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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1.

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2.

4.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3.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台灣水庫管理進程台灣水庫管理進程台灣水庫管理進程台灣水庫管理進程

水利建造物興辦水利建造物興辦水利建造物興辦水利建造物興辦
[臺灣第一座水庫臺灣第一座水庫臺灣第一座水庫臺灣第一座水庫：：：：

虎頭埤虎頭埤虎頭埤虎頭埤(1863年年年年)]

92929292年年年年公告辦公告辦公告辦公告辦
法法法法、、、、97979797年年年年公公公公
告技術規範告技術規範告技術規範告技術規範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既有水庫既有水庫既有水庫既有水庫

皆已完成第一皆已完成第一皆已完成第一皆已完成第一

次安評次安評次安評次安評、、、、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國外技術國外技術國外技術國外技術、、、、法法法法

令已更新令已更新令已更新令已更新，，，，國國國國

內環境變化內環境變化內環境變化內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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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水庫現況台灣水庫現況台灣水庫現況台灣水庫現況

水庫等級 數量

一 17 石門水庫、翡翠水庫…

二 27 明德水庫、士林攔河堰…

三 50 七美水庫、龍鑾潭水庫….

小計 94
註註註註:1.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103.06.23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2.各農田水利會蓄水建造物基本資料各農田水利會蓄水建造物基本資料各農田水利會蓄水建造物基本資料各農田水利會蓄水建造物基本資料，，，，經統計共經統計共經統計共經統計共

771座蓄水建造物座蓄水建造物座蓄水建造物座蓄水建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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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929年年年年 St. Fancis壩壩壩壩潰壩潰壩潰壩潰壩
1972.08.08          美國國會制定美國國會制定美國國會制定美國國會制定 92-367號號號號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Corps  of  Engineers 

68年年年年 行政院院會行政院院會行政院院會行政院院會
┌有關台灣地區蓄水庫安全問題之意見及建議有關台灣地區蓄水庫安全問題之意見及建議有關台灣地區蓄水庫安全問題之意見及建議有關台灣地區蓄水庫安全問題之意見及建議」」」」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台灣省政府台灣省政府台灣省政府台灣省政府
70.02               經濟部赴美考察水庫安全方案執行情形經濟部赴美考察水庫安全方案執行情形經濟部赴美考察水庫安全方案執行情形經濟部赴美考察水庫安全方案執行情形

75.03                  設立設立設立設立 蓄水庫安全評估小組蓄水庫安全評估小組蓄水庫安全評估小組蓄水庫安全評估小組
77.05.12             核定核定核定核定 蓄水庫安全檢查與評估辦法蓄水庫安全檢查與評估辦法蓄水庫安全檢查與評估辦法蓄水庫安全檢查與評估辦法
77.06.03             核定核定核定核定 蓄水庫安全評估要點蓄水庫安全評估要點蓄水庫安全評估要點蓄水庫安全評估要點

70.01.2370.01.2370.01.2370.01.23

台北雙溪水庫台北雙溪水庫台北雙溪水庫台北雙溪水庫

開閘門清垃圾開閘門清垃圾開閘門清垃圾開閘門清垃圾

4444次次次次，，，，每次每次每次每次10~30 cm10~30 cm10~30 cm10~30 cm

4040404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放水量放水量放水量放水量800m800m800m800m3333

死亡死亡死亡死亡:15:15:15:15人人人人

重傷重傷重傷重傷:  4:  4:  4:  4人人人人

輕傷輕傷輕傷輕傷:  8:  8:  8:  8人人人人

景美女中景美女中景美女中景美女中

達人中學達人中學達人中學達人中學

大安國中大安國中大安國中大安國中

大安國小大安國小大安國小大安國小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

2.水利法施行細則水利法施行細則水利法施行細則水利法施行細則

3.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4. 河川管理辦法河川管理辦法河川管理辦法河川管理辦法

5. 排水管理辦法排水管理辦法排水管理辦法排水管理辦法

6.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組設置要點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組設置要點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組設置要點經濟部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小組設置要點

7.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督導小組作業要點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督導小組作業要點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督導小組作業要點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督導小組作業要點

8.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

9.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10.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署水利署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11. 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法災害防救法

12. 水災水災水災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3. 經濟部水災災害經濟部水災災害經濟部水災災害經濟部水災災害支援協助支援協助支援協助支援協助處理項目及程序要點處理項目及程序要點處理項目及程序要點處理項目及程序要點

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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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

�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

�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

�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

水利行政之處理水利行政之處理水利行政之處理水利行政之處理及及及及水利事業之興辦水利事業之興辦水利事業之興辦水利事業之興辦，，，，依本法之規定依本法之規定依本法之規定依本法之規定。。。。但但但但

地方習慣與本法不相牴觸者地方習慣與本法不相牴觸者地方習慣與本法不相牴觸者地方習慣與本法不相牴觸者，，，，得從其習慣得從其習慣得從其習慣得從其習慣。。。。

本法所稱水利事業本法所稱水利事業本法所稱水利事業本法所稱水利事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地或利用地或利用地或利用地

面水或地下水面水或地下水面水或地下水面水或地下水，，，，以以以以防洪防洪防洪防洪、、、、禦潮禦潮禦潮禦潮、、、、灌溉灌溉灌溉灌溉、、、、排水排水排水排水、、、、洗鹹洗鹹洗鹹洗鹹、、、、

保土保土保土保土、、、、蓄水蓄水蓄水蓄水、、、、放淤放淤放淤放淤、、、、給水給水給水給水、、、、築港築港築港築港、、、、便利水運及發展便利水運及發展便利水運及發展便利水運及發展

水力水力水力水力。。。。

法源法源法源法源

7

第第第第 46條條條條

一一一一、、、、防水防水防水防水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

二二二二、、、、引水引水引水引水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

三三三三、、、、蓄水蓄水蓄水蓄水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

四四四四、、、、洩水洩水洩水洩水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之建造物。。。。

五五五五、、、、抽汲地下水之建造物抽汲地下水之建造物抽汲地下水之建造物抽汲地下水之建造物。。。。

六六六六、、、、與水運有關之建造物與水運有關之建造物與水運有關之建造物與水運有關之建造物。。。。

七七七七、、、、利用水力之建造物利用水力之建造物利用水力之建造物利用水力之建造物。。。。

八八八八、、、、其他水利建造物其他水利建造物其他水利建造物其他水利建造物。。。。

興辦水利事業興辦水利事業興辦水利事業興辦水利事業，，，，關於下列關於下列關於下列關於下列建造物之建造建造物之建造建造物之建造建造物之建造、、、、改造或拆改造或拆改造或拆改造或拆

除除除除，，，，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

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
法源法源法源法源

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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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9條條條條
興辦水利事業人經辦之興辦水利事業人經辦之興辦水利事業人經辦之興辦水利事業人經辦之防水防水防水防水、、、、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洩水洩水洩水洩水

之水利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之水利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之水利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之水利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應維護應維護應維護應維護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歲歲歲歲

修養護修養護修養護修養護、、、、定期整理定期整理定期整理定期整理或或或或改造改造改造改造，，，，並應定期及不定期辦並應定期及不定期辦並應定期及不定期辦並應定期及不定期辦

理理理理檢查檢查檢查檢查及及及及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前項檢查及安全評估之認定前項檢查及安全評估之認定前項檢查及安全評估之認定前項檢查及安全評估之認定範圍及細目範圍及細目範圍及細目範圍及細目，，，，其其其其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水利法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

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水利法相關規定

9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權責權責權責權責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檢查範圍及細目檢查範圍及細目檢查範圍及細目檢查範圍及細目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29292929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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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第第第１１１１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２２２２條條條條

本辦法依水利法本辦法依水利法本辦法依水利法本辦法依水利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規定訂定規定訂定規定訂定。。。。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指主管機關興辦或經中央主管指主管機關興辦或經中央主管指主管機關興辦或經中央主管指主管機關興辦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機關認定機關認定機關認定公告公告公告公告與公共安全有關之與公共安全有關之與公共安全有關之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防水防水防水、、、、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洩洩洩洩

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興辦人興辦人興辦人興辦人（（（（以下簡稱興辦人以下簡稱興辦人以下簡稱興辦人以下簡稱興辦人））））指該指該指該指該

水利建造物之所有人水利建造物之所有人水利建造物之所有人水利建造物之所有人，，，，其由政府興辦者其由政府興辦者其由政府興辦者其由政府興辦者，，，，為其指定之為其指定之為其指定之為其指定之主主主主

辦辦辦辦或或或或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構構構構））））或或或或法人法人法人法人。。。。

第第第第３３３３條條條條

法源法源法源法源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11

第三章 檢查範圍及細目

第第第第９９９９條條條條 興辦人辦理之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如下興辦人辦理之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如下興辦人辦理之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如下興辦人辦理之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如下::::

