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畫

國立交通大學防災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黃安斌教授

民國101年9月25日

1



背景

�鄉鎮往往位於水庫潰壩時的淹沒區內、或者是位
於潰壩洪峰流經的路徑上。

�基於保障居民生命財產的前提下，要求水庫營運
單位必須為所負責的水壩準備萬一潰壩時的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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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必須為所負責的水壩準備萬一潰壩時的緊急
應變計畫。

�水利署於1999年委託交通大學防災工程研究中心，
擬訂水壩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準則之草案。



國外水庫緊急應變措施規範資料收集整理

� 美國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出版之緊急應變措施規範

� 美國聯邦緊急應變管理署(FEMA) 出版之『蓄水庫安全綱要:
緊急應變措施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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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蓄水庫協會出版之『大壩安全綱要』，其中第四章
列出緊急事件準備計劃所應涵蓋之項目

� 美國墾務局出版之『如何準備以及執行緊急應變計劃』
(How to Develop an Emergency Action Plan) 

� 其他



潰壩分析程式的比較與選用

�美國陸軍工兵團發展之HEC-2

�美國氣象局推出也是最為潰壩分析使用的
DAMBRK

�美國氣象局最新發展的FLDW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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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氣象局最新發展的FLDWAV 



其他因素之考量

� 國內現有防颱組織以及防颱經驗在潰壩緊急應變措國內現有防颱組織以及防颱經驗在潰壩緊急應變措國內現有防颱組織以及防颱經驗在潰壩緊急應變措國內現有防颱組織以及防颱經驗在潰壩緊急應變措
施上之適用性施上之適用性施上之適用性施上之適用性

� 請國內專家學者就初步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程之內容請國內專家學者就初步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程之內容請國內專家學者就初步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程之內容請國內專家學者就初步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程之內容
準則提出意見準則提出意見準則提出意見準則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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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負責訂定緊急應變規範之聯邦能源管理委員
會蓄水庫安全部門負責人Dr. Ron Spath取得最新版緊
急應變規範

� 整理國內外專家學者意見完成水庫緊急應變措施內整理國內外專家學者意見完成水庫緊急應變措施內整理國內外專家學者意見完成水庫緊急應變措施內整理國內外專家學者意見完成水庫緊急應變措施內
容準則之訂定容準則之訂定容準則之訂定容準則之訂定



緊急應變計畫的核心

� 淹沒區圖之製作與使用

� 緊急事件的偵測、評估、與分級

� 通報流程

責任劃分

6

� 責任劃分

� 事前的準備工作

� 平常之演練



第一章 總則

� 1.1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 1.2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 1.3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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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緊急應變計畫之核定緊急應變計畫之核定緊急應變計畫之核定緊急應變計畫之核定

� 1.5 緊急應變計畫的更新緊急應變計畫的更新緊急應變計畫的更新緊急應變計畫的更新

� 1.6    緊急應變計畫之發放及列管緊急應變計畫之發放及列管緊急應變計畫之發放及列管緊急應變計畫之發放及列管

� 1.7    緊急應變計畫之裝訂格式緊急應變計畫之裝訂格式緊急應變計畫之裝訂格式緊急應變計畫之裝訂格式



1.1 依據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第十二條 蓄水建造物應建立之安全資料如下：

一、 氣象、水文及洪水演算資料。

二、 區域地質及重要結構物基礎地質。

三、 蓄水範圍及集水區概況。

四、 主要設施平面布置及相關設計圖。

五、 主要設施設計分析資料。

六、 主要設施施工與品質檢驗紀錄。

七、 安全監測系統布置與監測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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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水庫操作運轉系統與運轉紀錄。

九、 洩洪警報系統與警報紀錄。

十、 維護改善紀錄及相關圖說資料。

十一、 潰壩演算及潰壩緊急應變計畫。

前項第五款設計分析資料包括水理分析、穩定分析、結構設

計分析等。

蓄水建造物無潰壩之虞、無下游河道或潰壩演算結果不影響

下游河防安全，並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免備第一項第十一款之資料。

蓄水建造物有越域引水情形者，第一項各款有關資料應增列

該引水設施及相關紀錄。



第十三條 前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 受災區域範圍、疏散路線與地點。

二、 緊急通知程序。

三、 居民疏散與安置計畫。

四、 人力、材料及機具動員計畫。

五、 其他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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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必要事項。



『水利法』第69條之二
� 「水庫管理機構，應維護水庫及相關設施之安全，
並經常檢查、分析其狀況，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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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庫安全評估要點』第七條第7款

� 「蓄水庫管理機關（構）應建立蓄水庫安全資料檔
卷分卷如下：…7‧緊急應變措施：包括潰壩模擬

演算、淹沒區域、結構安全、預警系統、警報資訊
傳遞系統、緊急指揮系統、演習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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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系統、緊急指揮系統、演習記錄。」



