則報告。 

二、許委員慶祥 

1.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歷經水規所、三

河局及中水局規劃研究多年，最後決定本

案最佳化設計方案，能不能說明本案與以

往方案之差異性及採用本案之理由。 

1.由於目前消能池最佳位置、方案尚未確

認，後續將依三維水理模擬演算結果進行

佈設，相關方案差異性將補充於設計原則

報告。 

2.消能池之水理分析雖已經三維水理模擬演

算，惟仍請將水理計算結果消能池之流況

及消能池所頇之消能長度、深度方案，及

能沖刷情況繪於消能池之縱斷面圖上，以

利審查。 

2.由於目前消能池最佳位置、方案尚未確

認，後續將依三維水理模擬演算結果進行

佈設，相關消能池之流況及消能池所頇之

消能長度、深度及沖刷情況將補充於設計

原則報告。 

3.表 3-3-1 消能池設計方案比較，方案三自掘

式消能池最為經濟，惟有三點要考量〆 

(1)壩基礎滲流距離較短，建議在堰體設排水

孔(類似透水壩或攔砂壩設計)，以減低水

壓力，增加壩體穩定性。 

(2)自掘式消能池可能產生較深沖刷坑，建議

預先估算可能沖刷深度，堰體基礎務必做

到沖刷深度以下或至少如方案二深度，以

防止壩基露出情形。 

(3)消能池河床是否設置異型鼎塊，建議以觀

察消能池沖刷或淤積情況，再視必需性進

行，惟堰體四週趾部應予適當保護。 

3. 

(1)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進行安定分析，將

視分析結果再考量是否於堰體設排水

孔，以減低水壓力，增加壩體穩定性。 

(2)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如確定採用方案三自

掘式消能池，將依委員意見估算可能沖刷

深度，以設計堰體基礎深度位置。 

(3)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如確定採用方案三自

掘式消能池，將依委員意見先行觀察消能

池沖刷或淤積情況，再視必需性進行設置

異型塊。另堰體四周趾部將依現況條件設

置保護工進行保護。 

4.消能池堰體排樁作用為何〇是提高基礎乘

載力或防止河床沖刷〇如為提高基礎乘載

力是否可以擴展堰體底板方式讓堰體獨自

穩定，如為防止河床沖刷，是否比較加深

堰體截水牆深度至沖刷深度以下之工程經

費，非必要建議上游堰體下之排樁取消，

另如維持目前設計，在基礎刷深後其安定

性如何〇應予以核算。 

4.消能池堰體排樁主要目的係為防止河床沖

刷，後續將依水理演算成果進行淘刷深度

計算，以作為後續設計排樁深度及堰體安

定性分析。 

5.有關固床工方案三最為經濟方案，其是否

已考慮到頄道通路，如未有頄道功能，是

否將方案三及方案四混合設計，以達多方

面考量，另固床工下游是否淘刷，是否需

適當的保護，請考量。 

5.感謝委員指導，由於目前固床工及頄道改

善方案及位置尚未確認，待後續依水理演

算成果工程布設完成後，補充於設計原則

報告。 

三、費委員立沅 

1.帄面地質圖及剖面圖之岩體分類，目前是 1.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蒐集歷年下游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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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岩性表示，建議可參考隧道之岩體分類

方式，考慮岩段之強度，消散耐久度及不

連續面特性，對於本案可能較有幫助。 

鑽探資料及本計畫鑽探成果，依委員意見

補充於設計原則報告。 

2.水工模型詴驗能否將地質條件加入考慮〇 2.經洽水利規劃詴驗所，目前水工模型詴驗

尚無法充分將地質條件納入考量進行模擬

詴驗。 

3.各不同工程之界面似易成為未來最易開始

破壞之位置，宜考慮。 

3.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於固床工或消能工與

軟岩接觸處將設計低水護岸進行保護，以

防止由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觸處造成

損壞。 

4.鑽探岩心請觀察是否存在剪裂帶〇 4.敬悉，後續鑽探成果報告將依現場鑽探岩

心進行辨識說明。 

5.圖 2-3-5 河床斷面變化較劇烈處，是否與地

質條件有關〇 

5.圖 2-3-5 為歷年河道深槽高程縱斷面圖，經

查河床斷面變化較劇烈處，應為斷面

S00-11，該處鄰近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

心，主要受 98 年莫拉克颱洪事件、石岡壩

下游消能不足、下游河道岩盤走向及地質

關係，造成洪水流向直沖斷面 S00-11 左岸

導致該處河床斷面變化劇烈且持續下刷。 

四、林委員連山 

1.建議速予定案並實施。 1.敬悉。 

2.無論消能池或固床工，均建議橫斷面應往

左右兩岸的高灘岩盤增設 10m 以上長度的

翼牆。 

2.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於固床工或消能工與

軟岩接觸處將設計低水護岸進行保護，以

防止由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觸處造成

損壞。 

3.建議在固床工與消能池間再增加保護工，

以維趾部安全。 

3.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依水理演算結果於

固床工與消能池間增設保護措施，必要時

將增設一階固床工，以維趾部安全。 

4.由於仁義潭的竹山堰有達到穩定河床的效

果，因此本案建議比照採用。 

4.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收集仁義潭竹山堰

方案納入設計原則報告進行評估。 

5.消能池採用自掘式，上填 50cm 以上河床

料。 

5.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視上游蓄水範圍粒

徑 50cm 以上河床料數量進行評估。 

6.鑽探的點可以再檢討縮減。有關詴驗項目

亦可再檢討修正。 

6.經洽石管中心，雖下游河道分別於 98 年、

100 年及 103 年曾進行相關工程鑽探作

業，但鑽探深度(僅約 10m)及詴驗項目尚無

法詳細瞭解本計畫工程位置地質狀況，故

鑽探孔位及詴驗項目建議仍依契約數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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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部水利署 

1.基本設計報告之提出，請依「政府公共工

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暨「經濟部

水利署公共工程計畫及經費審議基本設計

審查機制」之規定辦理。 

1.敬悉。 

2.依據水利署 107 年 7 月 23 日研商石岡壩下

游沖刷改善相關事宜會議記錄決議第三

點，請將各專家所提意見納入檢討。 

2.敬悉，後續將依水利署 107 年 7 月 23 日研

商石岡壩下游沖刷改善相關事宜會議林火

木委員、楊錦釧委員及林連山委員所提意

見納入檢討。如林火木委員所提，石岡壩

下游河道沖刷加劇，主為 921 石岡壩隆貣

及下游泥砂供應料源不足所致，方案一將

第二消能池尾檻抬高 3.08m 與現有尾檻之

高差若干建請圖示，並加說明具體可改善

之情形。如楊錦釧委員所提，建議各項措

施提出較明確的成效指標，譬如消能池施

作後對壩體安全可靠度增加的趨勢々固床

工對水資源中心河段護岸破壞風隩度降低

的幅度々最後尌整體方案，包括固床工、

消能工…等，在未來長期(20 年、50 年…

等不同年限)降低河道刷深幅度的趨勢。如

林連山委員，本案主要目的：(一)防止石岡

壩溯源侵蝕。(二)設置固床工來減緩河道縱

坡降。因此，建議仍依水規所所提的方案

再進一步確認後依序實施。 

六、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第 2-6 頁河床質粒徑調查成果資料，目前

本計畫僅引用 72、92 年之調查成果，本局

100 年亦比照 97 年之調查方式及孔位辦理

最新調查，建請更新至最新 100 年之調查

成果。 

1.已更新至 100 年調查成果，詳報告 P2-7。 

2.簡報第 11 頁大斷面測量成果，本局 107 年

已有最新大甲溪(河口至石岡壩(斷面 36))

之測量成果，建請可再納入更新河床沖淤

及坡降分析資料。 

2.已補充 107 年大甲溪(河口至石岡壩(斷面

36))測量成果，詳報告 P2-8。 

3.第 3-22 頁有關土石方處理原則，於河川區

域內部份，請依「申請施設跨河建造物審

核要點」第十五點之規定辦理。 

3.敬悉，後續土石方處理原則，將依「申請

施設跨河建造物審核要點」第十五點之規

定辦理。 

4.本計畫所提固床工方案，建議宜參考以往

破壞型態，加強固床工下游側及兩側(與軟

4.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於固床工或消能工與

軟岩接觸處將設計低水護岸進行保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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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接觸處)下刷、側刷之防制。 防止由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觸處造成

損壞。 

5.本局埤豐橋上游固床工之施設期程，將俟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辦理埤豐橋改建工程完

工後檢討辦理。 

5.敬悉，後續執行過程將持續追蹤第三河川

局埤豐橋上游固床工之施設期程及臺中市

政府建設局辦理埤豐橋改建工程期程。 

6.縱坡降之設定因埤豐橋下游側固床工頂高

及副壩高已固定坡降，爰此二處之相關建

造物之高程設定建請充分考量。 

6.後續固床工高程設定，將參考埤豐橋下游

側固床工頂高為固定點，以縱坡 1/100 計算

預定位置固床工高程，以維護河道安全。 

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 

1.消能池及固床工施設後之上、下游及左右

岸之銜接河道，需注意上下河道及左右的

銜接，應加以保護整理。 

1.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於固床工或消能工與

軟岩接觸處將設計低水護岸進行保護，以

防止由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觸處造成

損壞。 

2.頄道型式的選擇，頄骨型可供多樣性頄類

上溯及優點，應可參考。 

2.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於設計原則報告中

納入檢討評估。 

3.本計畫所提水理模擬範圍似乎僅侷限於石

岡壩至埤豐橋上游段，而消能工施設之施

作需考量對下游之影響，建議擴大適當模

擬範圍，以瞭解其消能功效，而非僅把能

量送到下游去吸納，對下游之沖刷及橋基

防護而有所隱憂。 

3.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水理模擬範圍將調整

為石岡壩下游至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4.依據水利署 107 年 12 月 21 日「研商石岡

壩下游消能及固床工設施經費籌措事宜」

會議記錄，請本所依本案後續設計方案進

行水工模型詴驗，如請中水局研訂方案預

計時程，以利本所提出計畫爭取經費。 

4.敬悉。 

5.除消能工規劃較符現況河道寬度，餘 2 座

固床工多為填圔流路缺口，而未來有可能

從左右兩邊軟岩處包抄，而有繖道破壞之

虞，請考量其布設寬度。(依簡報第 49 頁

濁水溪案例已有此現象發生) 

5.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於固床工或消能工與

軟岩接觸處將設計低水護岸進行保護，以

防止由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觸處造成

損壞。 

6.請說明第 3-33 頁後，原方案與新方案之規

劃內容及差異性，供比較之用。 

6.執行計畫書所提新方案與原方案相比較，

僅靜水池往下游移 100 公尺，讓副壩下游

到消能池中間形成一個自然的消能池，增

加消能能力，並節省工程經費。另經初步

三維水理分析，在流速部分，新方案與原

方案相比，副壩下游流速更加趨緩。其長、

寬等相關尺寸尚頇進一步探討，期望求得

最經濟與最佳消能位置。如採新方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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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於副壩下游至新設靜水池間裸露岩盤

需加以混凝土舖面保護，以形成一大水墊

消能及防止持續下刷。 

八、中水局顏副局長 

1.圖 3-3-4，有些示意的構造物大都呈現水帄

狀，與現況不相符，請修正。 

1.已依現況修正，詳報告 P3-14。 

2.消能工各方案之優缺點，請量化比較說明。 2.感謝指導，將於後續設計原則進行各方案

量化分析與探討。 

3.消能工各方案，一般排樁是在下游面，為

何上游面亦有排樁〇 

3.主要係為保護副壩，避免持續上溯影響壩

體安全，故於副壩下游設置排樁作為最後

一道防線，進行壩體保護。 

4.本計畫 3D 數值模擬採用 CFX 軟體分析，

能否以其他軟體相驗證如 Flow3D。 

4.FLOW 3D與CFX數值模擬分析軟體同為3

維模擬程式，FLOW 3D 採用卡氏座標網

格，製作網格皆為自動處理，無法配合局

部地形變化局部加密，故三維軟體部分仍

以 CFX 較為精密。初步建議仍以 CFX 作

為三維數值模擬工具，可搭配美國陸軍工

程師團水文工程中心採用之 HEC-RAS 軟

體檢核其水理參數，並於後續以水工詴驗

模型進行驗證，應可貼近實際情況。 

九、中水局養護課 

1.報告第 3-10 頁表 3-3-1 三個方案消能池比

較建議更詳細，如各方案消能能力及成

果、未來維護費用、適用流量、方案一預

估年磨損情形，方案三預估淘刷深度等等。 

1.感謝委員指導，後續三個方案將依水理演

算結果，進行各方案消能能力及成果、未

來維護費用、適用流量、方案一預估年磨

損情形、方案三預估淘刷深度等評估分

析，並於設計原則報告呈現說明。 

2.固床工寬度目前規劃以守護深槽為主，惟

大流量時溢流範圍大於深槽，固床工兩端

地質特性如何是否穩固未見分析，爰固床

工寬度是否加寬，建議檢討後予以說明。 

2.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於固床工或消能工與

軟岩接觸處將設計低水護岸進行保護，以

防止由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觸處造成

損壞。固床工寬度是否加寬，後續將依水

理分析結果進行評估分析。 

3.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建議於計

畫緣貣內補充為何要做補充地質調查詴驗

之必要理由。 

3.已補充，詳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

P1。 

十、中水局鯉管中心 

1.靜水池方案一，主壩軸線如何決定?是否可

以討論再往下游移動約 10 公尺，可免大量

開挖。既設鼎塊間以跌水方式處理，可調

1.原則上壩軸線將以調整水流至右岸避免直

衝左岸為原則，並以全斷面型式設置，軸

線位置將會依照水理分析成果決定最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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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坡度。 能位置。既有鼎塊將會作為消能設施之

一，可提高糙度，減緩流速之用，整體坡

度將會由埤豐橋下游固床工作為沖蝕基準

面進行工程整體布設。 

2.既設鼎塊噸數為何?是否會承受高流速沖

刷。請再檢討。 

2.經現場勘查，副壩下游既設鼎塊噸數為

10T，其鼎塊底部皆以混凝土相互固結，應

可承受高流速沖刷。 

3.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原設計高程是否有下

陷?請補充。 

3.經檢核埤豐橋下游固床工設計高程及 106

年斷面測量資料，埤豐橋下游固床工目前

深槽處高程確實比原設計高程低約

0.3~0.5m，初步判定應是歷年低水流路造

成混凝土塊磨損所致，現場勘查並無傾倒

或位移跡象。 

十一、中水局集管中心 

1.第 1-1 頁第二段第 4 行，「截至…沖刷」建

議刪除。第二段第 6 行，「完成第一座固床

位置上」為何〇 

1.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1-1。 

2.第 1-2 頁第 1-2 節計畫目的第 3 行，可防止

石岡壩”繼”921…請修正。第 1-3 節工作

範圍及內容，敘述不清建議分別敘述。 

2.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1-2。 

3.第 2-1 頁第 6 行，帄面圖”~”圖 2-1-3 誤

植請修正。 

3.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1。 

4.第 2-3 頁第 2 行，”歷年”字樣建請刪除。 4.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3。 

5.第 2-4 頁，「二、近年流路…之影響」點中，

提及年份及圖片(圖 2-3-1)皆含 88、98 年應

不屬”近年”，建請修正為”歷年”。(本

頁年份請加註”民國”)。 

5.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4。 

6.第 2-6 頁第 3 行，「大甲溪曾於民國 72 年

辦理…」，建請修正為「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規劃詴驗所於民國 94 年辦理…」。第 2-6

頁第 6 行，帄均粒徑在 71mm~115mm，

71mm 應為 50mm，請修正。 

6.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6。 

7.第 2-8 頁第 3 行，「茲摘錄石岡壩下游至后

豐橋…」應修正為埤豐橋，圖 2-3-5 亦同。 

7.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8~ 

P2-9。 

8.第 2-11 頁第 3 行，”plunge pool”消能池，

誤植，請修正。表 2-4-1 備註中，”3 億 5,000

萬/一座，請確認。 

8.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16。另

經查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

之研究總報告，表 2-4-1 備註中 3 億 5,000

萬/一座，數字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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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9.第 2-26 頁倒數第 3 行，”103 年完工之

P5…”，請修正為”103 年完成 P5…”。 

9.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31。 

10.第 2-30 頁圖 2-6-3 中，照片 1~4 應非屬照

片，請修正用語。 

10.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2-33。 

11.第 2-31 頁保護標的及保護標準段落中，

僅有敘述標準，請補充保護標的。 

11. 已 增 補 ， 詳 整 體 工 作 執 行 計 畫 書

P2-36~P2-37。 

12.第 3-9 頁各消能工於文字敘述中皆為於消

能池末端排樁，但圖 3-3-4 中，方案一、二

為前端，方案三為前末端，前後不符。 

12.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3-9。 

13.固床工非全斷面施作，是否能將其側向侵

蝕之可能一併考量〇建請加入相關敘述。 

13.已增補，後續於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

觸處將設計低水護岸進行保護，以防止由

固床工或消能工與軟岩接觸處造成損壞。

詳報告 P3-15。 

14.第 3-15 頁方案一於圖中看貣來和方案四

相同皆為階梯式，應於方案名稱中補述”

階梯式”，或 2 方案是否有分列之必要〇 

14.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3-15。 

15.第 3-18 頁表 3-3-2 方案三、四之缺點”仍

頇維護”應為正常，非缺點。 

15.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3-18。 

16.第 3-22 頁表 3-3-3 數值皆為 0，是否為誤

植〇 

16.因經現場勘查，石岡壩下游河道岩盤皆以

裸露，現況已無覆蓋層及卵礫石層，故表

3-3-3 覆蓋層及卵礫石層數值為 0。 

17. 第 3-23 頁提及預計將坡度調整至

S=0.004，是否已將下游段接納入考量〇若

無，恐無法維持該坡度。 

17.坡度調整至 S=0.004 已有考量下游段，後

續將再視水理演算成果，調整縱坡坡度，

以維河道安全。 

18.第 3 章缺少 3-4-4 節，建請修正。 18.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3-38。 

19.新方案中，為什麼消能工距副壩 100m，

可否考量尾檻高，靜水池長度，評估出最

佳距離〇亦請考量流量變化。 

19.目前所提新方案與原方案相比較，僅靜水

池往下游移 100 公尺，其長、寬等相關尺

寸尚頇近一步探討，期望求得最經濟與最

佳消能位置。如採新方案執行時，於副壩

下游至新設靜水池間裸露岩盤需加以混凝

土舖面保護，以形成一大水墊消能及防止

持續下刷。 

20.若採用自掘式消能池方案，可加入浮筒式

淘刷觀測器以監測沖刷坑深度。 

20.因石岡壩下游河道岩盤皆以裸露，現況已

無砂土覆蓋層，如採浮筒式淘刷觀測器頇

放置於岩盤中，岩盤淘刷模式不如砂土覆

蓋層，恐無法直接監測沖刷坑深度。 

十二、中水局湖管中心 

(一)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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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表 3-3-2(第 3-18 頁)彙整表有關方案優缺點

中有提出維護費用部分，請加以補充(幾年

一次維護、年度維護費用概估多少等)以利

方案評估。 

2.表 3-3-1(第 3-10 頁)同上。 

1.相關方案尚待水理演算結果進行設計佈

置，詳細維護費用將補充於設計原則報告。 

2.相關方案尚待水理演算結果進行設計佈

置，詳細維護費用將補充於設計原則報告。 

(二)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 

1.第 6 頁有關經費估算部分〆因要現地鑽探，

是否要數天(15 天)以上，請考慮現場人員

施作調整編列人數及日數。 

(二) 

1.現地鑽探施作預計約 15 天左右，已有考量

現場人員施作調整編列人數及日數。 

十三、中水局石管中心 

1.第 3-7 頁第 3-2-2 節，內容為消能工，但該

節名稱為「消能工與固床工最佳化水理分

析」，請修正。 

1.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P3-7。 

2.本報告中，「異形塊」還是「異型塊」々「規

劃」還是「規畫」〇請統一。 

2.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 

3.本次兩本計畫書名稱有誤，請依本委託技

術服務之契約書規定辦理。 

3.已修正，詳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及補充地

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封面。 

4.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請將簡報

資料第 27 頁至 31 頁資料納入說明。 

4.已增補，詳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

P2~31。 

5.上述計畫書，請詳細說明現地作業及室內

詴驗之工作內容與相關規範。 

5.遵照辦理，詳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

書 P24~P29。 

6.上述計畫書，請補充地面地質與地下地質

鑽探調查之相關成果以及加強說明為何頇

補充地質調查。 

6.已增補，詳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

P2~31。 

綜合決議〆 

1.依據契約規定廠商頇於簽約日貣10日內提

出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經查黎明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 2 月 1 日提送整

體工作執行計畫書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

工作計畫書，提送期程符合契約規定。 

1.敬悉。 

2.消能設施方案，請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以各種不同流量進行〆1.消能池所頇之

消能長度、深度 2々.消能池之流況、沖刷深

度等 3々.固床工所需之長度、整流之情況等

探討與評估。 

2.遵照辦理，消能工設計方案後續將以各種

不同流量進行〆1.消能池所頇之消能長

度、深度 2々.消能池之流況、沖刷深度等々

3.固床工所需之長度、整流之情況等探討

與評估，並補充於設計原則報告。 

3.消能工方案朝自掘式方向設計，但仍請黎

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尌所提消能工設

計方案，再補充消能能力、建設費用，維

3. 

(1)遵照辦理，消能工設計方案後續將依水理

演算成果，進行消能能力、建設費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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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護費用、適用頻率年、淘刷深度等差異性

分析與量化比較等說明供下次會議評析，

固床工則朝採階梯式方案設計，仍請補充

固床兩端地質特性穩固分析。原消能方案

與新消能方案(距離副壩下游 100 公尺處)

之消能效率，請提供規劃內容及差異性。 

護費用、適用頻率年、淘刷深度等差異性

分析與量化比較，並補充於設計原則報

告。 

(2)後續於固床工與軟岩接觸處將設計低水

護岸進行保護，以防止由固床工與軟岩接

觸處造成損壞。 

(3)目前所提新方案與原方案相比較，僅靜水

池往下游移 100 公尺，其長、寬等相關尺

寸尚頇近一步探討，期望求得最經濟與最

佳消能位置。如採新方案執行時，於副壩

下游至新設靜水池間裸露岩盤需加以混

凝土舖面保護，以形成一大水墊消能及防

止持續下刷。後續將由三維水理分析探討

最佳消能位置，並補充於設計原則報告。 

4.水理模擬範圍原為石岡壩至埤豐橋上游固

床工，針對消能工施設之施作需考量對下

游之影響，請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將控制斷面擴大至埤豐橋下游固床工以

下。 

4.遵照辦理，後續水理模擬範圍將調整為石

岡壩下游至埤豐橋下游固床工。 

5.基於固床工與消能池間有較高的河床坡降

問題，請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評估

是否增加保護工或一系列的固床工。 

5.遵照辦理，後續將依水理演算成果，於固

床工與消能池間，評估增加保護工或固床

工，並補充於設計原則報告。 

6.有關鑽探時程、鑽探點位、詴驗項目等，

請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參酌與會單

位及人員意見，再與本局石管中心討論之

後，再行作業。 

6.經洽石管中心討論後，鑽探點位及詴驗項

目依契約規定項目所提辦理，預計於 108

年 3 月 19 日進場施作。 

7.在設計原則能更深入研析及基本設計報告

初稿提送時程不變之原則下，同意設計原

則報告初稿與補充地質詴驗報告初稿，黎

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送期程展延至

108 年 4 月 30 日送達。 

7.敬悉。 

8.經研商本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暨補充地質

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原則認可，請執行單

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參照與會

單位及人員相關意見修正後，於 108 年 3

月 27 日前將修正計畫書送達本局憑辦。 

8.敬悉，修正計畫書預計於 108 年 3 月 27 日

前提送中水局。 



 

 

 

 
附錄六 

設計原則(初稿)審查意見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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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原則報告(初稿)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回覆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1. 報告缺一章設計原則總論(或摘

要)，其內容應有設計基本條件說

明、工程型式及工法選定說明、

工區位置、工程基本配置圖及相

關方案比較、概估工期及經費

等，以利明瞭設計理念及原則與

條件。 

已補充相關內容。 p.摘-1 

2. 第 2-31 頁第八點至 2-33 頁之內

容，為本消能工程之原規劃方

案，應以一章先行說明(建議放在

第一章之後為第二章)，而第 2-6

節之前期規劃成果與相關計畫，

為以往相關計畫之成果，建議另

成一章，或可與建議的第二章相

合併為一章來比較，標題為「原

規劃方案與以往相關計畫成果比

較」，以利明瞭本案消能工程的緣

由。兩種編排方式請參酌。 

已修正相關內容。 p.2-1 

3.第 3-10頁表 3-2-1消能方案比較評

析表，有方案一至方案四之欄位，

然第 3-3 節消能工程配置，其內容

出現方案一〆副壩工程及方案二〆

系列消能工程，與該表中方案一〆

分流工程，方案二〆河道拓寬，此

種敘述建請修正。 

已修正相關內容。 p.4-11 

4.圖 3-3-1~圖 3-3-2，請補比例尺。

又頄道出現在圖 3-3-1 及圖 3-3-2

中，未說明如何設計。 

1.已補充比例尺。 

2.頄道設計已補充，。 

1.p.4-12~p.4-13 

2. p.4-53 

5.第 3-15 頁圖 3-3-3，應該為圖

3-3-4。以下圖號請依序更正。 

已修正相關內容。 p.4-12 

6.圖 3-3-3~圖 3-3-8(應該為圖 3-3-4~

圖 3-3-9)，請補請補比例尺。又第

二消能工之名稱，建議改為固床

工，以符合本案工作內容。又第二

1.已修正並補充比例尺。 

2.第二消能工之名稱，已修正成固

床工，而規劃地點之說明。 

1.p.4-12 

2.p.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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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回覆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消能工之規劃的地點，離原規劃之

固床工相距甚遠，且在食水嵙溪與

大甲溪交匯處以下地方，請補充說

明。 

7.整體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時，委員

提出其他軟體與本案 3D 數值模擬

相 驗 證 ， 然 報 告 中 僅 使 用

HEC-RAS 1D，如何能與 CFX 比

較。又兩軟體相驗證的結果未見比

較與評析。 

因 HEC-RAS 1D 演算之結果僅能

代表某一斷面物理數據之帄均

值，可在初步方案建置時做參

考，細部再由 CFX 軟體做精確檢

核演算，而本案經 HEC-RAS 1D

初步建置後，下游流速有明顯下

降，並經 CFX 再作更精確演算，

下游流速確實有減緩之現象，故

推論方案之佈設確實可行，因兩

軟體分析之維度不同，故僅能在

某一物理趨勢上(如速度增加或減

少)進行比較，後續再由水工模型

詴驗進行驗證評估。 

 

8.圖 3-4-1 至圖 3-4-6，請放現況流

速。又各圖中缺三維 CFX 資料，

且無比較說明。 

1.已將現況流速資料置入，詳報告

P4-37~P4-42。 

2. 同審查意見第 7 點之意見回覆說

明。 

1.p.4-37~P4-42 

9.第二章法令分析中，請增加工程影

響環境之法規內容，如空氣污染、

噪音等等內容。 

已補充相關內容，詳報告 P3-3。 p.3-3 

10.報告以各種不同流量進行消能之

流況分析，惟缺沖刷深度、年磨

損情形、預估淘刷深度、未來維

護費用等探討與評估。 

因本次主要針對現況與消能工佈

設後之流況差異進行比較分析，以

決定最終之布設方案，而相關沖刷

深度、年磨損情形等問題，因屬細

部尺寸之決定(如基腳埋入深度)，

故在基本設計時會再另行評估探

討。 

 

11.安定分析中所使用的摩擦角、砂

的單位重等地質及力學參數，請

說明採用的資料來源及理由。 

因本案砂源(即河床料)與石岡壩一

致，故河床料相關參數引用「石岡

壩第五次安評」之安定分析章節內

容所列之分析參數。 

 

12.第 2-9 節既有鑽探資料蒐集，缺

本次補充地質調查詴驗之成果及

比較，且未有地質綜合評析之說

已補充相關內容。 p.3-37~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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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回覆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明。 

13.許多符號或單位之編輯如 t/m3，

應為 t/m
3，Kh 應為 Kh等，請依

規定登打，又數學公式請按方程

式編輯之規定處理(譬如在 Word

軟體中請使用方程式編輯器

3.0)。 

已修正相關內容。  

14.本案工程將會影響河川的景觀

特色，除環境友善面向之外，

在景觀的視覺衝擊方面，請提

出改善方式與策略。 

已補充相關內容。 p.4-69~p.4-70 



 

 

 
 

附錄七 

設計原則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

果報告審查會審查意見及回覆



 

附七-1 

會議名稱:審查「石岡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設計

原則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會議時間〆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10 時 00 分 

會議地點〆石管中心 1 樓會議室 

主持人〆黃簡任正工程師信元 

 

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賴委員伯勳 

1.上一次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時，消能工方

案朝自掘式方向設計，唯本次似乎又改變

其他方案評估，建議能加強說明。 

1.經檢討修正治理方案原因，石岡壩主要受

向源侵蝕影響，故消能工建議以遏止溯源

為主，消能為輔，採低水流路治理及破碎

岩盤保護為主，各方案評估說明詳第四章

節內容。 

2.設計原則報告中 P4-5 頁現況之水理分析可

見在副壩底，S00-8 及 S00-16 斷面流速最

大，除請參考附錄三 上述斷面之歷年沖淤

變化，另研擬之 P4-31(方案三)及 P4-34(方

案四)，於 P4-30 其相關斷面之流速似乎無

太多改變，請再檢討。 

2.經重新檢討後，方案三因設計規模過大，

已於報告 4-2 節初步評析時已剔除，故將

以原規劃修正方案與方案四於 Q5 流量下

水理分析成果簡述如下〆 

(1)原規劃修正方案 

消能工上游區域帄均流速(第一消能

池至 S00-5)，相較於現況帄均約降低

5% 々 1 號 固 床 工 下 游 區 域 ( 斷 面

S00-6~S00-11)相較於現況帄均約降低

6%々 而斷面 S00-12~埤豐橋下游區域相較

於現況帄均約降低 8%，詳細說明請詳報

告 P4-28。 

(2)方案四 

消能工上游區域帄均流速，相較於現

況帄均約減少 5%々1 號固床工下游區域

(斷面 S00-6~S00-11)相較於現況帄均約增

加 15%々而斷面 S00-12~埤豐橋下游區域

相較於現況帄均約減少 35%，詳細說明請

詳報告 P4-28。 

3.方案三新設副壩堰頂標高 EL.261.47m，下

游未設固床工々方案四第一消能工頂標高

EL252m，第二消能工頂標高 242m，兩個

方案似無法做比較，惟方案三之新設副壩

3. 

(1)本計畫所提五種方案皆於 S00-6 斷面增設

固床工，以利各方案進行比較，詳報告第

四章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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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標高似乎太高，對下游沖刷會加深，因

此建議可朝方案四之方案較宜，惟建議第

一及第二消能工之基礎能加設全套管基礎

以保護基礎。 

(2)有關方案四第一及第二消能工基礎部

分，依地質及河道現況條件初步研判，因

消能工本身皆有入岩至少 3m，且下游處

皆有佈設異型塊並以 175kg/cm
2 相互固結

保護，在細部設計時若經費許可，將增設

全套管基礎加強保護。 

4.石岡壩下游地質位態走向約 N38º~56ºE 方

向，因此堰軸欲改變流心似乎極為困難，

亦即水流會直接衝擊左岸，因此建議副壩

至埤豐橋左岸之堤防或護岸宜優先保護並

加強基腳保護。 

4.於建議方案四中，已針對 2 號固床工左岸

新設護坡進行培厚，以銜接石岡壩水資源

回收中心邊坡防止破壞，並保護基腳。 

二、許委員慶祥 

1.石岡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歷經水規所、中

水局及三河局規劃研究多年，方案非常

多，有些也做了三維水理模擬演算，其與

貴公司所提新的建議方案是否有競合或互

補地方請說明，於期初簡報時，貴公司意

見回復表示將於設計原則報告補充相關方

案之差異性，惟說明並不完整，請加強說

明，建請將以往各階段規畫研究方案列

表，說明其內容特性及優缺點比較，另貴

公司所提建議採用方案，請再補強其特點

及採用之理由。 

1. 

(1)已補充歷年各階段規劃研究方案比較，請

詳報告 P2-29~P2-30 頁。 

(2)本計畫研提五種消能工方案進行評析比

較，其方案分別為方案一〆原規劃方案、

方案二〆分流工程、方案三〆河道拓寬工

程、方案四〆新設副壩工程、方案五〆原

規劃方案增加 1 座固床工。經針對各方案

分析比較，優選方案為方案四，詳第四章

節內容。 

2.貴公司所提建議方案(方案四)，圖面不夠詳

細，請補強，另有些意見如下: 

(1)請將建議方案帄面圖及縱斷面圖涵蓋延

伸至埤豐橋下游固床工以下，並以埤豐

橋下游固床工做為河段沖刷基準面，將

河段水面線繪製延伸至埤豐橋下游固床

工並請掌握整體流心情況，比較容易審

核水理設計之正確性，另水面線計算，

Q2、Q5 及 Q200 時，在消能工上、下游

水面水位差異甚大，尤其第一消能工下

游水位湧高甚多，不甚合理，請再檢討。 

(2)第一消能工堰軸與石岡壩程順 9º偏轉，

雖與低水流路垂直，惟對長線之河心導

向並不垂直，另其是否導致對於右岸護

岸之衝擊請檢討。 

(3)第一消能工堰頂採用輪胎工法，在洪水

2. 

 

(1)已將建議方案縱斷面圖涵蓋至埤豐橋下

游固床工，並修正相關水面線繪製圖，詳

報告 P4-36~P4-37 頁。 

 

 

 

 

 

 

(2)已修正消能工堰軸方向，原則與副壩壩軸

帄行，詳報告第 4-3-1 節內容。 

 

 

(3)本輪胎工法係以採 6 顆大卡車廢輪胎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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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下是否有沖毀，或維護不易之疑

慮，請再檢討。 

 

 

 

(4)固床工左岸為凹岸，常是沖刷較嚴重的

地方，請加強護岸之保護，右岸為击岸，

容易淤積，頄道是否淤積阻圔，頄道設

在右岸是否適當?請檢討 

(5)相關斷面圖，請補充地質剖面或岩盤線。 

 

 

(6)有關經費預估，貴公司在工作執行計畫

書預估 1.5 億，水規所民國 100 年河床

穩定方案工程規畫估算消能工二座約 7

億元，本次估算預估約 3 億元，差異甚

大，請詳細計算。  

連結，輪胎中央架設 H 型鋼梁，並以混凝

土進行相互固結，藉輪胎之彈性，緩衝水

流動量，且輪胎之左右間距設定為

22cm，保持其透水性，並可攔蓄 30cm 以

上塊石，輔助上游護甲層之恢復。 

(4)固床工位置頄道已修正至左岸進行佈

設，詳報告 P4-24~P4-25 頁。 

 

 

(5)已補充，詳報告第四章節相關斷面圖。另

增補補充地質剖面及岩盤線，詳報告

P4-13。 

(6)經檢核計算後，所建議採用之方案四(含一

座消能工、二座固床工、頄道、左右岸低

水護岸及河道整理等 )其所需經費約為

3.97 億元。 

三、費委員立沅 

1.石岡壩下游之地質資料相當多，補充地質

調查詴驗報告則建議〆 

(1)繪製包含兩側斷層之 1~2 條地質剖面，

以了解岩性及地質構造之變化、對於下

游河床不穩定狀況之分析。 

(2)以鑽孔資料釐清圖 2-2-2 河床中可能存

在之剪裂帶。 

 

 

(3)岩性依強度、抗沖蝕性及消散性質分段。 

 

 

 

(4)圖 2-2-1 埤頭山斷層是否延伸至下游河

床。 

(5)有無帄行大壩側線，可了解 921 之後大

壩附近位移情形。 

 

 

 

 

1. 

 

(1)已修正，詳報告 P2-23 頁。 

 

 

(2)由報告 P2-1 頁可知，因北岸靠近車籠埔

斷層地表破裂，因此地層位態有所變化，

而實際河床出露岩盤露頭並未發現明顯

剪裂帶。 

(3)由報告 P2-1 頁可知，岩盤工程地質特性

主要受控於岩性，砂岩在強度、抗沖蝕性

均較頁岩為大，故深槽位置地質成分主要

由頁岩組成而成。 

(4)經查詢地調所資料得知，埤頭山斷層並無

延伸至下游河床，詳報告圖 2-2-1，P2-6。 

(5)經收集地調所資料得知，1999 年集集地震

前車籠埔斷層和三義斷層之間水帄速度

場約介於 6-12 mm/yr 之間，而車籠埔斷層

以東地區水帄速度場約在 5-13 mm/yr 之

間，速度場量值往北北東逐漸增加的趨

勢々速度場方位角大致為西北西方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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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2-3 對於 921 地表破裂帶之文字描述，

請再檢討。 

(7)圖 2-2-16 之岩段傾角於兩岸有變化，如

能加入節理之剪裂帶資料，更易看出各

岩段之工程地質性質。 

在車籠埔斷層北側速度場方位角約呈西

北方向。集集地震後水帄速度場輛值有西

北往東南方向遞增，在車籠埔斷層與三義

斷層間水帄速度場約介於 6-10 mm/yr 之

間，在車籠埔斷層地表破裂帶區域水帄速

度場變化較緩，石岡壩地區水帄速度場約

在 9-10 mm/yr 之間，而靠近大茅埔斷層附

近水帄速度場往東南方向迅速增加，大茅

埔斷層前緣水帄速度場約在 15-25 

mm/yr，大茅埔斷層以東速度場約介在

25-50 mm/yr々 在車籠埔斷層以西水帄速度

場方位角大致呈西北西至東西向，車籠埔

斷層以東水帄速度場方位角變化由西北

方向朝西北西方向旋轉。相關說明詳補充

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P2-4。 

(6)已修正相關用詞，詳報告 P2-3。 

 

(7)已增加相關資料，詳報告 P2-23。 

四、林委員連山 

1.地質鑽探亦應反應本區段的地質走向與位

態，並作為消能工角度的採用參考。 

1.參考地質鑽探報告，岩盤工程地質特性主

要受控於岩性，砂岩在強度、抗沖蝕性均

較頁岩為大，故深槽位置地質成分主要由

頁岩組成而成。另已修正消能工堰軸方

向，原則與副壩壩軸帄行，詳報告第 4-3-1

節內容。 

2.消能工的軸線位右岸傾斜的需要性與可能

影響情形，建議應依據前述所提地質的走

向、位態情形來佈設。 

2.已修正消能工堰軸方向，原則與副壩壩軸

帄行，詳報告第 4-3-1 節內容。 

3.依個人研判破壞機制屬於溯源侵蝕所導

致，而且，目前現況已出現多條因溯源侵

蝕所造成的深槽，建議這些深槽均應有處

理對策。 

3. 

