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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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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如圖1-1所示。民國88年9月21日發生集集大地

震，復健修復營運以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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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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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岡

壩副壩下游消能設施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技術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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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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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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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施作三個主體設施，一為設置一座消能池，並在該座消能

池之後，約在斷面S00-2處，設置1號固床工，其後約在斷面S00-11處設

置2號固床工。另依本計畫委託服務說明書，3D電腦模型及動畫展示依

基本設計認可之內容製作，包含構造物外觀3D電腦模型、水流經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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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入第1、第2消能池後再經副壩流入新增消能池至固床工之動畫等，長

度需有5分鐘以上，所提動畫之視角及內容並配合機關指示辦理。 

 

圖 1-1 本計畫工程位置及空拍圖 

1-4 計畫效益 

本計畫效益在於工程完工後，能使本河段逐步達成「遏止侵蝕」、

「縱坡調整」、「護甲層恢復」及「河道整理」之河道整治理念(詳圖

1-2)，並可作為後續工程方案研擬之依據，以下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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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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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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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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建構消能工一座先解決部分消能問題，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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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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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可考量配合上游庫區

每年清淤之大塊石運移至下游河道進行深槽填補，可使深槽之護甲層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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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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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河道整治理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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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3D動畫製作軟體介紹 

本計畫所使用之3D動畫製作軟體為SketchUp及Lumion兩種軟體搭配

製作，以下就兩軟體簡單介紹。 

2-1 SketchUp簡介 

SketchUp是一款用於創建、共享和展示3D模型的軟體。不同於

3dsmax，它是平面建模，透過一個使用簡單、內容詳盡的顏色、線條

和文本提示指導系統，不必輸入坐標，即可幫助追蹤位置和完成相關建

模操作。如同人們在實際生活中使用的工具，SketchUp的工具中每一樣

都可做多樣工作，如此便更容易學習、更容易使用並且更容易記住如何

使用該軟體。該軟體更方便地以三維方式思考和溝通，是一套直接面向

設計方案創作過程的設計工具，其創作過程不僅能夠充分表達設計師的

想法而且完全滿足即時交流的需求。Sketchup能自動識別線條，加以自

動捕捉，建模流程簡單明瞭，即便畫線成面，而後擠壓成型，也是建築

建模最常用的方法。 

透過對該軟體的熟練運用，可以藉助其簡便的操作和豐富的功能完

成建築和風景、室內、城市、圖形和環境設計，土木、機械和結構工程

設計，小到中型的建設和修繕的模擬及遊戲設計和電影電視的視覺化預

覽等諸多工作。 

SketchUp共有多個版本，其中從SketchUp 5.0以後，該軟體被Google

公司收購繼而開發出的Google SketchUp 6.0及7.0等版本，可以配合

Google公司的Google 3D warehouse及Google Earth軟體等與世界各地的

愛好者及使用者一同交流學習，同時還可與Auto CAD、3DSMAX等多

種繪圖軟體對接，實現協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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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Lumion 簡介 

Lumion是一個即時的3D視覺化工具，用來製作電影和靜態作品，

涉及到的領域包括建築、規劃和設計。它也可以傳遞現場演示。Lumion

的強大就在於它能夠提供優秀的圖像，並將快速和高效工作流程結合，

能夠直接在自己的電腦上創建虛擬現實，搭配軟體內建的物件模組，渲

染高清畫面，Lumion大幅降低了製作時間。渲染和場景創建降低到只

需幾分鐘，從SketchUp、Autodesk產品和許多其他的3D軟體導入3D內

容，透過使用GPU渲染技術，能夠即時編輯3D場景，使用內建的影像

編輯器，創建非常有吸引力的影像，輸出HD MP4文件，立體影像和輸

出高分辨率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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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程型式及動畫展示 

3-1 工程型式及動畫展示 

經由基本設計原則之評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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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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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S00-4~5)及一座固床工(斷面S00-2)外，於食水嵙溪出口下

游處再增加一座固床工(2號固床工)，相關工程配置詳圖3-1~圖3-4所

示。以下將由下游往上游依 (一)2號固床工程、(二)1號固床工程、(三)

消能工程之順序分述說明及3D模擬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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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平面配置示意圖 

 

圖 3-2 總工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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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總工程縱斷面示意圖 

 

圖 3-4 總工程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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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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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埤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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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長度13m，寬度102.5m。 

四、橫斷面型式採複式斷面設計，並向凸岸(右岸)進行拓寬(約35m)，使

其斷面能容納Q5之流量，減少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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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跌落高差約3.0m，基礎設