『蓄水庫安全檢查與評估辦法』第三條

第二款

� 「中央主管機關之職責如左：…二、關於蓄水庫安
全法規及技術性準則之訂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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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蓄水庫安全評估規範』

� 第二章第2.2.16節：『緊急應變計劃資料收集之項
目』，第四章第4.2.16節規定：『安全資料複核與評

估項目』。此二節為本『蓄水庫緊急應變計劃要點』
之依據。

13

之依據。



1.2 目的

� 針對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畫之項目內容、演練及更新
作較明確之規定，使從事本項工作之專業人員有統
一而明確之標準可遵循，促使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畫
內容周延可行，當蓄水庫發生緊急狀況時，蓄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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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周延可行，當蓄水庫發生緊急狀況時，蓄水庫
管理機關（構）及各相關災害防救單位能有效的發
揮應變能力，防止或減低災害之發生。



1.3 適用範圍
�凡所有在台灣地區（含外島），符合水利法施
行細則第九條規定之蓄水庫，須根據本規範準
備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畫。少數符合經濟部水利
署『蓄水庫安全評估規範』第1.3節規定之小型
蓄水庫（<1百萬立方米蓄水量），且其災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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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庫（<1百萬立方米蓄水量），且其災害之
潛勢根據『蓄水庫安全評估規範』第1.4節規屬
於輕度（潰壩淹水地區居民人口 <1000人），

且無串聯潰壩顧慮者，得依水庫特性及實際狀
況簡化辦理。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九條
� 「本法第三條所稱之蓄水庫係指地面上或地面下建
造蓄水高度或深度超過三公尺以上壩堰構成水庫其
蓄水量超過二萬立方公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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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緊急應變計畫之核定
� 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佈實施。

� 中央主管蓄水庫安全之機關(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得依實際需要委託具經驗及實績之專業機構、學術
團體、或工程顧問機構代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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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緊急應變計畫的更新
� 緊急應變計畫中之通報流程圖應每年進行更新或再
確認。緊急應變計畫應以五年為原則，全盤更新。
更新的時間，應配合『蓄水庫安全評估規範』第
1.6條規定之水庫定期安全評估，在每五年一次的
定期安全評估完成後的第二年，完成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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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安全評估完成後的第二年，完成緊急應變計畫
的全面更新。



緊急應變計畫更新（說明）
� 通報流程圖的再確認或更新。

� 考慮年度演習成果及納入演習建議改進事項。

� 每五年全盤更新應涵蓋定期安全評估的現地檢查結
果、潰壩演算、淹沒區域圖之製作、下游地區之變
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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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等。

� 更新部分應確實送至列管之發放對象



1.6 緊急應變計畫之發放與列管

� 必須造冊列管。

� 發放之對象涵蓋緊急通報流程中所列之單位

�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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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保密

�更新



1.7 緊急應變計畫之裝訂格式
� 蓄水庫的緊急應變計畫之裝訂格式，應採活頁式，
以便進行定期之更新

� 每頁應列印頁碼，列印或更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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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緊急應變計畫
� 2.1  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

� 2.2  緊急應變通告系統流程圖緊急應變通告系統流程圖緊急應變通告系統流程圖緊急應變通告系統流程圖

� 2.3  緊急應變計畫之責任劃分緊急應變計畫之責任劃分緊急應變計畫之責任劃分緊急應變計畫之責任劃分

� 2.4  緊急事件的偵測緊急事件的偵測緊急事件的偵測緊急事件的偵測,評估與分級評估與分級評估與分級評估與分級

2.5  緊急處理計畫緊急處理計畫緊急處理計畫緊急處理計畫� 2.5  緊急處理計畫緊急處理計畫緊急處理計畫緊急處理計畫

� 2.6  緊急通知計畫緊急通知計畫緊急通知計畫緊急通知計畫

� 2.7  警告警報系統設施警告警報系統設施警告警報系統設施警告警報系統設施

� 2.8  人力動員計畫人力動員計畫人力動員計畫人力動員計畫

� 2.9  居民疏散安置計畫居民疏散安置計畫居民疏散安置計畫居民疏散安置計畫

� 2.10 復物料器材之儲存與供應計畫復物料器材之儲存與供應計畫復物料器材之儲存與供應計畫復物料器材之儲存與供應計畫

� 2.11 演練計畫演練計畫演練計畫演練計畫22



第三章 潰埧分析與淹沒區域圖製作

� 3.1  潰埧分析潰埧分析潰埧分析潰埧分析

� 3.2  潰壩模擬潰壩模擬潰壩模擬潰壩模擬

� 3.3  下游河道洪水演算下游河道洪水演算下游河道洪水演算下游河道洪水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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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下游地區淹水演算下游地區淹水演算下游地區淹水演算下游地區淹水演算