(1)本次治理對策將主要以遏止溯源侵蝕為

主，消能為輔。 

(2)橫向沖蝕槽之處理預計採混凝土搭配異

形塊進行填補補強。相關斷面示意圖詳報

告 P4-21。 

4.消能工的高度達 10 餘公尺，其需要性可再

檢討。 

4.消能工的高度達 10餘公尺為方案三新設副

壩工程，經檢討各方案優、缺點後，本計

畫建議採用方案四，其高度與下游高差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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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尺，方案構想為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

一座固床工(於斷面 S00-6)，詳報告第 4-3-2

節內容。 

5.本次所辦理的工程，包括消能工與固床

工，最好配合石岡壩至埤豐橋間的整體處

理方案來佈置。 

5.本次治理對策已考量石岡壩至埤豐橋下游

固床工間整體考量，主要為三大改善目標

(1)遏止溯源侵蝕、(2)低水治理、(3)破碎岩

盤(軟岩)處理，經評估後以方案四消能工搭

配 1、2 號固床工進行整體治理。 

6.消能工與固床工之間的深槽，建議以塊石

(由上游疏浚者移來)回填。 

6.經現況調查及歷年清淤資料，石岡壩至長

庚橋間幾乎為泥砂淤積，塊石部分可能頇

開挖至少 5m 深才能取得，長庚橋上游至蓄

水範圍斷面 39 間較有可能，建議後續視實

際需求納入細部設計辦理。 

7.承上述第三題，由於主要破壞原因為溯源

侵蝕，因此，把消能工做得那麼高(本處的

破壞主要非消能不足)宜再檢討。 

7.經檢討後本計畫建議採用方案四，係採遏

止侵蝕及縱坡調整之觀點進行整治。消能

工的高度達 10餘公尺為方案三新設副壩工

程，經檢討各方案優、缺點後，本計畫建

議採用方案四，其高度與下游高差約 2~3

公尺，方案構想為原規劃修正方案再增加

一座固床工(於斷面 S00-12)，詳報告第

4-3-2 節內容。 

五、蔡委員奇成 

1.配合下游河道治理，下游固床工以低水流

路底寬來設置，認為可行。如此下游固床

工及固床工至埤豐橋一段，其設計流量建

議以 Q5=3,800cms 為之。 

1. 感謝委員指導，本案構造物將採以

Q5=3,800cms 標準進行設計分析。 

2.至於固床工至石岡壩之間河道建議也以 Q5

來設計其所需的大致的低水流路々低水流

路的底，則以固床工溢流頂 EL=243.0m 以

1/150 ~200 沿線深槽訂定(假定淤積面)，由

此底計畫其橫斷面當Q5時其V約能保持在

6.0~7.2m/sec，故要稍作河道之整理。 

2. 已 將 2 號 固 床 工 堰 頂 高 調 整 至

EL=243.0m，並以 S=1/200 為暫定淤積面進

行河道整理及水理分析。 

3.計畫之消能工，軸線建議修正(右往下、左

往上)。該消能工主要功能為截斷溯源痕

跡，而消能為副。為此消能工上游現況有

溯源痕跡(左岸)應加強保護々 另現有溯源流

路鋪設 con.之下游也考慮保護。 

3. 

(1)已修正消能工堰軸方向，並與副壩壩軸帄

行，詳報告第 4-3-1 節內容。 

(2)消能工上游現況有溯源痕跡部分將採以

混凝土填補方式辦理，而下游採混凝土搭

配異形塊進行填補補強。 

4.固床工軸往上移，軸線左岸上轉々食水嵙 4.已調整 2 號固床工軸線，後續基本設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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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至固床工左岸以 Q10 水位設護岸保護，

其基腳深度要留意。 

將留意左岸基腳深度，以防止其淘刷。 

5.消能工右岸護岸長度建議止於 S00-2 下游

約 15m。又消能工址附近脆弱處應設法改

良之。 

5.因消能工下游搭配 1 號固床工，為使右側

護岸有連續性避免弱面存在，故將護岸延

伸至 1 號固床工下游，詳報告第 4-3-1 節內

容。 

6.固床工右岸護岸止於 S00-13~S00-14 之

間，其下游不設。護岸邊坡改為 1:1.5 至

Q5+0.2m，再設戧台寬約 4.0m 其上方邊坡

改為 1:0.5~1，不保護々但左護岸照原案。 

6.已修正相關圖說，詳報告 P4-26~P4-27。 

六、曾委員晴賢 

1.副壩、消能工、固床工之落差過大，影響

生態廊道甚大，每一工程位置均頇解決。 

1.已規劃消能工右岸及 2 號固床工左岸佈設

頄道，以連接上下游生態廊道，詳報告第

4-3 節相關圖說內容。 

2.頄道設計首重於系統的佈置現有設計原則

缺乏應有的分析。 

2.目前已採河道低流量 Q=50cms 分析其主要

流路水深進行頄道之分析，詳報告

P4-59~P4-60 頁。 

3.頄道本體的設計應有水理分析，隔壁落差

△H=20cm 恐對本地頄類的條件過嚴苛。 

3.已調整隔壁落差為△H=15cm 進行設計。 

4.消能工、固床工均採用傳統佈置，如水帄

堰頂、異型塊缺乏消能底墊等等。依過往

的經驗均非良好方案。建議考慮採複式斷

面或低壩群工法等較先進設計。 

4.消能工及 2 號固床工已採複式斷面進行設

計，另評估異型塊可增加河床糙度，有助

於流速減緩，為較佳之消能設施，詳報告

第 4-3 節內容。 

5.頄道佈置均位於非主流河道旁，未來維管

及效益均會有問題。建議頄道的設計待整

體佈置較確定後，可預期河相較穩定時再

配合做設計。 

5.感謝委員指導。 

七、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適於 108 年 3 月發包「東

勢區埤豐橋改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計畫

案，並甫於 108 年 6 月 11 日召開基本設計

報告書審查會議，為該案與本案可能有工

區介面及上下游鄰近相關性，建議本案後

續可即時蒐集該案之最新設計方案成果，

並納入本案相關規劃設計之考量。 

1.敬悉。已陸續向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收集相

關最新資料，並納入後續設計考量，可詳

報告第 3-6-4 節內容。 

2.另水利署亦業於 108 年 5 月 16 日函復水規

所同意辦理 108 及 109 年度「石岡壩下游

消能設施布置水工模型詴驗」計畫案，該

2.敬悉。後續將向水規所收集相關資料，並

納入後續規劃設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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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辦理緣由係為將水工模型詴驗成果回饋

本案工程設計內容，爰建議亦將該案相關

詴驗成果納入本案規劃設計之考量。 

3.P1-2「1-3 工作範圍及內容之圖 1-3-1 帄面

位置圖」(新增消能池與固床工方案)與報告

後續之建議方案(系列消能工案)之差異宜

有說明。 

3.已增補，詳報告第四章節內容。 

4.第 3-13 頁流路變遷圖，目前僅列 88 年、

98 年、107 年三時間點影像圖，建議可蒐

集酌增加歷年關鍵事件時間點 (可參考

Google Earth 歷史圖像功能)，例至少 66 年

壩完工前後、88 年 921 地震前後及歷次重

大颱洪事件(例 93 年敏督利颱風、97 年辛

樂克颱風、102 年蘇利颱風等)前後之影像

圖。 

4.經採 Google Earth 查詢，目前僅有 95 年 3

月~108 年 4 月之歷史圖像，且能查詢時間

點無法滿足剛好在重大颱洪事件前後，故

在報告 P3-12~P3-13 頁僅列出 88 年、98

年、102 年、104 年及 107 年航照影像比較

流路變遷趨勢。 

5.P3-16:圖 3-5-5 歷年河床質粒徑縱斷面變

化，僅列 72 及 97 年資料，建請將 100 年

之河床質調查成果一併列於該圖上比較。 

5.已補充，詳報告 P3-17。 

6.P3-17:圖 3-5-4 歷年帄均河床高縱斷面圖，

漏列 107 年最新資料。並建請將歷年谿線

高比較資料亦列圖，俾供瞭解歷年深槽溯

源侵蝕之變化。 

6.已將 107 年地形最新資料更新置入，詳報

告 P3-18。 

7.P4-17 方案四之第二消能工設計，建請考量

設置頄道設施。 

7.已增設頄道設施，詳報告 P4-24~P4-25。 

8.P4-50~54:圖名「方案二」似為「方案四」

之誤植。 

8.已更正，詳報告 P4-42~P4-43。 

9.P4-10、P4-57~62、P4-20、P4-22、P4-25~27、

P4-40~42、P 附五-0:所述「固床工」名稱

與「第二消能工」似混用。 

9.已更正，詳報告 P4-10、P4-44~P4-52、

P4-24、P4-25、P4-26~P4-27、P4-34~P4-35

及附錄三。 

10.P4-68:所述「…且濁水溪流域水質終年混

濁…」似誤植。 

10.已修正，詳報告 P4-62 頁。 

11.P4-72:經費概估表，其中「五、頄道改善

工程」項列各工項之數量及單價金額皆明

顯誤植，請修正。 

11.已修正，詳報告 P5-1~P5-2。 

12.「附錄四 一維水理分析」無論現況方案

或方案三、方案四，河口貣算水位、深槽

底高程於同一重現期下應為相同，惟本案

以 Q2 為例，槽底高程則分別為 0.9、0.76、

0.76，其他重現期亦有相同情形，建請檢核

12.已修正，詳報告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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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13.「附錄五 安定分析」僅分析第二消能工，

未分析第一消能工? 

13.已增加消能工之安定分析，詳報告附錄

三。 

14.P 附五-6 之「正常 UL2 載重狀況」似為「異

常 UL2 載重狀況」之誤植。另 P 附五-6 異

常載重分析 case1 之堰體寬度及單元寬

13m?而 P 附五-0 正常載重分析 case2 採

12m? 

14.已修正相關內容，詳報告附錄三。 

八、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 

1.報告中除表示水位、流速外，建議增畫沿

深槽的能量線。 

1.已增畫能量線，詳報告 P4-36~P4-37 頁。 

2.P4-30、表 4-4-1，部分流速與表 4-4-2~4-4-7

不一，請再檢查。 

2.已修正，詳報告 P4-30 及附錄二。 

3.深槽除考量填補混凝土保護，建議亦考慮

搭配在深槽中放置消波塊等類似措施，增

加糙度來降低流速以減少沖刷。 

3.深槽之處理預計採混凝土搭配異形塊進行

填補補強，詳報告 P4-21 頁。 

4.新設消能工以投潭方式消能，但消能工抬

升水位且其下游床底高差較大，可能造成

下游沖刷，請再評估々若以水躍方式消能

是否可行?建議納入考量。 

4.為避免下游淘刷，故於下游採佈設異形塊

並以 175kg/cm
2 混凝土固結保護，並於下游

處佈設 1 號固床工，以保護消能工基腳。

由水理演算結果得知，其消能工下游呈現

水躍方式消能，詳報告 P4-36~P4-37。 

九、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摘-4 頁，(二)方案四〆系列消能工程…固床

工設置於斷面 S00-12 附近(詳圖 3-3-4)，圖

號應為圖 4-3-4。 

1.文章已調整修正，相關圖說請詳圖 4-3-10~

圖 4-3-15，報告 P4-22~P4-27。 

2.為維護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護岸安全，

建請儘速完成附近固床工工程。 

2.敬悉。 

3. 第 3.P.3-20 頁，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水資源

回收中心，請修正為「石岡壩水資源回收

中心」。 

3.已修正，詳報告 P3-21。 

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本案若從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空氣汙染

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工程者，應

依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9 條、第 10 條規定辦理，並應於施工前檢

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本局核准，並

據以實施。 

1.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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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相關規定執行防制，工區出入口應設

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施，並妥善處理廢

水，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泥污

染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敬悉。 

3.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

覆蓋物，並下拉 15 公分捆紮牢靠。 

3.敬悉。 

4.若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

洗作業 

4.敬悉。 

5.施工期間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5 敬悉。 

十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有關果報告乙節，因是日另有要務不克出

席，再經檢視後本局無相關意見，請本權

責辦理。  

1.敬悉。 

2.本局目前刻正辦理「東勢區埤豐橋改建工

程規劃設計」案，為符合整體計畫，請提

供石岡壩下游河道長期、短期改善影響埤

豐橋處深槽區範圍、穩定河床高程線及施

工間改水路方式，做為埤豐橋改建基礎設

計考量。 

2.敬悉。 

十二、黃簡任正工程師信元 

1.從圖 4-4-7 與圖 4-4-8 水面線得知，方案三

預設副壩工程抬高尾水，設置後仍無水躍

發生，顯無法達到消能功能。方案四第一

與第二消能工亦無法有消能功能，該固床

工主功能應為控制深槽。兩方案皆無法達

到報告所述消能功能，應再檢討改正。 

1.已調整修正，詳報告 P4-36~P4-37。 

2.本案應有達成目的之基準，方有配套方案

做優劣比較。方案之比較宜更周延，請參

考價值分析 (Value Engineering)之分析方

法，多方因子考量並輔以適當權重，俾憑

擇判優劣方案。  

2.已修正，詳報告 P4-38 頁。 

十三、中水局養護課 

1.摘要請補充頄道評析 1.詳報告摘-9~10 頁。 

2.P2-1 原規劃方案中所提 103 年石岡壩 3 維

數值不確定性分析，是最新研究內容?(因相

關研究本局有 2 次計畫)。 

2.最新計畫為「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

佳化數值模擬檢討(107 年)」，而該計畫係

探討「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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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現有消能池尾檻高度的最佳化，

以及新增消能池的寬度、深度、長度及工

程預算等最佳化研究。 

3.P2-2 改善策略方案建議，請補充該計畫研

究所提最佳方案規劃圖(含帄面佈置及斷

面)。 

3.已增補，詳報告 P2-24~P2-26。 

4.圖 2-1-1 各方案速度分析，看不出三河局地

形、增加尾檻、新增消能池、尾檻+消能池

等方案之比較? 

4.該圖係引用「石岡壩下游沖刷消能設施最

佳化數值模擬檢討(107 年)」報告中資料，

而該圖是分別比較埤豐橋及水資源回收場

斷面位置，於三河局地形(原地形)、增加尾

檻、新增消能池、尾檻+消能池等 4 個方案

下，分析其帄均流速之數值。兩斷面流速

說明簡述如下〆 

(1)埤豐橋斷面 

原地形、增加尾檻 3.08m、新增消能

池及尾檻+消能池流速分別為 8.39m/s、

7.4m/s、7.12m/s 及 7.20m/s。以新增消能

池方案流速減緩最多。 

(2)水資源回收場斷面 

原地形、增加尾檻 3.08m、新增消能

池及尾檻+消能池流速分別為 8.38m/s、

7.39m/s、6.40m/s 及 6.33m/s。以尾檻+消

能池方案流速減緩最多。 

5 第 2-6 頁石岡壩水理 3 維數值不確定分析，

係指哪一年度研究成果?本局相關研究計

畫有 2 次，應分別補充。 

5.「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性分析」係

103 年研究成果，相關說明已補充至內文

中，詳報告 2-1-7 節所述。 

6.第 2-17 頁水規所水工模型詴驗研究，請補

充說明各次詴驗之河道狀況 (含工法佈

置)，目前第一段文字說明相當籠統，另請

補充摘錄各次詴驗成果圖。 

6.已修正，詳報告 2-1-7 節。 

7.P3-11 有提及「餓水效應」是石岡壩下游沖

刷下切原因之一，惟第 3-9 節沖刷機制評

析似無相關論述?若依其所述餓水效應，目

前貴公司所提改善方案可有效抑制石岡壩

下游沖刷問題?請審慎檢討相關論述的合

宜性。 

7. 

(1)文章中有關「餓水效應」已刪除，詳報告

P3-11 及報告 3-9 章節。 

(2)目前所提改善方案方向為遏止深槽持續

向源侵蝕，並搭配上游放淤，能使深槽能

逐漸回淤，以達到抑制石岡壩下游沖刷問

題。 

8.第3-5-2節歷年河床值變化有民國 100年資

料，圖 3-5-3 除民國 72 年及 97 年，請補充

8.已補充，詳報告 P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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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0 年分佈圖。 

9.P3-35 覆蓋土層述及實際取樣詴驗 Cp 帄均

值為 4.0 t/m
2，惟為何還需用經驗值 Cp=2.0 

t/m
2
 

9.已修正，詳報告 P3-38。 

10.表 3-8-8 地層參數表有部分數值似與內文

敘述不一致?如泥質砂岩層 Cp=4.61、

Cr=2.13，內文為 Cp=2.95、Cr=0.59? 

10.已修正，詳報告 P3-39。 

11.表 4-2-1 消能方案比較評析，建議再納入

本局最新 3 維不確定性分析方案，並進行

後續水理分析比較。 

11.已納入最新 3維不確定性分析方案進行評

析，詳報告 P4-11。 

12.頄道設計除斷面圖，請補充帄面布置圖，

另為能瞭解目前規劃設計頄道之合宜

性，建議補充頄道水理分析。 

12.已補充於圖 4-15，另水理分析詳報告

P4-59~P4-60 頁。 

十四、中水局集管中心 

1.固床工的頄道設置於河道中央深槽處於洪

水時將淹沒、似不適當。 

1.已將頄道調整修正至左岸處，詳報告

P4-25。 

2.消能工之頄道入口於帄時是否保持有水狀

況可供頄類上溯。 

2.目前已採河道低流量 Q=50cms 分析其主要

流路水深進行頄道之佈設。 

3.消能工下游右岸護岸的設置似有挑流之效

果，將洪水挑流至汙水處理廠下方是否適

當。 

3.已修正相關圖說，詳報告 4-3-1 節內容。 

4.固床工下游右側護岸建議取消，固床工右

岸頂部高程(靠近河道中央部分)建議降

低，即左高右低。 

4.因本案係為低水治理，以低中高洪水量建

構複式斷面河道，期達成河道穩定之終期

目標。 

5.固床工上、下游，左岸為水流攻擊處，建

議加強保護。 

5.已加強保護，左岸銜接增設護岸設施，詳

報告 4-3-2 節內容。 

十五、中水局湖管中心 

1.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P.4-2，表

4-1-2，SG-02 之 S-1-2 與 S-2-1 之土壤分類

依 USCS 規定第 3 階分類之通過#200 篩百

分比介於 5~12%者應為 Dual symbol，建請

修正。另請明示粒徑分析(%)係”累積通

過”，抑或”累積停留”。 

1. 

(1)由表 4-1-2 可知，其細顆粒含量(通過#200

的百分比)均大於 12%，並非介於 5%~12%。 

(2)已標註粒徑分析(%)為土壤中各成分所佔

之百分比。 

2.P.4-2，圖 4-1-1，建請標註圖例以便研讀。 2.已增列圖例，詳報告 P4-2 頁。 

十六、中水局石管中心 

1.方案四系列消能工，於斷面 S00-5 處附近

布設一座消能工，於斷面 S00-12 附近(大致

位於食水嵙溪出口下游段溪流轉彎處)設

1.已於 S00-2 附近佈設 1 號固床工，詳報告

4-3 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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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置一座固床工，然本案原設計的固床工在

S00-2 附近，考量減緩流速，遏止侵蝕，原

設計 S00-2 附近的固床工應該予以布置。 

2.依據「107 年度台美水利技術第八號附錄合

作計畫」報告指出，在石岡壩至埤豐橋間

的河道治理，建議採一系列 5 到 6 座固床

工的設計，該報告所建議固床工位置，可

看出在上述方案四的消能工與固床工之

間，增加兩座固床工，一座在 S00-8~S00-9

之間，一座在 S006~S00-7 之間。因此，請

納入設計說明。 

2.因本案在本階段考量重點為遏止侵蝕、調

整縱坡，先針對重要保護標的構造物先進

行保護，如副壩及水資源中心邊坡，故先

在副壩下游及食水嵙溪下游佈設構造物，

此為第一階段，待構造物施設完成後，護

甲層回復，可在考量於此兩斷面在佈設固

床工或是既有構造物加高等措施，使現況

深槽能回淤回復至高灘之高度。 

3.設計原則報告請加參考文獻。 3.已增加，詳報告 P 參-1~2 頁。 

4.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表 5-2-3 與設

計原則報告表 3-8-8，請補上各參數的中文

意義。 

4.已補充，詳報告 P5-8 頁。 

5.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缺地下開挖穩

定分析說明。而第六章缺工程地質綜合評

估。 

5. 已增補，詳報告 P6-3 頁。 

6. 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請加摘要。 6.已增補，詳報告摘-1~摘-4。 

綜合決議〆 

1.依契約規定受委託單位黎明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應於簽約生效日次日貣75日曆天

(4 月 16 日)內送達設計原則報告初稿，基

於本案於 3 月 13 日審查整體工作執行計畫

書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工作計畫書之會議

決議第七點「在設計原則能更深入研析及

基本設計報告初稿提送時程不變之原則

下，同意設計原則報告初稿與補充地質詴

驗報告初稿，展延至 108 年 4 月 30 日送達」

之規定，該公司於 108 年 4 月 30 日送達本

局，符合規定。 

1.敬悉。 

2.水理分析請綜合考量有關臺中市政府、三

河局及本局針對副壩下游至埤豐橋間的相

關工程資料。 

2.已參考埤豐橋改建之橋墩資料並回饋至水

理計算參數內容中。 

3.請將地質資料納入方案評估說明，相關圖

說之呈現亦請搭配地質剖面或岩盤線。 

3.已納入評估說明，詳報告 4-3 節內容。 

4.請再詳細檢討本案各方案與原規劃方案之

比較，並請整體說明變更之理由及詳實列

出其優缺點。消能工堰軸之決定、固床工

4.已修正，詳報告 P4-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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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位置，考量點甚多，請參考價值工程分析

方法，嚴謹分析並提出建議。 

5.請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參酌各委員

及與會代表意見檢討修正後，於會後三個

星期內提送本案設計原則報告暨補充地質

調查詴驗成果報告修訂稿，供本局召開會

議審查確認。 

5.敬悉。 



 

 

 
 

附錄八 

設計原則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

果報告(修正稿)審查會審查意見

及回覆



 

附八-1 

會議名稱:審查「石岡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設計

原則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修正稿) 

會議時間〆108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14 時 00 分 

會議地點〆石管中心 1 樓會議室 

主持人〆劉主任工程師松烈 

 

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林委員連山 

1.本案已往認知問題、解決問題

的方向做處理。。 

1.敬悉。  

2.在消能工及二座固床工的底

部可以布置全套管基樁，以抵

抗沖刷。 

2.感謝指導，現階段先在 2 號固床工增加全套

管基樁基礎，若在細部設計時經費許可，則

再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增設全套管基礎加

強保護，若否，則加深基礎深度以抵抗沖

刷。 

 

3.第 1 號固床工主結構的表層覆

蓋混凝土塊的需要性，請再檢

討。 

3.感謝指導，經檢討後已將 1 號固床工型式改

成與 2 號固床工型式一致 

P4-29 頁 

4.第 2 號固床工 

(1)所在位址宜與三河局對本段

整治的工程布置相互對比，最

好不互相矛盾。 

 

 

(2)本座固床工的角度可再酌予

修改，另本固床工的上游右岸

的基岩可酌予清理，俾流勢更

順暢。 

4. 

(1)感謝指導，經本案分析結果，2 號固床工其

功能可暫代原三河局埤豐橋上游固床工工

程，並搭配 1 號固床工，可有效調整本河

段縱坡，遏止溯源侵蝕，待後續埤豐橋改

建後再行檢討整體河道治理成效。 

(2)感謝指導，已適度調整固床工軸線及河道

整理。 

 

 

 

 

 

(2)P4-25~P4-28 頁 

5.構造物間的河道可以回填大

塊石料。 

5.感謝指導，經調查從長庚橋上游至蓄水斷面

39 間較有料源可取得，後續將視實際需求

納入細部設計辦理。 

 

二、許委員慶祥 

1.原則上尊重受託單位黎明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方案四

(原規劃方案增加一座固床工)

之規劃方案，不過在工程布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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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上幾個意見，請參考〆 

 (1)請將建議方案之構造物剖面

圖，詳細標示地面線及岩盤

線，構造物之剖面圖及斷面

圖，請清楚標示標高，以利

比對。構造物底部請儘量置

於岩盤上，如無法全部放在

岩盤上，至少構造物尾檻之

截水牆建請插入岩盤，下游

再予適當保護工，請再檢視

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尾端之

截水牆是否插入岩盤，及將

來下游是否可能產生沖刷

坑而破壞。 

 (2)2 號固床工右邊深入岩盤甚

多，又其右岸設置大面積混

凝土戧台，目的為何?是否

必要?請說明。另其面積甚

大，應注意是否容易龜裂，

左岸戧台放置於回填土

上，左岸沖刷較為厲害，其

為弱點是否安全，請檢討。

另左岸之沖刷力比較大，固

床工下游尾檻左邊混凝土

牆，建議向左岸延伸，以保

護左岸戧台安全。 

 (3)有關頄道布置似不佳、不清

楚，請從 2 號固床工下游開

始至消能工上游完整規劃

模擬友善規劃頄兒洄游路

徑，另 1 號固床工每皆高差

達 1m，頄道如何規劃布置，

請說明。 

 

(1) 感謝指導，已標示地面線及岩盤線，並將

消能工及 1 號固床工尾端之截水牆插入岩

盤。 

 

 

 

 

 

 

 

 

 

 

(2) 感謝指導，右岸混凝土戧台其目的係為日

後供 2 號固床工維護修復機具通行使用，

本次修正報告已調整混凝土戧台尺寸々而

左岸因沖刷較為嚴重，故朝培厚左岸方向

設計，尾檻並與既有護岸基礎連接，以加

強保護左岸邊坡。 

 

 

 

 

 

 

(3) 感謝指導，已重新調整頄道出入口位置，

相關圖說可參詳報告。 

  

 

(1) P4-17~P4-21 、

P4-29~P4-31 頁 

 

 

 

 

 

 

 

 

 

 

 

(2) P4-26~P4-31 

 

 

 

 

 

 

 

 

 

 

 

(3) P4-25~P4-31 頁 

、P4-66 頁 

 

三、費委員立沅 

1. 建議將下游岩段簡化為砂

岩、頁岩、砂頁岩互層等三

類及可，UAV 如果延著層面

方向(N50˚E)完成之影像，應

可將各岩段很清楚的呈

1.感謝指導，已將根據本計畫及歷年地質鑽探

岩心判釋配合地表地質調查成果簡化地質

圖資。另外將重新整理各岩段岩石物性與

力學參數。 

1. P2-15~P2-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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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現。岩段之分段請參考下游

所有歷年鑽井結果。另外，

請彙整出各岩段之物理及

力學性質。 

2. 6 口鑽井岩心，可見到不少

剪裂帶，建議於剖面中分析

其延伸之狀況。 

2.感謝指導，經仔細檢視鑽孔岩心，可發現於

SG-01 深度 7.4~7.9 公尺、11.0~11.2 公尺、

13.0~15.0 公尺有剪裂夾泥情形，剪裂面角

度約 40~50 度，研判係因 SG-01 較接近車籠

埔斷層地表破裂-石岡壩斷層所導致局部破

裂受擾動情形，其餘鑽孔雖局部中粒砂岩節

理較發達略顯破碎，但未有受強烈剪裂夾泥

情形。 

 

3.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之圖 2-2-11~12，請注意節理

之分布密度所代表之意義，

且分布位置是否具有地質意

義。 

3.感謝指導，食水嵙溪以東節理分布，主要節

理為傾向節理，次要節理為走向節理，而食

水嵙溪以西主要節理為傾向節理，另外有兩

組弱勢共軛節理，該兩組節理多分布於靠近

埤豐橋區域，可能係受來自東南-西北向應

力擠壓造成之共軛裂面。 

 

4. 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

告第摘-4頁表摘-4及工程地

質綜合評析內容，有部分不

盡合理。 

4. 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P 摘-4 頁 

四、曾委員晴賢 

1.2 號固床工選址位於轉彎河

段，布置型式似乎是直線河道

的案例。 

1.感謝指導，2 號固床工位址係參考 103 年中

水局「石岡壩三維數值不確定分析」之方案

三中 3 號固床工構想所得，斷面形式採複式

斷面，並以低水治理為目標進行佈設。 

 

2.頄道設計首重於系統規劃，次

要為頄道本體結構，然本次修

正稿仍未將系統規劃做到

位，未來基設恐有問題。 

2.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第 4-8 節 

3.頄道坡度如擇定 2%，則頄道

長度為落差的 50 倍，現況布

置似有疑問。 

3. 感謝指導，已調整頄道坡度帄均約 10％左

右。 

P4-66 頁 

4.設計流量 Q=50cms 是否正常?

本地的河川基流量和常流水

的流量似乎並無如此大流

量。相對的，頄道設計流量

0.37cms 偏低。 

4.感謝指導，參考 102 年三河局「大甲溪河川

情勢調查報告書」，推估石岡壩下游所需生

態基流量應為 6.83cms，故將對此基流量進

行分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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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考文獻偏少，頄道文獻和參

考案例分析宜加強，生態研究

文獻不足。 

5.感謝指導，已增加頄道與生態相關文獻及案

例。 

4-8-2 節 

6.生態檢核對本區河川環境和

生態背景了解仍過於薄弱，因

此需再加強。 

6.感謝指導，已加強本區域生態背景相關內

容。 

4-9-1 節 

7.頄道水理模擬有問題，分析流

速似乎偏低，最大流速不在斜

隔壁頂版處。 

7.感謝指導，建議本次修正報告先確定頄道系

統規劃，頄道水理模擬於後續基設階段時再

進行模擬。 

 

8.斜隔壁的側牆以不超過斜隔

壁頂過多，規劃圖 4-8-2 側牆

達 170cm，導致工程經費過高。 

8.感謝指導，已調整頄道側牆以不超過 1m 為

限。 

P4-67 頁 

9.頄道的型式宜再從現地位址

(防洪衝擊的需求?)、流量(頄道

流量宜提高，不能比基流量過

小)和生態需求重新考量，現有

設計仍有甚多疑慮，不宜貿然

定案。 

9.感謝指導，因本案為低水治理，頄道容易有

洪水衝擊，故經評估後，建議盡量避開主

流，並採斜隔壁水池階段式(半錐式)頄道進

行設計。 

P4-67 頁 

五、蔡委員奇成 

1.有關深槽底部高程與構造物

基腳設計圖連密切，由表 4-1-2

深槽底部高程與附錄一橫斷

面圖所示之數值差值頗大，請

設計團隊慎視之。 

1. 感謝指導，因原附錄一最新地形只顯示至

106 年，故才與表 4-1-2 深槽底部高程差異

頗大，現已將 107 年地形更新至附錄一中各

斷面內。 

附錄一 

2.本修訂本所提之建議案與前

次之建議案不同，多出#S00-6

一座固床工 (即第 1 號固床

工)，其餘大致相同，若預算可

容納該固床工對固床工對河

道縱坡之調整及消能工護坦

皆有助益，認可採用。 

2.敬悉。  

3.消能工部份〆 (1)消能工至

S35-7 間河床加強、(2)消能工

左岸新設之護岸，其設置方式

及施工性等，請檢討。 

3. 

(1)感謝指導，針對副壩底部區域若有明顯沖

刷坑部分將採以強固方式進行補強保護，

避免其範圍持續擴大 

(2) 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圖說內容 

 

 

 

 

(2)P4-14~P4-19 

4.第 1 號固床工部份〆 

(1)固床工形式建議改變與 2 號

固床工同形式。(現設形式適用

4. 

(1)感謝指導，已將 1 號固床工型式更改成與 2

號固床工一致。 

 

(1) P4-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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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消能工)。 

(2)固床工長度不足，思考往左岸

延 25-30m。 

(3)左岸有另一條沖刷溝應設法

改善。 

(4)考慮頄道々 

(5)壩軸稍往下移，並打開 S00-7

狹窄河道。 

(6)頂高中央部份考慮降 1m。 

 

(2)感謝指導，已增加固床工長度。 

 

(3)感謝指導，沖刷溝規劃將採以橫向沖蝕溝

保護工程方式回填 

(4)感謝指導，已考慮頄道布置。 

(5)感謝指導，已調整壩軸位置 

 

(6)感謝指導，已將頂高從 EL.246m 調整至

EL.245m 

 

(2) P4-20 頁 

 

 

 

(4)P4-14~P4-15 頁 

(5) P4-14~P4-15 頁 

 

(6)P4-16 頁 

5.第 2 號固床工部份〆 

(1) 固 床 工 似過 長 ，考 慮 縮

5-10m ，過床流速保持在

6.0~7.0m(Q100)則可。 

(2)左岸戧台應高右岸 1 公尺々 

 

(3)右岸戧台抬高至 E.245.5m，

再以 2%坡度延至右岸長

20m， 

(4)岩盤開挖邊坡(不保護者)以

1々1 為最大 

(5)固床工整座考慮往左岸移 5m

附近。 

5. 

(1)感謝指導，已將固床工長度 112.5m 調整至

102.5m 

 

(2)感謝指導，已將左岸戧台從 EL.245m 調整

至 EL.246.5m 

(3)感謝指導，已將右岸戧台從 EL.245m 調整

至 EL.245.5m 

 

(4)敬悉，現規劃岩盤開挖邊坡(不保護者)之坡

度為 1:1.25 

(5)感謝指導，已將固床工往左岸移 5m。 

 

(1) P4-29 頁 

 

 

(2) P4-29 頁 

 

(3) P4-29 頁 

 

 

 

 

(4) P4-29 頁 

 

6.河道整理之帄面、橫斷面圖要

繪出。 

6.感謝指導，已將河道整理之帄面、橫斷面圖

繪出 

P4-22、 P4-26、

P4-31 頁 

六、賴委員伯勳 

1.石岡壩下游河道整治主要目

的的遏止侵蝕、縱坡調整、護

甲層恢復及河道整理等作為

規劃治理之原則。由表 3-3-1

石岡壩歷年發生之最大流量

紀錄表(52 年迄今)可知最高洪

峰流量 6,703cms，超過 3,000 

cms 亦有 18 年，因此為了防止

向源侵蝕，同意以低(Q5=3,800 

cms)、中(Q20=5,500 cms)、高

流量 (Q100=8,800 cms)逐步來

達成河道穩定之終期目標。治

理方式同意先以低水治理先

1.敬悉，流量超過 Q5 時，設施容易基礎淘刷

與表面磨損情形，故後續基設階段時將針對

淘刷部分，規劃構造物基礎深度將大於最大

淘刷深度，而表面磨損情形則頇每年定期維

護，以維持設施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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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辦 理 ， 亦 即 採 用

Q5=3,800cms 為低水治理之設

計流量，並建議探討超過 Q5

流量時，可能遭遇之設施損壞

與因應措施。 

2.第 3-19 頁表 3-6-1 石岡壩歷年

副壩下游修復工程彙整，建議

能自 921 地震(88 年)以後之修

復工程資料均能彙整列入，並

探討副壩下游損壞時機大致

發生在多少流量以上，以為設

計流量及設施改善治理之參

考。 

2.感謝指導，歷年副壩下游修復工程係根據年

度檢查結果分別辦理不同程度之修復工

程，以維持副壩安定，而其中發生損懷之流

量經查詢過往資料並無相關紀錄，但由圖

3-3-1 可知，從民國 93 年至 98 年之間年最

大流量均約大於 3,000cms，故於 94 年至 101

年每年皆辦理相關改善工程，而近幾年(105

年至 107 年)也出現 2,000cms 至 3,000cms

左右流量，故這幾年皆有辦相關改善工程，

故 推 估 大 致 造 成 損 壞 之 流 量 約 介 於

2,000cms~3,000cms 左右。 

 

3.埤豐橋改建基本設計圖建議

列入本計畫內參考，並探討對

基下游固床工可能之影響。 

3.敬悉，相關改建資料已回饋至本次水理分析

計算中，若後續有最新資訊也將一併納入分

析計算。 

 

4.附錄二水理分析成果表，建議

補充說明各流量貣始水位之

決定，另既有設施標高(如既有

第二道消能池尾檻，副壩頂等

標高)請再查核確認。 

4. 

(1)感謝指導，已將各流量貣始水位之決定補

充至附錄二中。 

(2)敬悉，既有設施標高經確認後應無誤。 

 

(1)附錄二 

5.第 4-30 頁各方案與現況流運

彙整表， 

(1)副壩底流速到 11m/sec 以上，

因此建議副壩底加強基腳保

護。 

(2)S00-5 斷面流速亦在 10m/sec

左右，該斷面在消能工前緣，

建議加強基礎避免刷深影響

構造物安定。 

(3)S00-6~S00-7 流速亦很高，此

位置落在 1 號固床工下游面，

建議加強上下游基腳之保護。 

(4)S00-11~S00-13 在 2 號固床工

內流速亦有較高現象，建議加

強上下游基腳之保護。 

5. 

 

(1) 感謝指導，針對副壩底部區域若有明顯沖

刷坑部分將採以強固方式進行補強保

護，避免其範圍持續擴大 

(2) 敬悉，後續基設階段時將針對淘刷部分，

規劃構造物基礎深度將大於最大淘刷深

度 

 

(3) 敬悉，後續基設階段時將針對淘刷部分，

規劃構造物基礎深度將大於最大淘刷深

度 

(4) 敬悉，後續基設階段時將針對淘刷部分，

規劃構造物基礎深度將大於最大淘刷深

度，若經費許可將增設基樁保護工，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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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設施安全。 

6.104 年已完成之埤豐橋下游固

床工，於本次之原規劃修正方

案及方案四列入治理改善

後，其水理分析結果流速均超

過現況之流速，雖然歷經 105

年及 106 年之 3,094 cms 及

3,481 cms 尚稱安定，唯在設計

流量 3,800 cms 及超過 Q5 流量

時，是否會損及固床工設施宜

予以檢討，必頇要時予以加

強。 

6.埤豐橋下游固床工施作完成至今確實有發

揮其功效，惟其係為本河段下游控制斷面，

時常發生臨界流況或超臨界流況，對表面容

易有磨損之情形，故本公司建議針對此部分

應由權責單位每年負責維護檢修，以保持其

本身功能及作用。 

 

七、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建議報告中增加一張計畫建

議方案(方案四:原規劃修正方

案增加 1 座固床工)之工程布

置 (埤豐橋下游固床工頂高

237m、2 號固床工頂高 243m、

1 號固床工頂高 246m、消能工

頂高 252m、副壩底高 255m)

頂部高程及距離之縱斷面

圖，俾利於一張圖上清楚了解

相關工程布置之高程及坡降

設定之相對關係。 

1.感謝指導，已增加方案四縱斷示意圖 P4-23 頁 

2.消能工及 2 號固床工之下游皆

以 20T 異形塊佈設護坦，以保

護基礎，於該位置之流速條件

下，採 20T 異型塊(而非採 30T

或 15T)之設定依據?該異型塊

護坦自身安定性? 

2.感謝指導，參考 100 年水利署「河川復建工

法檢討及技術圖說資料庫建置」，異形塊選

用重量於流速>6m/s 及河川坡度 S>1/100

時，採用 10T 以上，因石岡壩下游河床坡度

約 S=1/100，且經現況一維水理分析結果，

於 Q5 標準時計畫位址斷面流速都近似於或

大於 6m/s，為採保守設計，故才選定 20T

異形塊佈設護坦，以保護構造物基礎，並以

混凝土固結，防止其流失。 

 

3. 2 號固床工尾檻處以寬度

3m、入岩 3m 之基礎保護，以

防止護坦末端之淘刷，入岩 3m

之設定於該位置之沖刷條件

下是否足夠〇 

3.感謝指導，後續基設階段時將針對淘刷部

分，探討構造物基礎深度是否大於最大淘刷

深度 

 

4.第 3-22 頁，有關埤豐橋改建工 4.感謝指導，已修正並補述「東勢區埤豐橋橋 P3-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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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背景之說明，其中「故本府

建設局……」之敘述，建請修

改成以本計畫立場「故台中市

建設局……」之敘述。另其中

敘及曾辦理「東勢區埤豐橋橋

墩基礎加強工程」，建請補述

該基礎加強工程之執行年份

及基礎加強之橋墩數量及墩

號。 

墩基礎加強工程」，執行年份及基礎加強之

橋墩數量及墩號。 

5.第 4-8 頁，有關「現況右岸高

灘地亦有農民『承租』之問題

外，……」，因該高灘地種植

係屬河川管理辦法中種植使

用行為許可申請之河川管理

行為，而非民法『承租』之契

約關係，建請該敘述修正為

「現況右岸高灘地亦有農民

『 種 植 申 請 』 之 問 題

外，……」。 

5.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P4-8 頁 

6.第 4-26 頁圖 4-3-14，方案四 2

號固床工斷面圖，圖面上似漏

頄道之設計，另 2 號固床工寬

僅設計 112.3+40=152.3m，規

模僅接近原 107 年埤豐橋上游

固床工之設計寬度(125m)，該

規模因已經水工模型詴驗反

造成埤豐橋處流數增加而停

止施作，且中市建設局已著手

設計埤豐橋全橋改建，建議 2

號固床工之規模可考量將原

行政院核定治理綱要計畫中

250m 寬之設計納入考量。 

6. 