一一一一、、、、定期檢查定期檢查定期檢查定期檢查：：：：蓄水及引水建造物例行性蓄水及引水建造物例行性蓄水及引水建造物例行性蓄水及引水建造物例行性

平時檢查平時檢查平時檢查平時檢查或防水及洩水建造物之或防水及洩水建造物之或防水及洩水建造物之或防水及洩水建造物之防汛前檢查防汛前檢查防汛前檢查防汛前檢查。。。。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足以承受下一年度之洪水足以承受下一年度之洪水足以承受下一年度之洪水足以承受下一年度之洪水））））

二二二二、、、、不定期檢查不定期檢查不定期檢查不定期檢查：：：：指水利建造物遭受一定值以上之指水利建造物遭受一定值以上之指水利建造物遭受一定值以上之指水利建造物遭受一定值以上之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洪水洪水洪水洪水、、、、豪雨豪雨豪雨豪雨或或或或其他事故其他事故其他事故其他事故後立即辦理之特後立即辦理之特後立即辦理之特後立即辦理之特

別檢查別檢查別檢查別檢查。。。。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足以承受下一場洪水足以承受下一場洪水足以承受下一場洪水足以承受下一場洪水））））

前項第二款所稱一定值及不定期檢查之重點前項第二款所稱一定值及不定期檢查之重點前項第二款所稱一定值及不定期檢查之重點前項第二款所稱一定值及不定期檢查之重點，，，，

應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應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應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應於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內分別內分別內分別內分別

訂定之訂定之訂定之訂定之。。。。

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水利建造物檢查分類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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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檢查範圍及細目

第第第第10條條條條 興辦人應依水利建造物內容與特性編製安全維護手興辦人應依水利建造物內容與特性編製安全維護手興辦人應依水利建造物內容與特性編製安全維護手興辦人應依水利建造物內容與特性編製安全維護手

冊冊冊冊，，，，據以辦理據以辦理據以辦理據以辦理，，，，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應報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前項水利建造物前項水利建造物前項水利建造物前項水利建造物安全維護手冊內容安全維護手冊內容安全維護手冊內容安全維護手冊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應包括下列事項應包括下列事項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一一一、、、、檢查之檢查之檢查之檢查之時機時機時機時機、、、、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頻率頻率頻率頻率、、、、檢查重點檢查重點檢查重點檢查重點及及及及初步研初步研初步研初步研

判準則判準則判準則判準則。。。。

二二二二、、、、有監測資料者有監測資料者有監測資料者有監測資料者，，，，其其其其初步研判準則初步研判準則初步研判準則初步研判準則。。。。

三三三三、、、、緊急狀況之研判及處理程序緊急狀況之研判及處理程序緊急狀況之研判及處理程序緊急狀況之研判及處理程序。。。。

四四四四、、、、其他有關安全維護事項其他有關安全維護事項其他有關安全維護事項其他有關安全維護事項。。。。

前項內容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需要擇要編定前項內容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需要擇要編定前項內容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需要擇要編定前項內容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需要擇要編定；；；；

其屬防水其屬防水其屬防水其屬防水、、、、引水或洩水建造物者引水或洩水建造物者引水或洩水建造物者引水或洩水建造物者，，，，應以河川水應以河川水應以河川水應以河川水

系系系系、、、、排水系統或區域等為單元分別編製排水系統或區域等為單元分別編製排水系統或區域等為單元分別編製排水系統或區域等為單元分別編製。。。。

安全維護手冊內容安全維護手冊內容安全維護手冊內容安全維護手冊內容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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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檢查範圍及細目

第第第第12條條條條 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應建立之安全資料如下應建立之安全資料如下應建立之安全資料如下應建立之安全資料如下：：：：

一一一一、、、、氣象氣象氣象氣象、、、、水文及洪水演算資料水文及洪水演算資料水文及洪水演算資料水文及洪水演算資料。。。。

二二二二、、、、區域地質及重要結構物基礎地質區域地質及重要結構物基礎地質區域地質及重要結構物基礎地質區域地質及重要結構物基礎地質。。。。

三三三三、、、、蓄水範圍蓄水範圍蓄水範圍蓄水範圍及及及及集水區概況集水區概況集水區概況集水區概況。。。。

四四四四、、、、主要設施平面布置及相關設計圖主要設施平面布置及相關設計圖主要設施平面布置及相關設計圖主要設施平面布置及相關設計圖。。。。

五五五五、、、、主要設施設計分析資料主要設施設計分析資料主要設施設計分析資料主要設施設計分析資料。。。。

六六六六、、、、主要設施施工與品質檢驗紀錄主要設施施工與品質檢驗紀錄主要設施施工與品質檢驗紀錄主要設施施工與品質檢驗紀錄。。。。

七七七七、、、、安全監測系統安全監測系統安全監測系統安全監測系統布置與布置與布置與布置與監測紀錄監測紀錄監測紀錄監測紀錄。。。。

八八八八、、、、水庫操作運轉水庫操作運轉水庫操作運轉水庫操作運轉系統與系統與系統與系統與運轉紀錄運轉紀錄運轉紀錄運轉紀錄。。。。

九九九九、、、、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系統與系統與系統與系統與警報紀錄警報紀錄警報紀錄警報紀錄。。。。