� 3.5  淹沒區域圖製作淹沒區域圖製作淹沒區域圖製作淹沒區域圖製作

� 3.6 潰壩分析成果之合理性潰壩分析成果之合理性潰壩分析成果之合理性潰壩分析成果之合理性



3.5  淹沒區域圖製作（說明）
�註明潰壩前水流情況，晴天潰壩及洪水潰壩
兩種情況之淹沒區域皆須繪於圖上，並示兩
者下游河道之洪峰水位及到達時間。

�以圖與表或僅以圖或表示出各重要地點之洪
峰流量，最大淹水高程及到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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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流量，最大淹水高程及到達時間。
�淹沒區域圖之比例(1/10000以上)應足以分辨
出下游可能危險區內之居民活動環境。

�指出受害區並以當地地標及以往洪災對照描
述淹水範圍及淹水深度，儘可能引用主要道
路、鐵路及其他著名特徵之地名。



3.5  淹沒區域圖製作（說明）
� 淹沒區域圖之繪製應利用現有最佳地形圖。當界線
涉入現有湖泊、水庫地區時，淹水界線應能代表湖
泊、水庫水位之增高，若因增高而產生溢頂現象，
則適當之淹水界線應繼續繪於該水庫下游，直至下
游河道水位增高不再造成生命財產之危險為止。此
淹水界線間之面積代表淹水水面，可以陰影或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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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界線間之面積代表淹水水面，可以陰影或色調
表示。

� 淹沒區域圖多達數頁時，附索引圖，以便連接。

� 淹沒區域圖應標示疏散路線及緊急避難場所。



第四章 警告警報系統設施

� 4.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 4.2    演練層次演練層次演練層次演練層次

� 4.3    緊急應變計畫講習緊急應變計畫講習緊急應變計畫講習緊急應變計畫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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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4.4    營運單位年度演習營運單位年度演習營運單位年度演習營運單位年度演習

� 4.5    營運與救災應變單位會議室演習營運與救災應變單位會議室演習營運與救災應變單位會議室演習營運與救災應變單位會議室演習

� 4.6    營運與應變單位功能測試演習營運與應變單位功能測試演習營運與應變單位功能測試演習營運與應變單位功能測試演習

� 4.7    營運與應變單位現地實況演習營運與應變單位現地實況演習營運與應變單位現地實況演習營運與應變單位現地實況演習



第四章 警告警報系統

� 警告警報系統設施之內容應包含：

(1) 種類及功能

(2) 數量及配置

(3) 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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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靠度

(4) 警報之有效距離及範圍

(5) 補助電源

(6) 系統保養



警告警報系統設施(說明)

� 警告警報系統應包括水庫安全監測及預警系統；大壩周
邊巡視之人為警戒；以及下游居民疏散之警報。

� 警告警報系統包括廣播主機、喇叭線路及喇叭等主要設
施，以及在適當地點設置告示牌(包括自動告示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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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蓄水庫緊急應變計畫中之警告警報系統設施章節時，
應描述並評估警報設施之種類及其功能、數量及配置、
設施之可靠度、警報之有效距離及其範圍，以及停電時
之補助電源等。



警告警報系統設施(說明)

�緊急應變計畫在本章節中，應為大壩及附屬結
構物之關鍵監測儀器讀數之警戒值提出規劃。
關鍵監測儀器應至少考慮：尾水水位以及壩址
滲流量。警戒值之決定應參考過去之監測記錄，
監測記錄之評估可參考中興工程顧問社編印之
「水壩監測及安全評估工作實務」（陳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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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壩監測及安全評估工作實務」（陳利明，
1991）及「蓄水壩之儀器監測與評估」（陳利
明，1993）。

�緊急應變計畫在本章節中，應對警報之提出時
機，與警報發佈之程序提出規劃。



第五章 緊急處理計畫

� 指揮中心

� 潰壩破壞機制

� 緊急狀況之認定與分級

� 物料器材

水庫洩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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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庫洩降計畫

� 等



第六章 緊急通知計畫

�緊急通知內容規範

�緊急通報任務編組

�緊急通報時機對象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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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通報時機對象及流程

�相關單位負責人人員名冊



緊急通知計畫（說明）
�緊急通知時機的認定，應根據緊急處理計畫中對
緊急事件的偵測、評估、與分級所做之整理，在
不同的警戒與緊急狀況下，有不同的通報對象與
流程。

�被通知單位於再接獲緊急警報（紅燈警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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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知單位於再接獲緊急警報（紅燈警報）時，
應認定潰壩已經發生，立即進行疏散，無須等待
潰壩的再確認。

�在警戒緊報（黃燈警報）宣布後，被通知人也應
按照緊急應變計畫的要求，進行應變。通常警戒
緊報（黃燈警報）要求的是，相關單位瞭解目前
蓄水庫有潛在危機，蓄水庫營運人員正在緊急處
理中，請各單位保持警戒。