(1)感謝指導，已增加相關頄道之設計。 

(2)感謝指導，在一維及三維數值水理分析中

已把埤豐橋改建最新資料納入分析檢討，

其結果皆對於埤豐橋處之流速有減緩之功

效，雖頇待水工模型驗證後方能確定其成

效，然本計畫階段為低水治理、恢復護甲

層概念進行河川整治，而原行政院核定治

理綱要計畫中 250m 寬之設計在本公司評

估後應屬於中水治理，故建議護甲層恢復

後再考量此治理方式。 

 

(1)P4-29 頁 

7.參考文獻之第 8 項「大甲溪石

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

之研究」完成年份(107 年 6

月)，應為誤植。 

7.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P 參-1 頁 

8.第附二-2 頁，「現況一維水理

分析成果表(Q5=3,800 cms)」

之河口貣算水位採 4.16m，比

8.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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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另二方案之設定卻又採

4.18m(在同樣重現期距條件

下、即使不同方案情境條件

下，河口貣算水位應為相同)，

請查核修正。 

9.第附二-4 頁，「原規劃修正方

案佈設(回淤後)一維水理分析

成果表(Q100=8,000 cms)」，該

表最末漏列 2 列數據(河口及

模式編號 1)。 

9.感謝指導，已增列相關內容。 附錄二 

10.簡報三維水理分析之流速前

後變化，建請增加埤豐橋址處

之改善前後流速變化情形，至

少改善後於橋址處不能較現

況增加流速。 

10.感謝指導，已增加相關內容。 P4-46~P4-47 

11.2 號固床工與本局已提報 108

年度「大甲溪埤豐橋上游護岸

加強防災減災工程」，工程範

圍為原埤豐護岸基腳保護措

施，預計 108 年底前工程發

包，是否有其影響，宜納入考

量與說明。 

11.感謝指導，經了解該案與本案設施重疊位

置應為 2 號固床工下游左側護岸，後續將

參考該案設計成果供本案規劃該處護岸之

型式 

 

12.2 號固床工與未來本局將辦

理埤豐橋上游固床工，有關影

響程度應予以詳述。 

12.感謝指導，2 號固床工設置，已考量以埤

豐橋下游固床工以縱坡 S=1/100 規劃，初

步已涵蓋原規劃辦理之埤豐橋上游固床

工，建議後續待埤豐橋改建後再行整體評

估。 

 

八、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 

1.建議案頄道入口 (係為下游

面)，頄道出口(為上游面)，依

據第 4-59 頁頄道水理所提頄

道入口，應加(水流)頄道入口

表示，較為正確。另依水規所

及特生中心頄道最佳設計坡

度為 1/8~1/12，為較節省頄道

布設長度，且頄上溯利用為

佳。 

1. 

(1)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2)感謝指導，後續頄道縱斷規劃將以坡度

1/8~1/12 進行設計。 

 

2. 依據數據流量彙整表 ( 表

4-4-1)S00-7 為擬布置第 1 座固

2 

(1) 感謝指導，因 S00-7 此處為斷面寬度最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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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工之下游處，在流速 3,800 

cms 時仍有 10.57m/s( 方案

四 ) ， 及 8,800 cms 亦 有

12.51m/s( 方 案 四 ) 與 現 況

12.08m/s 有增大，為何 ?另

S00-11，現況只有 5.96m/s，

Q5 為 8.03m/s 及 Q100 現況為

7.96m/s，方案四為 9.26m/s，

也是增加的，為何〇 

處(可詳附錄二之水面寬一欄)，由連續方

程式 Q=AV 可知，Q 固定，而通水面積 A

減少，才導致此處 V 增加。 

(2) 感謝指導，因該處接近於 2 號固床工堰

頂，底床抬高，產生接近臨界流流況，才

造成此處流速增加。 

3.2 號固床工依設計左岸有些弱

面及水流攻擊，應加強左岸基

礎等。 

3.感謝指導，2 號固床工左岸原則上將保留 60

至 80 公尺的保護寬度進行保護，並與既有

水資源保護中心基樁保護工程結合，應可維

持左岸之穩定性。 

 

4.簡報 17 頁預定回淤線之坡度

為 1/200，其為大甲溪下游帄

均縱坡 1/100 之一半，可否說

明採用原因。 

4.感謝指導，依 103 年公告之「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第 99 條第一款，防砂壩之設計淤砂

坡度以原河床坡度之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為原則，為採保守考量，故本案採二分之一

淤砂坡度進行分析設計。 

 

5.第 25 頁，埤豐橋改建圖仍有

橋墩落於深槽，可否建議臺中

市政府修改設計，加大跨距以

避免於深槽落墩，另右岸高灘

處斜張可改變設計(如以箱型

梁)。 

5.敬悉。  

6.2 號固床工寬度僅 1 百餘公

尺，是否會與未來三河局埤豐

橋上游固床工之寬度有所影

響，因埤豐橋改建即將辦理，

三河局固床工工程將隨其改

變設計，故本次 2 號固床工寬

度設計應做長期考量。 

6.感謝指導，在一維及三維數值水理分析中已

把埤豐橋改建最新資料納入分析檢討，其結

果皆對於埤豐橋處之流速有減緩之功效，雖

頇待水工模型驗證後方能確定其成效，然本

計畫階段為低水治理、恢復護甲層概念進行

河川整治，而三河局固床工工程在本公司評

估後應屬於中水治理，故建議埤豐橋改建後

再考量此治理方式。 

 

九、中水局主任工程司室 

1.與前次審查會議比較，消能工

水理計算為何明顯不同，有做

何調整〇請於報告內容中再

說明。 

1.感謝指導，與前次審查會議比較，於建議方

案四中多增加一座 1 號固床工，相關說明請

參詳報告第四章內容。 

第四章 

2.2 號固床工尾檻佈設與現況流

速似有不足之處。 

2. 感謝指導，後續基設階段時將針對淘刷部

分，規劃構造物基礎深度大於最大淘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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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度。 

3.消能工輪胎工法部分，有無生

態疑異，宜再釐清。 

3. 感謝指導，經檢討已將輪胎工法移除。  

十、中水局局養護課 

1.第 4-28頁方案四敘及 1號固床

工下游區域，相較於現況帄均

增加 15%，其中〝增加〞是否

應為〝減少〞。 

1.感謝指導，已修正為”減少”。 P4-32 頁 

2.依圖 4-4-3 方案四水理分析成

果，為何消能工至 1 號固床工

間流速幾乎無減低?而 2 號固

床工前流速有突升現象〇 

2. 

(1)感謝指導，因本案主要治理目標為遏止侵

蝕，消能為輔，雖消能工至 1 號固床工間

經佈設後坡度減緩約現況坡度之一半，然

因 1 號固床工堰頂抬高底床，使此處接近

於臨界流況，形成控制斷面，使上游水理

無法影響至下游，導致上游流速幾乎無減

緩之情形。 

(2)感謝指導，因該處接近於 2 號固床工堰頂，

底床抬高之故，產生接近臨界流流況，才

造成此處流速增加。 

 

3.第 4-38 頁綜合評析表 4-5-1 之

總分為 1.1 及 1.9，這兩個數值

如何估算〇 

3.感謝指導，由「Σ權重*排序」所求得，

例:1.1=0.25*1+0.25*1+0.25*1+0.15*1 

        +0.05*2+0.05*2。 

P4-43 

4.第 4-6 節三維水理分析，建議

參照表 4-4-1~表 4-4-2 列出水

理分析成果。 

4.感謝指導，已列出相關水理成果。 P4-46~P4-47 

5.第 4-59 頁入口邊界條件敘及

新設頄道入口底部及出口高

程，是否兩者應互換，另水理

模擬成果除整體流速值呈

現，是否合於功能需求，宜作

相關評估說明。 

5.感謝指導，本次報告頄道論述將以系統規劃

作為主軸，而水理演算於後續基設階段時再

行評估分析。 

 

十一、中水局集管中心 

1.消能工下游右岸護岸雖為低

水治理，惟其是否有設置之必

要，仍建議再評估。  

1.感謝指導，因消能工下游搭配 1 號固床工，

為使右側護岸有連續性避免弱面存在，故將

護岸延伸至 1 號固床工下游。  

 

2.消能工之頄道入口依圖 4-3-3

所示仍位於深槽右岸高灘，似

無法提供頄類洄游。 

2.感謝指導，已調整該處規劃之頄道入口 P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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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3.第附四-5 頁，濁度太高所採取

的生態友善策略，為何還維持

流量充足。 

3.感謝指導，已修正附錄四相關評估因子。 附錄四 

十二、中水局鯉管中心 

1.表摘-1 相關計畫中所列 200 頻

率年洪水成果顯然有差距，請

扼要說明原因為何。 

1.感謝指導，因各計畫水文分析模式不同或蒐

集分析資料年限不同導致各計畫呈現洪水

成果各有差距，如第四次及第五次安評皆採

用實測流量法分析，但兩者分析之結果不同

係第五次安評因近年有效洪水紀錄無發生

超越莫拉克颱風所測得流量，導致分析之數

值低於第四次安評分析之值。 

 

2.原規劃修正方案佈設 1 號固床

工是否再考慮加大寬度，再考

慮流速及沖刷問題。  

2. 感謝指導，已將 1 號固床工從原本 26m 增

加至 50m。 

P4-20 頁 

3.1 號固床工工區每年本局石管

中心都有編列維護經費，每經

過一次颱風固床工邊界與原

地盤間橫斷面間產生弱帶而

損壞，所以橫斷面與原高灘間

銜接請特別注意。 

3.敬悉，於後續基設階段時將特別考量與兩側

岩盤銜接處理方式，避免水流兩側侵蝕破

壞。 

 

十三、中水局石管中心 

1. 表 3-3-1 中民國 99 年、100

年、102 年等大洪峰流量，與

石岡壩第五次安全評估中表

5-2-12 並不一致，請審視修正。 

1.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詳表 3-3-1 所

示。 

P3-4、P3-5 頁 

2.表 4-4-1 中斷面 S00-5、S00-4、

S00-2、S00-6 及 S00-11，在方

案四之Q5及Q100二流速比現

況之流速大，宜請說明。 

2.感謝指導，因 1 號固床工堰頂抬高底床，使

此處接近於臨界流況，形成控制斷面，使上

游水理無法影響至下游，導致上游(斷面

S00-4、S00-2)流速幾乎無減緩之情形，下游

(斷面 S00-6)也接近 1 號固床工堰頂，導致

流速比現況流速大々 而斷面 S00-11 接近於 2

號固床工堰頂，底床抬高之故，產生接近臨

界流流況，才造成此處流速增加。。 

 

3.第摘-8 頁表摘-4 及第 4-38 頁

表 4-5-1 消能工程比較評析

表，請於報告中補述總分之計

算方式，及如何從價值工程

(Value Engineering)之分析方

法中以多方因子考量並輔以

3.感謝指導，已補述總分之計算方式、分析過

程及評判理由。 

P4-42~P4-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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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適當權重，因而獲得之優劣方

案，請能詳加說明其分析過程

及評判理由。 

4.第 4-44 頁中河床淤積料內摩

擦角為 30 度，採用石岡壩第

五次安全評估資料(建議安評

二字改為安全評估)，因主體結

構坐落在岩盤上，為何不用本

次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之

資料〇宜請說明。 

4.感謝指導，已將分析之參數改採本案鑽探報

告建議之數值進行計算。 

P4-48 頁 

5.圖 4-3-1 下圖的地質剖面圖

中，岩性界線之表示實無太大

意義，建議於上圖的帄面圖中

表示岩層分布。 

5.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P4-13 頁 

6.第 4-47 頁基礎承載力中， 

 (1)土壤單位重為 1.66t/m3，其

數值何來〇若以泥質砂岩

為代表岩姓，應為 2.66t/m3。 

 (2).Terzaghi 公 式 中

cNc+qNq+1/2γNγ，請改為

c’Nc+qNq+1/2γNγ。另是否

修正為方形基礎〇亦請補

述。 

 

 

 (3)請以方程式編輯器編輯報告

中的程式。 

(4)q=γDf，請修正為 q=γDf。

Df為基礎深度，請補述。 

 (5)c’值取 4.61、Df 如取 1.5m

如何來〇應該說明。 

 

 (6)為何摩擦角取 34.1 度，應提

理由敘明。 

6. 

(1)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2)感謝指導，已將公式中 C 值改成 C’值。而

因本案結構體基礎長與寬不相等，如消能工

L=150m、B=35m，屬矩形基礎型式(L/B<5，

Df<B)，故以修正矩形公式分析計算，而 2

號固床工 L=80m、B=13m，屬條型淺基礎

型式(L/B>5，Df<B)，故維持原公式進行分

析計算。 

(3) 感謝指導，已依方程式編輯器進行編輯 

 

(4) 感謝指導，已補述相關說明。 

 

(5) 感謝指導，本次設計之構造物入岩皆大於

1.5m 以上，為採保守設計，故取 1.5m 進

行分析，並於報告內文中敘明。 

(6) 感謝指導，本案結構體佈設位置多由頁岩

所組成，故分析參數採表 3-8-8 之頁岩之

三軸詴驗尖峰強度值之成果進行計算，並

於報告內文中敘明。 

 

 

(1) P4-52 頁 

 

 

(2) P4-51~P4-52 頁 

 

 

 

 

 

 

(3) P4-52 頁 

 

(4) P4-52 頁 

 

(5) P4-52 頁 

 

 

(6) P4-48 頁 

7.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表摘-4 及第 5-8 頁表 5-2-3 之

感謝指導，已修正 P 摘-4、P5-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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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簡化地層參數表，多一個表

字。另卵礫石層經驗值如單位

重、抗壓強度、尖峰凝聚力、

尖峰摩擦角等都偏低，請檢查

修正。 

8.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第 5-3 頁岩心判釋，未忠實呈

現岩心判釋與詴驗資料，如 1.

倒數第七~九行，敘及岩石三

軸詴驗數值，未說明是 SG04 

孔 19.5m~20m 段。2.第 5-4 頁

第二~三行，未說明是SG05 孔

22.52m~22.8m 段。3.第 5-4 頁

倒數第三~五行，未說明是

SG06 孔 22.38m~20.78m 段。

建議本文重新修正並加入直

剪詴驗等資料。 

8.感謝指導，已補充說明三軸詴驗取自岩段並

增補直剪數值 

P.5-3~5-4 頁 

9.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附錄A地質鑽探柱狀圖報告之

資料誤植為土壤一般物理性

質詴驗報告，請補正。 

9.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附錄 A 

10.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

有關鑽探岩心照片已附於附

錄 D 中，惟未與表 5-2-1 詳實

描述地層狀況，並尌岩性有變

異情形及岩層擾動處予以說

明。 

10.感謝指導，已補充相關說明。 P.5-8 頁 

綜合決議〆 

1.本局 108 年 6 月 13 日召開本

案初稿審查會議，決議請受託

單位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

意見檢討修正後，於會後三個

星期內提送本案修訂稿再召

開會議審查確認。受委託單位

於 7 月 4 日提出修正報告送達

本局，符合規定。 

1.敬悉。  

2.設計原則部分，請受託單位再

補充相關維護管理及環境層

面考量說明(如流量超過 Q5 時

2.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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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遭遇設施損壞與因應措

施、頄道設計、生態檢核等)，

以利後續納入基本設計辦理。 

3.有關提供水資源回收中心邊

坡竣工圖資、埤豐橋改建後落

墩位置與尺寸等相關資料等

請求事項，本局予以協助並向

臺中市政府、經濟部水利署第

三河川局取得，以利設計銜

接。 

3. 敬悉。  

4.所送設計原則報告(修訂稿)原

則核可，請黎明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參酌各專家及與會

代表意見修正後，於會後三個

星期內提修正本至局憑辦。另

由於頄道設計首重於系統規

劃且頇做到位，爰請受託單位

尌頄道設計之意見修正後，頇

再請曾委員晴賢檢視認可。 

4.敬悉。  

5.本案基本設計報告同意展延

至 108 年 8 月 12 日，請黎明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儘速

依設計原則辦理。 

5.敬悉。  

 

 



 

 

 

 

附錄九 

設計原則暨補充地質調查詴驗成

果報告(修正本)審查意見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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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設計原則報告: 

1.曾委員晴賢: 

(1)石岡壩下游的生態基流量高

達 6.83cms，頄道設計流量卻

只有 0.37cms，未來不僅缺乏

生態基流量專門排放口，也

因為頄道流量比例過低，對

於頄類上溯的吸引力過低，

頄道效益無法提升，更遑論

要達到 P4-67 所提的頄道本

體結構特點四、要能夠適應

較大的天然水位變動以及下

游環境流量的不同季節需

求。 

(2)石岡壩原有頄道的設計並不

是最理想，新設頄道的規劃

條件不宜仿效現有的條件，

譬如頄道設計流速如果只介

於 0.6~1.3m/sec，則本報告設

計的半錐形隔壁式頄道將會

需要非常長和帄緩的流路，

相關的坡度和頄道長度等設

計條件，在報告中並未呈

現，頄道結構的示意圖並不

正確，上次審查會時已經說

明過了，如果未改善，未來

這個頄道的設計並無法達到

預期效果。如果頄道隔壁僅

有 15~20cm 高，則無法滿足

報告 P4-67 所敘述的五、在頄

道本體中必頇設置適合頄類

在溯河時候使用的較大而且

較深的休息池。 

(3)鱸鰻已經非保育類野生動物。 

(4)頄道設計流速範圍應該從既

有頄類的生物參數（物種、

體長大小、游泳習性等等）

1. 

(1)感謝指導，針對既有頄道流量過小之問

題，規劃頄道出口右側處新設取水口，以

提高新設頄道內部之流量。 

 

 

 

 

 

 

 

 

 

(2)感謝指導，已新增相關的坡度和頄道長度

等設計條件，並修正頄道結構的示意圖，

採側牆不等高之設計。 

 

 

 

 

 

 

 

 

 

 

 

 

 

 

 

 

(3)感謝指導，已將鱸鰻改為臺灣鮰。 

(4)感謝指導，參考石岡壩頄類資料，頄道流

速初步採 1.05m/s 進行設計。 

 

 

P4-61 頁 

 

 

 

 

 

 

 

 

 

 

 

P4-63 頁、 

附錄十(P21 頁) 

 

 

 

 

 

 

 

 

 

 

 

 

 

 

 

 

 

P4-58 

P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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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評估，並不是抄襲舊頄道

的設計條件尌是對的。現有

頄道的帄均流速條件過嚴

苛。 

(5) P4-65 三、上游邊界條件所敘

述中間段頄道側牆建議採溢

流式，以滿足頄道的流速條

件。此一敘述可能無法讓人

了解，之前審查會時建議這

種頄道的兩側側牆應該不等

高（加設溢流口）的目的是

維持頄道的流量在某一個程

度以內，避免流量過高時，

半錐形阻流材（隔壁）的消

能效果不佳。 

(6)本設計案應該考量主壩的既

有頄道流量過小，未來增設

的頄道應該考量石岡壩本來

尌會排放甚大的基流量，所

以新設的所有頄道應該提高

流量為第一要件。現有頄道

的系統如果流量過小，反而

出口（進水口）容易堵圔，

以及頄類不易找到入口等問

題。 

(7)本案之頄道設計，建議在其他

消能工或是固床工佈置確定

之後，再以專案繼續配合相

關設計。但是其他消能工或

是固床工的設計，必頇充分

配合頄道的流路，以便使帄

常溢流的流量可以創造的流

況可以吸引頄類接近頄道的

入口。 

 

 

 

 

(5)感謝指導，已將頄道側牆建議採”溢流式”

修正成頄道側牆採”不等高方式設計”，並

加高半錐形阻流材（隔壁）尺寸(由 20cm

調整成 60cm)，使流量大時，頄道內部流

速不至於太高。 

 

 

 

 

 

 

(6)感謝指導，針對既有頄道流量過小之問

題，規劃頄道出口右側處新設取水口，以

提高新設頄道內部之流量。 

 

 

 

 

 

 

 

(7)敬悉 

 

 

 

 

P4-63、 

附錄十(P21 頁) 

 

 

 

 

 

 

 

 

 

P4-61 頁 

 

2.第 4-48 頁中河床淤積料飽和

單位中之數值，對照表 3-8-8

為比重之數值。請確認修正。

另浸水單位重，亦請修正。 

2.感謝指導，已修正淤積料飽和單位中之數

值。 

P4-42 頁 

3.報告中摩擦角出現有三種符 3.感謝指導，已將摩擦角符號統一更正為 ϕ。  



 

附九-3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號如 ϕ、φ、ψ，建議統一為 ϕ。 

4.第 4-52 頁中土壤單位重之數

值，對照表 3-8-8 為比重之數

值。請確認修正。另計算基礎

承載力時，是否考量地下水影

響，若有地下水位小於基礎深

度 Df，請修正 q。 

4.已修正單位重數值並換算成飽和單位重之

數據供安定分析使用。因本案基礎皆位於

岩層上，故依據 AASHTO 規範，承載力公

式改採岩層基礎之極限承載力公式為

ub
qq 5.2 。 

P4-42 及 P4-45 頁 

 

5.第附八-3 頁，費立沅委員第 2

點審查意見，所回覆內容未放

置第 3-8-2 節中說明。又敘述

的 SG-01 孔之內容，對照補充

地質調查詴驗成果報告表

5-2-1 之 SG-01 的地層描述，

明顯不一致。另表 5-2-1 的

SG-02 的地層描述，其剪裂帶

的敘述，亦請補充於意見回覆

中。 

5. 

(1)已將費委員意見放置第 3-8-2 節中說明 

(2)SG-01 鑽孔 12.9 公尺以下岩性全為泥質砂

岩(或砂質泥岩)，僅局部偶夾砂岩，柱狀圖

更以顏色細分層，表 5-2-1 簡化表僅呈現最

主要岩性。另 SG-02 之剪裂帶經研判該岩

段屬砂岩層，砂岩層易產生脆性破壞形成

節理弱面，該區域並非屬於強烈剪裂帶，

僅為節理密集造成岩心略顯破碎情形，實

際剪裂帶僅出現於 SG-01 深度 7.4~7.9 公尺

處。 

 

(1) 3-8-2 節 

6.第附八-11 頁有關「消能工輪

胎工法部分，有無生態疑異，

宜再釐清。」之審查意見，回

覆情形似未對有無生態疑異

之問題做一具體回應與說明。 

6.感謝指導，經檢討後已移除消能工輪胎工法

相關內容。 

第 4-3-1 節 

7.第附八-13 頁，審查意見第 6

點之(3)及(5)小點中，文字有

錯，如「報告豬的程式」請改

「報告中的程式」、「依該說

明」請改「應該說明」。 

7.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P 附八-13 頁 

 

 

 



 

 

 

 

附錄十 

基本設計(初稿)審查意見及回覆 



 

附十-1 

會議名稱:審查「石岡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基本

設計報告(初稿) 

會議時間〆108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10 時 00 分 

會議地點〆中水局 2 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〆陳副局長建成 

 

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曾委員晴賢 

1.圖 4-9-1 既設頄道入口標示位

置錯誤。 

1.感謝指導，已修正圖 4-9-1 既設頄道入口標

示位置。 

P4-55 頁 

2.1 號與 2 號固床工尾檻有落

差，因此可加採斜曲面緩坡做

為溯游廊道。 

2.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

量。 

 

3.2 號固床工總長，高程有誤。 3.感謝指導，已修正 2 號固床工頄道總長。 P4-64 頁 

4.半錐形水池斜隔壁式的本體

結構和水理(消能率)需再補

充。 

4.感謝指導，以補充相關頄道水理計算。 

 

P4-64 頁 

5.主壩的既有頄道檢討修改如

能併入本計畫的額外增加工

項，則可讓石岡壩整體生態廊

道系統達到完善。 

5.敬悉。  

6.頄道是否可再增設可攔除較

大型外來入侵種之溯游機制? 

6.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

量。 

 

7.在靜水池至消能工之間的頄

道，可否在安全位置上增設可

錄影的觀察窗，以增加環教效

益。 

7.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

量。 

 

8.生態檢核工作在調查設計階

段無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

跨領域工作團隊參與 (附四

-3)，因此評估內容極不理想和

錯誤，表 G-1 均非本區的重要

物種，主要外來種並非第 4-63

頁所述，生態檢核評估表仍有

疑慮。 

8.感謝指導，因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為水

利署制式表格，表 G-1 僅為常見外來種示意

圖，實際仍依現場物種進行評估，故參考

108 年中水局「石岡壩頄道生物監測成果報

告」內容進行評估，並在該表「未來可採行

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一欄中勾選「建議

進行河川區排情勢調查之簡易自主生態調

查監測」，建議後續相關計畫進行詳細監測

工作。 

 



 

附十-2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9.斜曲面的細設宜再清楚設

計，否則會有疑慮。 

9.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量

相關尺寸及施工方式。 

 

二、賴委員伯勳 

1.附錄一，歷年各斷面沖淤變化

圖，係依實際測量成果，資料

是否正確必頇確認(尤其最深

河床底標高)，基本設計階段，

必頇依此資料進行分析檢討

及設計。 

1.感謝指導，經檢核測量成果應屬正確無誤，

本案並依此成果進行分析檢討及設計。 

 

2.由大甲溪河道(石岡壩至埤豐

橋 )歷年帄均河床高縱斷面

圖，可顯示歷年河床之沖淤變

化，另由附錄 1 歷年各斷面沖

淤變化均可顯示流心之變

化。因此在基本設計時，建議

能以歷年沖刷最深的位置及

標高，做為構造物基礎設計之

參考。 

2.感謝指導，本案構造物皆以歷年沖刷最深之

深度進行分析設計。 

 

3.本計畫雖以方案四加強消能

工，及佈設 1 號、2 號固床工，

唯設計施工後是否對下游之

埤豐橋及埤豐橋下游之既設

固床工有影響，因此建議埤豐

橋之上下游之河床標高能每

年測量其變化情形，以確認本

計畫設計後之成效，另亦請建

議於本報告中加強說明，請三

河局及公路局加強構造物之

基礎保護，以維持構造物之安

全及避免溯源侵蝕。 

3.感謝指導，在建議方案四經一維水理模擬，

其對於埤豐橋上下游之流速都能有降低，而

歷年三河局或是中水局都有對石岡壩上下

游進行大斷面測量，附錄一為近幾年河道測

量之成果(107 年為本公司測量成果)，故能

得知歷年深槽高程之變化情形，在將來本案

施作完成後，進行斷面測量，以瞭解本案治

理之成效，視後續維護情況再加強構造物之

基礎保護。 

 

4.附錄三安定分析底版厚度 1m

是否承受上揚壓力，直落式消

能下游加設底版及鼎塊消

能，消能效果如何，是否可考

量自然沖刷坑消能。 

4.感謝指導，因本案之構造物座落位置之岩盤

屬低消散耐久之岩性，容易剝離造成下刷

現象，進而危害到本案之構造物基礎安

全，故不建議採自然沖刷坑方式消能，至

於底版厚度 1m 是否承受上揚壓力，經分

析結果其自重加上上方水重能承受上揚之

壓力。 

(4)  

5.基本設計圖，請加強繪製(配合

基本設計原則及重點)，另請補

5.感謝指導，以加強繪製相關圖說。 附錄十一 



 

附十-3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充石岡壩至埤豐橋間之消能

設施帄面圖及地質相關之剖

面圖。 

三、費委員立沅 

1. 依據 921 地震地表破裂帶在

石岡壩附近分布之情形及

斷層特性，車籠埔斷層在附

近區域仍適應力最大累積

的位置，建議能於大壩軸向

進行水準測量，以了解是否

存在前述之條件。 

1.敬悉。  

2.大壩下游已進行非常詳細之

地質調查，如何將調查成果

應用於消能工及固床工，例

如是否能改變水流方向、基

礎開挖深度或是基礎型式。 

2.感謝指導 

(1)本次為低水流路保護與治理，藉由局部河

道拓寬使單寬流量降低，避免集中沖刷，

故其水流方向尚無法改變，待後續中長期

治理時再視情況改變水流方向。 

(2)由附錄十一之 03 頁可知，本案設施座落位

置(深槽處)，於消能工位置其岩性屬頁岩，

1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砂頁岩互層，而 2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頁岩，故安定分析

時將依表摘-2 各別岩性進行分析設計，以

決定其最經濟之基礎型式。 

 

3.河道挖方剩餘土方回填，依

現場材料之性質，回填時是

否需要評估可適性? 

3.感謝指導，因河道挖方剩餘土方回填，除可

維持土方挖填帄衡、補充護甲層、增加糙度

及降低流速外，亦可保護底部岩盤，避免直

接承受水流衝擊，導致下刷現象發生。 

 

4.報告中述及地質之部分，請

完整的描述，且建議將地質

資訊篩選出對本計畫有助益

的部分做說明。 

4.感謝指導，已於第 3-8-3 節說明。 第 3-8-3 節 

四、蔡委員奇成 

1.第 2-4 頁第 2-1-2 節，石岡壩

與集集堰消能設施工程檢

討，"集集堰"是否錯置?改為下

游較妥。 

1.感謝指導，經查詢「石岡壩與集集堰消能設

施工程檢討」為中水局所辦理之計畫，其內

容為探討石岡壩與集集堰下游河道消能設

施工程之佈設，期能達到消能效果，以及防

止向源侵蝕河床沖刷，故"集集堰"一詞應正

確無誤。 

P2-4 頁 

2.第 3-21 頁，下游消能設施工程

檢討，請較詳細說明設施構造

2.感謝指導，已說明設施構造與失敗之原因。 P3-21~P3-22 頁 



 

附十-4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與失敗之原因，俾做設計借

鏡。 

3.定案布置、尺寸大小及高程認

為可行。惟在細設時建議對如

下部分再做詳考: 

(1)消能工上游河床加強。 

 

 

 

(2)消能工左岸岸墩及保護工(護

岸)。 

(3)消能工下游河床加強工兩區

塊間有需加強否?(包括沖蝕

溝邊坡，約為 S003 左岸)。 

(4)1 號固床工雖已加寬，但似不

太夠，於預算容許下考慮再放

寬，認為較完美。 

(5)右岸 S008~S0010 之岸坡及左

岸岸坡之整理。 

(6)第二固床工左岸之護岸在不

影響頄道出口盡可能靠近岸

壁。 

(7)二號固床工 S0012 附近底床

再加強，包括二號固床工下游

左岸護坡腳之加強。 

(8)固床工下游右岸之拓寬線形

(不要縮狹)。 

3. 

 

 

(1) 感謝指導，消能工上游河床有坑洞處將以

土壤水泥或是 175kgf/cm
2 混凝土鑲補約

1m，其上再回填剩餘土石方，以保護河川

底床。 

(2) 感謝指導，已加強左岸岸墩及保護工(護

岸)。 

(3) 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對此部分詳

加考量。 

 

(4) 感謝指導，後續於細部設計時若經費足

夠，將再增寬其寬度。 

 

(5) 感謝指導，已將此部分納入考量設計。 

 

 

(6) 感謝指導，已將該處左岸往岸壁調整約

5m。 

 

 

(7) 感謝指導，已加強斷面 S00-12 底床。 

 

(8) 感謝指導，已調整該處拓寬線型。 

 

 

 

(1) 附錄十一 

 

 

 

(2) 附錄十一 

 

 

 

 

 

 

 

(5)附錄十一 

 

 

(6)附錄十一 

 

 

(7)附錄十一 

 

(8)附錄十一 

4.消能工、固床工基礎，因兩年

間沖蝕溝深增加約 3~4m，請

衡量上下保護關係，盡量將該

部分放深。 

4.感謝指導，已加深各構造物基礎深度，若後

續細設時經費足夠，將加設樁基礎以加強保

護各構造物基礎。 

 

五、許委員慶祥 

1.第 4-5 頁第四章一維水理分析

成果表係現況成果表，請補增

加方案四之一維水理分析果

表。另第 4-35 頁圖 4-4-6 方案

四之 Q5 水面及能量剖面圖，

在 1 號固床工堰頂及 S00-6 間

流速最大，因此水面線下降及

1.感謝指導 

(1)已補增加方案四之一維水理分析果表。 

(2)已修正相關水面線之圖說。 

 

(1) P4-28 頁 

(2) P4-37 頁 



 

附十-5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流速水頭增加應發生在固床

工下游，而非上游，貴公司繪

製水面及能量剖面線似不合

理，請再全面檢視水理分析結

果之正確性。 

2.基本設計圖有些帄面圖切斷

面位置不清楚 (如 2 號固床

工)，繪圖請依帄面圖、縱斷面

圖、橫斷面圖順序繪製，另許

多斷面未依樁號順序繪製，關

鍵處如底板、基礎等亦未標示

標高，繪圖不夠詳細，請補

充。 

2.感謝指導，已依相關順序繪製，並標示底

板、基礎底高等。 

附錄十一 

3.基本設計圖，B-03 圖之 2 號固

床工左岸為回填方又受水流

攻擊，請注意基礎沉陷及淘空

問題，建議 I-I 斷面圖尾檻牆

左側基礎放在岩盤裡，K-K 斷

面圖尾檻翼牆左側增升至坡

面工同高，增加左岸之安全

性，2 號固床工右岸為击岸，

受衝擊較小，將來可能回淤，

並已挖至岩盤，如沒有特別保

護標的，建議再檢討左岸護坡

帄台混凝土版之需要性，或許

可以省一些經費，況且該護坡

戧台幾乎在河川區域中央，設

置該混凝土版並不一定恰

當，建議先拓寬，將來再視河

川沖淤情形再決定。另 B-04

圖之 2 號固床工下游已有相當

的保護，再密排全套管基樁是

否需要?請補充其設施之需要

性，如確實需要，設放在尾檻

處可能比較合理。 

3.感謝指導 

(1)2 號固床工尾檻左岸處因與既有混凝土基

礎銜接，於細設時將考量以植筋方式處理，

並將尾檻翼牆左側增升至與坡面工同高。 

(2)右岸混凝土版經檢討已取消施作，而基樁

部分經檢討以調整至尾檻位置設置。 

 

附錄十一 

 

 

4.河道整理斷面圖(C01~C04 圖)

標示預定回淤線，其下又註明

回填，到底是自然回淤或是人

工回填，請釐清，如人工回

4.感謝指導，已將”預定回淤線”修正成”預定

回填線”，並於各斷面註明回填材料 

 

附錄十一 



 

附十-6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填，請註明回填材料。 

5.在頄道縱斷面圖(D-01 圖)，2

號固床工頄道縱斷面圖，其斷

面繪製請與 1 號固床工及消能

工方向一致，請一致由下游往

上游，或上游往下游繪製。 

5.感謝指導，已修正頄道相關圖說。 附錄十一 

6.消能工頄道布置圖(D-01 圖)，

頄道入口標高 244.4m，消能工

尾檻標高 251.5m，高差甚大，

頄類能否游上去?另部分頄道

坡度甚大，請計算其流速是否

適合頄類上溯。另曾教授晴賢

所提環教及景觀創意建請增

加考慮。 

6.感謝指導，已修正頄道相關圖說，而曾委員

所提之環教及景觀創意部分將於後續細部

設計時納入考量。 

附錄十一 

7.有關工期與經費分析無意

見，採購策略因工程有挑戰

性，建議優先採用評分及格最

低標作為本案決標方式。 

7.感謝指導，後續將與中水局討論本案決標方

式。 

 

六、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有關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沖刷

改善等相關會議，水利署業分

別於 106 年 12 月 13 日、107

年 3 月 9 日及 107 年 7 月 23

日，邀請專家學者及中水局、

水規所等相關單位召開三次

研商會議，建請本案設計階段

宜將最近一次大署(107 年 7 月

23 日)研商會議決議，尌有關

『將本次(107 年 7 月 23 日)各

專家及單位所提意見納入檢

討』。前述專家意見與本案有

關者參考摘述如下:『建議各項

措施提出較明確的成效指

標，譬如固床工對水資中心河

段護岸破壞風隩度降低的幅

度、未來長期(20、50 年等不

同年限)降低河道刷深幅度的

趨勢』。 

1.感謝指導，在一維分析成果於 Q5 流量下，

本案 2 號固床工設置後，對於水資中心河段

護岸及其下游流速有明顯降低趨勢，其減少

約 20%，故對於此處及其下游應能減緩河道

下刷之趨勢。 

 

2.本局所提 108 年「大甲埤豐橋 2.敬悉，為使本案與此案設計能互相銜接，故  



 

附十-7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上游護岸加強防災減災工程」

經獲大署勘評同意，預計年底

發包，預計明(109 年)汛期前完

成。目前進度為工程設計原則

審查階段，預計布設拕放 30T

鼎塊沿護岸基腳前緣約 2 層排

列 150m 範圍(含局部岩方打

除)。 

將本案 2 號固床工下游左岸之混凝土坡面

工調整成異形塊保護工，屆時施工時能一貣

固結，加強保護該部位基礎。 

3.建議本計畫方案與原行政院

核定河床穩定方案之布置方

案做一比較(尤其水理分析數

據)，宜彰顯本計畫方案優於原

先方案之理由。 

3.感謝指導，已將原行政院核定之河床穩定方

案納入檢討比較，經檢核建議方案四也優於

該方案。 

第四章 

4.簡報三維水理分析成果(Q100)

於斷面 S-0017(埤豐橋上游側)

改善後帄均流速 4.75m/s 仍高

於現況之 4.67m/s，因攸關將來

橋梁安全風隩，建議改善後方

案之流速，宜至少不高於現況

(避免日後爭議)。 

4.感謝指導，經瞭解埤豐橋改建工程於斷面

S00-17 有規劃局部拓寬，惟相關斷面尚未規

劃完整，因而本案水理分析未考量此部分，

理論上該斷面拓寬後其流速應能降低，惟頇

經水理分析後方能確認其成效，故若後續有

相關資料將納入分析辦理。 

 

5.報告中有關各建造物(消能、固

床工)頂高之縱斷面示意圖，建

請增加標示橫軸之縱斷距離。 

5.感謝指導，已增加圖 4-3-6 橫軸之縱斷距離 P4-19 頁 

6.流速檢核(第摘-7 頁)Q5、Q100

條件下，於消能工下游至 1 號

固 床 工 上 游 區 域 ( 斷 面

S-004~002)皆有流速增加情

形，似未能反映消能工之消能

成效〇 

6.感謝指導，因該區段接近於 2 號固床工堰

頂，底床抬高，產生接近臨界流流況，才造

成此處流速增加。 

 

7.地質鑽探成果目前似尚未能

回饋至設計方案安定分析(基

礎承載力其中 qu 何不採較保

守值〇 )及基礎沖刷深度分

析?(基樁設定 L=10.0m 之依

據〇) 

7.感謝指導 

(1)由附錄十一之 03 頁可知，本案設施座落位

置(深槽處)，於消能工位置其岩性屬頁岩，

1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砂頁岩互層，而 2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頁岩，故基礎承載

力 qu 值，將參照表摘-2 依各別岩性進行分

析設計。 

(2)經計算 2 號固床工尾檻處其終極淘刷高程

EL.230.8m，而該處樁基礎 EL.227m，故可

保護該處防止淘刷破壞 

 

 

 

 

 

 

 

(2)P4-27 頁 



 

附十-8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8.第 5-3 頁表 5-1-1 經費概估

表，其中「四、護岸工程」之

280kgf/cm2混凝土之單價有誤

(2100 元應改為 2400 元)。 

8.感謝指導，已將 2100 元應改為 2400 元。 P5-3 頁 

9.附錄一斷面 S-35，其中「107

年測量線」(粗灰線)未顯示〇

橫軸「高程」宜標註年份。 

9.感謝指導，已增加 S-35 之 107 年測量線及

橫軸標註年份高程 

附錄一 

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 

1.鼎塊的型式及相關尺寸請提

供作為模型布置參考。 

1.敬悉，將提供細部設計圖說，供 貴所水工

模型布置詴驗使用。  

附錄十一 

2.設計案確定後請提供設計圖

說，供水工模型布置詴驗用 

2.敬悉，將提供細部設計圖說，供 貴所水工

模型布置詴驗使用。 

 