置排樁125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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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採半半施工方法。 

九、左岸施作魚道一處。 

(a)2 號固床工及護坦 (b)2 號固床工魚道 

圖 3-5 2 號固床工佈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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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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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大甲溪下游河段縱坡約為1/100，故以埤豐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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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m，長度78m，寬度50m。 

三、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落式設計，上、下游跌落高差約3.5m，基礎設

置排樁63支。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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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以高度5.5m、高度3m之基礎保護。 

七、採全斷面施工方法。 

八、右岸施作魚道一處。 

(a)1 號固床工及護坦 (b)1 號固床工魚道 

圖 3-6 1 號固床工佈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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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消能工程 

一、斷面軸向平行副壩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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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設定為EL.253.8m，長度35m，寬度254m。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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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縱斷面型式採垂直跌落式設計，上、下游跌落高差約3.8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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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護坦末端設置尾檻，以高度7m、入岩2.0m之基礎保護。 

七、採半半施工方法。 

八、右岸施作魚道及斜曲面魚道。 

(a)消能工及護坦 (b)消能工左岸護坦 

(c)消能工右岸護坦 (d)消能工右岸魚道及斜曲面魚道 

圖 3-7 消能工佈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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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消能工魚道入口 (b)消能工斜曲面魚道 

(c)消能工魚道出口攔污柵 (d)消能工魚道觀測 

圖 3-8 消能工魚道佈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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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D動畫腳本說明 

一、第一段(0: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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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段(0:31～0:55)： 

民國88年9月21日發生集集大地震，復健修復營運以來，常於洪水

過後對於靜水池及副壩下游護坦，造成嚴重的沖刷現象。此外，下游河

道因下切嚴重，造成河床面之沖刷侵蝕，對堰體結構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三、第三段(0:59～1:48)： 

本計畫依據水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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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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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歷年水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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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佈置固床工及消能工才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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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段(1:53～2:16)： 

本計畫規劃在石岡壩副壩下游處興建消能設施工程，包含三個主體

設施，一為副壩下游設置一座消能工，並在該座消能工之後，設置1號

固床工，往下游過食水嵙溪後，再設置2號固床工，以下為完工願景圖。 

五、第五段(2:18～2:32)： 

首先，消能工採用垂直跌落式設計，下游以20T異型塊佈設護坦，

並在護坦末端設置尾檻，增加消能工程整體安定性。 

六、第六段(2:34～2:50)： 

接著再往下游為1號固床工，同樣採垂直跌落式設計，搭配20T異型

塊護坦及尾檻，並在消能工至1號固床工之間設置護岸，且將魚道設置

於右岸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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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段(2:53～3:15)： 

為降低食水嵙溪下游左岸凹岸之衝擊，設置2號固床工，亦採用垂

直跌落式設計，搭配20T異型塊護坦及尾檻，左岸採培厚設計，以20T異

型塊堆疊，與既有邊坡護岸基礎連結，加強保護此區護岸邊坡。 

八、第八段(3:17～4:06)： 

本河段生態豐富，其中更有埔里中華爬岩鰍及臺灣鮰等保育類動

物，因此，我們在規劃工程的同時也要兼顧對生態環境的友善，為了使

魚類能克服副壩上下游之高差，針對本河段之特性，考量魚類運動能

力、魚道形式、流量及流速設定、魚道位置、上下游邊界條件做為本魚

道設計條件，並且以干擾最少或盡可能避免負面生態影響之方式來設計

本消能設施工程，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四個原則進行策略考量，

以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九、第九段(4:09～5:00)： 

本工程同時結合環境與教育為考量，在石岡壩下游魚道設置一道玻

璃帷幕並架設攝影機，讓民眾能在管理中心一樓大甲溪水資源館同步觀

賞魚道內之魚類，認識大甲溪豐富的生態環境，使民眾認知到大甲溪不

只是大台中地區所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也是許多生物所倚賴的生存空

間，在大甲溪有限的水源下我們以永續經營為目標，使取用的水資源達

到不浪費且合理使用，並在工程開發與環境取得平衡，期許達到共生、

共享、共好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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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專屬網站設置 