緊急通知計畫（說明）
� 一旦警戒緊報（黃燈警報）宣布後，蓄水庫營運人員應
隨時將蓄水庫搶救狀況通知通報流程上相關單位。舉例
來說：某一堆填壩上游集水區發生豪雨，蓄水庫水位在
各洩洪設備以及溢洪道閘門全開的情況下，仍持續上升，
此時應發佈警戒緊報（黃燈警報），並在水位即將溢頂
時，應發佈緊戒警報（紅燈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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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發佈緊戒警報（紅燈警報）。

� 緊急通知計畫應對緊急通知系統之種類，及其功能加以
說明，其中應包括各有線通訊系統是否位於潰壩洪峰流
徑上，以及各通訊設備之電源系統與備用電源系統。



緊急通知計畫（說明）
�緊急通知計畫應對通報之內容提出規劃，通報
之內容應考慮以下諸項：
�水庫緊急事件的簡要描述

�危機等級

�水庫水位

�集水區天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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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天候

�緊急處理所需時間及預期效果

�需要外界支援之項目

�是否考慮水庫緊急洩放

�洩洪起始時間

�洩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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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居民疏散安置計畫
� 居民疏散安置計畫應包括:

(1) 疏散範圍 (2) 疏散方式

(3) 疏散程序 (4) 疏散對象

(5) 避難路線 (6) 安置地點之篩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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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避難路線 (6) 安置地點之篩選原則

(7) 疏散地點 (8) 安全管制措施

(9) 備用安置計畫



第八章 搶修及修復物料器材之儲存與供應計畫

�搶修及修復物料器材之儲存與供應計畫內容應包括:

(1)各種緊急狀況下所需之物料與器材種類

(2)一定時程內可提供搶修承商及材料供應商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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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定時程內可提供搶修承商及材料供應商之資料
冊

(3)相關物料或器材之儲存與供應方式



第九章 人力動員計畫

�人力動員計畫之內容應包括:

(1)緊急救災指揮系統

(2)緊急救災之編組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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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緊急救災之編組及人力

(3)工作分配及職掌

(4)動員人力之聯絡方式、集合地點及交通

工具



第十章 緊急應變之責任劃分

� 緊急應變計畫應列出負責蓄水庫營運及操作之個人與
單位，以及緊急應變時，負責執行之各組織其個人與
單位之救災應變之責任。緊急應變計畫書中至少應對
以下各工作項目之責任劃分加以規劃及說明：

� 蓄水庫營運單位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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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水庫營運單位之責任

� 緊急應變通報之責任

� 居民疏散及安置之責任

� 緊急應變期間壩址現場觀測、壩址安全措施、宣告緊急應變終
止、以及緊急應變結束後之後續作業

� 緊急應變計畫之聯繫、年度更新、與安排演習等責任



第十一章 講習與演練計劃
� 講習與演練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 講習與演練層次

� 緊急應變計畫講習

� 蓄水庫管理機關（構）年度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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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水庫管理機關（構）與各相關災害防救單位現
地實況演練



第十一章 講習與演練計畫

� 為落實緊急應變計畫之功能，緊急應變計畫中須規
劃必要之平時演練與測試。演練與測試之工作項目、
執行時機、與執行頻率，得依本章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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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與演練計畫（說明）

�緊急應變計畫應定期舉行演習演練，以驗證緊
急應變計畫實作上的可行性。

�緊急應變計畫演習可兼具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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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計畫演習可測試通報流程圖上通訊號
碼之正確性。

�緊急應變計畫演習結果應做成記錄作補充及修
訂緊急應變計畫之參考。



11.2 講習與演練層次
� 緊急應變計畫之演練與測試，依實施之目的、參與單位、
與執行面要求程度之不同，分成以下三個等級。緊急應
變計畫書應詳列不同層次演練之演練內容以及實施時機：

(1)  緊急應變計畫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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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緊急應變計畫講習

(2)  年度演練

(3)  現地實況演練



11.3 緊急應變計畫講習

� 蓄水庫營運單位，應於緊急應變計畫頒佈實施後九
十天內，召集相關營運與應變救災單位，就緊急應
變計畫之內容提出講解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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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演練

� 應每年舉行一次緊急應變計畫演練。若屬同一河系
上下游之蓄水庫，其年度演習得合併舉行。

� 人員應變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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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考慮夜間或假日

� 可半演練半講習



11.5 現地實況演練

� 原則上每五年召集各相關救災應變單位，進行現地
實況演練一次。

� 慎選演練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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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選演練地點

� 注意宣傳

� 成果檢討



建議增加項目

� 恐怖組織破壞之考量

� 防恐緊急通報或應變計畫之訂立

� 戰爭破壞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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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