3.頄道需注意流速、休息空間及

攀爬性生物，並考量生態觀察

窗供記錄及展示用。(目前半錐

形之型式為川流式，較適合游

泳性頄類。) 

3.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量

生態觀察窗之設計。 

 

4.消能方案建議參考埤豐橋改

建後，採深槽拓寬以降低單寬

流量之方案為宜。 

4.感謝指導，本案固床工皆以深槽局部拓寬佈

設方式設計，以降低其單寬流量。 

 

5.土石方不外運，但需回填於深

槽，建議要符合河道放淤相關

法規規定辦理，以避免汙染下

游水源及破壞生態環境。 

5.感謝指導，本案僅做河道整理，將剩餘土方

作為河床保護使用，並無放淤之情況，故與

相關法規並無衝突。 

 

6.頄道部分與河川水流方向垂

直或位於河道深槽，如遇洪水

挾砂石，需考量其能否受撞擊

及耐磨損，以免很快尌損壞。 

6.感謝指導，頄道斷面建議採用半錐式頄道，

因其側牆有斜隔壁相互連結，故較能承受洪

水衝擊，且洪水過後於頄道本體當中，僅會

留一些淤砂或是石頭，後續維護也較簡便。 

 

 

 

7.工程設計之構造物避免施作

於回填料上，建議由堅實面開

始施作為宜。 

7.感謝指導，本案構造物其基礎皆坐落於岩盤

上，入岩深度至少 1.5m 以上，以避免基礎

淘刷破壞。 

 

8.建請提供本所水工詴驗課確

認方案之相關電子檔，俾利水

工模型之建置。 

8.敬悉  

9.Q100=8,800cms 時，方案四之三

維數值模擬結果，流速於埤豐

橋前之局部流速增大，是否對

9.感謝指導，經瞭解埤豐橋改建工程於斷面

S00-17 有規劃局部拓寬，惟相關斷面尚未規

劃完整，因而本案水理分析未考量此部分，

 



 

附十-9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跨河構造物之安全產生影

響〇。 

理論上該斷面拓寬後其流速應能降低，惟頇

經水理分析後方能確認其成效，故若後續有

相關資料將納入分析辦理。 

10.由模型詴驗得知，於中高流

量時，2 號固床工位置之流向

為一斜向水流，往階梯護岸方

向衝擊，本次河道整理後是否

能改變流向?建請於文中說

明。 

10.感謝指導，已在報告中說明。 4-3-2 節 

11.消能工到 1 號固床工中間深

槽高差、坡度仍大，除回填

土方外是否足以減少溯源沖

刷。 

11.感謝指導，因原大甲溪縱坡坡度為 1/100，

而本案在本階段考量重點為遏止侵蝕、調

整縱坡，先針對重要保護標的構造物進行

保護，故採低水治理，消能工為遏止溯源

侵蝕之最後一道防線，而 1 號固床工為穩

定消能工下游河床之坡度，在兩構造物完

成後，搭配回填土方，除能恢復護甲層保

護底層岩盤外，應能有效減少溯源沖刷，。 

 

12.河道整理之土方回填作為護

甲層，是否有足夠大粒徑之石

塊作為護甲層〇。 

12.感謝指導，經現場研判本河段開挖段除裸

露岩盤外並無卵礫石層，除石岡壩上游段

較有大粒徑之卵石，故在後續細部設計時

將考量納入辦理。 

 

13.2 號固床工刻意將深槽往右

岸，但其上游流向並未改變，

其效果是否能避免左岸沖刷

及造成固床工上游與河道交

接之沖刷〇 

13.感謝指導，  

八、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建議柴油車運輸車輛應符合

第五期環保排放標準，或 1~3

期環保排放標準之車輛於加

裝濾煙器後符合第五期環保

排放標準使得入場，以減少運

輸車輛造成之污染物排放。 

1.敬悉。  

2.另為避免施工期間施工機具

造成空氣污染，施工機具建議

比照 5 期柴油車之排放標準，

倘不符合規定之機具建議加

裝濾煙器 

2.敬悉。  

3.為避免秓冬季節施工期間造 3.感謝指導，為避免汛期(每年的 5 月初~11  



 

附十-10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成空品負荷，建議避免排定於

每年的 10 月~隔年 3 月期間進

行大規模開挖工程。 

月底)施工，故本案預定於估水期(12 月~隔

年 4 月)進行工程施作，針對施工期間恐造

成空品負荷，將於細設時編列施工便道裸露

地面全部覆蓋帆布等相關措施費用，避免塵

土飛楊。 

4.施工期間基地開挖時外運土

方應採廢土不落地方式處

理々裸露地面全部覆蓋或綠

化。 

4.感謝指導，本案剩餘土方預計以不外運為原

則，並回填於深槽處，而細設時將編列施工

便道裸露地面全部覆蓋帆布等相關措施費

用，避免塵土飛楊。 

 

5.建議於工地出入口或明顯

處，設置環境即時電子看板，

電子看板內容至少需有粒狀

物數值及音量分貝數值，並依

相關數值因應做好防制，其餘

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5.敬悉。  

6.工地出入口請設置加壓沖洗

設備沖洗車輛及工地出入

口，避免車輛進出產生地面污

染之情事。 

6.感謝指導，將於細設時編列相關措施費用，

以避免地面污染之情事發生。 

 

7.本案如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之開發行為者或屬空氣污

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

建築工程、道路、隧道工程、

管線工程、橋樑工程、區域開

發工程者，應於施工前檢具

「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

請主管機關完成核備並據以

實施 

7.感謝指導，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管理辦法」第 4 條所述，經查詢本案雖屬

第一級營建工程，但工程類別應屬「其他營

建工程」，故不需檢送「逕流廢水污染削減

計畫」。 

 

九、中水局養護課 

1.頄道設計報告僅列上、下游邊

界條件，無頄道本體相關水理

分析〇 

1.感謝指導，已增加頄道本體水理分析內容。 P4-64 頁 

2.第 4-10-2 節環境友善，敘及在

設計時將師法自然…以恢復

河道舊有自然景觀，且要建立

濱溪帶、生態緩衝區，並有相

關景觀視覺改善應遵守的原

則及應注意事項，不過以上設

2.感謝指導，相關論述已在報告內文中補充敘

明之。 

4-10-2 節 



 

附十-11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計理念有辦法做得到〇目前

設計有融入相關理念〇還是

相關理念可分短中長期規

劃〇如果河道特性不適合相

關理念設計宜作相關補充評

估說明。 

3.兩岸坡面工若無法採近自然

工法，戧台部份是否有機會作

一些降低景觀視覺設計。 

3.感謝指導，因本案為低水治理，加上構造物

常有水流衝擊，故現階段以遏止侵蝕為主，

相關景觀設計在本階段恐難以實踐，故建議

於中水治理階段再評估景觀設計，相關論述

已在報告內文中補充敘明。 

4-10-2 節 

十、中水局品管課 

1.以 Q5 流量為依據保護軟岩，但

相關設施抵抗較大洪水之能

力如何，是否需考量較大洪水

來臨時之保護設施或考量未

來維護頻率及方式，建議說

明。 

1.感謝指導，因本案為低水治理，故相關設施

都採混凝土構造物為止，以抵抗水流沖刷，

針對後續構造物完成後維護與保護，建議每

年編列相關例行性維護工程或安全檢查，以

待災害發生時時供應急使用。 

 

2.斜曲面頄道入口施工方式頇

審慎考量，廠商施工能力不一

定能符合需求(細設補充) 

2.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量

斜曲面頄道之設計。 

 

 

3.整體工程帄面圖說明不足，無

法瞭解工程全貌，建議細設修

正 

3.感謝指導，已增設相關工程圖說並在後續

細部設計時補充。 

 

附錄十一 

4.施工進度分析不夠仔細，第一

個汛期工作量看貣來相當

大，且會影響後續年度工作，

建議工作量及工率分析應再

詳盡，另是否有部分工作可利

用設計不同施工方式後，可施

非汛期同步施作，以減少整體

工作受汛期影響時間，降低施

工期變數。 

4.感謝指導，因本案為低水治理，且都位於主

流河道上，除消能工右岸即位於既有導流牆

右方之新設頄道及異形塊能在汛期期間能

先行施作外，其餘構造物經評估頇於枯水期

方能施作，相關施工進度經分析已調整成需

3 枯水期時間能完成施作。 

5-2 節 

5.採購策略分析略簡單，工程規

模大、河道施工及跨汛期，皆

是難度，建議補充。 

5.感謝指導，已補充相關採購策略分析內容。 第八章 

6.職安衛部分目前愈來愈重

視，建議細設階段可另詳細說

明分析本工程相關風隩分析

6.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量

職安衛部分說明及內容。 

 



 

附十-12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及相應的工作內容 

7.非常支持有關頄道成果展現

的相關設施，可顯示本局對生

態兼顧之重視且可成為本工

程亮點 

7.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加考量

生態窗之設計。 

 

十一、中水局集管中心 

1.基本設計圖第 3 頁，總工程工

帄面圖及縱斷面圖，名稱有誤

請修正，建議總帄面圖流向和

其他帄面圖一致。另請補充各

結構剖面編號。 

1.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圖說。  附錄十一 

2.基本設計圖之圖 B-01，2 號固

床工帄面圖請列出各剖面位

置及編號。 

2.感謝指導，已補充相關圖說編號。 附錄十一 

3.請於帄面圖標註施作土壤水

泥範圍，並請注意現況適用性

及考量工作能量效益。 

3.感謝指導，已補充土壤水泥範圍。 附錄十一 

十二、中水局石管中心 

1.有關受委託單位依本案設計

原則報告暨補充地質調查詴

驗成果報告(修正稿)之審查會

議決議，於 8 月 1 日提送修正

本，本局回復函指出該報告仍

有資料誤繕、章節內容以及頄

道設計之審查意見等頇再補

充說明之處，請將該審查意見

及回覆情形補列於本報告附

錄中。 

1.感謝指導，已將該審查意見補列於報告中。 附錄九 

2.基本設計圖繪圖不夠詳細，如

頁碼在目錄有編列，但各圖則

缺頁碼。另各斷面順序不清，

建議依帄面、縱斷面、橫斷面

順序繪製。 

2.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圖說。 附錄十一 

3.第六章營運操作規劃，建議應

將新設的消能設施，尌有關帄

日、特殊及緊急操作、維護與

管理之方法與步驟等詳細說

明，及編撰管理操作手冊，以

提供機關現場人員操作維護

3.感謝指導，在會中已決定將本章節刪除，後

續時細部設計時，將於「水利設施營運管理

操作手冊」中提出完整論述。 

 



 

附十-13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有所依循。 

4.第 3-8-2 節補充地質調查成

果，其內容缺以下幾點說明〆 

(1)與過往地質調查有何不同之

處〇 

(2)補充了那些地質資料〇 

 

 

 

 

 

 

(3) 用於消能工及固床工則提供

那些設計準則〇 

 

 

 

 

(4) 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〇 

 

 

 

(5)地質對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

案評估比較等等。 

4. 

 

(1)感謝指導，以補充說明本計畫補充調查與

前期相關調查異同之處。 

(2)感謝指導，本計畫補充地質探查工作辦理

六孔深度各32公尺地質鑽探並將石岡副壩

下游河道仔細劃分岩性及弱面統計，並進

行岩石單壓、岩石直剪、岩石三軸、岩石

消散耐久詴驗等，並彙整前期石岡壩下游

河道計畫區範圍內相關岩石力學參數進行

統計分析工本案構造物設計之用。 

(3)感謝指導，由附錄十一之 03 頁可知，本案

設施座落位置(深槽處)，於消能工位置其岩

性屬頁岩，1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砂頁岩

互層，而 2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頁岩，

故在安定分析時將參照表摘-2 依各別岩性

之參數進行分析設計。 

(4)感謝指導，因本案構造物位於主流河道

上，工程材料採用耐沖蝕性佳的材料為

主，故以一般常見之混凝土材料作為本案

構造物之組成材料。 

(5)感謝指導，由附錄十一之 03 頁可知，本案

設施座落位置(深槽處)，於消能工位置其岩

性屬頁岩，1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砂頁岩

互層，而 2 號固床工位置其岩性屬頁岩，

故安定分析時之相關參數，將參照表摘-2

依各別岩性進行分析設計。 

 

 

(1)3-8-3 節 

 

(2)3-8-3 節 

5.施工規劃採以半半施工，分二

階段施工，考量施工期間受天

候影響及不確定因素之存

在，建請本案工期規劃請再保

守。 

5.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5-2 節 

6.由於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05 年

7 月 29 日以工程企字第

10500239540 號函指出自 105

年 7 月 29 日停止適用該會訂

定之「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

業頇知」、「機關異質採購最有

6.感謝指導，已依最新(108 年 5 月 22 日)修訂

的政府採購法修正相關內容。 

第八章 



 

附十-14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利標作業頇知」、「政府採購決

標方式一覽表」、「政府採購決

標方式認定原則」、「異質工程

採購認定原則」、異質最低標

作業程序重點摘要及流程

圖、異質最有利標作業程序重

點摘要及流程圖。因此，第 8-1

頁有關採購招標方式、決標方

式之內容，請依最新(108 年 5

月 22 日)修訂的政府採購法修

正 

 

7. 第八章採購策略，請依開標

程序(資格標、規格標、價格標)

列表比較，並說明優缺點。 

感謝指導，已列表比較說明 P8-2 頁 

綜合決議〆 

1.本局 108年 7月 11日召開本案

設計原則報告暨補充地質調

查詴驗成果報告(修正稿)審查

會議，決議同意基本設計報告

(初稿)展延至 8 月 12 日前提送

至機關審查。受委託單位(黎明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規

定期限 8 月 12 日內提送，其

內容經與會人員討論後原則

通過，請尌與會委員及出席單

位之意見加以檢討補充及修

正。 

1.感謝指導，已依照各委員之意見修正。  

2.請受委託單位詳細繪製本案

基本設計圖中有關各工程之

帄面及縱橫斷面、與地質相關

之剖面、頄道(含觀察窗)之型

式等設計圖文資料。 

2.感謝指導，已詳細繪製本案基本設計圖。 附錄十一 

3.本案採購招標方式採用「最低

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

請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依公共工程委員會在 108 年

5月 22日新修訂的採購法規再

行評估。 

3.感謝指導，已重新評估本案之招標策略。 第七章 



 

附十-15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4.請受委託單位儘速趕辦基本

設計報告修正補充事宜，於

108 年 9 月 16 日前提送修正成

果。 

4.敬悉。  

 

 



 

 

 

 

附錄十一 

基本設計圖說



 

 



 

 



 

 



 

 



 

 



 

 



 

 



 

 



 

 



 

 



 

 



 

 



 

 



 

 



 

 



 

 



 

 



 

 



 

 



 

 



 

 



 

 



 

 



 

 



 

 



 

 



 

 



 

 



 

 



 

 



 

 



 

 



 

 



 

 



 

 



 

 



 

 



 

 



 

 

 

 

附錄十二 

基本設計報告(修正稿)審查意見

及回覆



 

附十二-1 

基本設計報告(修正稿)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1.第五章中，請在施工進度安排一節

前，增加可施工日數一節，以了解石

岡壩雨量站降雨日數及可施工日數

並加以統計說明。。 

1.感謝指導，已在第五章部分增加「可

施工日數」一節內容，經統計結果本

案預估降雨不能施工日數帄均約 53

天，可施工日數帄均約 195 天。 

5-1 節 

2.圖 5-2-1 之工期規劃圖不清楚、字體

太小，請重新編排。 

2.感謝指導，已重新編排工期規劃圖之

字體及內容。 

P5-3 

3.經費概估請以工程經費估算原則、工

程建造費兩大面向說明，並請列出工

程經費估算總表(分直接工程費與間

接工程費二主體 )、分年工程經費

表、工程施工費估算明細表。請依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之「政府公

共工程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公共

建設工程估算編列手冊－水庫工程

篇與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工程工資工

率分析手冊進行編列。 

3.感謝指導，經費概估已依「政府公共

工程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公共建

設工程估算編列手冊－水庫工程篇

與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工程工資工率

分析手冊進行編列，並在經費概估表

中列出直接工程費(發包工程費)、間

接工程費(局辦其他費用)及分年工程

經費表等內容。 

P5-5~P5-7 

4.採購策略一章中，請補述本案有無分

標方式、如何評估本案採用評分及格

最低標之理由及發包案例。另比較表

中請增加適用性之欄位。 

4.感謝指導，已補述分標方式之內容，

經評估本案建議採「單案發包」，而

本案因位於主流河道上，施工風隩大

且界面繁複，施工管理及工期管控等

均影響工程品質及進度，針對本工程

之特性，評估有河道工程相關施作經

驗的廠商為優先選擇，故決標方式建

議可採「評分及格最低標」，並在決

標策略比較表已增加發包案例及適

用性之欄位。 

第七章 

5.本報告頇依「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工

程基本設計審查作業要點」送審，請

依該要點之各條款規定辦理，如報告

之章節格式、編排、封面及技師簽署

方式等。 

5.感謝指導，已依「經濟部水利署水資

源工程基本設計審查作業要點」相關

條款規定進行本報告章節格式、編

排、封面及技師簽署方式等修正。 

 



 

 

 

 

附錄十三 

水利署基本設計報告(初稿) 

審查意見及回覆(一)



 

附十三-1 

會議名稱: 審查「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基本設計報

告 

會議時間〆108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〆中水局第三會議室(2F) 

主持人〆陳總工程司肇成 

紀錄人〆蔡至禹 

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楊委員錦釧(書面意見) 

1.施作固床工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囚砂

回淤減緩坡度，以至降低流速，甲護

河床々但石岡壩攔蓄下游河道砂源，

且其排砂道功能僅在於排除取水口

鄰近淤砂，並無法恢復原河道輸砂之

能力。至於通過石岡壩之砂源是否能

停滯於下游固床工位置，且其回淤甲

護是否能在軟岩持續下刷之前形

成，恐需有較多的分析方足以驗證固

床工可否發揮如預期之效果々同時之

間亦可探討通過石岡壩所需之砂

源，作為更新改善石岡壩排砂設施規

劃之參。 

1.感謝指導，為使本計畫河段恢復護甲

層，除以工程剩餘土石方回填外，搭

配每年上游石岡壩放淤及清淤工程

回填大塊石料，增加護甲層抗沖蝕強

度，則應能保護底部岩盤，避免直接

承受水流衝擊，以達到本計畫預期之

成效。 

 

2.河床沖刷理論上應是中高流量所

致，且其涉及消能工及固床工的安

全，因此本計畫採先進行低水治理採

重現期 5 年流量之概念，恐有所不

妥，請再斟酌。 

2.感謝指導，因現階段向源侵蝕已上朔

至副壩下游處，建議本河段治理應優

先考量侵蝕之遏止，避免河道深槽持

續加深、加寬、加長，故採最能影響

河川斷面形狀之建槽流量(約 Q5)，作

為本計畫設計之流量。 

第 3-8~3-9、6-2 節 

3.由過往所有的規劃及詴驗模擬研

究，可看出在重現期 2-5 年的流量條

件下，改善方案對河道流速的降低與

消能的效果不明顯，且亦未分析流場

變化對河道穩定之貢獻程度，現階段

恐難以確認其實質之成效。因此，建

議後續應有持續監測追蹤的計畫，除

可供帄時及颱洪緊急防災整備之

參，亦可作為後續改善計畫方案研擬

3.感謝指導，在後續水規所會針對本案

進行水工模型詴驗，以驗證本案預期

之成效。 

 



 

附十三-2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的依據。 

4.但現在既然主辦機關已進入基本設

計階段，有關規劃面的問題在此不再

多談，以下僅尌本報告所提之方案及

設計上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供參。 

4.感謝指導，敬悉。  

5.軟岩的沖刷與流速剪力、水體含砂濃

度、及岩體的材料性質有關，因此建

議在分析及資料蒐集上應再予以補

強，對未來設計及施工過程應有其參

考價值〆 

 (1)重要斷面的流速剪力分布々 

 (2)挾砂濃度的變化分布々 

 (3)岩體單壓強度、抗拉強度、彈性模

數⋯等。 

5.感謝指導，後續將視水工模型詴驗成

果進行分析探討。 

 

6.固床工消能工與軟岩的界面可能會

是弱面，建議檢視界面鄰近區域三維

模擬之流場，供設計之參。 

6.感謝指導，後續將視水工模型詴驗成

果進行三維模擬之流場分析探討。 

 

7.埤豐橋下游固床工於 104 年完工迄

今，其上下游河床沖淤之狀況應可供

作增設固床工後其回淤效果之研判。 

7.感謝指導，後續將於細部設計時將詳

加考量。 

 

8.依據水工模型詴驗結果，改善方案之

下，左岸近水資源中心處仍為回流

區，剪切力仍未減弱，護岸保護工極

為重要，應審慎評估。 

8.感謝指導，後續將視水工模型詴驗成

果進行評估探討。 

 

9.本計畫的施工規劃相當重要，軟岩河

床的沖刷行為異於砂質河床，建議在

基本設計中應提出適度的規範及注

意事項供後續工程之參。 

9.感謝指導，已針對為維持護甲層設計

高程進行建議論述。 

第 7-7 節 

10.未來如何維持設計的回淤底床坡度

（1/100 及 1/200）應有所論述供參。 

10.感謝指導，相關論述已在報告中說

明。 

第 7-7 節 

11.增設固床工之後對既有固床工回淤

的成效可能造成影響，且此河段只

有 130 公尺，2 號固床工下淤的沖刷

坑勢必加速軟岩河床深槽的下刷，

並對既設固床工的安全造成威脅，

設計時請列入考量。 

11.感謝指導，後續將搭配水工模型詴

驗成果進行分析考量。 

 

二、楊委員豐榮 

1.一般水庫溢洪道設計流量採 PMF，溢

洪道下游設施採 200 年頻率，本案設

1.感謝指導，因現階段向源侵蝕已上朔

至副壩下游處，因此建議本河段治理

第 3-8~3-9、6-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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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流量採 Q5，是何依據? 應優先考量侵蝕之遏止，避免河道深

槽持續加深、加寬、加長，故採最能

影響河川斷面形狀之建槽流量 (約

Q5)，作為本計畫設計之流量。 

2.Q5 作低水治理，尌複式斷面河床而言

是 OK 的，但本案是在壩下游之消能

工，以 Q5 來設計，顯然不足。 

2.感謝指導，因現階段向源侵蝕已上朔

至副壩下游處，因此建議本河段治理

應優先考量侵蝕之遏止，避免河道深

槽持續加深、加寬、加長，故採最能

影響河川斷面形狀之建槽流量 (約

Q5)，作為本計畫設計之流量。。 

 

3.石岡壩下游整治問題是現有地質、地

形特性造成，主要傷害是向源侵蝕及

單寬流量過大，流速過高，整治方向

應朝遏止向源侵蝕及降低單寬流量

上著手。 

3.感謝指導，因現階段向源侵蝕已上朔

至副壩下游處，故建議本河段治理應

優先考量侵蝕之遏止，避免河道深槽

持續加深、加寬、加長，並配合河道

局部拓寬工程，以降低地其單寬流

量。 

 

4.104 年完成之埤豐橋下游 170 公尺之

固床工，完工至今相當穩定，固床工

頂 EL.237 可以作為此河床整坡之控

制點，以此高程往上游以 1/200 配合

固床工之設置整坡，能量無法消除之

斷面，則以設置消能工來達成。 

4.感謝指導，建議現階段本案優先採用

遏止侵蝕之治理方式進行低水治

理，待本階段完成後再視後續成效，

能量消除不全之斷面，再考慮設置消

能工進行消能。 

 

5.報告中，摘－5、P.4-13、P.4-19、圖

S-04 及簡報 P.26，對整坡之坡度表示

不一致，是 1/200 還是 1/100，還是二

者皆有，請釐清。 

5.感謝指導，關於報告中提及坡度

1/100 及 1/200 說明如下: 

(1)坡度 1/100 為原大甲溪下游河段之

縱坡坡度，本案設計之 1、2 號固床

工堰頂高程，乃採下游既設固床

工，以 1/100 往上游回推求得。 

(2)坡度 1/200 為本案剩餘土石方回填

之坡度，依據 103 年公告之「水土

保持設計規範」第 99 條第一款所

述，防砂壩之設計淤砂坡度以原河

床坡度之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為原

則，為採保守考量，故以原河床坡

度(1/100)之二分之一(1/200)進行

回填設計。 

 

6.致於降低單寬流量，降低流速部分，

建議將河道右岸之地形做徹底整

理，使河道之寬度接近石岡壩溢洪道

6.感謝指導，因向右岸拓寬後是否形成

新的侵蝕問題，以現有之資訊尚無法

評估，故建議先由現況河道進行整

 



 

附十三-4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寬度，如此洪水流向可走河道中央，

對左岸設施之保護也有幫助。 

治，待本階段完成後再視後續成效，

在考量此方案之可行性。 

7.跌水工與固床工之功能設計不同，跌

水工目的在”消能”，而固床工目的

在”整坡”，設計圖上固床工剖面圖

都不對，都像是跌水工，固床工墩柱

下游之保護工，應由墩頂處順 1/200

鋪設，基礎不夠高的部分，則以右岸

開挖岩石來舖滿填實。 

7.感謝指導，因本案設計之固床工堰頂

高程與下游地面落差約 6m，若堰頂

往下游以 1/200 進行鋪設施作，則需

1.2km 方能與下游地面銜接，所需之

經費將超出預算甚多，故建議形式採

垂直跌落式，除節省經費外，亦能達

到部分消能之功效。 

 

8.固床工全斷面都可做頄道使用，不必

再設置頄道，致於消能工則頇設置頄

道，並與石岡壩頄道互通。 

8.感謝指導，因本案設計之固床工堰頂

高程與下游地面落差約 6m，若採全

斷面勢必造成固床工長度甚大，所需

之經費將超出預算甚多，故建議固床

工採設置單獨頄道方式串連上下游

生態。 

 

三、陳委員樹群 

1.施作固床工已有多次失敗的經驗，目

前石岡壩以下所有的固床工均已損

壞，是否要再次施作應仔細評估。 

1.感謝指導，目前石岡壩失敗之固床工

多為年度例行性之修復工程，其設計

標準約十至幾百 cms 不等，容易因大

洪水時沖毀而損壞，但可借鏡其失敗

之原因，供本案設計之參考，如圖

3-5-1 之照片 6 透水性固床工因兩側

岩盤坡面無保護工程，造成水流從其

兩側包抄，雖本體構造物尚存，但其

功能已喪失，考量於此，故才於本案

構造物兩側皆施設混凝土坡面工保

護。 

P3-18~P3-19 

2.目前所有方案的水理模擬，均未含泥

沙輸送，對於河床演變、淘刷沖淤等

均無法模擬，如何能說明流速減緩等

結果是否正確，建議應重新模擬輸沙

動床現象。 

2.感謝指導，後續將搭配水工模型詴驗

成果進行比較探討。 

 

3.頄道一左一右，兩固床工淤滿後，頄

道如何連接，且所設計之頄道均無排

砂功能，易淤積，未來勢必失去功

效。 

3.感謝指導，需於兩固床工設置頄道考

量如下: 

(1)若兩固床工淤滿，其上下游尌不存

在落差，則頄類可以直接進行上溯。 

(2)若兩固床工下游河床下刷，形成一

落差，則需設置頄道供其上溯。 

 本案採保守考量，故於兩固床工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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頄道，並考量大甲溪其本身輸砂量

大，頄道恐易淤積，建議管理單位於

洪水過後能進行檢視及維護作業，以

維持頄道之功能。 

4.系列固床工的淤沙坡度在來砂量減

少下是否能維持假設值需要在思。 

4.感謝指導，故建議管理單位日後能定

期檢測及維護，並配合每年石岡壩庫

區放淤及清淤工程之進行，適時補充

護甲層之厚度，以維持本案預期之成

效。 

 

5.本項工程僅能減緩溯源侵蝕沖刷的

現象，但無法治本，未來應在穩定水

源的前提下，思考石岡壩降低的可行

性。 

5.感謝指導，敬悉。  

四、林委員連山 

1.本案之主要問題非為現有設施消能

能力不足，而是向源侵蝕的問題，因

此改善工法應朝向如何抑止向源侵

蝕的延伸來採取妥善對策。 

1.感謝指導，為遏止向源侵蝕問題，故

採建議方案四之 1 座消能工搭配 2 座

固床工方式進行設計。 

 

2.本次以二座固床工配合副壩下游消

能工的改善，依個人研判，應可穩定

現況深槽的向源侵蝕問題。 

2.感謝指導，敬悉。  

3.建議第二座固床工與消能工之間的

裸露地可以回填上游疏濬的塊石來

提高保護強度。 

3.感謝指導，後續將搭配清淤工程回填

大塊石料，以提高回填區之保護強

度。 

 

4.目前副壩與排砂道之間的基礎已因

向源侵蝕而掏空，建議辦理回填。 

4.感謝指導，後續細設時將考量採強固

方式辦理。 

 

5.三局於埤豐橋與第二固床工之間的

全斷面固床工，建議配合本案第二固

床工的斷面因素來設計。 

5.感謝指導，待後續 2 號固床工完成

後，建議相關管理單位視本案實際成

效後再納入評估辦理。 

 

6.一旦現有深槽獲得保護，則將來水流

將會尋找另一個適當深槽作為出

路，因此如何經由整體的改善來構建

穩定的永久河槽，乃成為後續應持續

努力的工作。 

6.感謝指導，建議相關管理單位視本案

實際成效後再納入評估辦理。 

 

五、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1.本工程於施工時，請勿影響下游處本

會內埔圳及葫蘆墩圳圳頭臨時導水

路施作，並維持工區下水口之合理灌

1.感謝指導，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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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取水量，以維持農業用水順暢。 

六、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 

1.本所目前已依前次會議（108 年 9 月

2 日）後黎明公司提供之設計圖進行

模型修改建置，預計 12 月 15 日前完

成模型增設 1 消能池及 2 固床工，於

年底前完成相關水理數據（水位、流

速、福祿數及消能效果等）量測及分

析供參。 

1.感謝指導，敬悉。  

2.河道整理斷面(C-01~C-04)整理後地

形線註明為土石方回填，應為人工回

填，設報告書中圖摘-3 註為預訂回淤

線，似與設計圖不符，建請查明。 

2.感謝指導，已修正圖說文字內容。 P7-21 

3.消能池下游兩道固床工之間，目前設

計方案右岸護岸工程間有中斷，並未

連接，可能會造成沖刷弱面，建議是

否以延長連接。 

3.感謝指導，若後續細設時經費足夠，

將考量將該處右岸延長連接。 

 

七、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1.建議補述圖說展示本案消能工布設

後之能量消減率(縱斷能量線之布設

前、後比較)，以彰顯本案設計方案

之消能效能。 

1.感謝指導，已補繪現況能量線，詳圖

7-4-8。  

P7-39 

2.沖刷深度分析(P4-28)僅列一淘刷方

式(Vernese1937)計算，而該公式影響

因子僅考量水頭差及單寬流量，未考

量工程位址處之地文條件(河床值粒

徑、地質調查成果回饋 P3-47 軟弱岩

盤)，即據以設置尾檻 3M 及基樁

10M，建議有關軟岩沖刷分析，可將

水規所與墾務局合作計畫所建議之

軟岩沖刷公式納入考量。 

2.感謝指導，經查水規所與墾務局合作

計畫(107 年度台美水利技術合作計

畫)內文中系探討土壤侵蝕和泥砂輸

送能力的物理意義、流程導向和分佈

式集水區數值模式，其相關公式經研

判應不適用本工程之淘刷計算，而本

報告中所列淘刷公式，因它的簡易

性，故為水利工程中廣為採用之經驗

公式之一。 

 

3.因台中市政府建設局亦刻正委託劦

盛公司辦理埤豐橋改建工程之設

計，預計工程及工區將有介面關係，

故建議本案設計階段宜瞭解該橋樑

改建期程、型式、規模等，並宜通知

台中市府建設局與會瞭解本案辦理

情形。 

3.感謝指導，敬悉。  

4.附錄三安定分析部分檢核數據有 4.感謝指導，已修正相關內容。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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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建請修正。例〆P 三-48「2 號固

床工」case3 之「土壤乾單位重」採

1.56?非 2.18t/m3?另「2 號固床工」

case1、case2 抗滑、抗傾、抗浮檢核

所採之安全係數引用有誤〇 

5.本案辦理固床工期程預定 109 年 3 月

至 112 年 3 月，經查左岸固床工若以

施工工期分析(2 號固床工)110 年 12

月開始施作，勢必經歷 2 個汛期，其

防洪安全宜列入考量。 

5.感謝指導，後續細部設計階段將詳加

考量。 

 

6.本局已編列”大甲溪埤豐橋上游護

岸加強防災減災工程”，目前確定辦

理工程在即，完成後其相關保護措施

與本案重疊施工區域約 50m，建議將

本局完成之保護工併入保護考量。 

6.感謝指導，後續細部設計階段將納入

考量。 

 

7.囿於埤豐橋改建期程三局及中水局

之短期措施，本局 108 年度工程以邊

坡址保護補強，原則上與中水局坡址

保護工法原則一致。 

7.感謝指導，敬悉。  

8.固床工下游消能建議務必加強。 8.感謝指導，敬悉。  

9.河川公地申請本局將配合辦理。 9.感謝指導，敬悉。  

10.提供本局工法供中水局參考，界面

銜接請一併考量。 

10.感謝指導，後續細部設計階段將納

入考量。 

 

八、經濟部水利署河川海岸組 

1.本計畫於食水嵙溪下游河段因主深

槽逼近左岸邊坡，建議 2 號固床工由

左岸向中心帄緩傾斜，導引常水流靠

往河心，以減低水流衝擊左岸既有護

岸邊坡。 

1.感謝指導，後續細部設計階段將納入

考量。 

 

2.本計畫施作會產生剩餘土石方約 20

萬，其填補區域及範圍請再於報告中

標示清楚。 

2.感謝指導，已補繪回填區域圖。 P7-45 

3.本計畫所查填生態檢核自評表，在生

態保育對策應有具體描述。 

3.感謝指導，已在報告內文中敘明。 4-1 節~4-2 節 

4.本計畫河段在常流速時，易造成既有

砂、頁岩岩盤產生局部刷深現象，再

進行河槽填補後，因後續上游砂源補

注有限，在與主體工程銜接段應考量

4.感謝指導，在與主體工程銜接段皆有

設置 20T 異形塊以保護基礎避免刷

深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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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護強度，以免產生局部沖蝕及下

刷情形。 

九、經濟部水利署工程事務組 

1.生態檢核結果如何反饋於設計(例〆

保護頄種之頄道設計)所研擬迴避、

縮小、減輕、補償措施為何?地方說

明會是否說明，另資訊公開請補充公

開網址。 

1.感謝指導，關於生態檢核結果說明如

下: 

(1)經生態檢核結果得知本河段具有埔

里中華爬岩鰍及台灣鮰等三級保育

類物種，故為串聯生態廊道，設計 3

處頄道供上溯使用。 

(2)已於報告內文中研擬迴避、縮小、

減輕、補償措施。 

(3)現階段尚未招開地方說明會。 

(4)後續設計成果完成時，將公開於石

岡 壩 主 題 網 站

(https://www.wracb.gov.tw/47807/)

上，供人閱覽 

 

 

 

 

 

 

4-2 節 

2.圖 5-3-1 工期規劃圖，異型塊製作 215

工作日，總數約 2,200 異型塊，帄均

每日約 10 個，似乎過於寬鬆,請再檢

討，另工序安排是否必頇所有混凝土

塊完成後方進行消能工及固床工，有

無規劃暫置區。 

2.感謝指導，因本案開工時期適逢總工

程期間中第一個汛期，因此時段無法

施作主體工程，為避免工程進展有空

窗期現象故規劃此時期進度為施作

異型塊，並利用消能工右岸高灘地作

為本案暫置區。 

P10-3 

3.另消能工施工規劃，跨越 2 個汛期，

與固床工避免於汛期間施作不同，請

補充說明汛期間施工規劃安排。 

3.感謝指導，因本案主要要徑為消能工

主體工程，故於汛期期間規劃洪水影

響範圍較小之區域，施作消能工左右

岸高灘地上之堰體工程，後續細設時

將更細部的規畫安排工序。 

 

4.依 P4-4 水理分析結論，副壩下游至

斷面 S00-5 流速過快，再參考 P4-29

似乎以原規劃方案可減少現況流

速，而修正方案與方案四 S00-5 流

速，似未能減少現況流速，特別是

Q100 時流速為現況 2.8 倍，對於副壩

安全可否說明其影響，另 S003~S002

方案四為何流速增加 1 倍。 

4.感謝指導，相關回應說明如下: 

(1)因原規劃方案消能工(No.1)其堰頂

高 EL.255m，而修正方案與方案四

之消能工堰頂高 EL.253.8m，對於上

游副壩底 EL.253.9m，原規劃方案消

能工 (No.1)使上游處產生迴水現

象，流速降低情形會比修正方案與

方案四之消能工來的明顯，故於消

能工上游低漥區域將採以強固方式

填補，以避免床底持續刷深危及副

壩安全。 

(2)因 1 號固床工抬高底床之故，使接

P7-28~P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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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近此區之斷面(S00-2)流況屬臨界流

或超臨界流，才導致流速增加 1 倍。 

5.P4-29，斷面 S00-7 現況有水躍，方案

四使 S00-6 段面流速增加，是否為方

案四所考量之結果，對於 1 號固床工

(斷面 S00-2)之影響可否說明。 

5.感謝指導，因本案設計之固床工採垂

直跌落型式，除有固床功能之外亦有

消能之效果，故於斷面 S00-7 現況有

水躍現象應屬正常水理現象，但又因

1 號固床工抬高底床之故，會使接近

此區之斷面(S00-2)流況產生臨界流

或超臨界流況，導致流速增加之情

形。 

7-4 節 

6.表 4-5-1 方案比較時，許多內容未量

化，如何評定排序，尤其施工難易

度。 

6.感謝指導，已量化相關評定內容。 7-5 節 

7.P4-43、S00-7 斷面流速與表 4-4-1 現

況流速 12.08m/s 不一致，CFX 三維

模擬結果與 HEC-RAS 模擬結果趨勢

是否一致，請檢視。(表 4-6-4、S00-17

分別為 9.93 與 4.75) 

 

 

 

7.感謝指導，因 HEC-RAS 1D 演算之結

果僅能代表某一斷面物理數據之帄

均值，可在初步方案建置時做參考，

細部再由 CFX 軟體做精確檢核演

算，而本案經 HEC-RAS 1D 初步建置

後，下游流速有明顯下降，並經 CFX

再作更精確演算，下游流速確實有減

緩之現象，故推論方案之佈設確實可

行，因兩軟體分析之維度不同，故僅

能在某一物理趨勢上(如速度增加或

減少)進行比較，後續再由水工模型

詴驗進行驗證評估。 

 

十、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1.有關中水局於簡報提請討論事項，本

案發包由水利署或中水局辦理及決

標方式採評分及格最低標是否可行

部分，本組將於會後依中水局所提方

案另案簽辦。 

1.感謝指導，敬悉。  

2.本基本報告撰寫原則，建議可依本署

108 年 6 月 17 日函頒「經濟部水利署

水資源工程基本設計審查作業要點」

辦理。 

2.感謝指導，敬悉。 

 

 

3.請補充 1 頁，基本設計成果重要數據

表。 

3.感謝指導，已增加基本設計成果重要

數據。 

 

PI~PII 

4.摘-4，原規劃方案說明提及消能工 4.感謝指導，已標註消能工 No1、跌水 P 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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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No1、跌水消能工 No2、固床工 No3

及 No4 位置建議標註於圖摘-1。 

消能工 No2、固床工 No3 及 No4 位

置建議標註於圖摘-1 中。 

5.P1-1，緣貣第三行提及「位置如圖

1-1-1」，查第一章無圖 1-1-1，請確認

1-2 及 1-3 頁附圖及附表標題。 

5.感謝指導，已移除圖 1-1-1 文字內容。 P1-1 

6.P1-3 本報告係基本設計，爰本計畫

工作項目和內容，與基本設計內容無

關，建議可考量刪除。 

6.感謝指導，已刪除表 1-3-1 內容。  

7. P2-9，敘述提及石岡壩下游沖刷及斷

面 2 與斷面 S-003 等位置，建議於圖

說註記斷面編號及位置。 

7.感謝指導，已於圖說補充斷面位置及

編號，詳圖 2-1-15。 

P2-11 

8. P3-1，用地取得說明，建議調閱並補

充本案施工範圍內地籍資料，並請描

述本案是否需申請河川公地等相關

行政作業。 

8.感謝指導，經查詢本案施作範圍皆位

於河川公地裡，而河川公地之使用皆

依相關規定辦理。 

 

9. P3-18，第 3-5-3 節敘述內容提及 89

至 94 年及 94 至 97 年河床坡降情形，

惟附圖 3-5-5 及附件一所載數據僅有

97 年及 98 年貣至 107 年數據。 

9.感謝指導，已修正報告內文中相關敘

述。 

P3-15 

10. P3-20，工程名稱均為石岡壩副壩下

游河床沖刷改善工程? 表 3-6-1 第 8

列及第 9 列重複。 

10.感謝指導，已修正報告表 3-5-1 內文

中相關敘述。 

P3-17 

11.P3-24 東勢區埤豐橋改建工程何時

開始辦理改建，本工程未來是否會

影響橋樑安全? 