為了解本計畫規劃設計成果，另架設一專屬網站整合及介紹 (網址

http://59.125.13.204:190/ReservoirLogin.aspx)。網站內容總共分四大項，分別為「關於

本計畫」、「大事紀要」、「歷年成果」及「3D動畫展示」等四項展示本

計畫設施之規劃設計成果。以下對各分項內容詳細說明。 

一、關於本計畫 

本分頁簡述關於石岡壩之相關基本資料，以及本計畫之執行目的，

詳圖4-1(a)所示。 

二、大事紀要 

「大事紀要」分頁彙整自1999年至2020年石岡壩下游主要設施之相

關興建工程案，詳圖4-1(b)所示。 

三、歷年成果 

本分頁將分為「歷年成果」、「新增類別」、「歷年成果管理」，

將本案之階段成果報告列表成列，並提供上傳、檢視、修改、下載及刪

除之功能，詳圖4-1(c)~ 圖4-1(e)所示。 

四、3D動畫展示 

為具體了解工程案完工後之成果樣貌，故建立3D動畫展示瞭解本計

畫整治完工之願景，以比較工程前後之差異，詳圖4-1(f)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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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關基本資料 

 

(b) 大事紀要 

 

(c) 歷年成果 

 

(d) 新增類別 

(e) 歷年成果管理 

 

(f) 3D 動畫展示 

圖 4-1 網站展示圖



 

 

  

 

 

 

 

 

 

 

附錄一 

初稿審查意見及回覆



 

 

初稿審查意見及回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3D 動畫展示部分 

1.請增加旁白及配樂。 1.感謝指導，已在動畫增加相關內容。  

2.請修正各護岸水泥化展現太強問題。 2.感謝指導，已修正護岸配色。  

3.請修正水流太過清澈現象。 2.感謝指導，已修正水流配色。  

二、成果報告部分 

1.文中未呈現計畫效益。 1.感謝指導，已增加計畫效益內容。 1-4 節 

2.請增加動畫腳本一章節，如文字、旁

白及配樂等說明。 

2.感謝指導，已增加動畫腳本一章節。 3-2 節 

3.報告頁碼請依規定格式。 3.感謝指導，已修正頁碼格式。  

4.圖 0-1 應為圖 1-1，該圖請換以最新

的空拍圖。 

4.感謝指導，已修正圖 0-1 為圖 1-1，

並更換最新空拍圖。 

 

5.請補充本案專屬網站設置，含彙整、

更新、上傳、下載等功能。 

5.感謝指導，本案專屬網站設置可參詳

http://59.125.13.204:190/ReservoirLogin.aspx

。 

 

6.請依水利署審定完成基本設計報告

後，配合修正 3D 動畫展示成果。 

6.感謝指導，已配合基本設計報告修正

3D 動畫展示成果。 

 



 

 

 

 

 

 

 

 

 

 

附錄二 

修正稿審查意見及回覆



 

 

修正稿審查意見及回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修正報告部分 

1.封面後面加一張內頁，內頁請增加執

行單位。 

1.感謝指導，已增加內頁及執行單位。  

2.封面「3D 電腦模型及動畫展示成果報

告」之名稱請改為「3D 電腦模型及動

畫展示(含計畫專屬網站設置)成果

報告」，並請增加一章節說明本計畫

專屬網站設置之內容。 

2.感謝指導，已將封面名稱修正為「3D

電腦模型及動畫展示(含計畫專屬網

站設置)成果報告」，並增加第四章節

說明本計畫專屬網站設置之內容。 

第四章 

3.河道地形與現況差距太大。 3.感謝指導，已修正 3D 動畫河道地形

盡量與現況地形一致。 

 

4.動畫展示部分配音語調過於平順，無

抑揚頓挫；語句並有不順暢斷點現

象；另畫面接露應與旁白一致。 

4.感謝指導，已修正 3D 動畫配音語調

及旁白腳本時間。 

 



 

 

 

 

 

 

 

 

 

 

附錄三 

修正稿審查意見及回覆



 

 

修正稿審查意見及回覆 
審查意見 意見回覆 報告頁次/章節 

一、3D 動畫展示部分 

1.未顯示沖刷嚴重影像(副壩下游河

道)。 

1 感謝指導，已增加副壩下游河道沖刷

嚴重影像。 

影片 0:59～1:20 

2.旁白與畫面不合。 2.感謝指導，已修正旁白與畫面不合之

問題。 

 

3.完工後願景，缺旁白說明。 3.感謝指導，已增加旁白說明。  

4.旁白不夠口語，如像是唸稿。 4.感謝指導，已請專業錄音員協助錄製

旁白配音。 

 

5.補一張本工程平面布置圖，在願景說

明之前。 

5.感謝指導，已增加本工程平面布置

圖。 

影片 1:53～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