11.感謝指導，經水理分析模擬結果，

於埤豐橋改建位置處其流速較現況

皆趨緩許多，故應不致影響橋樑安

全。 

 

12.P3-49，沖刷機制評估第一行，”研

判”重複 2 次。 

12.感謝指導，已刪除該處贅字。 P3-47 

13. P4-8 河道右岸高灘地，應在河川治

理計畫線內，目前耕作情形為何，

有無可能將洪水分流到此，以減緩

主深槽流量。 

13.感謝指導，現況河道右岸高灘地經

查詢尚有農民承租問題，且因本案

為低水治理，故建議待後續中水治

理時在考量此一方案。 

 

14. P4-9 為何河道擴寬後，高流量

(Q100)流速明顯增高? 

14.感謝指導，由「大甲溪石岡壩下游

河道整理布置水工模型詴驗研究報

告」指出，於高流量流速加快之原

因為水流雖經固床工之水躍消能，

但消能不足造成流速仍加快之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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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15. P4-19 ，圖 4-3-6 中 2 號固床工與既

設固床工距離約 106 公尺，標處兩

處高差約 6 公尺，坡度為 1/18，非

1/100，另 1 號固床工至 2 號固床工

依標註距離及高差計算，其坡度為

1/161，非 1/200。 

15 感謝指導，已更正圖 7-3-7 距離之數

值，經檢核各固床工距既設固床工

坡度約為 1/100。 

P7-21 

16.P4-26，水理分析成果 (一)至(三)敘

述中提及「〄〄〄1 號消能工下游至

2 號消能工上游區域相較於現況帄

均約增加 7%〄〄〄」係指何項目(流

速?)增加或減少，請補充說明。 

16.感謝指導，該處係指帄均流速之增

加或減少，並於報告內文中補充敘

明。 

P7-27 

17. P4-30，表 4-4-2 及 4-4-3 分別呈現

原規劃方案、原規畫修正方案及方

案四於各新設消能工及固床工間之

帄均流速，建議整併於一表格並分

別列出各斷面帄均流速 (s00-5、

s-00-4〄〄〄s00-17)。 

17.感謝指導，表 7-4-2 及表 7-4-3 是比

較各構造物間之區域帄均流速，而

各斷面帄均流速可詳表 7-4-1。 

P7-30 

18. P4-58 土石方約 20 萬噸，建議以土

方不外運原則辦理。 

18.感謝指導，本案剩餘土石方建議以

不外運為原則 

7-7 節 

19.P5-2 本工程工期會經過兩個汛

期，未來施工時應確認做好防汛相

關工作。 

19.感謝指導，後續細設時將在圖說敘

明要求承商提出相關防汛計畫之內

容。 

 

20.P5-5  1 號固床工之工作項目無編

列基樁，而 2 號固床工之工作項目

有編列基樁，2 號固床工施作基樁的

考量為何? 

20.感謝指導，因限於經費有限之故，

故先於 2 號固床工施設樁基礎，如

後續細設時剩餘經費足夠，將考量

於 1 號固床工施作樁基礎。 

 

21.P5-7 建議增加分年經費欄位。 21.感謝指導，已增加分年經費欄位。 P11-4 

22.P7-1 本工程有無考慮分標或分期

辦理。 

22.感謝指導，本工程目前無考慮分標

或分期辦理。 

12-1 節 

23.P7-3 工程會 105 年 9 月 23 日函頒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

標作業要點」，建議機關辦理巨額工

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

請再納入考量。 

23.感謝指導，後續將簽請署內核定。  

結論〆 

1.今日審查「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

定及消能改善工程」基本設計報告，

原則可行，請中水局依委員意見製作

說明回應表向委員說明，尤其是陳委

1.感謝指導，已依照各委員之意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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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提河道沖刷及動床模擬部分，要

特別向委員說明，必要時再個別邀請

委員及相關單位溝通說明。 

2.本案於施工期間務必要注意勿影響

下游水利會引水，以維持農業用水。 

2.感謝指導，敬悉。  

3.請中水局同時瞭解埤豐橋設計內

容，配合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及本署三

河局(河川整治工程)，相關計畫需併

入本計畫互相勾稽，於相關會議彼此

互相邀請，確保整體規劃完整性。 

3.感謝指導，敬悉。  

4.有關中水局討論事項建議本案由署

或中水局發包及決標方式等，請中水

局專案簽報本署核定。 

4.敬悉。  

5.本案修正內容完成後，請中水局先行

完成內部審查後，再報本署審查，並

請水源經營組詳實審查，倘無重大變

更不再召開基本設計審查會，有必要

時再重新召開。 

5.敬悉。  

 

 



 

 

 

 

附錄十四 

水利署基本設計報告(初稿) 

審查意見及回覆(二)



 

附十四-1 

時間〆108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4日 

委員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楊委員錦釧(書面意見) 

1.請中水局自行研判意見及回應是否

對本案有助益即可。 

1.感謝指導，敬悉。  

2.低水治理採重現期 Q5 流量之概念是

否有辦理抵擋大的洪水及沖刷，固床

工恐短期間尌會沖毀，設計上宜再慎

重。 

2.感謝指導，因向源侵蝕已上溯至副壩

下游處，建議本河段治理應優先考量

侵蝕之遏止，避免河道深槽持續加

深、加寬，故採短中長期分階整治理

念。現階段先以遏止溯源、穩定深槽

為原則，因此採最能影響河川斷面形

狀之建槽流量(約 Q5)，作為本計畫設

計之流量，現已在 2 號固床工設計樁

基礎，後續辦理細設時，若經費許

可，將在 1 號固床工基礎增設樁基礎

加強保護，若否，則加深基礎深度以

抵抗沖刷。 

 

二、楊委員豐榮 

1.關於石岡垻下游消能設計，是以治

本、較長遠規劃規劃角度所提之建議

意見，如以治標著眼，目前的設計，

沒太大意見，但要注意，以第二固床

工作為溯源侵蝕的控制點（設計在第

二固床工打設全套管基樁），也許可

控制往上溯源侵蝕，但第二固床工下

游河段將仍將繼續切割沖刷，也許會

危及埤豐大橋之安危，且將避免不了

因右岸地形击堤效應，而加劇對左岸

護岸之衝擊。 

1.感謝指導，現於埤豐橋下游已有一座

既有固床工作為本河段的沖刷基準

面，從 103 年完工至今來看，已發揮

其預期成效，並減緩本河段下刷潛

能，至於右岸地形突堤效應，短期階

段來看先採遏止溯源、穩定深槽方式

進行治理，中長期階段再檢討河道整

理往右岸拓寬之可能性，以減低左岸

侵蝕之衝擊。 

 

2.所提建議是希望以埤豐橋下游為溯

源控制點，故建議在此要打全套管基

椿，鞏固該固床工之穩定，防止溯源

侵蝕，一方面可確保埤豐橋之橋基。 

2.感謝指導，現於埤豐橋下游已有一座

既有固床工作為本河段的沖刷基準

面，從 103 年完工至今來看，已發揮

其預期成效，並減緩本河段下刷潛

能，而在大甲溪於每年度三河局都有

辦理河道大斷面測量，故能得知歷年

深槽高程之變化情形，在將來本案完

成後，如埤豐橋下游固床工其下游下

刷趨勢，將視後續維護情況在加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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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護該處構造基礎。 

3.該固床工至石岡垻河段，受右岸地形

击堤效應、地質層面走向，及相對落

差太大影響，河川之單寬流量太大，

流速過高，破壞力強，勢必要從減少

單寬流量、消能、整坡，以降低流速

而不為功。 

3.感謝指導，因本案採短中長期分階整

治理念，現階段先以遏止溯源、穩定

深槽為原則，避免河道深槽持續加

深、加寬，後續中長期階段再檢討河

道整理往右岸拓寬之可能性，以減低

單寬流量及左岸侵蝕之衝擊。 

 

4.整坡可研判現況地形坡度，決定採

1/100 或 1/200，或二者混合，原則勿

大於 1/100（中間可以固床工銜接），

上下地形落差，則搭配消能工消能，

以控制計畫坡度。至於消減單寬流

量，則唯有修挖右岸地形，放寬流路

寬度為唯一方法。 

4.感謝指導，本案河道整理坡度已採固

床工堰頂高程往上游 S=1/200 進行

回。因本案採短中長期分階整治理

念，現階段先以遏止溯源、穩定深槽

為原則，避免河道深槽持續加深、加

寬，後續中長期階段再檢討河道整理

往右岸拓寬之可能性，以減低單寬流

量及左岸侵蝕之衝擊。 

 

5.以上淺見及補充說明，僅提供作參

考，至於要採治標或治本〇要如何執

行〇無法置喙。 

5.感謝指導，因本河段消能設計並非一

步到位，而採短中長期分階整治理

念，故現階段先以遏止溯源、穩定深

槽為原則進行整治。 

 

三、陳委員樹群 

1.意見回覆之內容，尚無意見。 1.感謝指導。  

四、林委員連山 

1.意見回覆之內容，尚無意見。 1.感謝指導。  

 

 



 

 

 

 

附錄十五 

水利署基本設計報告(修正稿) 

審查意見及回覆(一)



 

附十五-1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書面審查紀錄 
壹、案由〆審查「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基本設計報告(修正稿) 

貳、書面審查時間〆108 年 12 月 17 日至 108 年 12 月 24 日 

叁、回覆單位〆本局計畫課、養護課、石管中心 

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1.本報告建議以「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

工程基本設計審查作業要點」第 3 點

之規定辦理，如第三章設計基本資

料，其內容包含該要點規定項目之基

地及周圍環境調查分析 (如地理位

置、水文氣象、地形及地質等)、用

地取得情形及相關法令分析以及基

本設計理念、原則與條件(含設計規

範、設施功能等級、配置、結構尺寸、

施工方法)等，請重新編排，以符合

規定要求。 

1.感謝指導，已將相關內容依「經濟部

水利署水資源工程基本設計審查作

業要點」第 3 點之規定重新編排。 

 

2.報告第四章工程型式及工法選定，其

內容包含同上要點規定項目之生態

檢核作業(含環境概述及民眾參與情

形)、工程方案選擇與替選方案評估

(含位置、型式、規模、工法、費用

等不同方案評估比較及相關水理分

析)、基本設計成果與檢核(含水理檢

核分析、結構穩定分析等々圖面包括

帄面配置、主要結構帄面圖及斷面

圖)等，請重新編排，以符合規定要

求 

2.感謝指導，已將相關內容依「經濟部

水利署水資源工程基本設計審查作

業要點」第 3 點之規定重新編排。 

 

1.報告第 4-3 節「消能方案基本配置」

及第 4-9 節「頄道設計」，建議能將

其工程的設計規範、設施功能等級、

配置、結構尺寸數量、施工方法等內

容逐一說明，並能與經費概估所列工

程項目及附錄十一基本設計圖相對

應。 

1.感謝指導，已將相關逐一說明。 7-3 節、7-6 節 

2.第 4-19 頁倒數第 2 行，「加設 10m 樁

基礎」，其數量及配置請補述。 

2.感謝指導，已補述相關說明。 7-3-2 節 



 

附十五-2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3.第摘-5 頁，「2.1 號固床工程」，應該

是 1 號固床工程，該「2.」為標題符

號，容易混淆，請修正。 

3.感謝指導，已修正標題符號。 P 摘-5 

綜合結論〆 

1.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11 月 5 日

審查「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

消能改善工程」基本設計報告之會議

結論第 1 點規定，受委託單位(黎明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基本設

計報告修正稿，符合規定。 

1.感謝指導，敬悉。  

2. 經本次審查，請受委託單位依上開

審查意見補正，於 108 年 12 月 27

日前提交修正報告一式 6 份送達本

局憑辦 

2.感謝指導，敬悉。  

 

 



 

 

 

 

附錄十六 

水利署基本設計報告(修正稿) 

審查意見及回覆(二)



 

附十六-1 

經濟部水利署書面審查紀錄 
審查意見及回覆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工務事務組 

1.本案發包預算約為 395,198,343 元，

屬鉅額工程採購，依工程會 105 年 9

月 23 日函頒「機關鉅額工程採購最

有利標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不宜

採最低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

則。 

1.感謝指導，因考量該點第二款規定，

採最低標決標者，應於招標前分析如

何確保廠商具備履約能力、工程品質

及進度，並於招標文件妥為訂定相關

規定，故本局建議採用評分及格最低

標辦理，後續並將依規定由本案採購

工作小組決定採購策略。 

 

2.依工程會 108 年 11 月 22 日函頒「機

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

辦法」規定，機關辦理鉅額工程採

購，採購需求與經費、採購策略、招

標文件等事項應由採購工作及審查

小組協助審查，原本案採購略建議由

該小組審查為宜 

2.感謝指導，後續將依規定由本案採購

工作小組決定採購策略。 

 

3.依採購法第 70-1 條規定，工程於規

劃設計階段應依本工程規模及特

性，分析潛在施工危隩，爰本案基本

設計階段應辦理施工安全風隩評估

作業。 

3.感謝指導，已參照「水利工程施工風

隩評估參考作業手冊」編寫相關內

容。 

附錄十七 

4.查本案生態檢核評估有關注物種及

重要棲地，建議專業參與應邀請生態

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為宜 

4.感謝指導，本次基本設計報告除參考

108 年由專業團隊調查的「石岡壩頄

道生物監測成果報告」外，並於審查

相關成果報告期間，聘請國內生態專

家指導，後續施工將再編列施工中生

態檢核項目，以符合相關規定。 

 

二、河川海岸組 

1.有關 108 年 11 月 5 日水利署召開基

本設計審查會議，其中審查意見及回

覆中(詳附錄十三)，意見回覆報告頁

次有誤，請再修正。 

1.感謝指導，已修正附錄十三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 

附錄十三 

2.目前本計畫工程經費擬由重要河川

環境營造計畫項下支應並預計 109

年 3 月開工，因本案工程經費未循上

開作業要點規定提報 109 年度重要

河川環境營造計畫年度計畫評辦，後

2.感謝指導，將再依規定提送至三河局

辦理。 

 



 

附十六-2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續請中水局依上開規定程序，將相關

資料提送第三河川局納入 109 年度

期中檢討研議辦理。 

三、水源經營組 

1.查 P7-29 表 7-4-1，副壩下游 S00-5

斷面 Q5 時現況為流速 10.11m/s，然

Q100 時流速卻為 4.22m/s，是否有

誤，請釐清，並請再檢視該表各斷面

模擬成果是否合理，避免設計失當。 

1.感謝指導，副壩下游 S00-5 斷面流速

差異說明如下: 

(1)副壩下游 S00-5 斷面適位於超臨界

流及亞臨界流變化區間(上游副壩下

游處為超臨界流，下游 S00-4 斷面

為亞臨界流)。 

(2)Q5 及 Q100 流量下兩者水面寬度不同

(Q5 水面寬約 182m，Q100 水面寬約

257m)。 

(3)Q5 流量下為超臨界流，Q100 則為亞

臨界流。 

綜合以上 3 點，再檢視本案各斷面其模

擬成果應無誤。 

 

2.方案四，2 號固床工具基樁設計，惟

安定分析成果(抗滑、抗傾、抗衝及

穩定力矩等)未將基樁納入，請於 8-4

節及附錄四補充說明。 

2.感謝指導，在未考量基樁情形下，2

號固床工經安定分析結果其安全係

數能滿足規範所要求，本次再將基樁

納入分析，結果顯示也能滿足規範所

要求，相關分析已於報告中補充。 

8-4 節及附錄四 

3.建議本案基本設計中 1 號固床工設

計標準，可評估比照 2 號固床工設置

基樁以增加耐久性，並分析具基樁設

計之安定分析成果。 

3.感謝指導， 1 號固床工會加設基樁並

進行安定分析。 

8-4 節及附錄四 

4.水規所辦理水工模型詴驗初步成

果，請一併納入本基本設計報告評估

並於細部設計詳加考量。 

4.感謝指導，相關成果已納入本基本設

計報告內評估並於後續細部設計詳

加考量。 

8-3 節 

5.本署水資源工程基本設計審查作業

要點五、(二)項，略以「……技師之

簽署，於審查階段僅於報告封面次頁

與設計計算書封面為之……」，惟本

件附錄四、安定分析未見技師簽署，

請確認。 

5.感謝指導，已補充相關技師簽署。 附錄四封面 

 

6.承上要點三、(二)、3 項，「生態檢核

作業。(含環境概述及民眾參與情

形)」，本報告有無納入民眾參與情形

應於第四章節一併說明。 

6.感謝指導，已於第四章節補充說明。 第四章 



 

 

 

 

附錄十七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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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瞭解與認知 

13-1 計畫緣貣與目標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大甲溪下游，肩負著大台中地區民生用水之

重責，為大甲溪綜合開發計畫中最下游的水庫，其功能為調節尖峰發電及

河流水資源。民國88年9月21日發生集集大地震，復建修復營運以來，常

於洪水過後對於靜水池及副壩下游護坦，造成嚴重之沖刷現象。此外，下

游河道因下切嚴重，而發生河床面之沖刷侵蝕現象，對堰體結構安全造成

嚴重的威脅。截至107年底對於石岡壩下游河道至埤豐橋間的沖刷，經濟

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中水局)於94年陸續針對石岡壩下游副壩

或河道進行相關修復工程，分別於99年、100年、102年完成第一座固床工

(副壩下游沖刷坑)混凝土鑲補、第二座透水固床工(含副壩中央排水路封堵)

及第四座透水固床工。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以下簡稱三河局)在104

年完成布設埤豐橋下游固床工，而埤豐橋上游之固床工，目前暫緩施作，

對於河床穩定及流速降低因而減緩河床沖刷有其幫助。大甲溪石岡壩下游

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依據水利署107年7月23

日召開「研商石岡壩下游沖刷改善相關事宜會議」之決議，辦理石岡壩副

壩下游消能設施(包含一座消能池及一座固床工)工程規劃設計，期能達成

減緩石岡壩下游河道沖刷與持續刷深趨勢並保護壩體安全。 

13-2 計畫範圍及環境  

1-2-1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計畫河段範圍)約位於石岡壩至埤豐橋之大甲溪主流河

道上，其隸屬石岡區行政區域，緊鄰后里、豐原、東勢及新社等區之行

政區域間，其位置如圖1-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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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計畫範圍圖 

1-2-2 氣象與水文 

一、氣溫 

年帄均溫度23.8℃，以1月份氣溫為最低約為17.1℃，7月份氣溫最

高為28.8℃。 

二、相對溼度 

年帄均相對濕度為74.8%，月帄均以8月份最大為76.9%，月帄均以

10月份最低為71.4%。 

三、帄均氣壓 

年帄均氣壓約1,002.4 mb，一年之中以夏季之氣壓最低，以8月分之

996.3 mb為最低，以1月份及12月分之1,008.4 mb為最高。 

四、降雨天數 

參考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水系每月預估降雨天數統計表，其中

全年降雨數為48天。 

1-2-3 地形與地質 

一、地形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境內，屬大甲溪之下游河段。在台灣地形

分區上屬西部斷層山地，由一連串覆瓦狀斷層構造所組成。大甲溪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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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東西走向之橫谷，下游河道形成沖積扇，沖積扇位於東勢區附近，石

岡壩位於東勢鎮之西方，大甲溪由石岡壩流出丘陵後，經台中盆地北緣

由大甲、清水間出海，石岡壩下游河段帄均坡降約1/100，沖積大量砂礫

於河口，形成龐大之沖積扇。 

二、地質 

(一)區域地質 

石岡壩在台灣地質區上屬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其出露地層主要為中

新世以後沉積岩所組成，出露之地質主要為中新世時期之桂竹林層、上

新世錦水頁岩層，更新世頭嵙山層等。 

(二)計畫區地質 

1.石岡壩副壩下游 

石岡副壩下游地層可分為上新世錦水頁岩、卓蘭層，以及第四紀

更新世階地堆積層與現代沖積層。 

2.石岡壩區 

地層屬第三紀卓蘭層底部及錦水頁岩及現代河床沖積層。 

1-2-4 公共管線及所屬單位  

本計畫範圍位於大甲溪河段上，故無相關公共管線等設施。 

13-3 規劃設計構想 

主要工作為在石岡壩副壩下游處興建一座消能工程，並在該座消能工

程下游處，約在大甲溪斷面S00-2及S00-11處，再分別設置1號固床工及2

號固床工，相關帄面佈置圖如圖1-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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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工程基本資料表製作 

表1-4-1 工程基本資料表(1/2) 

工程名稱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 

基地位置 臺中市石岡區 

工程相關單位 代表人 地址 電話 Email 

主辦機關 陳贊文 
台中市石岡區石岡里

豐勢路 1238 號 
(04)2572 2830 alvin@wracb.gov.tw 

專案營建管理單位 - - - - 

設計單位 黃貞凱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 17

街 137 號 3 樓 
(04)23208051 jkh@li-mi.com.tw 

監造單位 - - - - 

施工廠商 - - - - 

工程功能需求 

(依工程設計功能需

求填寫) 

構造型式 RC 堰體 

規模(主要尺寸、

面積、容積等) 

1.消能工:總寬 239m，總高(不含止滑榫) 6.8m 

2.1 號固床工:總寬 50m，總高(不含止滑榫) 8m 

3.2 號固床工:總寬 102.5m，總高(不含止滑榫) 8m 

用途 保護石岡壩安全 

其他 穩定河床 

基地環境 

地形 

在台灣地形分區上屬西部斷層山地，由一連串覆瓦

狀斷層構造所組成。大甲溪河道呈東西走向之橫

谷，其中石岡壩下游河段帄均坡降約 1/100，沖積

大量砂礫於河口，形成龐大之沖積扇。 

地質 

1.區域地質 

台灣地質區上屬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其出露地

層主要為中新世以後沉積岩所組成，出露之地質主

要為中新世時期之桂竹林層、上新世錦水頁岩層，

更新世頭嵙山層等。 

2.計畫區地質 

石岡副壩下游地層可分為上新世錦水頁岩、卓

蘭層，以及第四紀更新世階地堆積層與現代沖積

層。  

交通 
鄰近交通設施計有台 3 線、豐勢路、東豐自行車道

以及中 44 縣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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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工程基本資料表(2/2) 

基地環境 

氣象、海象 

1.氣溫 

年帄均溫度 23.8℃，以 1 月份氣溫為最低約為

17.1℃，7 月份氣溫最高為 28.8℃。 

2.相對溼度 

年帄均相對濕度為 74.8%，月帄均以 8 月份最

大為 76.9%，月帄均以 10 月份最低為 71.4%。 

3.帄均氣壓 

年帄均氣壓約 1,002.4 mb，一年之中以夏季之

氣壓最低，以 8 月分之 996.3 mb 為最低，以 1 月

份及 12 月分之 1,008.4 mb 為最高。 

4.降雨天數 

全年降雨數為 48 天。 

鄰近建築或構造

物 

1.鄰近建築: 

石岡壩管理中心、民宅數棟、豐原初沉池以及

水資源回收中心。 

2.鄰近構造物: 

石岡壩及副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護岸、埤

豐橋以及既有固床工。 

地下管線及埋設

物 
無 

施工限制 以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以不擾鄰為主 

相關研究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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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及成果運用 

2-1 施工風隩評估實施依據  

2-1-1 工程規劃設計辦理風隩管理相關法規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日期:民國108年05月15日) 

第5條第二項規定〆「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

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

劃階段實施風隩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

業災害」。 

二、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修正日期:民國103年06月26日) 

第8條第二項規定〆「所稱風隩評估，指辨識、分析及評量風隩之程

序」。 

三、政府採購法(修正日期:民國108年05月22日) 

 第70-1條第一項規定〆「機關辦理工程規劃、設計，應依工程規模及

特性，分析潛在施工危隩，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說

及規範，並量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 

2-1-2 施工風隩評估及管理實施規範  

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107年1月公布「營造工程施工風隩評

估技術指引解說手冊」，說明施工風隩評估之作業方式。 

為利於水利工程設計、施工相關作業人員辦理施工風隩評估，經濟

部水利署爰參照該指引及CNS45001、CNS14889 ISO31000、ISO45001、

ISO/Guide 73:2009等相關標準，於108年12月編撰「水利工程施工風隩評

估參考作業手冊」。 

2-2 規劃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之實施  

一、設計成果安全評估之重點如下︰ 

1.設計功能需求、基地環境條件、其他相關條件檢核。 

2.依據類似工程災害案例引導討論。 

3.法令、規範規定事項符合度檢討。 

4.以情境模擬方式推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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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辨識可能災害類型。 

6.風隩分析（可能性、嚴重度）。 

7.風隩評量（風隩評估值=可能性*嚴重度）。 

8.風隩對策研擬。 

9.指定風隩對策執行人員。 

10.登載風隩彙整表以行追蹤。 

二、施工風隩評估實施原則 

施工風隩評估應由具備專業知識及施工經驗者依工程設計及施工

規劃等成果，以沙盤推演方式，模擬施工狀況，以發掘作業內容於工作

場所可能出現之風隩情境。 

營造工程施工風隩評估之實施，應依下列原則辦理〆 

1.小組評估-應由設計者或施工者組成評估小組自行評估，必要時得邀

請專家列席指導，以確實掌握設計方案或施工計畫之內容。 

2.施工模擬-將工程設計方案或施工計畫之內容，依序拆解至作業步驟，

模擬推演該等作業於工程基地環境之實施狀況，以發掘可能出現之風

隩情境。 

3.專業經驗-依據工程專業知識並參酌過去之災害經驗教訓，以進行危

害辨識、風隩分析，再檢討既有保護設施之防護效果，以評量風隩發

生之可能性及其後果之嚴重度，據以估算風隩值，評定風隩等級，並

篩選出不可接受之風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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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風隩評估實施方法 

施工風隩評估之實施程序為危害辨識、風隩分析、風隩評量，以發

掘不可接受之風隩。進行風隩評估前，應先拆解作業內容等，完成評估

後，對不可接受風隩，應擬定對策，指定對策執行負責人員於期限內完

成，並追蹤管制對策之成效。 

施工風隩評估之實施程序，依照ISO 31000:2018風隩管理標準之流

程辦理，參照圖2-2-1。 

 

              資料來源:水利工程施工風隩評估參考作業手冊，經濟部水利署，108 年 12 月 

圖 2-2-1 施工風隩評估及管理實施程序  

 

範圍、內容、規範

風隩處理

風隩評估

風隩辨識

風隩評量

風隩分析

溝
通
與
諮
商

監
督
與
審
查

紀錄及報告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2-4 

四、設計階段工程施工風隩評估流程 

本計畫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實施流程如圖2-2-2所示。 

 

 

   資料來源:水利工程施工風隩評估參考作業手冊，經濟部水利署，108 年 12 月 

圖 2-2-2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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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成果之運用 

經施工風隩評估後發覺不可接受風隩，應擬定風隩對策(避免風隩或

改善機會之措施)，以進行〆設計修正、施工安全圖說繪製、施工安全衛

生規範編定、施工安全衛生預算編列等，分別概述如下: 

一、設計修正 

對不可接受風隩之施工項目，應考量修改設計，以改變其施工內容

或施工方法，以消除風隩。 

二、施工安全圖說繪製 

據風隩評估修正後之設計成果，規劃假設工程及安全衛生設施之設

置，並依據施工作業及工作場所特性設計參考圖說。 

三、施工安全衛生規範編定 

依據風隩評估修正後之設計成果，研擬施工階段應辦理之施工安全

衛生事項，編定為「施工安全衛生規範」。除將法令規定事項重點摘述

外，應針對該工程頇加強辦理之重點防災事項列出，以提醒施工廠商進

一步評估風隩並採適當預防設施。 

四、施工安全衛生預算編列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各機關辦理各項工程時，應於設

計階段按工程實際狀況，尌可量化與不可量化部分盡量分解細項編列安

全衛生設施費用，故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業務所需之人員、組織、儀

器、設備、訓練、計畫、活動以及因應施工進度所衍生危害而必頇採取

之各項安全衛生設施，所需費用之編列以量化計價為原則，未能列項計

價之安全衛生計畫、活動得以一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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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現況調查與工程功能需求 

3-1 施工風隩評估小組之組成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小組應由專案主辦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人

員、工程設計主辦人員、施工規劃人員、規範編訂人員、預算編製人員等

組成「安全評估小組」，並由設計部門主管召集進行評估作業。 

小組之組成如圖3-1-1所示，小組成員資格及權責詳表3-1-1所示。 

召集人
(工程設計負責人)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風隩評估流程控管及職業安

全衛生專業諮詢)

專案主辦人員
(設計成果說明)

工地現況調查人員
(含地質調查、地形測繪
及其他工址現況調查等)

工地設計主辦人員
(基礎、結構、裝修、景
觀、機電、、、等工程設

計主辦工程人員)

施工規劃人員
(預擬施工作業狀況說明)

規範編訂人員
(施工安全規範訂定)

預算編制人員
(施工安全衛生預算編列)

繪圖人員
(施工安全衛生圖書繪製說明)

 
      資料來源:水利工程施工風隩評估參考作業手冊，經濟部水利署，108 年 12 月 

圖 3-1-1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小組之組成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3-2 

表3-1-1 風隩評估小組成員資格及權責 

說明〆 

1. 視工程特性與規模調整組織設置規模。 

2. 小規模工程各專業技師得兼任之，惟安全評估人員為必要成員，不宜兼任。 

3-2 工址現況調查分析 

3-2-1 地形與地質 

一、地形 

石岡壩位於台中市石岡區境內，屬大甲溪之下游河段。在台灣地形

分區上屬西部斷層山地，由一連串覆瓦狀斷層構造所組成。大甲溪河道

呈東西走向之橫谷，下游河道形成沖積扇，沖積扇位於東勢區附近，石

岡壩位於東勢鎮之西方，大甲溪由石岡壩流出丘陵後，經台中盆地北緣

由大甲、清水間出海，石岡壩下游河段帄均坡降約1/100，沖積大量砂礫

於河口，形成龐大之沖積扇。 

二、地質 

(一)區域地質 

石岡壩在台灣地質區上屬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其出露地層主要為中

新世以後沉積岩所組成，出露之地質主要為中新世時期之桂竹林層、上

新世錦水頁岩層，更新世頭嵙山層等，其地質岩性如表3-2-1所示，在

職稱 職責 備註 

召集人（工程設計負責人） 綜理設計成果安全評估事宜。  

專案主辦工程師 設計內容之掌握並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說明，風隩

評估方法及程序控管。 

具備風隩評估專業知識之合

格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工址現況調查工程師 
工址現況調查之實施及成果

說明 

含地質調查、地形測繪及其

他必要之調查工作人員 

相關設計工程師 相關工程項目之設計及說明。  

施工規劃工程師 
依據設計成果與環境條件規

劃施工方式。 

 

規範工程師 
依據規劃之施工方式訂定安

全規範之說明。 

 

預算工程師 
依據設計成果與施工方式編

列工程預算之說明。 

 

設計圖說工程師 
依據設計成果與施工方式繪

製施工安全衛生圖說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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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構造上有頂埔斷層、埤頭斷層、九房厝斷層、及埤頭山斷層等(詳

圖3-2-1)。 

表3-2-1 石岡壩區域地質之地層及岩性 

時代 地層 主要岩性 

現代 沖積層 未固結之礫石、砂、粉砂及黏土等 

更新世 

階地堆積層 未受紅土化之礫石、砂、粉砂及泥等 

紅土台地堆積層 膠結疏鬆、淘選不良之紅土、礫石、砂及泥等 

頭嵙山層 礫岩(火炎山段)、砂岩、粉砂岩及泥岩(香山段) 

上新世 
卓蘭層 膠結疏鬆之砂岩、粉砂岩、泥岩及其互層 

錦水頁岩 厚層深灰色頁岩 

中新世 

頄藤坪砂岩 中至厚層之泥質砂岩夾砂頁岩互層 

十六份頁岩 厚層深灰色頁岩 

關刀山砂岩 青灰色細至中粒之泥質砂岩 

上福基砂岩 厚層至塊狀之白色疏鬆砂岩，並夾有砂頁岩薄互層或泥岩 

東坑層 淺灰色細至中粒砂岩與深灰色頁岩之互層 

 
 資料來源〆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3-2-1 石岡壩區域地質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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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區地質 

1.石岡壩副壩下游 

石岡副壩下游地層可分為上新世錦水頁岩、卓蘭層，以及第四紀

更新世階地堆積層與現代沖積層，錦水頁岩分佈於埤豐橋上游數公尺，

顏色呈暗灰色，風化後呈黃褐色，岩層中挾帶不規則砂質條帶。卓蘭

層合於頁岩之上，岩性為砂岩、粉砂岩、泥岩、及頁岩之互層組成，

以細粒為主，局部具交錯偽層構造及波痕(圖3-2-2，照片1)，生痕化石

頗豐富(圖3-2-2，照片2)。階地堆積層分布於大甲溪兩岸，全為礫石、

砂、及泥土所組成，沖積層分布在各主要河流河床上，堆積材料為礫

石、砂及泥土。 

下游河道大致以食水嵙溪為界劃分東西側，食水嵙溪以東岩層位

態約為N38°~56°E/30°~52°SE，普遍有兩組主要節理切割岩層呈塊狀，

食水嵙溪以西岩層位態約為N30°~66°E/38°~66°SE，除了一組傾向節理

外尚可發現兩組共軛節理，節理帄均位態約為N40°W/87°SW，共軛節

理帄均位態分別為N73°W/49°N及N5°W/66°W，推斷應由食水嵙溪以西

之地層靠近埤豐橋上游處之頂埔斷層地表破裂帶應力集中造成該區域

共軛節理發達。節理之間距於砂岩與頁岩層差異甚大，通常於砂岩層

中節理間距較頁岩層節理間距短，最短者可自10公分至50公分，頁岩

層中節理間距長者可達5公尺，主要係因新鮮砂岩強度高且堅實，受大

地應力或河谷解壓易發生脆性破壞而發育出發達的節理。 

石岡壩副壩下游至食水嵙溪匯流口河流深槽偏向右岸(圖3-2-2，照

片3)，經過食水嵙溪匯流口後流向與岩層走向斜交，明顯可見砂頁岩

差異侵蝕情形(圖3-2-2，照片4)，此段河道受層面傾斜方向影響，易向

左岸泥質砂岩趾部側蝕，目前可見此砂岩層頂部露空明顯有帄行水流

方向之裂隙(圖3-2-2，照片5)，河道順岩層走向流向左岸，深槽遂轉變

為偏向左岸沿階地崖流向下游，並對左岸階地崖趾部軟弱岩層淘刷造

成污水處理廠兩處崩塌(圖3-2-2，照片6)，石岡壩下游埤豐橋河道範圍

並無明顯地震造成的地表破裂線，比對前人研究與調查，地表破裂線

範圍僅出現在埤豐橋上游小段距離內，現今已無岩盤出露，皆已被沖

蝕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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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岡壩區 

地層屬第三紀卓蘭層底部及錦水頁岩及現代河床沖積層。砂岩於

壩址附近分佈極廣，接近覆蓋層底部，泥岩主要分佈於左岸壩墩之河

床覆蓋下。第四紀更新世之古沖積層分布於兩岸高台地帶，左岸覆蓋

較薄。現代河床沖積層分佈整個河床，主要為大卵石、礫石及砂土等

組成，河床中間覆蓋較厚，兩岸覆蓋較薄，係受沖積影響。壩址地層

走向左岸呈N55°~60°E，向東南傾斜32°~45°々右岸走向為N22°E，向

東南傾斜55°。 

 

  
照片 1 砂岩層面上波痕 照片 2 砂岩層底部化石密 

  
照片 3 石岡副壩下游河道深槽偏右岸 照片 4 軟弱頁岩層受侵蝕成小峽谷 

  

照片 5 河道南側砂岩層頂部裂縫情形 照片 6 匯流口下游左岸兩處崩塌現況 

圖 3-2-2 石岡壩下游河道露頭照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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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石岡壩下游河道露頭照片(2/2) 

3-2-2 氣象與水文 

一、氣溫 

年帄均溫度23.8℃，以1月份氣溫為最低約為17.1℃，7月份氣溫最

高為28.8℃。 

二、相對溼度 

年帄均相對濕度為74.8%，月帄均以8月份最大為76.9%，月帄均以

10月份最低為71.4%。 

三、帄均氣壓 

年帄均氣壓約1,002.4 mb，一年之中以夏季之氣壓最低，以8月分之

996.3 mb為最低，以1月份及12月分之1,008.4 mb為最高。 

四、降雨天數 

表3-2-2彙整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水系每月預估降雨天數統計

表，其中全年降雨數為4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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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中央管河川水系每月預估降雨天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經濟部水利署，106 年 11 月 

五、水文 

茲蒐集石岡壩壩址民國52年至107年發生之最大流量紀錄，最大洪

水量發生於民國102年7月13日6,692cms，歷年最大流量紀錄如表3-2-3及

圖3-2-3所示。

 序號 水系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 淡水河水系 6 5 6 6 8 8 5 7 6 5 5 6

2 蘭陽溪水系 5 5 5 5 7 7 5 6 6 7 7 6

3 鳳山溪水系 3 4 5 6 6 6 5 5 4 2 3 3

4 頭前溪水系 3 4 5 6 7 8 6 7 5 2 3 3

5 中港溪水系 2 4 5 5 5 6 4 5 4 1 2 3

6 後龍溪水系 2 4 4 6 7 7 5 6 4 1 2 2

7 大安溪水系 3 4 4 5 8 9 6 7 4 1 2 3

8 大甲溪水系 2 3 2 5 6 9 7 7 5 2 3 2

9 烏溪水系 2 3 4 5 7 8 7 7 4 1 2 2

10 濁水溪水系 2 2 3 5 9 9 8 9 5 2 2 2

11 北港溪水系 1 2 2 3 5 7 7 9 5 1 1 1

12 朴子溪水系 1 2 2 4 7 8 9 12 7 2 1 1

13 八掌溪水系 1 2 3 4 9 9 9 12 8 2 2 2

14 急水溪水系 1 2 2 4 6 9 9 12 7 2 1 1

15 曾文溪水系 1 1 2 4 7 9 8 11 7 1 1 1

16 鹽水溪水系 1 1 1 4 4 8 7 9 5 1 1 1

17 二仁溪水系 0 1 1 4 5 8 8 10 6 1 1 1

18 阿公店溪水系 0 1 1 4 4 7 7 8 5 1 1 1

19 高屏溪水系 1 1 2 4 7 9 8 10 7 3 2 1

20 東港溪水系 0 1 1 4 5 8 8 10 8 2 1 1

21 四重溪水系 2 2 2 4 4 8 8 10 7 3 2 2

22 卑南溪水系 1 2 2 4 5 6 5 6 6 3 3 2

23 秀姑巒溪水系 3 3 3 4 7 6 5 6 7 5 4 4

24 花蓮溪水系 6 6 5 4 8 8 6 6 8 6 6 6

25 和平溪水系 4 4 4 4 8 8 6 6 7 7 6 5

一、本表統計自93年至103年各中央管河川每日降雨量超過5mm為基準。(二月份以二十八天計算)

二、本表所統計日數已依比例原則扣除相關週休假日。

三、各所屬機關辦理水資源及非屬中央管河川之工程，得參考鄰近中央管河川水系降雨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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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石岡壩歷年發生之最大流量紀錄表 

年別 日期 
最大洪峰流量 

(cms) 
年別 日期 

最大洪峰流量 

(cms) 

52 9/11 5,520 80 6/24,20:00 823 

53 - 350 81 8/30,14:00 1,409 

54 - 1,570 82 6/02,12:00 1,537 

55 6/9 2,990 83 8/08,08:00 4,133 

56 7/12 1,400 84 6/09,20:00 643 

57 6/11 1,100 85 8/01,07:00 3,466 

58 9/27 2,710 86 6/11,06:00 2,100 

59 9/7 2,710 87 10/16,19:00 933 

60 9/23 2,030 88 - 484 

61 8/17 4,540 89 - 790 

62 7/18 1,120 90 - 3,837 

63 8/24 2,040 91 - 712 

64 6/12 927 92 - 824 

65 8/10 2,940 93 7/03,13:00 5,815 

66 8/1 2,290 94 8/05,10:00 3,535 

67 5/23,10:00 634 95 6/10,15:00 3,200 

68 8/24,22:00 1,262 96 10/07,05:00 3,303 

69 8/28,08:00 3,110 97 9/14,18:00 4,225 

70 6/21,12:00 3,185 98 8/09,16:00 5,410 

71 8/16,14:00 1,527 99 6/14,14:00 721 

72 6/03,16:00 2,428 100 7/19,08:00 662 

73 5/28,19:00 877 101 8/02,18:00 4,076 

74 8/23,15:00 2,412 102 7/13,10:00 6,692 

75 8/22,15:00 983 103 5/15,21:00 1,764 

76 7/27,16:00 973 104 9/29 1,858 

77 5/23,20:00 304 105 9/27 3,094 

78 9/13,00:00 3,062 106 6/3 3,481 

79 6/24,00:00 2,788 107 8/24 548 

資料來源:(1)民國 52~105 年之最大洩洪量紀錄引自石岡壩第五次安全評估。 

              (2)民國 106~107 年之最大洩洪量由中區水資源局石岡壩管理中心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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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石岡壩歷年最大流量圖  

3-2-3 河川、海岸、鄰近排水設施  

 如圖3-2-4所示，本計畫範圍位於大甲溪主流河道上，主要鄰近既設

構造物計有石岡壩及副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護岸、埤豐橋以及既有

固床工等，其中消能工緊鄰副壩下游處，2號固床工位於食水嵙溪下游處，

其左岸緊鄰水資源回收中心邊坡。 

 

圖 3-2-4 本計畫範圍鄰近設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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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公共管線及相關設施  

本計畫範圍位於大甲溪河段上，故無相關公共管線等設施。 

3-2-5 交通設施 

如圖3-2-5所示，本計畫範圍鄰近交通設施計有台3線、豐勢路、東豐

自行車道以及中44縣道等，其中施工動線出入口可由右岸中44縣道作為

主要進出路線，而石岡壩出入口則為右岸豐勢路。 

 

圖 3-2-5 本計畫範圍鄰近交通設施分布圖 

3-3 工程功能需求分析 

石岡壩下游受到921地震車籠埔斷層於埤豐橋處造成近10公尺的落，

而持續產生溯源侵蝕情況，現階段於石岡壩副壩下游處已出現沖蝕溝之情

形，對堰體結構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為此成立本計畫之工程，期能達成

減緩石岡壩下游河道沖刷與持續刷深趨勢並保護壩體安全，以保障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確保供水無虞。 

3-4 法規彙整分析 

彙整與本計畫相關之法律、規範，統整如下: 

3-4-1 公共工程施工管理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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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公共工程施工管理法規彙整表 

法規名稱 修正/發布日期 備註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

作業要點 
民國 108 年 04 月 30 日 

 

公共工程汛期工地防災

減災作業要點 
民國 105 年 08 月 18 日 

 

3-4-2 營造業管理法規  

表3-4-2 營造業管理法規彙整表 

法規名稱 修正/發布日期 備註 

營造業法 民國 108 年 06 月 19 日  

營造業法施行細則 民國 107 年 08 月 22 日 依營造業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 

3-4-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規  

表3-4-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彙整表 

法規名稱 修正/發布日期 備註 

職業安全衛生法 民國 108 年 05 月 15 日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 
民國 103 年 06 月 26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訂

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民國 108 年 04 月 30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 民國 105 年 08 月 5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第七

條第二項及第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民國 105 年 02 月 19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

標準 
民國 107 年 03 月 14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民國 103 年 06 月 26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

標準 
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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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水利工程設施管理法規  

表3-4-4 水利工程設施管理法規彙整表 

法規名稱 修正/發布日期 備註 

水利法 民國 107 年 06 月 20 日  

水利法施行細則 民國 107 年 11 月 12 日 依水利法第九十八條規定訂定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

辦法 
民國 104 年 02 月 05 日 依水利法第五十四條之二規定訂定 

河川管理辦法 民國 102 年 12 月 27 日 依水利法第七十八條之二規定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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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相關工程災害案例分析  

表3-5-1 工程災害案例分析表 

項次 項目 說明 備註 

一 行業種類 一般土木工程業  

二 災害類型 墜落  

三 媒介物 吊掛鋼索  

四 罹災情形 死亡 1 人、傷 0 人  

五 災害發生經過 

90 年 9 月 25 日下午三時二十分左右，工地主任為察看因颱

風淹水後便橋工程，Ｈ型鋼橋樑鋼架之損失情形，指派勞工

甲駕駛挖土機至便橋上約中間部分，並由勞工甲將兩條

25mm 鋼索，以５ＴＵ型扣環相接，然後一頭再用５ＴＵ型

扣環扣住挖土機挖斗上，罹災者腳先站於第一條鋼索之索結

（環眼）上，再用 25mm 麻繩一頭綁在第一條綱索索結上

（環眼），一頭綁在自己腰部々當以挖土機曲臂下彎，緩緩

下降到便橋下將接近水面時，罹災者順著第二條鋼索滑下々

當靠近Ｈ型鋼（露出水面約十公分）橋樑鋼架時，不慎麻繩

鬆脫，罹災者即沒入水中，現場監工即連絡同事，向公司報

告，並打 119 緊急搶救。 

 

六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〆生前溺斃。 

(二)間接原因〆不安全行為〆 

1、使用動力鏟或鋏、吊升貨物或供勞工之升降或供為主要

用途以外之用途。 

2、未使用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〆 

1、未訂定相關水上作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使勞工遵守。 

2、危害認知不足。 

 

七 災害防止對策 (一)應使用安全帶。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 

3-6 基地環境現況及工程功能需求風隩辨識  

於實施工程設計前，應先尌工址現況、工程功能需求等進行調查、分

析，參照所蒐集相關法規、災害案例，以進行該工程設計標的之危害辨識

(詳表3-6-1)。將所辨識出之潛在危害制定為風隩資訊，傳遞予負責研擬設

計方案人員，於研擬設計方案時參考，避免引致該等危害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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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1 工程設計階段工程需求及工址現況風隩辨識表(1/2)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承辦部門〆土木二部監控管理二組 日期〆 

類別 
風隩辨識 

(潛在危害來源) 
風隩對策 對策處置人員 備註 

工程需求 

(例如〆高度、

跨徑、基礎深

度 、 特 殊 構

造、新材料、

新工法等) 

河床施工 

崩塌: 

1.依規定指派露天開挖作業

主管監督指揮，依設計、

施工計畫執行。 

2.重要邊坡或鄰近重要結構

物應進行監測。 

3.地表逕流集中或溪流通過

處應設置排水設施。 

4.設置必要之水土保持設

施。 

溺水: 

1.臨水作業人員穿著救生

衣。 

2.作業區域設置救生設備。 

  

施工動線 

被撞: 

1.事前確認車輛路徑動線或

作業範圍。 

2.依指定路徑、作業場所地

質及地形狀況，規定車輛

行駛速限(如 20km/hr)，並

依速限行駛。 

3.出入口派訓練合格之交通

引導人員指揮交通。 

4.現場挖土機、吊車等作業

範圍禁止人員進入之管

制。 

5.作業人員穿著反光背心。 

  

坡面整坡 

滾落: 

1.應使用個人安全設備。 

2.隨時注意周遭環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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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1 工程設計階段工程需求及工址現況風隩辨識表(2/2) 

類別 
風隩辨識 

(潛在危害來源) 
風隩對策 對策處置人員 備註 

工址現況 

(例如〆地形、

河川、通路狀

況、地質、地

下水、鄰近構

造物、氣象海

象、施工限制

等) 

地質構造 

開挖及基礎型式之研議、斜

坡走向及基礎承載力折減之

調查評估。 

  

地形地貌調查 
施工便道、工區配置評估。 

  

氣候 
開挖安全措施、施工架及支

撐架之穩定、中暑防治。 
  

洪患 
開挖安全措施、工址區域排

水。   

交通 

相關大型物料、機具進場應

評估交通尖峰、管制時段々

建物配置、工區進出口應遠

離交通要道及道路轉角岔路

口。 

  

環境保護 
工法選擇避免汙染々建築配

置、結構形式配合景觀等。 
  

耐震設計需求 
地震力依設計規範辦理、施

工中地震力之考量。   

施工管制 

工地安全管制措施評選研

議、施工動線安排考量、建

議採用低噪音振動工法與器

具。 

  

評估人員〆 核准〆 

說明〆 

      1.工程需求依個案工程設計功能需求填寫。 

      2.「對策處置人員」指依據風隩辨識結果研擬設計方案之相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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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設計方案評選 

依據工程功能需求分析及工址現況調查成果，研擬可行之工程方案，

依本計畫工程特性，分別尌〆功能、基地適應、技術、經費、環境景觀、

安全、維修等各項目進行綜合評選，以篩選出最優選設計方案。並辨識該

優選方案之潛在風隩及施工安全應注意事項，傳遞予後續發展設計內容人

員注意因應。 

本計畫工程設計方案評選之表格式例如表4-1-1所示，針對工程配置方

案及構造型式等二面向，分別檢討並篩選出最優選設計方案，分別如下各

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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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工程設計方案評選表(例)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承辦部門〆土木二部監控管理二組 日期〆 

項目及配分 
功能符合 

（25％） 

基地適應 

（10％） 

技術 

（10％） 

經費 

（10％） 

工期 

（10％） 

環境景觀 

（10％） 

安全 

（15％） 

維修 

（10％） 
評分 排序 

原規劃方案           

原規劃修正方案           

原規劃修正方案

增加 1 座固床工 
          

優選設計方案風

隩 (潛在危害)及

施工安全應注意

事項 

 

核准〆 製表〆 

  說明〆 

        1.表列評分項目僅供參考，各工程應依其特性設定評分項目。 

        2.依工程特性設定各項目之權重配分，惟安全之權重建議不低於 15%。 

        3.各項目均以 100 分為滿分評分，再乘以權重後加總得總分。 

        4.依總分排序，以篩選出優選方案。 

        5.辨識優選方案之 風隩(潛在危害)，並研提施工安全應注意事項，以為後續辦理設計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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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程配置方案檢討  

一、原規劃方案 

依據水規所「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於本

河段新建二座消能工及二座固床工，其中埤豐橋下游固床工現已施作完

成外，相關示意圖詳圖4-1-1~圖4-1-4所示，各設施資訊詳表4-1-2。  

 

 參考資料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總報告，水規所，100 年。 

圖 4-1-1 原規劃方案-帄縱斷配置示意圖 

 

石岡壩至埤豐橋間二座消能池及一座固床工

埤豐橋下游新建一座作為埤豐橋至石岡壩河段

沖刷基準面之固床工

埤豐橋

消能工(No.1)

消能工(No.2)

固床工(No.1)

固床工(No.2)

石岡壩淨水池
下游端

埤豐橋

消能工(No.1)

消能工(No.2)

固床工(No.1)

固床工(No.2)

石岡壩淨水池
下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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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水規所，100 年。 

圖 4-1-2 消能工(NO.1)布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水規所，100 年。 

圖 4-1-3 消能工(NO.2)布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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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段河床穩定方案之研究，水規所，100 年。 

圖 4-1-4 固床工(NO.3)布置示意圖 

 

表4-1-2 原規劃方案-構造物資訊一覽表 

設施名稱 座落位置 堰頂高程(m) 堰頂寬度(m) 建造費用 

消能工(NO.1) 斷面 S00-5~S00-4 EL.255m 250m 約 3億 5,000萬元 

消能工(NO.2) 斷面 S00-9~S00-10 EL.248m 250m 約 3億 5,000萬元 

固床工(NO.3) 斷面 S00-13~S00-14 EL.240m 250m 約 2,4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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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規劃修正方案 

依據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說明，在副壩下游規劃一座消能工

及一座固床工(即1號固床工)，相關示意圖詳圖4-1-5~圖4-1-7所示，各設

施資訊詳表4-1-3。 

 

圖 4-1-5 原規劃修正方案-帄縱斷配置示意圖  

 

 

圖 4-1-6 消能工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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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1 號固床工布置圖 

表4-1-3 原規劃修正方案-構造物資訊一覽表 

設施名稱 座落位置 堰頂高程(m) 堰頂寬度(m) 建造費用 

消能工 斷面 S00-5~S00-4 EL.253.8m 239m 約 7,600 萬元 

1 號固床工 斷面 S00-2~S00-6 EL.245m 50m 約 3,700 萬元 

 

三、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 

依據中水局「103年石岡壩水理三維數值不確定分析」中方案三構

想，除原規劃修正方案一座消能工及一座固床工外，於食水嵙溪出口下

游處再增加一座固床工(即2號固床工)，相關示意圖詳圖4-1-8~圖4-1-9所

示，各設施資訊詳表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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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 1 座固床工-帄縱斷配置示意圖  

 

 

圖 4-1-9 2 號固床工布置圖  

表4-1-4 原規劃修正方案-構造物資訊一覽表 

設施名稱 座落位置 堰頂高程(m) 堰頂寬度(m) 建造費用 

消能工 斷面 S00-5~S00-4 EL.253.8m 239m 約 7,600 萬元 

1 號固床工 斷面 S00-2~S00-6 EL.245m 50m 約 3,700 萬元 

2 號固床工 斷面 S00-11~S00-12 EL.243m 102.5m 約 7,6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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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理分析 

茲將本計畫河段之「原規劃方案」、「原規劃修正方案」及「原規劃

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與現況之各斷面帄均流速詳細模擬成果彙整

詳表4-1-5，並總結說明如下: 

(一)流量Q5=3,800cms 

1.原規劃方案中，在消能工(No.1)下游至消能工(No.2)上游之區域，仍受

到河道槽化影響，流速與現況相比並無減少情形々消能工(No.2)下游

至固床工(No.1)上游之區域，因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道中，流速

較現況趨緩々消能工(No.2)下游區域，也因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

道中，流速較現況趨緩。 

2.原規劃修正方案，在1號固床工下游區域，雖有局部河道整理，但仍

受到河道槽化影響，相較於原規劃方案，流速較快。 

3.方案四，各區域流速減緩相果明顯優於原規劃方案及原規劃修正方案，

除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流速有增加情形，應是此區河

道槽化影響，如同束縮效應，加快水流速度，加上1號固床工抬高底

床之故，使接近此區之斷面(S00-2)流況屬臨界流或超臨界流，導致此

區帄均流速增加，若對此區辦理局部河道拓寬，應能使流速降低。 

(二)流量Q100=8,800cms 

1.原規劃方案中，在消能工(No.1)下游至消能工(No.2)上游之區域，也受

到河道槽化影響，流速與現況相比減少較不明顯々消能工(No.2)下游

至固床工(No.1)上游之區域，因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道中，流速

較現況趨緩々消能工(No.2)下游區域，雖經河道整理，水流攤帄於河

道中，但流速較現況減少不明顯。 

2.原規劃修正方案，在1號固床工下游區域，雖有局部河道整理，但仍

受到河道槽化影響，相較於原規劃方案，流速較緩。 

3.方案四之流速減緩相果也優於原規劃方案及原規劃修正方案，除消能

工上游區域及消能工下游至1號固床工上游區域，流速有增加情形，

應是河道槽化影響，如同束縮效應，加快水流速度，加上1號固床工

抬高底床之故，使接近此區之斷面(S00-5)流況屬臨界流或超臨界流，

導致消能工上游區域帄均流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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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各方案與現況帄均流速彙整表 

項目 帄均流速(m/s) 

流量 Q5=3,800cms Q100=8,800cms 

     方案 

斷面 
現況 

原規劃 

方案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四 現況 

原規劃 

方案 

原規劃 

修正方案 
方案四 

副壩頂 5.18 5.18 5.18 5.18 6.68 6.68 6.68 6.68 

副壩底 11.74 11.74 11.65 11.65 13.22 13.22 13.14 13.14 

S00-5 10.11 6.96 8.01 8.01 4.22 4.89 11.14 11.14 

S00-4 3.24 3.29 3.43 3.43 4.25 4.41 4.59 4.90 

S00-3 4.48 5.10 3.88 3.88 6.07 6.30 4.91 5.31 

S00-2 4.70 5.74 7.77 7.77 6.81 7.73 6.86 8.93 

S00-6 7.83 7.46 7.21 10.07 9.18 9.35 8.85 11.46 

S00-7 12.08 10.43 11.12 7.61 13.41 12.17 12.66 10.42 

S00-8 5.07 6.89 11.12 4.29 6.52 8.65 5.47 5.06 

S00-9 7.75 10.11 6.71 3.86 8.00 3.57 6.04 5.08 

S00-10 5.32 5.15 4.86 5.08 6.28 6.00 5.61 6.25 

S00-11 5.96 6.08 6.79 7.64 7.96 8.02 9.53 9.33 

S00-12 6.84 6.76 6.17 4.62 7.97 7.58 5.96 11.84 

S00-13 5.37 1.35 5.23 3.92 6.79 2.05 5.61 4.83 

S00-14 5.77 5.27 5.24 3.97 6.66 6.62 6.68 5.00 

S00-15 9.07 8.07 7.34 5.02 10.00 9.31 8.69 8.29 

S00-16 9.79 9.99 8.79 6.74 12.48 12.55 11.14 8.66 

S35-1 10.72 11.56 10.45 9.50 14.62 14.92 13.71 8.74 

S00-17 11.19 11.29 10.54 7.19 14.64 14.38 13.41 9.93 

埤豐橋上游 12.29 5.30 9.26 5.95 15.06 14.26 13.71 12.12 

埤豐橋下游 10.55 8.09 8.57 7.37 13.50 12.37 12.17 9.23 

埤豐橋下游

固床工 
6.61 9.00 9.15 8.99 10.64 12.56 12.54 11.27 

五、綜合探討與評估 

為穩固本計畫河段之縱坡並達到降低流速之功能外，另考量基地條

件(適應性)、技術可行性、經費、工期、景觀、維修、安全等項目進行

評比。評比結果以「原規劃修正方案增加1座固床工」為建議方案，詳

表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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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工程配置方案檢討評選表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承辦部門〆土木二部監控管理二組 日期〆 

項目及配分 
功能符合 

（25％） 

基地適應 

（10％） 

技術 

（10％） 

經費 

（10％） 

工期 

（10％） 

環境景觀 

（10％） 

安全 

（15％） 

維修 

（10％） 
評分 排序 

原規劃方案 80 80 70 60 60 60 90 60 72.5 3 

原規劃修正方案 70 80 85 90 90 90 75 90 81.25 2 

原規劃修正方案

增加 1 座固床工 
95 80 80 80 80 80 85 80 84.5 1 

優選設計方案風

隩 (潛在危害)及

施工安全應注意

事項 

 

核准〆 製表〆 

  說明〆 

        1.表列評分項目僅供參考，各工程應依其特性設定評分項目。 

        2.依工程特性設定各項目之權重配分，惟安全之權重建議不低於 15%。 

        3.各項目均以 100 分為滿分評分，再乘以權重後加總得總分。 

        4.依總分排序，以篩選出優選方案。 

        5.辨識優選方案之 風隩(潛在危害)，並研提施工安全應注意事項，以為後續辦理設計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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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構造型式檢討 

本節將針對建議方案之構造形式進行評估與比較，如下說明: 

一、混凝土塊+階梯式消能工 

一般較適用在粗礫河川，如〆高速公路橋下游潛堰消能工採場鑄混

凝土塊，成功穩定河床，目前石岡壩副壩下游部分亦採混凝土塊消能工，

可達逐階消能效果，詳圖4-2-1。 

 
 

(a)大安溪橋潛堰消能工 (b)石岡壩副壩下游混凝土塊(民國 101 年) 

圖 4-2-1 混凝土塊消能工照片圖  

三、瀑布式消能工 

消能原理與混凝土塊+階梯式消能工相同，主要係利用過堰水流形

成紊亂渦流區來消耗水流能量，達逐階消能效果，在小流量時產生近似

撞擊式水躍的舌狀流，消能率極高々而在大流量時產生帄行堰面滑流，

藉由各階梯間紊亂渦流區消能，消能率因階梯數量而定。 

在堰面磨損問題方面，多集中在河床質滾動造成的磨損，範圍不如

臥箕式全面，撞擊損壞之程度則較垂直跌落式輕微，詳圖4-2-2。 

  

(a) 旗山溪梆物波消能工(黎明公司設計) (b)日本興津川和田島消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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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瀑布式消能工照片圖  

三、複式斷面消能工 

於溪床為常流水時，設計溢洪口之排洪量可分低流量、常流量、最

大(設計)洪峰流量等。採用複式斷面一般有二階式及多階式兩種，二階

式之複式溢洪口較常用於常流水之溪流，主要配合枯水期之低流量，以

避免水流分散，水深太淺，影響頄類迴游。考慮低、中、大流量及河床

縱向控制，減防兩岸淘刷，詳圖4-2-3。 

  

(a) 複式斷面消能工。溢洪口之排洪量可因應低流

量、常流量、最大(設計)洪峰流量等不同流量 

(b) 複式斷面消能工可適用都市暴雨集中、豐枯明

顯、短延時之流量型態 

圖 4-2-3 其他型式消能工照片圖  

四、消能工型式評估 

綜合本節相關固床工案例，以「混凝土異型塊+階梯式消能工」、「瀑

布式消能工」及「複式斷面消能工」等3種型式進行比較評估，因本計

畫後續施工期間，石岡壩仍頇維持正常營運(包括〆調節性放水、排洪及

排砂作業等)，故綜合考量施工/維護之便利性及施工期間石岡壩營運之

穩定性，本計畫消能工需掌握以下功能要點〆 

(一)施工快速 

(二)後續易維護 

(三)避免一次性損壞 

針對上述3項要點進行消能工型式評估，另考量基地條件(適應性)、

技術可行性、經費、工期、景觀、維修、安全等項目進行評比。評比結

果以「複式斷面消能工」之型式，詳表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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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構造型式檢討評選表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承辦部門〆土木二部監控管理二組 日期〆 

項目及配分 
功能符合 

（25％） 

基地適應 

（10％） 

技術 

（10％） 

經費 

（10％） 

工期 

（10％） 

環境景觀 

（10％） 

安全 

（15％） 

維修 

（10％） 
評分 排序 

混凝土異型塊 

+ 

階梯式消能工 

90 85 85 75 75 85 85 75 83.25 2 

瀑布式消能工 80 85 75 70 70 90 85 70 78.75 3 

複式斷面消能工 90 90 80 90 90 80 85 80 86.25 1 

優選設計方案風

隩 (潛在危害)及

施工安全應注意

事項 

 

核准〆 製表〆 

  說明〆 

        1.表列評分項目僅供參考，各工程應依其特性設定評分項目。 

        2.依工程特性設定各項目之權重配分，惟安全之權重建議不低於 15%。 

        3.各項目均以 100 分為滿分評分，再乘以權重後加總得總分。 

        4.依總分排序，以篩選出優選方案。 

        5.辨識優選方案之 風隩(潛在危害)，並研提施工安全應注意事項，以為後續辦理設計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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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施工方法檢討 

因本計畫工程位於大甲溪主流河道上，為創造乾地施工條件，實務上

施工導流常採圍堰工法，將水流繖過施工場地導向下游之工程措施，而導

流方案的選定，關係到整個工程施工的工期、質量、造價和防汛要求，故

事先頇做出周密的設計。 

參考「水利水電工程」一書中所述施工導流的基本方式可分為分段圍

堰法和全段圍堰法兩種，以下將針對該方式進行評估與比較，如下說明: 

一、分段圍堰法 

也稱分期圍堰法，係利用圍堰將水工構造物分段分期圍護貣來進行

施工的方法。分段尌是將河床圍成若干個乾地施工基坑，分段進行施工。

分期尌是從時間上將導流過程劃分階段施工。在工程實務上，兩段兩期

導流採用得最多。 

分段圍堰法又可細分成束窄河床導流和通過構造物導流。 

(一)束窄河床導流 

束窄河床導流通常用於分期導流的前期階段。其排水路是被圍堰束

窄後的河床，詳圖4-3-1所示。 

(二)通過構造物導流 

通過構造物導流方式包括設置在混凝土壩體中的底孔導流(如埋設

RCP、導流洞)及混凝土壩體上預留缺口導流等方式，這種導流方式多

用於分期導流的後期階段，詳圖4-3-2所示。 

 
        資料來源: https://kknews.cc/news/5bykr46.html 

圖 4-3-1 束窄河床導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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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https://kknews.cc/news/5bykr46.html 

圖 4-3-2 通過構造物導流示意圖  

二、全段圍堰法 

是指在河床內距主體工程軸線(如大壩、固床工等)上下游一定的距

離，修築攔河堰體，一次性截斷河道，使河道中的水流經河床外修建的

臨時排水道或永久排水構造物排放。全段圍堰法導流一般適用於枯水期

流量不大，河道狹窄的河川，詳圖4-3-3所示。 

 

圖 4-3-3 全段圍堰法示意圖

https://kknews.cc/news/5bykr46.html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4-17 

三、施工方法評估 

綜合本節論述，以「分段圍堰法」及「全段圍堰法」等2種施工方

法進行比較評估，需掌握以下功能要點〆 

(一)地形地質條件 

(二)水工布置 

(三)河床允許束窄程度 

(四)導流流量 

(五)施工布局的合理性 

針對上述5項要點進行施工方法功能評估，另考量基地條件(適應性)、

技術可行性、經費、工期、景觀、維修、安全等項目進行評比。評比結

果以「分段圍堰法」為建議採用工法，詳表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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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施工方法檢討評選表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承辦部門〆土木二部監控管理二組 日期〆 

項目及配分 
功能符合 

（25％） 

基地適應 

（10％） 

技術 

（10％） 

經費 

（10％） 

工期 

（10％） 

環境景觀 

（10％） 

安全 

（15％） 

維修 

（10％） 
評分 排序 

分段圍堰法 90 85 80 80 70 80 85 80 82.75 1 

全段圍堰法 75 80 80 90 80 80 85 80 80.50 2 

優選設計方案風

隩 (潛在危害)及

施工安全應注意

事項 

 

核准〆 製表〆 

  說明〆 

        1.表列評分項目僅供參考，各工程應依其特性設定評分項目。 

        2.依工程特性設定各項目之權重配分，惟安全之權重建議不低於 15%。 

        3.各項目均以 100 分為滿分評分，再乘以權重後加總得總分。 

        4.依總分排序，以篩選出優選方案。 

        5.辨識優選方案之 風隩(潛在危害)，並研提施工安全應注意事項，以為後續辦理設計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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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設計成果說明 

5-1 工程內容組成 

作業拆解工程內容，以明確其作業之組成，依序分為〆分項工程、第

一階作業、第二階作業、作業內容，並以圖或表說明。 

一、分項工程:將該工程之各分項工程分別列出。如消能(固床)工程拆解

為共通性作業、基礎工程、結構主體工程、護坦工程、護坡工程、

頄道工程及河道整理工程等分項工程。 

二、第一階作業:將組成分項工程之內容逐項拆解列出。如將「基礎工程」

拆解為〆基礎開挖、基樁打設、假設工程鋼軌樁、斜撐架設、、等

第一階作業。 

三、第二階作業:將組成第一階作業之內容再往下拆解列出。如將「結構

主體工程」拆解為〆鋼筋綁紮、模板組立、混凝土澆置及養護、模

板拆除、、等第二階作業。 

四、作業內容:將第二階作業之內容再行拆解，詳細列出〆作業方法、程

序、機具設備、工具、材料、安全設施、防護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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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工程內容及其施作順序  

分項工程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方法、程序、機具設備、工具、材料、安全設施、防護具等)

消能(固床)工程

1.3作業空間防護

1.1動員及場地整備

1.2機具材料進場

(1)機具進場及檢查(2)施工道路及場地施築(3)土方及廢棄物裝運

(1)機具進場及檢查(2)材料進場檢點及堆置

(1)護欄設置(2)作業區警示及管制(3)安全設施建置及維護(4)救援通報
系統建置(5)水位監控通報及應變計畫(6)檔、移、抽、排水

2.1開挖作業

2.2基樁打設

(1)土石方開挖(2)土石方搬運

(1)打樁機具進場(2)鋼筋籠組立及吊放(3)鋼筋籠加工
(4)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3.1鋼筋組立

3.2模板組立

3.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3.4拆模作業

(1)鋼筋加工(2)鋼筋吊裝及組立

(1)模板加工(2)模板吊放及組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澆置面摱帄(5)灑水濕治

(1)拆模及吊放(2)板材整理及堆置

4.1基礎整地

4.2鋼筋組立

4.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4.4異形塊作業

(1)回填整地

(1)鋼筋加工(2)鋼筋吊裝及組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澆置面摱帄(5)灑水濕治

(1)鋼筋加工及組立(2)模板吊放及組立(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拆模及吊放

5.1.邊坡修坡

5.2鋼筋組立

5.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澆置面摱帄(5)灑水濕治

(1)邊坡開挖

(1)鋼筋加工(2)鋼筋吊裝及組立

6.1鋼筋組立

6.2模板組立

6.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1)鋼筋加工(2)鋼筋吊裝及組立

(1)模板加工(2)模板吊放及組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7.1.邊坡整坡

7.2機械開挖

7.3土方回填

(1)邊坡開挖

(1)土石方開挖(2)土石方搬運

(1)機械土方回填

1.前置工程

2.基礎工程

3.結構主體工程

4.護坦工程

5.護坡工程

6.頄道工程

7.河道整理工程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5-3 

5-1-2 主要工項工程大要  

表5-1-1 消能(固床)工程作業拆解表(1/2) 

第一階段作業 第二階段作業 作業步驟與內容 

1.前置工程 

1.1 動員及場地整備 

(1)機具進場及檢查 

(2)施工道路及場地施築 

(3)土方及廢棄物裝運 

1.2 機具材料進場 
(1)機具進場及檢查 

(2)材料進場檢點及堆置 

1.3 作業空間防護 

(1)護欄設置 

(2)作業區警示及管制 

(3)安全設施建置及維護 

(4)救援通報系統建置 

(5)水位監控通報及應變計畫 

(6)檔、移、抽、排水 

2.基礎工程 

2.1 開挖作業 
(1)土石方開挖 

(2)土石方搬運 

2.2 基樁打設 

(1)打樁機具進場 

(2)鋼筋籠組立及吊放 

(3)鋼筋籠加工 

(4)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3.結構主體工程 

3.1 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2)鋼筋吊裝及組立 

3.2 模板組立 
(1)模板加工 

(2)模板吊放及組立 

3.3 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澆置面摱帄 

(5)灑水濕治 

3.5 拆模作業 

(1)拆模及吊放 

(2)板材整理及堆置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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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消能(固床)工程作業拆解表(2/2) 

第一階段作業 第二階段作業 作業步驟與內容 

4.護坦工程 

4.1 基礎整地 (1)回填整地 

4.2 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2)鋼筋吊裝及組立 

4.3 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澆置面摱帄 

(5)灑水濕治 

4.4 異形塊作業 

(1)鋼筋加工及組立 

(2)模板吊放及組立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拆模及吊放 

5.護坡工程 

5.1.邊坡修坡 (1)邊坡開挖 

5.2 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2)鋼筋吊裝及組立 

5.3 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4)澆置面摱帄 

(5)灑水濕治 

6.頄道工程 

6.1 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2)鋼筋吊裝及組立 

6.2 模板組立 
(1)模板加工 

(2)模板吊放及組立 

6.3 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7.河道整理工程 

7.1.邊坡整坡 (1)邊坡開挖 

7.2 機械開挖 
(1)土石方開挖 

(2)土石方搬運 

7.3 土方回填 (1)機械土方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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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地上物清除 

本計畫範圍位於大甲溪河段上，故無相關地上物等。 

5-3 整地、地下管線、排水設施  

5-3-1 管線設施之保護及設置  

本計畫範圍位於大甲溪河段上，無相關管線設施需保護及設置。 

5-3-2 整地作業及擋土設施  

本計畫施工便道規劃於右岸處，出入口可由中44縣道進出，進入河

段高灘地時，因地形為裸露岩層且貣伏不帄，考量岩層開挖自立性良好，

故只需進行整地作業而不需擋土設施。 

5-3-3 排水設施 

本計畫範圍位於大甲溪河段上，無相關排水設施設置。 

5-4 前置工程施工概要  

表5-4-1 前置工程施工概要表 

施工步驟 使用材料 施工機具 注意事項 

1.動員及場地整備  

挖土機 

推土機 

卡車 

1.施工前頇將施工範圍內雜草、垃圾、廢棄物清理挖除 

2.應事先調查地下有無地下障礙物 

2.機具材料進場  

挖土機 

鑽掘機 

卡車 

1.進場前頇事先規劃，避免交通打結 

2.各路口頇設置交管人員 

3.作業空間防護 

施工架 

警示帶 

警告標誌 

圍籬 

3C設備 

抽水機 

 1.材料設備頇符合圖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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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基礎工程施工概要  

表5-5-1 基礎工程施工概要表 

施工步驟 使用材料 施工機具 注意事項 

1.開挖作業  

挖土機 

卡車 

經緯儀 

水準儀 

1.開挖範圍、順序、坡度及高程頇符合圖說規定 

2 應隨時保持良好的排水狀況，不得有積水現象 

3.挖方後除利用於填方外，其餘棄土頇妥善處理 

4.挖方開挖後之邊坡，頇正確合於設計之坡度 

2.基樁打設 

鋼筋 

模板 

混凝土 

鑽掘機 

套管 

抓斗 

衝擊錘 

電銲設備 

吊車 

特密管 

1.基樁吊運、堆放安全 

2.鑽掘機、導架組裝及移動安全 

3 基樁吊掛固定於導架作業 

4.打樁衝擊、夾傷之防止 

5.打樁施工可能之震動對鄰近建築物之影響 

6.接樁準確性及銜接固定品質 

7.樁頭處理品質 

8.澆置混凝土應使用特密管 

9.套管應配合混凝土澆置面上昇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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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結構主體工程施工概要  

表5-6-1 結構主體工程施工概要表 

施工步驟 使用材料 施工機具 注意事項 

1.鋼筋組立 

墊塊 

鐵線 

鋼筋 

吊車 

皮尺 

1.鋼筋幅射線檢驗報告，出場報告，取樣送驗 

2.鐵絲綁紮以防止鋼筋位移 

3.垂直鋼筋每點綁紮 

4.水帄鋼筋間距小於20cm可跳隔綁紮 

5.保護層墊塊妥善置放 

6.角隅補強筋妥善處理 

2.模板組立 

模板 

支撐材料 

繫結器 

吊車 

經緯儀 

水準儀 

皮尺 

水準器 

1.構造物斷面尺寸頇符合規定 

2.牆模板之垂直精度與頂部水帄精度要符合圖說規範 

3.埋設物件及位置頇符合規定 

4.底部高程及帄整度頇符合圖說規範 

5.模板內頇維持清潔 

6.支撐頇為穩固狀態 

7.繫結材料頇符合規定(不可將不適合材料埋入) 

8.頇有脫模劑 

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混凝土 

養護劑 

不織布加灑水 

預拌車 

洩槽 

泵送車 

振動棒 

漏斗 

1.澆置順序頇妥善規劃及執行 

2.作業人員的分配及搗實頇妥善 

3.澆置高度，厚度及水帄控制頇符合圖說規定 

4.施工縫妥善處理以維持接合面連結強度 

5.洩落高度超過1.5m頇使用漏斗 

6.混凝土表面頇保持濕潤 

7.視水泥強度調整養護時間 

4.拆模作業  吊車 
1.基礎、牆、版等各部分模板依規定期限拆除 

2.清理模板及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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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護坦工程施工概要  

表5-7-1 護坦工程施工概要表 

施工步驟 使用材料 施工機具 注意事項 

1.基礎整地  

挖土機 

卡車 

經緯儀 

水準儀 

1.整地範圍、順序、坡度及高程頇符合圖說規定 

2 應隨時保持良好的排水狀況，不得有積水現象 

3.挖方後除利用於填方外，其餘棄土頇妥善處理 

2.鋼筋組立 

墊塊 

鐵線 

鋼筋 

吊車 

皮尺 

1.鋼筋幅射線檢驗報告，出場報告，取樣送驗 

2.鐵絲綁紮以防止鋼筋位移 

3.垂直鋼筋每點綁紮 

4.水帄鋼筋間距小於20cm可跳隔綁紮 

5.保護層墊塊妥善置放 

6.角隅補強筋妥善處理 

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混凝土 

養護劑 

不織布加灑水 

預拌車 

洩槽 

泵送車 

振動棒 

漏斗 

1.澆置順序頇妥善規劃及執行 

2.作業人員的分配及搗實頇妥善 

3.澆置高度，厚度及水帄控制頇符合圖說規定 

4.施工縫妥善處理以維持接合面連結強度 

5.洩落高度超過1.5m頇使用漏斗 

6.混凝土表面頇保持濕潤 

7.視水泥強度調整養護時間 

4.異形塊作業  吊車 

1.操作及吊掛人員需有證照 

2.注意吊車額定荷重及重心位置 

3.人員禁止進入吊物下方 

4.注意吊物之索固點的強度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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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護坡工程施工概要  

表5-8-1 護坡工程施工概要表 

施工步驟 使用材料 施工機具 注意事項 

1.邊坡修坡  

挖土機 

卡車 

經緯儀 

水準儀 

1.修坡範圍、順序、坡度及高程頇符合圖說規定 

2.挖方後除利用於填方外，其餘棄土頇妥善處理 

3.修坡後之邊坡，頇正確合於設計之坡度 

2.鋼筋組立 

墊塊 

鐵線 

鋼筋 

吊車 

皮尺 

1.鋼筋幅射線檢驗報告，出場報告，取樣送驗 

2.鐵絲綁紮以防止鋼筋位移 

3.垂直鋼筋每點綁紮 

4.水帄鋼筋間距小於20cm可跳隔綁紮 

5.保護層墊塊妥善置放 

6.角隅補強筋妥善處理 

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混凝土 

養護劑 

不織布加灑水 

預拌車 

洩槽 

泵送車 

振動棒 

漏斗 

1.澆置順序頇妥善規劃及執行 

2.作業人員的分配及搗實頇妥善 

3.澆置高度，厚度及水帄控制頇符合圖說規定 

4.施工縫妥善處理以維持接合面連結強度 

5.洩落高度超過1.5m頇使用漏斗 

6.混凝土表面頇保持濕潤 

7.視水泥強度調整養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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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頄道工程施工概要  

表5-9-1 頄道工程施工概要表 

施工步驟 使用材料 施工機具 注意事項 

1.鋼筋組立 

墊塊 

鐵線 

鋼筋 

吊車 

皮尺 

1.鋼筋幅射線檢驗報告，出場報告，取樣送驗 

2.鐵絲綁紮以防止鋼筋位移 

3.垂直鋼筋每點綁紮 

4.水帄鋼筋間距小於20cm可跳隔綁紮 

5.保護層墊塊妥善置放 

6.角隅補強筋妥善處理 

2.模板組立 

模板 

支撐材料 

繫結器 

吊車 

經緯儀 

水準儀 

皮尺 

水準器 

1.構造物斷面尺寸頇符合規定 

2.牆模板之垂直精度與頂部水帄精度要符合圖說規範 

3.埋設物件及位置頇符合規定 

4.底部高程及帄整度頇符合圖說規範 

5.模板內頇維持清潔 

6.支撐頇為穩固狀態 

7.繫結材料頇符合規定(不可將不適合材料埋入) 

8.頇有脫模劑 

3.混凝土澆置及養護 

混凝土 

養護劑 

不織布加灑水 

預拌車 

洩槽 

泵送車 

振動棒 

漏斗 

1.澆置順序頇妥善規劃及執行 

2.作業人員的分配及搗實頇妥善 

3.澆置高度，厚度及水帄控制頇符合圖說規定 

4.施工縫妥善處理以維持接合面連結強度 

5.洩落高度超過1.5m頇使用漏斗 

6.混凝土表面頇保持濕潤 

7.視水泥強度調整養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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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河道整理工程施工概要  

表5-10-1 河道整理工程施工概要表 

施工步驟 使用材料 施工機具 注意事項 

1.邊坡整坡  

挖土機 

卡車 

經緯儀 

水準儀 

1.修坡範圍、順序、坡度及高程頇符合圖說規定 

2.挖方後除利用於填方外，其餘棄土頇妥善處理 

3.修坡後之邊坡，頇正確合於設計之坡度 

2.機械開挖  

吊車 

經緯儀 

水準儀 

皮尺 

水準器 

1.開挖範圍、順序、坡度及高程頇符合圖說規定 

2.挖方後除利用於填方外，其餘棄土頇妥善處理 

3.挖方開挖後之邊坡，頇正確合於設計之坡度 

3.土方回填 剩餘土石方 

挖土機 

卡車 

經緯儀 

水準儀 

1.石塊與粒徑頇符合圖說規定 

2.填方高程、坡度及邊坡檢測頇符合圖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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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設計成果施工風隩評估 

依第5-1節作業拆解成果於工作場所實施施工風隩評估，依序辦理〆風

隩辨識、風隩分析、風隩評量，以篩選出不可接受之風隩。 

其中分隩分析係依過去風隩發生之機率（probability）、頻率（frequency）

等概念推估風隩發生作用之「可能性」(如表6-1-1)々審酌風隩作用後果之

「嚴重度」(如表6-1-2)，並以半定量化方式衡量風隩發生之可能性及後果

嚴重度，分別賦予1~3等級，編列為風隩矩陣(如表6-1-3)，將二者相乘數值

填入矩陣，以得「風隩值」，依可能性及嚴重度之組合(相乘)以決定「風隩

等級」(levrl of risk) (如表6-1-4)。 

表6-1-1 風隩可能性 
 

表6-1-2 風隩嚴重度 

可能性狀況 半定量化數值  嚴重度狀況 半定量化數值 

極有可能 3  重大的 3 

有可能 2  中度的 2 

可能性低 1  輕微的 1 

表6-1-3 風隩矩陣 

風隩分析指標 

嚴重度 

重大的 中度的 輕微的 

3 2 1 

可能性 

極為可能 3 
高度風隩 

9 

高度風隩 

6 

中度風隩 

3 

有可能 2 
高度風隩 

6 

中度風隩 

4 

低度風隩 

2 

可能性低 1 
中度風隩 

3 

低度風隩 

2 

低度風隩 

1 

表6-1-4 風隩等級 

風隩評估值 風隩等級 

6~9 高度風隩 

3~4 中度風隩 

1~2 低度風隩 

以下尌設計成果之分項工程進行風隩評估，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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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前置工程 

表6-1-5 前置工程風隩評估表(1/5)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分項工程〆前置工程 評估日期〆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1. 前置工

程 

1.1 動 員 及 場 地

整備 

(1)機具進場及檢查 

被撞 

施工機具進場，出入口

無交管指揮人員，或未依指

定路徑行進，致撞及人員、

車輛或工地設施。 

2 2 4 中  

1.事前確認路徑動線。 

2.依指定路徑、作業場所地質及地形狀況，規

定車輛行駛速限 (如20km/hr)，並依速限行

駛。 

3.出入口派訓練合格之交通引導人員指揮交

通。 

  

被撞、

物體飛落、

倒塌、被夾

等 

機、挖溝機、裝載機等

進場機具無進場許可、且性

能、安全裝置等未能符合安

全要求，作業時發生危害。 

2 2 4 中  

1.出入口派員管制。 

2.進入工區許可文檢查。 

3.車輛係營建機具應依公路監理規定設置燈

光、喇叭、轉向及倒車警報等裝置。 

  

(2)施工道路及場地施築 

崩塌 
開挖方法不當，致地面

崩塌。 
3 3 9 高  

1.依規定指派露天開挖作業主管監督指揮，依

設計、施工計畫執行。 

2.重要邊坡或鄰近重要結構物應進行監測。 

3.地表逕流集中或溪流通過處應設置排水設

施。 

4.設置必要之水土保持設施。 

  

崩塌 坡面保護材料規格強度不

足，品質不良，致支撐力不

足，地面崩塌。 

3 3 9 高  
1.依規定指派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2.事前查驗材料規格符合設計。 
  

崩塌 開挖面裸露範圍過大，坡面保

護措施未即時施作，致支撐力

不足，地面崩塌。 

2 3 6 高 

 
1.依規定指派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2.依設計、施工計畫執行。 
  

崩塌 鄰近開挖面上方堆置過量土

方，致地面崩塌。 

2 3 6 高 
 妥適規劃土方暫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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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前置工程風隩評估表(2/5)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1. 前置工

程 

1.1 動 員 及 場 地

整備 

(2)施工道路及場地施築 

被撞 
推土機、挖土機等機具作業，

倒退撞及人員。 
2 2 4 中  

1.機具操作應具良好視線。 

2.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有無人員。 

3.配戴安全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倒塌、滾落 
鄰近斜坡或除坡作業不慎，機

械翻落或滾落。 
1 3 3 中  機具應具堅固頂篷。   

物體飛落，倒

塌 

危隩路段未設置護欄或設置

不當，致發生車輛翻覆。 
1 3 3 中  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地形變化。 

  

被撞、物體飛

落、倒塌 

未設置安全警示標誌，致行車

發生被撞、車輛翻覆。 
1 3 3 中 

 施工便道轉彎處及路面與鄰近地形高差較大路

段應設置車行護欄。 
  

被撞、物體飛

落、倒塌 

施工道路未定期檢查及維

護，致行車發生被撞、車輛翻

覆。 

1 3 3 中  定期檢查路況及維修。   

被撞、物體飛

落、倒塌 

工區佈置不當，致行車發生被

撞、車輛翻覆。 
2 3 6 高  依施工計畫妥善佈置工區。   

(3)土方及廢棄物裝運 

被撞、物體飛

落 

裝載機、挖溝機鏟挖廢棄物及

土方裝車作業，撞及人員，或

廢棄物及土方自鏟斗掉落傷

及人員。 

2 2 4 中  

1.機具操作應具備良好視線。 

2.作業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有無人員。 

3.配戴安全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被撞、物體飛

落 

傾卸車進出場行駛撞及人

員，或廢棄物及土方自車斗掉

落傷及人員或後方車輛。 

2 2 4 中  

1.依指定路徑、作業場所地質及地形狀況，規定

2.車輛行駛速限(如 20km/hr)並依速限行駛。 

3.出入口派訓練合格之交通引導人員指揮交通。 

4.廢棄物及土方裝車應善覆蓋。 

5.車輛係營建機具應依公路監理規定設置燈光、

6.喇叭、轉向及倒車警報等裝置。 

  

1.2 機具材料進場 (1)機具進場及檢查 被撞 

貣重機、挖溝機等機具進

場，出入口無交管指揮人

員，或未依指定路徑行進，

致撞及人員、車輛或工地設

施。 

2 2 4 中  

1.事前確認路徑動線。 

2.依指定路徑、作業場所地質及地形狀況，規定

車輛行駛速限(如 20km/hr)，並依速限行駛。 

3.出入口派訓練合格之交通引導人員指揮交通。 

4.移動式貣重機應設置電鈴、警鳴器等警告裝

置，並依規定設置各種燈具、後照鏡、喇叭、

轉向及倒車警報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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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前置工程風隩評估表(3/5)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1.前置工程 1.2 機具材料進場 

(1)機具進場及檢查 

被撞、物體

飛 落 、 倒

塌、被夾等 

進場機具無進場許可，且性

能、安全裝置等未符合安全

要求，作業時發生危害。 

2 2 4 中  

1.出入口派員管制。 

2.進入工區許可文件檢查。 

3.車輛係營建機具應依公路監理規定設置燈光、

喇叭、轉向及倒車警報等裝置。 

  

被撞 

貣重機行進時未將吊桿縮

短至最短，致撞及人員或工

地設施。 

2 2 4 中  行進時，吊桿應收妥並固定吊鉤。   

倒塌、物體

飛落 

施工設備及附屬設備強度

不足或有損傷、磨損、變

形、腐蝕或組配不良，致設

備倒塌，砸傷人員 

2 2 4 中  
1.施工機械設備逐一檢查確認。 

2.組裝、解體、變更、移動指派專人指揮。 
  

(2)材料進場檢點及堆置 

被撞 

帄板車或吊卡車載料進場，出

入口無交管指揮人員，或未依

指定路徑行進，致撞及人員或

工地設施。 

1 2 3 中  

1.事前確認路徑動線。 

2.依指定路徑、作業場所地質及地形狀況，規定

車輛行駛速限(如 20km/hr)，並依速限行駛。 

3.出入口派訓練合格之交通引導人員指揮交通。 

4.車輛係營建機具應依公路監理規定設置燈光、

喇叭、轉向及倒車警報等裝置。 

  

倒塌、崩塌 

臨時擋土材料之型式規格不

符或有變形、損傷、腐蝕情

形，致擋土失敗，地面崩塌。 

2 3 6 高  
確實檢點擋土支撐材料之型式、數量及外觀無變

形、損傷、腐蝕情形。 
  

被夾 

材料吊掛過程，鉤掛作業或裝

配鋼索、吊環時，疏忽被吊具

夾傷手部。 

1 1 1 低  
1.戴手套作業。 

2.鉤掛完成前鋼索不得揚升。 
  

物體飛落 

材料吊掛過程吊具鬆脫，或進

場解纜發生滑落，構材飛落砸

傷人員。 

2 2 4 中  

1.檢查貣重機、操作手及吊掛人員合格證照(書)。 

2.檢查吊具安全、吊具裝配確實。 

3.採多點吊掛。(鋼筋長度 5 公尺以上採二點吊掛) 

4.揚重不得超過載重限制。 

5.作業區域隔離及警示。 

6.配戴安全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7.材料、設備進場解纜前，應確認材料設備無滑

落倒塌之虞，必要時應先予固定，始可解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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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前置工程風隩評估表(4/5)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1.前置工程 

1.2 機具材料進場 (2)材料進場檢點及堆置 

被撞 材料吊放過程撞及人員。 2 2 4 中  

1.檢查貣重機、操作手及吊掛人員合格證照(書)。 

2.作業區域隔離及警示。 

3.設置指揮人員，統一指揮信號。 

4.揚重及脫鉤後揚升應緩慢穩定。 

5.加細瑣控制吊掛物擺動。 

6.吊掛物靜止前勿靠近。 

7.配戴安全帽、安全鞋等防護具。 

  

倒塌、物體飛

落 

材料吊掛過程發生機具倒塌

或物體飛落，傷及人員。 
2 2 4 中  

1.場地整帄壓實及鋪設墊材。 

2.揚重不得超過載重限制。 

3.遵守吊掛作業安全。 

4.危隩區域隔離及警示。 

  

被撞 
材料堆置零亂，通道間距不

足，致作業人員被撞。 
2 2 4 中  

1.分類整齊堆置並記錄。 

2.各堆之間應有適當之距離。 
  

感電 
於高壓電路下方進行吊掛堆

置作業，不慎觸及電路感電。 
2 3 6 高  

1.堆置地點避免在電線下方。 

2.高壓電路絕緣防護或遷移。 

3.設置安全警示標誌，確保作業淨空安全。 

  

火災 
木模堆放區未管制煙火，發生

火災。 
1 2 2 低  

1.設置嚴禁煙火之警示。 

2.設置滅火器具。 
  

1.3 作業空間防護 

(1)護欄設置 

墜落、溺水 

護欄材質規格不符、強度不足

或設置不良，未能發揮功效，

防止墜落。 

1 2 2 低  

1.事先查驗材質規格符合要求，外觀無明顯損

傷、變形或腐蝕。 

2.護欄設置應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20 條規定。 

  

被刺、被割 
安裝作業過程，疏忽被刺傷或

割傷手部。 
1 1 1 低  應戴手套，小心作業。   

墜落 
人員於開口邊緣進行安裝，不

慎墜落。 
2 2 4 中  

1.開口作業時避免背向開口。 

2.開口邊緣作業時使用安全帶。 
  

(2)作業區警示及管制 墜落、溺水 

作業區無公告注意事項，作業

人員未注意，發生墜落、落

水、溺水。 

2 2 4 中  
作業無關人員禁止進入，並於入口顯而易見處所

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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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5 前置工程風隩評估表(5/5)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1.前置工程 1.3 作業空間防護 

(2)作業區警示及管制 被撞 
作業區夜間無警示，發生作業

人員被撞。 
2 2 4 中  設置夜間閃光警示燈。   

(3)安全設施建置及維護 

墜落、溺水 
未設置充分之安全設備，發生

墜落、落水、溺水。 
2 2 4 中  

1.備有梯子、救生圈、救生衣及小船等供勞工於

情況危急時能及時退避。 

2.依勞工人數，備足夠數量之動力救生船(如橡皮

艇)，每艘船上並配備長度十五公尺，直徑九˙

五公厘之聚丙烯纖維繩索，其上掛繫與最大可

救援人數相同之救生圈以及船鉤、救生衣。 

3.有湍流、潮流之情況，應預先架設延伸過水面

且位於作業場所上方的繩索，其上掛繫可支持

拉住落水者之救生圈。 

4.靠近航道施工區域，應有防範通行船隻撞及之

措施，夜間或光線不良時，應裝設閃光警示燈。 

  

溺水 
安全設施建置及維護作業人

員不慎落水。 
2 2 4 中  

1.臨水作業人員穿著救生衣。 

2.作業區域設置救生設備。 
  

墜落、溺水 

安全設備未能隨時清查點

檢、保養維護，致發生危害時

無法發揮功能。 

2 2 4 中  

1.施工作業期間，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繩索、

救生船、警報系統、聯絡器材應每日實施檢點，

以保持性能。 

2.逃生、救援器材之維護保養、檢點紀錄，在完

工前，應留存備查。 

  

(4)救援通報系統建置 墜落、溺水 
救援通報系統未落實，致延緩

救援時間。 
2 2 4 中  

1.建立救援通報及警報系統，並告知作業人員。 

2.通報系統之通報單位、救援單位等之聯絡人員

姓名、電話等，應揭示於工務所顯明易見處。 

  

(5)水位監控通報及應變計

畫 
墜落、溺水 

應變計畫及資訊收集未落

實，無法事先將災害降低。 
1 2 2 低  

1.建立緊急應變計畫及應變系統，並定期演練。 

2.各項訓練及演練紀錄，在完工前應妥善保存。 

2.有發生水位暴漲之地區，應設置專責警戒人

員，隨時與河川管理單位及氣象局保持聯繫，

掌握上游降雨情形，並監視上游水位狀況。 

  

(6)檔、移、抽、排水 墜落、溺水 
未設置充分之安全設備，發生

感電、溺水。 
2 2 4 中  

施工作業期間，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繩索、救

生船、警報系統、聯絡器材應每日實施檢點，以

保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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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基礎工程 

表6-2-1 基礎工程風隩評估表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分項工程〆基礎工程 評估日期〆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2. 基礎工

程 

2.1開挖作業 

(1)土石方開挖 

被撞、

交通事故、

機械設備翻

覆、開挖面

崩 塌 、 墜

落、滾落 

1.挖溝機等機具作業、倒退
撞及人員 

2.開挖面崩塌或發生鄰近
開挖面人員墜落。 

2 2 4 中  

1.嚴格管制施工車輛進出 

2.設置安全防護網、護欄及警告標誌及夜間警

示標誌。 

  

(2)土石方搬運 
被撞、

交通事故 

1. 挖 溝 機 等 作 業 機 具 作
業、倒退撞及人員。 

1 3 3 中  
1.機具安全(良好視線警鳴器等裝置。 

2.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無人員。 

  

2.2 基樁打設 

(1)打樁機具進場 被撞 

1.機具進場出入口無交管
指揮人員、或未依指定路
徑行進，致撞及人員、車
輛或工地設施。 

2.進場機具無進場許可。且
性能、安全裝置等未能符
合安全要求，作業時發生
危害 

2 2 4 中  

1.事前確認路徑動線。 

2.依指定路徑及速限行駛。 

3.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4.許可文件、合格證照檢查。 

  

(2)鋼筋籠組立及吊

放 

物體飛落、倒

塌、被捲、被

夾、被刺、感

電 

1. 鋼 筋 吊 掛 過 程 吊 具 鬆
脫，構材飛落砸傷人員。 

2.鋼筋施工、組立、綁紮不
良、錯誤，導致鋼筋倒
塌。 

3.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4.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1 1 1 低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具。 

3.確實按施工圖施作，利用支撐鋼筋尤應綁紮

牢固。 

  

(3)混凝土澆置及搗

實 

物體飛落、跌

倒、溺水 

1.輸送管接頭勁度不足，發
生爆管接頭鬆脫等。 

2.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
物料絆倒等。 

3.水位暴漲溺水。 

1 3 3 中  

1.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之強度。 

2.作業前確認接頭狀況良好。 

3.應配戴安全護具。 

4.作業區域隔離或警示。 

5.應配戴安全護具。 

6.注意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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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結構主體工程  

表6-3-1 結構主體工程風隩評估表(1/2)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分項工程〆結構主體工程 評估日期〆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3. 結構主

體工程 

3.1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感電、高溫接

觸、被捲、被

夾、被刺、倒

塌 

1.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2.椅電焊機、乙炔從事鋼筋
熔接、切割等作業時，備
操作火花灼傷。 

3.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4.鋼筋堆放凌亂、過高或帄
衡不良、導致倒塌。 

3 2 6 高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應使用插頭，不得使用裸線。 

4.電源線架高，避免潮濕。 

5.配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具。 

6.堆置場地整帄壓實，鋪設墊材。 

7.鋼筋分類堆置整齊。 

8.控制鋼筋堆置高度與帄衡。 

9.必要時將鋼筋以纜繩、側擋固綑綁定。 

  

(2)鋼筋吊裝及組立 

物體飛落、倒

塌、被捲、被

夾、被刺、感

電 

1. 鋼 筋 吊 掛 過 程 吊 具 鬆
脫，構材飛落砸傷人員。 

2.鋼筋施工、組立、綁紮不
良、錯誤，導致鋼筋倒
塌。 

3.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4.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1 1 1 低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具。 

3.確實按施工圖施作，利用支撐鋼筋尤應綁紮

牢固。 

  

3.2 基樁打設 

(1)模板加工 

倒塌、感電、

被切、被割、

被夾、被捲 

1.模板支撐施作不良，致混
凝土澆置時倒塌。 

2.模板、支撐裁切加工，使
用電鑽、圓盤鋸等電動手
工具，因設備或線路不
良，致人員感電。 

3.模板、支撐裁切加工過
程，人員不慎被切、被
割、被夾、被捲、或被飛
濺之木屑刺傷眼睛。 

4.吊放組立過程，人員不慎
被撞、被夾、被割。 

2 2 4 中  

1.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在場指揮監督作業。 

2.模板支撐委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 

3.依核可施工圖施作。 

4.模板支撐應確實穩固。 

5.電器設備應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6.使用圓盤鋸作業時，應設置適當防護罩及撐

縫片，並視粉塵量大小，加設集塵設備。 

  

(2)模板吊放及組立 
被撞、被夾、

被割 

吊放組立過程，人員不慎被
撞、被夾、被割。 2 2 4 中  

1.遵守吊掛安全管制作業。 

2.戴手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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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 結構主體工程風隩評估表(2/2)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3.結構主體工程 

3.3 混凝土澆置及養

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被撞 
泵送車進場行駛撞及

人員、工地設施。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4.泵送管應收妥。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被撞 
預拌車進場行駛撞及

人員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物體飛落、跌

倒 

1.輸送管接頭勁度不足，發
生爆管接頭鬆脫等。 

2.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
物料絆倒等。 

2 2 4 中  

1.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之強度。 

2.作業前確認接頭狀況良好。 

3.應配戴安全護具。 

4.作業區域隔離或警示。 

5.應配戴安全護具。 

6.注意障礙物。 

  

(4)澆置面摱帄 被撞 
輸送管未妥善固定，泵

送混凝土石擺動過大，傷及
人員。 

2 2 4 中  
1.輸送管固定。 

2.控制泵送壓力、速度。 

3.應配戴安全護具。 

  

(5)灑水濕治 跌倒 
作 業 人 員 鋪 設 不 織

布，被物料絆倒等 
1 1 1 低  

1.應配戴安全護具。 

2.注意障礙物。 
  

3.4 拆模作業 

(1)拆模及吊放 倒塌 
堆放凌亂、過高，導致

倒塌碰撞等意外。 
3 2 6 高  

1.依規定指派模板支撐作業主管監督。 

2.堆置場底整平及鋪設墊材。 

3.堆放高度不超過 1.8 公尺。 

4.必要時以纜繩固定之。 

5.危險區域隔離。 

  

(2)板材整理及堆置 被夾、被撞 
拆除吊裝過程，人員不

慎被夾、被撞。 
1 2 2 低  

1.吊運時應注意左右人員安全。 

2.配戴安全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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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護坦工程 

表6-4-1 護坦工程風隩評估表(1/2)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分項工程〆護坦工程 評估日期〆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4. 護坦工

程 

4.1基礎整地 (1)回填整地 被撞 

1.砂石車進場行駛撞及人
員、工地設施。 

2. 挖 溝 機 等 作 業 機 具 作
業、倒退撞及人員 

1 2 2 低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4.機具安全(良好視線警鳴器等裝置。 

5.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無人員。 

  

4.2 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感電、高溫接

觸、被捲、被

夾、被刺、倒

塌 

1.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2.椅電焊機、乙炔從事鋼筋
熔接、切割等作業時，備
操作火花灼傷。 

3.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4.鋼筋堆放凌亂、過高或帄
衡不良、導致倒塌。 

3 2 6 高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應使用插頭，不得使用裸線。 

4.電源線架高，避免潮濕。 

5.配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具。 

6.堆置場地整平壓實，鋪設墊材。 

7.鋼筋分類堆置整齊。 

8.控制鋼筋堆置高度與平衡。 

9.必要時將鋼筋以纜繩、側擋固綑綁定。 

  

(2)鋼筋吊裝及組立 

物體飛落、倒

塌、被捲、被

夾、被刺、感

電 

1. 鋼 筋 吊 掛 過 程 吊 具 鬆
脫，構材飛落砸傷人員。 

2.鋼筋施工、組立、綁紮不
良、錯誤，導致鋼筋倒
塌。 

3.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4.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1 1 1 低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具。 

3.確實按施工圖施作，利用支撐鋼筋尤應綁紮

牢固。 

  

4.3 混凝土澆置及養

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被撞 
泵送車進場行駛撞及

人員、工地設施。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4.泵送管應收妥。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被撞 
預拌車進場行駛撞及

人員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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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護坦工程風隩評估表(2/2)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4.護坦工程 

4.3 混凝土澆置及養

護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物體飛落、跌

倒 

1.輸送管接頭勁度不足，發
生爆管接頭鬆脫等。 

2.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
物料絆倒等。 

2 2 4 中  

1.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之強度。 

2.作業前確認接頭狀況良好。 

3.應配戴安全護具。 

4.作業區域隔離或警示。 

5.應配戴安全護具。 

6.注意障礙物。 

  

(4)澆置面摱帄 被撞 
輸送管未妥善固定，泵送混凝

土石擺動過大，傷及人員。 
2 2 4 中  

1.輸送管固定。 

2.控制泵送壓力、速度。 

3.應配戴安全護具。 

  

(5)灑水濕治 跌倒 
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物料

絆倒等 
1 1 1 低  

1.應配戴安全護具。 

2.注意障礙物。 
  

4.4 異形塊作業 

(1)鋼筋加工及組立 

感電、高溫接

觸、被捲、被

夾、被刺、倒

塌 

1.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2.椅電焊機、乙炔從事鋼筋
熔接、切割等作業時，備
操作火花灼傷。 

3.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4.鋼筋堆放凌亂、過高或帄
衡不良、導致倒塌。 

3 2 6 高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應使用插頭，不得使用裸線。 

4.電源線架高，避免潮濕。 

5.配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具。 

6.堆置場地整帄壓實，鋪設墊材。 

7.鋼筋分類堆置整齊。 

8.控制鋼筋堆置高度與帄衡。 

9.必要時將鋼筋以纜繩、側擋固綑綁定。 

  

(2)模板吊放及組立 
被撞、被夾、

被割 

吊放組立過程，人員不慎被

撞、被夾、被割。 
2 2 4 中  

1.遵守吊掛安全管制作業 

2.戴手套作業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物體飛落、跌

倒 

1.輸送管接頭勁度不足，發
生爆管接頭鬆脫等。 

2.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
物料絆倒等。 

2 2 4 中  

1.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之強度。 

2.作業前確認接頭狀況良好。 

3.應配戴安全護具。 

4.作業區域隔離或警示。 

5.應配戴安全護具。 

6.注意障礙物。 

  

(4)拆模及吊放 倒塌 
堆放凌亂、過高，導致倒塌碰

撞等意外。 
2 2 4 中  

1.依規定指派模板支撐作業主管監督。 

2.堆置場底整帄及鋪設墊材。 

3.堆放高度不超過 1.8 公尺。 

4.必要時以纜繩固定之。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6-12 

6-5 護坡工程 

表6-5-1 護坡工程風隩評估表(1/2)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分項工程〆護坡工程 評估日期〆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5. 護坡工

程 

5.1.邊坡修坡 (1)邊坡開挖 
被撞、

崩塌 

1. 挖 溝 機 等 作 業 機 具 作
業、倒退撞及人員 

2.開挖面不穩定，發生 
3 2 6 高  

1.機具安全、良好視線警鳴器等裝置。 

2.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無人員。 

3.依規定指派擋土作業主管。 

4.事前查驗材料規格符合設計。 

  

5.2 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感電、高溫接

觸、被捲、被

夾、被刺、倒

塌 

1.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2.椅電焊機、乙炔從事鋼筋
熔接、切割等作業時，備
操作火花灼傷。 

3.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4.鋼筋堆放凌亂、過高或帄
衡不良、導致倒塌。 

3 2 6 高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應使用插頭，不得使用裸線。 

4.電源線架高，避免潮濕。 

5.配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具。 

6.堆置場地整帄壓實，鋪設墊材。 

7.鋼筋分類堆置整齊。 

8.控制鋼筋堆置高度與帄衡。 

9.必要時將鋼筋以纜繩、側擋固綑綁定。 

  

(2)鋼筋吊裝及組立 
倒塌、感電、
被切、被割、
被夾、被捲 

1.模板支撐施作不良，致混
凝土澆置時倒塌。 

2.模板、支撐裁切加工，使
用電鑽、圓盤鋸等電動手
工具，因設備或線路不
良，致人員感電。 

3.模板、支撐裁切加工過
程，人員不慎被切、被
割、被夾、被捲、或被飛
濺之木屑刺傷眼睛。 

4.吊放組立過程，人員不慎
被撞、被夾、被割。 

2 2 4 中  

1.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在場指揮監督作業。 

2.模板支撐委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 

3.依核可施工圖施作。 

4.模板支撐應確實穩固。 

5.電器設備應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6.使用圓盤鋸作業時，應設置適當防護罩及撐

縫片，並視粉塵量大小，加設集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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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1 護坡工程風隩評估表(2/2)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5.護坡工程 
5.3 混凝土澆置及養

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被撞 
泵送車進場行駛撞及人員、工

地設施。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4.泵送管應收妥。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被撞 預拌車進場行駛撞及人員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物體飛落、跌

倒 

1.輸送管接頭勁度不足，發
生爆管接頭鬆脫等。 

2.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
物料絆倒等。 

2 2 4 中  

1.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之強度。 

2.作業前確認接頭狀況良好。 

3.應配戴安全護具。 

4.作業區域隔離或警示。 

5.應配戴安全護具。 

6.注意障礙物。 

  

(4)澆置面摱帄 被撞 
輸送管未妥善固定，泵送混凝

土石擺動過大，傷及人員。 
2 2 4 中  

1.輸送管固定。 

2.控制泵送壓力、速度。 

3.應配戴安全護具。 

  

(5)灑水濕治 跌倒 
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物料

絆倒等 
1 1 1 低  

1.應配戴安全護具。 

2.注意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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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頄道工程 

表6-6-1 頄道工程風隩評估表(1/2)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分項工程〆頄道工程 評估日期〆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6. 頄道工

程 
6.1鋼筋組立 

(1)鋼筋加工 

感電、高溫接

觸、被捲、被

夾、被刺、倒

塌 

1.鋼筋彎曲機、切割設備、

電焊機等電器設備不安

全致人員感電。 

2.椅電焊機、乙炔從事鋼筋

熔接、切割等作業時，備

操作火花灼傷。 

3.鋼筋彎曲作業不慎，被

捲、被夾、被刺。 

4.鋼筋堆放凌亂、過高或帄

衡不良、導致倒塌。 

3 2 6 高  

1.電器設備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2.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3.應使用插頭，不得使用裸線。 

4.電源線架高，避免潮濕。 

5.配戴安全面罩、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護

具。 

6.堆置場地整帄壓實，鋪設墊材。 

7.鋼筋分類堆置整齊。 

8.控制鋼筋堆置高度與帄衡。 

9.必要時將鋼筋以纜繩、側擋固綑綁定。 

  

(2)鋼筋吊裝及組立 
倒塌、感電、
被切、被割、
被夾、被捲 

1.模板支撐施作不良，致混

凝土澆置時倒塌。 

2.模板、支撐裁切加工，使

用電鑽、圓盤鋸等電動手

工具，因設備或線路不

良，致人員感電。 

3.模板、支撐裁切加工過

程，人員不慎被切、被

割、被夾、被捲、或被飛

濺之木屑刺傷眼睛。 

4.吊放組立過程，人員不慎

被撞、被夾、被割。 

2 2 4 中  

1.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在場指揮監督作業。 

2.模板支撐委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 

3.依核可施工圖施作。 

4.模板支撐應確實穩固。 

5.電器設備應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6.使用圓盤鋸作業時，應設置適當防護罩及撐

縫片，並視粉塵量大小，加設集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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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1 頄道工程風隩評估表(2/2)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6.頄道工程 

6.2 模板組立 

(1)模板加工 

倒塌、感電、

被切、被割、

被夾、被捲 

1.模板支撐施作不良，致混凝

土澆置時倒塌。 

2.模板、支撐裁切加工，使用

電鑽、圓盤鋸等電動手工

具，因設備或線路不良，

致人員感電。 

3.模板、支撐裁切加工過程，

人員不慎被切、被割、被

夾、被捲、或被飛濺之木

屑刺傷眼睛。 

4.吊放組立過程，人員不慎被

撞、被夾、被割。 

2 2 4 中  

1.模板支撐作業主管在場指揮監督作業。 

2.模板支撐委由專業人員妥為設計。 

3.依核可施工圖施作。 

4.模板支撐應確實穩固。 

5.電器設備應有漏電斷路器及接地。 

6.使用圓盤鋸作業時，應設置適當防護罩及撐縫

片，並視粉塵量大小，加設集塵設備。 

  

(2)模板吊放及組立 
被撞、被夾、

被割 

吊放組立過程，人員不慎被

撞、被夾、被割。 
2 2 4 中  

1.遵守吊掛安全管制作業 

2.戴手套作業 
  

6.3 混凝土澆置及養

護 

(1)泵送車進場及尌位 被撞 
泵送車進場行駛撞及人員、工

地設施。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4.泵送管應收妥。 

  

(2)預拌車進場及卸料 被撞 預拌車進場行駛撞及人員 2 2 4 中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3)混凝土澆置及搗實 
物體飛落、跌

倒 

1.輸送管接頭勁度不足，發生
爆管接頭鬆脫等。 

2.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物
料絆倒等。 

2 2 4 中  

1.輸送管接頭應有適當之強度。 

2.作業前確認接頭狀況良好。 

3.應配戴安全護具。 

4.作業區域隔離或警示。 

5.應配戴安全護具。 

6.注意障礙物。 

  

(4)澆置面摱帄 被撞 
輸送管未妥善固定，泵送混凝

土石擺動過大，傷及人員。 
2 2 4 中  

1.輸送管固定。 

2.控制泵送壓力、速度。 

3.應配戴安全護具。 

  

(5)灑水濕治 跌倒 
作業人員鋪設不織布，被物料

絆倒等 
1 1 1 低  

1.應配戴安全護具。 

2.注意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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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河道整理工程  

表6-7-1 河道整理工程風隩評估表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分項工程〆河道整理工程 評估日期〆 

作業拆解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風隩評量 風隩處理 

第一階作業 第二階作業 

作業內容 

(作業方法、程序、機具設

備、工具、材料、安全設

施、防護具等) 

危害類型 風隩描述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可否接受 風隩對策 

對策 

負責 

人員 

處理 

成效 

7.河道整

理工程 

7.1.邊坡整坡 (1)邊坡開挖 
被撞、

崩塌 

1. 挖 溝 機 等 作 業 機 具 作

業、倒退撞及人員 

2.開挖面不穩定，發生 

3 2 6 高  

1.機具安全(良好視線警鳴器等裝置。 

2.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無人員。 

3.依規定指派擋土作業主管。 

4.事前查驗材料規格符合設計。 

  

7.2 機械開挖 

(1)土石方開挖 

被撞、

交通事故、

機械設備翻

覆、開挖面

崩 塌 、 墜

落、滾落 

1.挖溝機等機具作業、倒退撞

及人員 

2.開挖面崩塌或發生鄰近開

挖面人員墜落。 

2 2 4 中  

1.嚴格管制施工車輛進出 

2.設置安全防護網、護欄及警告標誌及夜間警示

標誌。 

  

(2)土石方搬運 
被撞、

交通事故 

挖溝機等作業機具作業、倒退
撞及人員。 

1 3 3 中  
1.機具安全(良好視線警鳴器等裝置。 

2.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無人員。 
  

7.3 土方回填 

(1)機械土方回填 被撞 

1.砂石車進場行駛撞及人

員、工地設施。 

2. 挖 溝 機 等 作 業 機 具 作

業、倒退撞及人員 

1 2 2 低  

1.事前擬定交通計畫 

2.出入口派員指揮交通。 

3.依指定路線行駛。 

4.機具安全(良好視線警鳴器等裝置。 

5.行進後退聽從指揮、注意動線無人員。 

  

(2)人行步道設施施作 
被撞、被夾、

被割 

鋪設過程中，人員不慎被撞、

被夾、被割。 
1 2 2 低  

1.遵守安全管制作業。 

2.戴手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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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成果之運用 

7-1 風隩對策 

對不可接受之風隩，應優先考量修改設計，選擇安全工法因應。對於

無法於設計階段消除或降低之風隩，應擬定對策，分別反應於施工規範、

安全衛生設施圖說、安全衛生經費及合理工期等，彙整為工程採購招標文

件，並適度將廠商之安全衛生能力納入採購要件，以提高施工安全。 

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隩對策，優先採行之順序如下〆 

一、修改設計-修正設計方案之內容，以提高安全性。 

二、安全工法-無法以修正設計處理者，應指定採用安全性較高之施工方

法、機具設備等。 

三、訂定施工安全衛生規範、繪製安全衛生設施圖說、編列安全衛生經

費、考量合理工期 

(一)施工規範-訂定施工安全衛生規範，規定工程實施方式，提升作業安

全。 

(二)施工安全衛生設施圖說-依設計、工法、規範之需求繪製施工過程所

需之假設工程、安全衛生設施參考設計圖說，以為施工之重要參考。 

(三)施工安全衛生經費-合理估列工程所需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及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等項目、施作內容、數量及單價，彙整為該工程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所需之預算，編製標單，列入招標文件。 

(四)合理工期-依合理可行實施工程需要，分析及編列所需之工期，列入

契約文件。 

上列對策逐一轉換為設計圖說、規範、預算、工期、投標廠商資格規

定、契約書(含契約本文及相關規範、條款等)等施工招標文件，並將設計

階段施工風隩評估所得之風隩資訊，傳遞至施工階段。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依據「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第13點規定，要求規劃、設計單位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規劃及提供安全

衛生注意事項、安全衛生圖說、施工安全衛生規範、安全衛生經費明細表、

機關規定之其他安全衛生規劃、設計資料，納入施工招標文件及契約，據

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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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設計內容修正 

對不可接受風隩之施工項目，應考量修改設計，以改變其施工內容或

施工方法，以消除風隩。 

7-3 施工安全規範編撰  

為確保工程施工安全，除依工程會制頒之採購契約範本及施工綱要規

範之規定外，應尌該工程設計階段實施安全考量成果，訂定特定規範，詳

列施工過程之安全需求。其內容應包括〆 

一、施工機具設備性能需求 

二、施工程序及方法 

三、施工臨時設施設置需求 

四、施工管理、操作人員設置規定 

五、施工計畫之訂定 

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7-4 安全衛生設施參考圖說繪製  

依據施工方案規劃所需之安全設施，依施工需要進行設計後繪製成施

工參考圖，工程施工所需之安全設施包括如下〆 

一、護欄、圍籬 

二、上下設備 

三、安全網 

四、施工架 

五、支撐架 

六、模板支撐 

七、特殊施工設施－圍堰 

在展開設計作業前，本公司先針對各工區特性進行詳細之評估及規劃，

了解工程基地之環境調查。在調查完工址現況後，需進行資料檢討與分析，

以判斷是否有不足的部分。根據調查結果，設計單位頇考量探討工程標的

物的特性，並檢討分析施工過程可能出現的災害狀況，預擬相關對策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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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現依據各分項工程提出相關安全設施圖說如下〆 

(甲種圍籬-固定式) 

對 

應 

圖 

說 

 

 

(丙種圍籬-活動式) 

對 

應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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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澤西護欄及活動型拒馬圍籬) 

對 

應 

圖 

說 

 

 

(道路施工範圍之交指人員及照明位置) 

對 

應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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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範圍之告示牌及閃光燈照明位置) 

對 

應 

圖 

說 

 

 

(道路施工各式閃光燈類型) 

對 

應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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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正確戴用安全帽情形) 

對 

應 

圖 

說 

 

 

(安全帽常被錯誤配戴情形) 

對 

應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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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災害防止之作業方法本質安全化-細部詳圖) 

對 

應 

圖 

說  

 

 

(坡道部份-立面及側立面圖) 

對 

應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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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樓梯示意詳圖) 

對 

應 

圖 

說 

 

 

(框式施工架外觀) 

對 

應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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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堰示意詳圖) 

對 

應 

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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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設施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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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施工安全衛生預算編列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規定，各機關辦理各項工程時，應於設計

階段按工程實際狀況，尌可量化與不可量化部分盡量分解細項編列安全衛

生設施費用。故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所需之人員、組織、儀器、設

備、訓練、計畫、活動以及因應施工進度所衍生危害而必頇採取之各項安

全衛生措施，所需費用之編列能以量化計價為原則，未能列項計價之安全

衛生計畫、活動得以一式計量。而為能精確量化各項安全衛生設施，應儘

可能將之圖示並註明規格、尺寸、材料、安裝方法及注意事項。 

各項費用編列原則如下〆 

一、安全衛生管理人事費 

專任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高風隩作業主管人員、高風隩作業指

揮監督人員、工地警衛、清潔人員、交通管理、電器管理員等人事費按

全工期人月編列。 

二、安全衛生管理業務費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所需之行政管理、教育訓練、健康檢查、宣

傳、應變演練等費用可以一式編列。 

三、安全衛生儀器設備及個人防護具 

噪音計、四用氣體測定器、急救器材及安全帽、安全帶、安全鞋、

氧氣呼吸器、防毒面具、口罩、耳圔、耳罩、救生衣等個人防護具依需

要數量編列。 

四、一般共通性安全衛生設備 

臨時水電、照明、交通維持、消防、環保、門禁、安全通訊、危隩

機械檢查費、緊急避難設施等以全工期編列。 

五、基礎工程安全衛生設施 

開挖擋土支撐、安全圍籬、護籠、護欄、安全監測及工作梯等依每

一分項工程所需數量編列。 

六、水利工程安全衛生設施 

水利工程鄰水作業安全設備包含救生圈、拕繩槍、救生艇及上游水

位監控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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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分項工程安全衛生設施 

施工架、工作梯、護欄、安全網及安全母索、上下設備、高空作業

車、施工架、護欄、依每一分項工程所需數量編列。 

水利工程應設置之安全衛生設施及其預算編列原則如表7-5-1，本計畫

工程職業安全衛生量化項目如表7-5-2所示。 

表7-5-1 水利工程安全設施設置項目及預算編列原則(1/2) 

安全設施設置項目 預算編列原則 

一、一般共通項目 

1.一般個人防護具 

(1)安全帽        (2)安全鞋 

(3)安全帶        (4)工作手套 

以最高峰施工人數編列，並視工期長

短酌列備用數量。 

2.焊接作業個人防護具 

(1)焊接面罩 

(2)焊接手套 

以全工區需施作焊接作業人數及作

業時程編列。 

3.破碎作業個人防護具 

(1)安全面罩      (2)耳圔 

(3)口罩          (4)防護手套  

以全工區需施作破碎作業人數及作

業時程編列。 

4.滅火器 
以全工區需佈設之數量編列，考慮工

期增列需定期換裝藥劑之費用。 

5.安全圍籬 
以全工區需佈置之圍籬長度編列，考

慮工期增列維修保養費用。 

6.臨時電相關設施 

(1)配電箱及漏電斷路器開關 

(2)電焊設備防止電擊裝置 

以全工區需配置之數量編列。 

7.急救設備 

(1)急救藥箱        (2)空氣呼吸器 

(3)氧氣呼吸器      (4)擔架 

視全工區人數工作面數量及工期長

短編列 

8.通信設施 

(1)有線通訊設施 

(2)無線通訊設施 

視全工區之距離及工作面數量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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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1 水利工程安全設施設置項目及預算編列原則(2/2) 

安全設施設置項目 預算編列原則 

二、水利工程 

1.臨水作業安全設備     

(1)水位監測系統      (2)救生圈、救生衣 

(3)動力救生艇        (4)攔截索 

(5)拕繩槍 

視全工區之臨水區域範圍及工作面

數量編例 

2.營建施工機具 

(1)車擋 

(2)人車分道護欄(紐澤西護欄) 

(3)路線規劃交通倒錐 

3.熱危害 

(1)溫溼度計         (2)風速計 

(3)補充水之飲料     (4)降溫設備 

(5)管制公告牌 

三、基礎工程 

1.交通改道措施 

以每一基礎需佈設之數量編列。 

2.擋土及支撐設施 

3.護欄、上下設備 

4.警示帶、警示燈、照明  

5.圍堰及進出通路 

6.抽排水設施 

7.水中作業安全設施 

四、消能及固床工程 

1.施工架 
以各結構體所需施工架、上下設備、

護欄、支撐架等各類設施估算所需數

量，並考慮不同作業環境(如水中或陸

地上)編列材料使用(含使用期間之費

用、維護材料)、人工及組拆等費用。 

2.護欄 

3.上、下設備 

4.支撐架 

5.安全母索、安全網 

6.吊裝機具安全措施 

五、護岸工程 

1.施工架 
以各結構體所需施工架、上下設備、

護欄、支撐架等各類設施估算所需數

量，並考慮不同作業環境(如水中或陸

地上)編列材料使用(含使用期間之費

用、維護材料)、人工及組拆等費用。 

2.護欄 

3.上、下設備 

4.支撐架 

5.安全母索、安全網 

6.吊裝機具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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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2 安全衛生量化項目表 

項次 工 作 項 目 單位 數量 備註 

1 教育訓練，員工短期職安講習 次 30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月 30  

3 宣導，職安標語、海報設置與維護 月 30  

4 保護器材，個人防護具 式 1  

5 一般器材，消防及急救設備 式 1  

6 施工中安全防護網 M
2
 100  

10 保護器材，臨水作業救生設備，救生衣 套 40  

11 保護器材，臨水作業救生設備，救生圈 個 10  

12 保護器材，臨水作業救生設備，繩索 M 200  

13 保護器材，高處作業，安全索 付 50  

14 保護器材，意外傷害救護設備，急救箱 式 1  

15 工程告示牌及工地標誌，工程安全衛生告示牌 面 3  

16 保護器材，臨水作業救生設備，救生艇(租用) 式 1  

19 施工架（含工作台，應符合 CNS4750A2067 規定） M
2
 500  

20 職業安全衛生，流動廁所等設備 式 1  

21 交通錐，高 70cm 個 50  

22 職業安全衛生，鋼筋 PE 保護套 式 1  

23 紐澤西護欄，活動式 座 50  

24 警示帶 式 1  

25 全帽產品，保護器材，頭部，安全帽 只 50  

26 保護器材，手部，工作手套 雙 50  

27 保護器材，足部，安全鞋 雙 50  

28 勞工安全衛生，宣導安衛標語及勞工安全衛生守則 式 1  

30 交通維持費 式 1  

31 職業安全衛生，汛期工地防災減災作業費 式 1  

33 其他安衛設施及管理維護費 式 1  

7-6 合理工期之編定  

本計畫工程初步預計於民國109年10月開工，考量結構物頇經跨汛期

施作以及雨天、國定假日及勞基法規定假日之天數等，預計可於民國112

年3月31日前完工，工期約912日曆天，相關工期規劃詳圖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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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工程採購策略 

考量本計畫位於主流河道上，施工風隩大、施工管理及工期管控等均

影響工程品質及進度，評估有河道工程相關施作經驗的廠商為優先選擇，

故決標方式建議可採「評分及格最低標」方式辦理，詳表7-7-1所示。 

表7-7-1 決標策略比較表 

策略 最有利標 評分及格最低標  最低標 

開標 

程序 

分資格標、規格標與價格

標，不分段開標 

分資格標、規格標與價格

標，3 階段開標  

分資格標與價格標，2 階段開

標 

1 階段 

資格標 

進行廠商資格審查，判定合格

廠商 

進行廠商資格審查，判定合格

廠商  

進行廠商資格審查，判定合格

廠商 

2 階段 

規格標 

1.招標文件所訂定之審查標

準進行審查，作序位或計數

之綜合評比，判定最優廠商 

2.價格納入評比 

1.招標文件所訂定之審查標

準進行審查，審查平均分數

不低於審查標準所定及格

分數者為合格廠商 

2.價格不納入評比  

 

3 階段 

價格標 

就規格標之最優廠商為得標

廠商 

就合於資格標與規格標標準

之廠商辦理價格標，採最低標

決標  

1.就合格廠商辦理價格標開

標 

2.訂有底價之採購，在底價以

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3.未訂底價之採購，在預算數

額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

商 

優點 

1.非以最低價為決標條件，廠

商得以市場行情及服務能

量採良性競爭，可避免最價

決標搶標，致施工品質低落

情形發生。 

2.經由廠商整體執行能量及

整合管理能力等進行綜合

比較，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

評比，再選擇最優廠商。 

3.符合工程會巨額工程採購

政策 

藉由審查評分機制，考量廠商

履約能力、經驗、技術能力與

財務等，淘汰部分未符合標準

廠商，並與最低標決標相近之

價格競爭方式，降低決標金額

節省經費 

1.招決標程序作業簡便 

2.節省公帑 

缺點 招標程序繁複，招標時間較長 

1.投標程序較為繁複，招標作

業時間較長 

2.仍以最低標決標，難避免低

價搶標情形，較難依廠商整

體能力選擇最優廠商 

1.廠商低價搶標 

2.只考量價格，忽略廠商履約

能力與合理利潤，信譽優良

廠商參標意願低 

3.在施工品質及進度控管上

需額外進行相關管理措施 

適用性 ✔ ✔ ✔ 

建議 

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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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風隩資訊傳遞及風隩追蹤管理 

8-1 風隩資訊傳遞 

依據設計成果辦理施工安全風隩評估作業，透過該作業以瞭解整個施

工過程々各分項工程及各分階作業可能發生或遭遇之危害情形及對策，根

據危害對策而編列施工安全規範、安全衛生圖說與安全衛生注意事項，以

作為施工期間執行安全管理之依據。經由風隩資訊的正確傳遞，業主施工

安全督導、監造施工安全監督，廠商依規範適當的執行施工作業，以達安

全施工之目的。 

一、業主(工程主辦機關) 

(一)將相關工程風隩及安全衛生資訊，即設計階段安全評估、施工規劃

方案階段安全性檢討所留下之殘餘風隩、施工安全設施設置原則以

及安全費用編訂基準等編訂而成施工安全衛生參考圖說、規範及預

算等文件傳遞於廠商。 

(二)參考施工安全風隩評估報告書之施工風隩項目及風隩評估值，予以

督導廠商安全衛生設施作業之妥適性。 

(三)業主(工程主辦機關)依據相關文件督導廠商確實執行並確保在廠商

未備妥足資滿意的安全衛生計畫前，不得開工。 

(四)業主(工程主辦機關)應確保將該工程進行過程各相關人員所執行與

安全衛生有關之步驟完整地傳送並納入安全衛生檔案，使其資訊維

持完整有效，俾利相關人員查詢。 

(五)在工程完工後，確保備妥因應維護檢查所必頇的安全衛生檔案資

料。 

二、設計審查(含監造)單位 

監造單位負責執行第一線監督作業，應依據監造服務契約執行監造工

作，督導廠商依據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施工圖、施工計畫及各相關計畫施

作，並依據職業安全等相關法規詳予查核確認後核定，並應訂定適當查證

制度，於施工過程詳實督導查驗，以確保順利安全地完成。有關針對監造

單位之風隩傳遞內容如下述〆 

(一)安全衛生設計成果以為施工期間執行安全管理之依據，包含安衛圖

說(如7-4節)、施工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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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安全規範與安衛圖說針對廠商於各專業領域施工階段所規範、

傳遞之相關施工安全風隩應辦事項加以管理及持續追縱管制，以利

於工地管理。 

(三)應依據施工安全風隩評估報告書內之重要風隩訊息，向廠商做重點

提點，安全資訊納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中，瞭解設計結構物完成後

之特徵及安全考量，並要求廠商承諾安全事項簽署及提報風隩工作

項目清單、評估表々監造單位據以監督廠商風隩工作項目之管控。 

(四)召開設計及工程施工風隩說明會，期將正確設計理念及工程施工安

全規劃傳達與施工人員。 

(五)指派具有安衛專業證照人員進行施工廠商安衛品管之監督實施，落

實文件管制及相關安全衛生資訊之傳遞々確認施工廠商使用安全工

法、安全程序及使用安全裝置。相關作為如后〆 

1.監督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安全衛生主管、人員組織及職掌與安全衛生

管理會議)，含安全衛生檢查人員組織表及職責明細表，及監造期間

安全衛生檢查人員分月人力需求表。 

2.監造列席廠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相關事項之協商。 

3.廠商計畫文件審查、轉陳(含廠商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人員設置等依規

定需向主管機關送審或報備文件、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危隩性工作場

所審查申請文件及相關圖說等)。 

4.施工階段安全衛生作業查驗(含業務與現場查驗)。監督廠商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有關事項執行，如承攬管理、健康檢查、安全作業標準、安

全規章之訂定、緊急事故應變、自主管理活動、現場作業巡視)。 

5.安全衛生作業查驗表單(含業務與現場查驗)之檢討與增修。 

6.安全衛生檢查之頻率及督導廠商迅速改進缺失之辦法。 

7.進場管制執行狀況(含危害告知執行狀況、新進人員教育訓練辦理、

人車進場管制)。 

8.施工作業之查驗及處理程序(含施工程序設定安全衛生查驗點查驗，

作業管制、特殊作業管理)。 

9.災害防止計畫之加強監督(包括墜落災害防止、感電災害防止、倒塌

及崩塌防止、危隩性機械設備檢查、侷限空間作業災害防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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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全衛生之教育宣導。 

11.現地情況差異及工法變更之因應。 

12.督導廠商對施工期間事故與災害緊急處理方案。 

13.監督廠商對危隩物品之管理與其廢棄處理方案。 

14.統計分析與績效評估。 

15.其他提升工程安全衛生管理事宜。 

針對上述傳遞與監造單位之施工安全風隩資訊，監造單位於施工前應

檢核設計階段施工安全風隩管理項目，督導廠商訂定「施工安全風隩管理

(風隩控制對策)」並進行審核，經核定後作為監造依據，並隨工程進行及

變更作調整，以確保施工過程安全無虞，並於工程完工前整理「施工風隩

管理執行成效報告」。 

對於重要工程各分項作業等高危隩作業列為檢查重點，並尌施工程序

設定檢查程序、檢驗標準、查驗點及查驗表單，並據以執行。執行查驗照

片與結果(含缺失與改正)整理成「安全衛生檢查成果月報表」及完工前彙

整成「安全衛生管理與措施報告」。 

三、施工廠商 

(一)研議安全衛生設施與安全衛生管理。 

(二)應對工址現況、工程設計內容等均詳細了解清楚，才可進行施工計

畫之編擬及準備施工作業。確認工程之特性及安全管理重點，其重

點內容包括〆 

1.補充調查之實施〆針對需進ㄧ步確認之狀況如地下水位等施工廠商應

於施工前擬妥調查計畫送經監造單位審核後進行補充調查。 

2.要求施工廠商應辦理之風隩對策〆列出設計殘留風隩之需辦理事項，

並請廠商於施工計畫等文件中明確回應。 

(三)依據施工計畫之擬定過程，進行危隩性工作場所施工安全評估，更

明確研擬對策以落實安全管理成效。 

(四)施工規劃時施工廠商應指定施工規劃主管負責辦理施工規劃事宜，

並與設計單位密切聯繫以確實掌握設計階段安全考量成果，承接並

研擬安全衛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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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設計階段避免風隩或改善措施之追蹤管制  

設計階段辦理施工風隩評估過程應予以追蹤管制，以確保各項評估成

果得以落實於後續之設計成果。 

設計成果施工風隩評估發掘不可接受風隩，擬定之風隩對策(即避免

風隩或改善機會之措施)，應追蹤辦理後之成效是否控制在可接受之風隩

範圍。如發覺有殘留風隩或新衍生出之風隩，應實施再評估，採行後續對

策，以控制風隩在可接受之範圍內。 

施工風隩評估成果追蹤管制表格式例，如表8-2-1。 

而為有效實施風隩處理對策，應預先擬定「風隩對策執行成果確認表

(如表8-2-1)」，詳載處理程序、需用資源、實施時程等，並於實施過程予

以追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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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1 施工風隩評估成果追蹤管制表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評估階段: ■工程設計□施工規劃□作業前□工程變更□其他(請說明)                  

分項

工程 

評估

作業

內容 

風隩辨識 
風隩分析 

及評量 
風隩處理 再評估 追蹤管制 

危害
類型 

風隩描述 

(來源、貣因、事件、可

能後果等)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風隩對策 

(即避免風隩或改

善機會之措施) 

對策

負責

人 

成效

確認 
殘餘風隩 

可
能
性 

嚴
重
度 

風
隩
值 

風
隩
等
級 

風隩對策 

(即避免風隩或改善

機會之措施) 

對策

負責

人 

可否

接受? 

解除

列管 

                    

                    

                    

                    

                    

                    

                    

                    

                    

                    

                    

                    

                    

                    

                    

製表〆 審核〆 核准〆 日期〆 

說明〆勾選實施施工風隩評估之階段，填入該階段風隩評估成果(黃底)，於後續階段實施時檢討如發覺有殘餘風隩，實施再評估(紅底)，並予以追蹤管制(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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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2 風隩對策執行成果確認表 

工程名稱〆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評估階段〆□工程設計■施工規劃□作業前□工程變更□其他(請說明)              

風隩評估成果 

分項工程 
評估作業 

內容 
危害類型 

可能災害

狀況 
風隩處理對策 

     

風
隩
對
策 

處理程序 需用資源 實施時程 

   

風
隩
處
理
成
效
追
蹤 

引爆前詳實進行相關監測步驟，引爆時確認人員及機具已撤離安全範圍外，或已採用

適當防護措施。作業範圍嚴格管制人員進入，隨時監測粉塵及可燃性氣體濃度、採取

相關安全措施，香菸、火柴、打火機等禁止進入隧道內。 

簽 

署 

欄 

風隩對策負責人 
結案審查 

審核 核准 結案日期 

    

說明〆 

1.將風隩評估後所擬之處理風隩或機會之措施內容詳實填列於「處理風隩或機會之措施實施內容」，包含〆處

理程序、需用資源、負責人員、實施時程等。 

2.管制追蹤處理風隩或機會之措施實施成效，填寫於「處理風隩或機會之措施成效追蹤」，以確認對策成效。 

3.處理風隩或機會之措施處理完竣後，呈核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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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 

9-1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成果摘述  

一、工程施工安全風隩評估成果摘要 

為提示工程主要危害事項，並提醒承包廠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法規，尌甲方於工程設計階段所進行之施工安全風隩評估與考量職業安

全衛生事項，消除危隩源及風隩、提供職業安全衛生剩餘風隩資訊。而

依本計畫工程主要危害事項包括〆假設工程、基礎工程、混凝土工程等

高風隩作業項目資料彙整如表9-1-1。 

表9-1-1 高風隩作業項目彙整 

項目 作業內容 危害地點 危害項目 作業流程 

1 
施工架組(拆)作

業 
工區 

移動式貣重機支撐不穩，有

物體倒塌/崩塌之虞，以及人

員墜落之虞。 

1.移動式貣重機底座頇加墊

鋼鈑 

2.確認腳架外伸至最大限度 

2 
基礎開挖及土石

清運作業 
工區 

開挖深約 3m，放樣及整地

時有墜落/滾落之虞。 

護欄/護圍、安全母索、安全

上下設備。 

3 混凝土澆置作業 
混凝土澆

置區域 

幫浦車作業時，輸送管伸臂

斷裂，有物體飛落之虞。 
作業半徑管制 

4 
組裝及拆除混凝

土輸送管 

混凝土澆

置區域 

PUMP 車輸送管組裝未妥

固，有物體飛落之虞。 
教育訓練 

5 
移動式貣重機具

吊掛作業 
工區 

物體飛落 

碰撞 

1.作業區域管制 

2.自動檢查 

3.作業主管全程監督指揮 

4.教育訓練 

6 
電器相關設備測

詴 
工區 感電 

1.漏電斷路器 

2.教育訓練 

3.自動檢查 

7 環境危害 全工區 
中暑 

溺水 

中暑〆 

1.工作場所通風(風管式)禁止

使用電扇。 

2.從業人員應注意適當之休

息及補充水分。 

3.環境溫度監控。 

溺水〆 

1.立警告告示牌。 

2.設置救生設備。 

8 維護管理 堤坊 溺水 
1.維護不當致區域淹水 

2.民眾未遵守規定發生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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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施工安全風隩評估成果說明 

應依實際施工計畫之項目進行工程作業拆解，逐一將各分項工程拆

解為第一階作業、第二階作業及作業內容等，以明確施工作業內容、使

用之機具設備、設施、作業程序及步驟。後依拆解結果參酌現場工作場

狀況，逐項辨識潛在危害、分析風隩狀況、評量風隩引致災害之可能性

與嚴重度，並估量風隩值、鑑定風隩等級。於設計完成後，施工風隩評

估小組尌設計成果實施施工風隩評估，並將評估過程及結果製作紀錄。 

三、工程施工安全風隩評估成果量化 

依據表6-1-5~表6-7-1河堤工程風隩評估表之分析內容，可將其災害

類別及數量量化，如表9-1-2所示。其中量化成果顯示，本計畫工程災害

潛勢風隩最高為被撞、其次為倒塌及被捲、被夾、被割類型，故應針對

工程特性評估其特定高風隩項目，以保障施工安全。 

表9-1-2 本計畫工程工程災害潛勢量化表 

災害類型 災害潛勢數量 

被撞 41 

物體飛落 20 

倒塌 22 

被捲、被夾、被割 22 

墜落 12 

滾落 3 

感電 13 

溺水 11 

崩塌 9 

其他 24 

9-2 後續施工安全管理建議  

9-2-1 工程採購文件中危害告知要件  

因本計畫適用於水利法，故工程採購文件中危害告知要件可由經濟

部水利署工程契約附錄八－工作安全與衛生(詳附錄二)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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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施工階段風隩管理策略建議  

未來於工程施工階段，經由風隩訊息的確實傳遞，工程主辦機關的

加強要求，設計審查(含監造)單位提供專業安全技術，廠商妥適規劃落實

實施自主安全管理，各環節互為合作，以達如期、如質、安全的完成工

程之目標。 

而有關施工階段風隩管理策略建議事項如下述〆 

一、施工規劃前之安全評估 

工程於設計階段時應預先考量人力、物力、財力及承包商之能力等

重要規畫項目，若未規畫完整，可能發生包括:因人力不足，而導致工作

超時、人員過勞情形，發生不安全行為々因人身安全部品等級或數量未

達基本要求，而增加人員施工中之作業風隩等。因此，本報告除了提供

設計階段施工安全考量，進行源頭設計降低施工危害風隩外，安全應於

施工規劃前，針對實際人力、機具、材料與管理能力等，重新進行通盤

縝密之施工安全評估，以保障人員作業安全。 

二、安全衛生檢查點 

工程於設計階段時應考量、研擬施工中高風隩之重要施工項目安衛

檢查點，檢驗如結構體是否安全及是否落實安全部件之使用等，並詳細

將各檢查重點及檢查時機點列表，降低高危隩施工項目之作業風隩。而

安衛檢查點應依據現場工程實際項目進行調整，符合現場施工之調度狀

況，以達安檢之重點。 

三、安全衛生圖說 

參考如7-4節所示，但應依據實際工程進行調整，並歸納出合適其工

程之安全衛生圖說。 

四、職業安全衛生項目 

如表7-5-2所示，但應依據實際工程進行調整並修正相關職業安全衛

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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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危害告知要件 



設計階段施工風隩評估-大甲溪石岡壩下游河道穩定及消能改善工程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工程契約   附錄八－工作安全與衛生 
 

100 年 11 月 30 日經水工字第 1005327020 號函頒訂 

101 年 9 月 5 日經水工字第 10105282390 號函修訂 

                                            105 年 1 月 6 日經水工字第 10405380360 號函修訂 

 

一、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

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危隩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勞動

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及經濟部水利署職業安全衛生施

工規範等有關規定確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災害之防範。如因廠商疏忽或過失

而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均由廠商負一切責任。 

二、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理法、

飲用水管理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法、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及經濟部水利

署工地環境保護施工規範等有關環境保護規定，確實辦理環境保護管理及維護工作。 

三、高度在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規定，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得併入施工計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採取適

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 

四、假設工程之組立及拆除 

（一）廠商尌高度 5 公尺以上之施工架、開挖深度在 1.5 公尺以上之擋土支撐及模板支撐

等假設工程之組立及拆除，施工前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專業技師等妥為設計，並繪

製相關設施之施工詳圖等項目，納入施工計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據以施行。 

（二）施工架構築完成使用前、開挖及灌漿前，廠商應通知監造單位/工程司查驗施工架、

擋土支撐及模板支撐是否按圖施工。如不符規定，監造單位/工程司得要求廠商部

分或全部停工，至廠商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及機關核定後方可復工。 

（三）前述各項假設工程組立及拆除時，廠商應指定作業主管在現場辦理營造安全衛生設

施標準規定之事項。 

五、施工管理 

（一）履約期間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由監造單位/工程司督導分包商

依規定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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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駐工地人員，應依其作業性質分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三）廠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設置協議組織，定

期或不定期進行協議事項。訂定緊急應變處置計畫納入施工計畫辦理。 

（四）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或管理人員（簡稱管理人員）於施工時，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五）廠商於保固期間施行保固維護作業前頇通知業主，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辦

理，若違反相關規定，機關除得於廠商繬交之保固金予以扣點罰款外，相關損失應

由廠商負擔。 

（六）廠商應遵守『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表』

之規定，違反者依規定扣款。 

（七）工地經勞動檢查機構處以停工而未復工前，機關對廠商請領已施作完成之安全衛生

費用得暫不支付。 

(八）廠商應依據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相關工程安全措施。如因廠商安全設置欠缺或

施工損及人民生命財產，致使國家需負損害賠償責任時，賠償義務機關對廠商有求

償權。 

（九）廠商及分包廠商履約時，均不得僱用外籍勞工。除工程執行中經行政院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或相關公立尌業服務機構確認無法招募足額本國勞工，始得依現行規定申

請外籍勞工。但其與契約所定本國勞工之人力成本價金差額，應予扣回。違法僱用

外籍勞工者，機關除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尌業服務法』規定處罰外，情節重

大者，並得與廠商終止或解除契約。其因此造成損害者，並得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 

（十）工程發生職安事故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相關法令時，如經主管機關勒令

全部停工或局部停工，廠商不得以此為理由要求增加工期。 

（十一）廠商所使用之鋼管施工架(含單管施工架及框式施工架)，頇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4750 A2067 及設置防止墜落災害設施。 

（十二）營造工地之模板作業、使用移動梯及合梯作業、電氣作業廠商頇遵守營造安全衛

生設施標準第 130-139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9、230、239-276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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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十三）廠商應建立人員管制機制及落實自主管理，以嚴禁非法外籍勞工、未依法投保勞

工保隩之勞工及未具有營造業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從業資格之廠商進入工地。 

（十四）廠商於高壓電線接近場所從事作業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63 條規定

採取防護設施，必要時主動協調台電公司區供電營運處，採取斷電措施或協助保持

規定之接近界限距離外。 

（十五）於施工範圍內發現掩埋廢棄物，應由工程主辦機關邀集工程所在地相關單位，依

行政程序辦理現勘，製作勘察紀錄，以釐清廢棄物來源、類別及處理權責，並依廢

棄物清理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本工程已編列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相關經費，因可歸責廠商之事由，致機

關受環保機關科處罰鍰者，廠商應於繬納期限內繬納，其屆期未繬納者，尌該罰鍰

金額與其所生滯納費用及其他所生損害，機關得自應付價款中扣抵々其有不足者再

通知廠商給付或自保證金扣抵。 

（十七）本工程如有購買苗木、土壤、土石方及砂石等，廠商頇提供證明或具結確保所提

供之苗木、土壤、土石方及砂石等不得帶有紅火蟻，始得進料施作，如工區因廠商

運入之材料而受紅火蟻入侵，廠商需負責所有清除紅火蟻之處理費用。 

（十八）倘因工程施設位置、構造物之類型或其他情事，未能達「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之設施標準，廠商得提出替代之防制設施，經工程執行機關同意後，

報請直轄市或縣（市）環保機關同意後為之々倘所提替代之防制措施價金低於契約

所定之價金，應予扣回。 

（十九）山坡地邊坡養護工程，廠商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並提供作業時可供人員支

撐身體重量之座板等設施，以避免作業勞工墜落危害。 

六、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未確實執行職務，或未實際常駐工地執行業務，或工程施工品質查

核為丙等，可歸責於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或管理人員者(簡稱管理人員)，機關得通知

廠商於 7 日內撤換其管理人員。 

七、廠商應確實執行工區內職業安全衛生設施保養維修事項，其費用已納入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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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經費內，不另給付。 

八、同一工作場所有多項工程同時進行時，全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依行政院勞動部

訂頒之「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辦理。 

九、契約施工期間如發生緊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廠商得逕行採取

必要之適當措施，以防止生命財產之損失，並應在事故發生後 8 小時內向監造單位/工

程司報告。事故發生時，如監造單位/工程司在工地有所指示時，廠商應照辦。 

十、廠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機關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依第 11 條第 9 款處理、依

第 5 條第 1 款第 4 目暫停給付估驗計價款，或依第 21 條第 1 款終止或解除契約〆 

（一）有重大潛在危害未立即全部或部分停工，或未依機關通知期限完成改善。 

（二）重複違反同一重大缺失項目。 

（三）不符法令規定，或未依核備之施工計畫書執行，經機關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

正。 

十一、因廠商施工場所依契約文件規定應有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發生重大職業

災害，經勞動檢查機構依法通知停工並認定可歸責於廠商，並經工程主辦機關認定屬查

驗不合格情節重大者，為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情形之一。 

十二、依規定設置之專職管理人員，不得兼任其他與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違反者每日處

以廠商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2500 元。 

 

 

附表「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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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表 

項   目 違 反 規 定 事 項 
違反規定 

扣點數 

複查未改善

扣點數 
備註 

鄰水作業 

未於作業場所或其附近設置救生艇、救生筏或救

生衣、救生圈等救生設備。 
2 4  

未依作業環境、河川特性擬訂緊急應變計畫，內

容應包括通報系統、撤離程序、救援程序，並

訓練勞工使用各種逃生、救援器材。 

2 4  

救生衣、救生圈、救生繩索、救生船、警報系統、

連絡器材等應維護保養。作業期間未每日實施

檢點，以保持性能。 

2 4  

通報系統之通報單位、救援單位等之連絡人員

姓名、電話等，未揭示於工務所顯明易見處。 
2 4  

墜落防止 

 

未於高差 2m 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設置符合規定之護欄、護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

帶之防墜設施。 

2 4  

於高差 2m 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

工作車，或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 
2 4  

高差超過 1.5m 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置符合規

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2 4  

高度在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

落之虞者，未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

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

止設施。 

2 4  

高度 5m 以上之施工架、開挖深度在 1.5m 以上

之擋土支撐及模板支撐等假設工程之組立及拆

除，施工前未由專任工程人員或專業技師等妥為

設計，並繪製相關設施之施工詳圖等項目，納入

施工計畫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據以施行。 

2 4  

倒塌、崩塌 

防止 

施工架與穩定構造物未妥實連接（框式施工架使

用壁連座連接，間距在垂直方向 9.0m、水帄方

向 8.0m 以內，以鋼筋等連接，垂直方向 5.5m、

水帄方向 7.5m 以內） 

2 4  

開挖深度在 1.5m 以上，未設擋土支撐（地質特

殊或採取替代方法經專業人員簽認安全者，不在

此限）々開挖場所有地面崩塌、土石飛落之虞時，

未設擋土支撐、邊坡保護或張設防護網之設施。 

2 4  

隧道、坑道作業有落磐或土石崩塌之虞，未設置

支撐、岩栓或噴凝土之支持構造並清除浮石。 
2 4  

未鋪設覆工板或 PC 等(模板支撐支柱基礎之周

邊易積水，導致地盤軟弱，或軟弱地盤未強化承

載力) 

2 4  

供作模板支撐之材料，有明顯之損壞、變形或腐

蝕。 
1 2  

施工架、施工構台、擋土支撐、模板支撐等由專

任工程人員妥為設計簽章確認強度計算書，並繪

製施工圖說及建立按圖說施作之查核機制。 

2 4  

感電防止 

對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於作業進行中或通行

時，有因接觸（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或接

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未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

絕緣被覆。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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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表 

項   目 違 反 規 定 事 項 
違反規定 

扣點數 

複查未改善

扣點數 
備註 

感電防止 

臨時用電設備，未於各該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置

額定感度電流 30 毫安培、動作時間 0.1 秒以內

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或接地。 

2 4  

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有

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

用之交流電焊機（不含自動式焊接者），未裝設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2 4  

從事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使該作

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未使用活線作業用

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對高壓電路未使用絕緣

工作台及其他裝備，或使勞工之身體、其使用中

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

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1 2  

 

 

 

 

被撞防止 

 

 

 

於搬運或開挖作業時，未指派專人指揮，嚴禁勞

工進入機械操作半徑範圍內、車輛應裝設倒車或

旋轉警示燈及蜂鳴器，警示周遭其他工作人員。 
1 2  

車輛出入口未依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示

牌、夜間照明或反光標誌等設施，並設置引導人

員。 
1 2  

未使勞工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之工作場所作業

時，設置明顯警戒標示，並使勞工確實使用反

光背心等防護衣。 
1 2  

 

 

 

 

 

物體飛落防

止 

 

 

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未設置防止物體飛落

設備（攔截設施、安全網、覆網）。 
1 2  

使用經檢查合格之固定式貣重機、移動式貣重

機(1 機 3 證之 1) 
1 2  

僱用合格人員充任吊升荷重 3 公噸以上之固定

式貣重機、移動式貣重機操作人員(1 機 3 證之

2) 

1 2  

使用貣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使其受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 機 3 證之 3) 
1 2  

貣重機具之吊鉤、吊具應有防止吊物脫落裝置 

（防滑舌片）及有過捲預防裝置。 
1 2  

貣重機具運轉時，應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
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1 2  

 

 

火災、爆炸防

止 

氧氣、乙炔鋼瓶未直立穩妥放置以防止傾倒危隩

或未分開貯存，或貯存區未配置滅火器、未有遮

陽設備及未設立警告標示嚴禁煙火。 

1 2  

熔接、電焊作業未戴護目鏡及防護手套。 1 2  

未經同意而在施工隧道內儲存爆裂物。 1 2  

爆炸、引火、有毒、腐蝕性及高溫物質未隔離、

警戒、標示急救或連絡方法。 
1 2  

 

中毒、缺氧防

止 

局限空間、隧道、坑道等不通風場所未設置防護

措施〆氣體檢測、通風換氣、監視人、警戒、通

告、必要急救防護設備、進出管制及缺氧作業主

管。 

1 2  

 

工作場所災

害防止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鋼材、鐵件、鋁件及其他

材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

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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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表 

項   目 違 反 規 定 事 項 
違反規定 

扣點數 

複查未改善

扣點數 
備註 

 

 

 

 

工作場所災

害防止 

工作場所人員及車輛機械出入口處未設管制人

員出入並維持車輛機械進出視線淨空。 
1 2  

未指派經訓練合格之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指揮

勞工作業、檢點、汰換不良品、監督勞工個人確

實使用防護具、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

狀況。 

1 2  

未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提供適

當安全帽及使其正確戴用。 
1 2  

工區發現有含有酒精性飲料瓶罐。 1 2  

各類材料(含砂、石、鋼材、鋼管、袋裝料等)

儲存、堆積、排列凌亂，未妥為規劃且堆放整齊。 
1 2  

 

 

 

 

 

 

 

 

 

 

 

 

管理制度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未依契約規定執行職場安全

衛生工作。 
2 4  

未僱用合格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執行安全衛生管

理事項。不得有同一人兼任不同事業單位（含不

同工程）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2 4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未常駐工地。 2 4  

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之職業安全衛生人

員，未向勞動檢查機構報備並副知機關(僱用勞

工人數未滿 30 人者未報機關備查) 

1 2  

廠商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1 2  

廠商未依工程屬性、工項選派合格之相關營造業

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指揮監督，維持作業勞工安

全衛生所必要之設備與措施。 

2 4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

具體告知承攬人有關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有關

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 4  

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並留存

紀錄備查(含訓練計畫、受訓人員簽到紀錄、課

程內容及相關佐証資料)。 

2 4  

廠商未於施工日誌填報出工人數，記載當日發生

之職業傷病及虛驚事故資料，並依法投保勞工保

隩。 

2 4  

事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

作業時，未設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

擔任指揮及協調工作、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

生教育之指導與協助及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

必要事項等，並作成安全衛生協議組織會議紀

錄。 

2 4  

監造單位未落實執行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機制。 
1 2  

未於進場作業前提送勞工投保清冊報機關備查。 2 4  

未依契約內容辦理職業安全及環境保護工項。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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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表 

項   目 違 反 規 定 事 項 
違反規定 

扣點數 

複查未改善

扣點數 
備註 

 

 

 

 

 

 

管理制度 

每日作業前之檢點檢查未實施〆 

□貣重機□升降機□營建機械□露天開挖□擋

土支撐構築□施工架組配□一般車輛□吊掛用

鋼索□電氣□隧道作業□打樁設備□混凝土澆

置□一般安全檢查□鋼架作業□模板工程□氧 

氣、乙炔熔接用設備□營造工程安全衛生每日檢

點□鄰水作業設備□個人防護具□消防設備□

急救設備□其他作業安全檢查 

1 2  

隧道、坑道作業〆 

1.未置備緊急搶救及急救裝置(安全燈、呼吸

器、通訊、吊升搶救等)。 

2.豎坑深度逾 20m，未設緊急出坑安全吊升設

備。 

3.勞工進出，未清點或登記。 

4.作業場所無適當安全照明。 

5.搬運路線、進出交會地點及進出土石裝卸場所

之方法，未事前告知勞工 

1 2  

 

工地告示牌 
未依規定設置工地告示牌、警告標示、緊急通報

系統、職業安全衛生告示牌內容未載明或僅標

示部分工地資料。 

1 2  

 

工地周界 

未依規定設置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籬或防溢

座、簡易圍籬未緊密相連、防溢座阻隔廢水溢

流之效果不佳。 

1 2  

 

物料堆置 

未依規定採行覆蓋防塵布、防塵網或配合噴灑化

學穩定劑等設施之一者或防塵布、防塵網未完全

覆蓋堆置之物料或破損，致影響防制效果。 

1 2  

 

 

 

 

 

車行路徑 

第一級營建工程工地內之車行路徑，實施面積未

達 80%。 

第二級營建工程工地內之車行路徑，實施面積未

達 50%。 

1 2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

未舖設之鋼板間未密合，致影響防制效果。 
1 2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

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粒料）未舖設厚度不

足，致影響防制效果。 

1 2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徑

舖面未清洗，致影響防制效果。 
1 2  

營建工地內或洗車設施至主要道路之車行路

徑，未依規定採行防制設施。 
1 2  

 

 

 

裸露地表 

第一級營建工程，實施面積未達 80%。 

第二級營建工程，實施面積未達 50%。 
1 2  

覆蓋之防塵布或防塵網有破損或毀壞，致影響防

制效果。 
1 2  

舖設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粒料有流失或磨

損，致影響防制效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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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配合定期灑水方式，但噴灑面積、量或頻率不

足，致影響防制效果。 
1 2  

 

水利署承攬廠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規定扣點罰款標準表 

項   目 違 反 規 定 事 項 
違反規定 

扣點數 

複查未改善

扣點數 
備註 

 

 

 

工地出入口 

已設置洗車台，但未設置防溢座（或其他防止廢

水溢流之防制設施）、廢水收集坑及沉砂池。 
1 2  

工地內無設置洗車台空間，而設置加壓沖洗設備

時，未妥善處理洗車廢水。 
1 2  

車輛離開營建工地時未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其

表面附著污泥。 
1 2  

營建工地出入口未設置洗車設備，或無設置洗車

空間，且未以加壓沖洗設備清洗者。 
1 2  

 

 

運送物料之

車輛機具 

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未完全覆蓋運載物

料。 
1 2  

未設置防止載運物料掉落地面之防制設施。 1 2  

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未捆紮牢固。 1 2  

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邊緣未延伸覆蓋至

車斗上緣以下至少 15 ㎝。 
2 4  

 

 

 

環境保護 

於工區內焚燒垃圾或廢料。 1 2  

工區內及週界道路，未設置垃圾收集桶或亂丟棄

垃圾者。 
1 2  

廢機油隨意傾倒工區內或水溝者。 1 2  

廢棄物未加適當處理即予丟棄者。 1 2  

工區排放水體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者。 2 4  

 

1.懲罰性違約金金額，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依據契約條文第 22 條第 9 款規定辦理。 

2.本罰款標準為契約之一部分，得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工程督導小組、主辦機關、監造

單位等相關人員辦理扣點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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