十十十十、、、、維護改善紀錄及相關圖說資料維護改善紀錄及相關圖說資料維護改善紀錄及相關圖說資料維護改善紀錄及相關圖說資料。。。。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潰壩演算潰壩演算潰壩演算潰壩演算及及及及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潰壩緊急應變計畫。。。。

安全資料安全資料安全資料安全資料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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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

第第第第16條條條條 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範圍安全評估範圍安全評估範圍安全評估範圍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一一一一、、、、水文及水理檢討水文及水理檢討水文及水理檢討水文及水理檢討。。。。

二二二二、、、、地質及地震檢討地質及地震檢討地質及地震檢討地質及地震檢討。。。。

三三三三、、、、主體結構及其基礎主體結構及其基礎主體結構及其基礎主體結構及其基礎。。。。

四四四四、、、、排洪設施及其基礎排洪設施及其基礎排洪設施及其基礎排洪設施及其基礎。。。。

五五五五、、、、取取取取、、、、出水設施及其基礎出水設施及其基礎出水設施及其基礎出水設施及其基礎。。。。

六六六六、、、、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

七七七七、、、、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

八八八八、、、、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輸水及沉砂等其他重要設施輸水及沉砂等其他重要設施輸水及沉砂等其他重要設施輸水及沉砂等其他重要設施。。。。

九九九九、、、、其他重大事故影響之檢討其他重大事故影響之檢討其他重大事故影響之檢討其他重大事故影響之檢討。。。。

安全評估範圍安全評估範圍安全評估範圍安全評估範圍

建議增加建議增加建議增加建議增加：：：：

十十十十、、、、風險告知風險告知風險告知風險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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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

第第第第17條條條條 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分類安全評估分類安全評估分類安全評估分類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一一一一、、、、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安全複核安全複核安全複核安全複核：：：：興辦人於建造物完工使用或蓄水興辦人於建造物完工使用或蓄水興辦人於建造物完工使用或蓄水興辦人於建造物完工使用或蓄水

前前前前，，，，對其工程設計對其工程設計對其工程設計對其工程設計、、、、試驗試驗試驗試驗、、、、施工與檢驗紀錄及施工施工與檢驗紀錄及施工施工與檢驗紀錄及施工施工與檢驗紀錄及施工

期間監測紀錄所作全盤複核期間監測紀錄所作全盤複核期間監測紀錄所作全盤複核期間監測紀錄所作全盤複核。。。。

二二二二、、、、初次使用初次使用初次使用初次使用評估評估評估評估：：：：開始使用開始使用開始使用開始使用或或或或蓄水達五年蓄水達五年蓄水達五年蓄水達五年，，，，或或或或首次蓄首次蓄首次蓄首次蓄

滿水滿水滿水滿水所辦理之評估所辦理之評估所辦理之評估所辦理之評估。。。。

三三三三、、、、定期定期定期定期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正常使用營運期間一定周期辦理之整體正常使用營運期間一定周期辦理之整體正常使用營運期間一定周期辦理之整體正常使用營運期間一定周期辦理之整體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四四四四、、、、特別特別特別特別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經不定期檢查結果認有必要進一步評經不定期檢查結果認有必要進一步評經不定期檢查結果認有必要進一步評經不定期檢查結果認有必要進一步評

估估估估，，，，或有異常或有異常或有異常或有異常漏水漏水漏水漏水、、、、管湧管湧管湧管湧、、、、移位移位移位移位或或或或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重大災重大災重大災重大災

損採取緊急措施或修復工作後所辦理之評估損採取緊急措施或修復工作後所辦理之評估損採取緊急措施或修復工作後所辦理之評估損採取緊急措施或修復工作後所辦理之評估。。。。

前項第三款定期評估之一定周期為前項第三款定期評估之一定周期為前項第三款定期評估之一定周期為前項第三款定期評估之一定周期為五年五年五年五年，，，，但得依第二十但得依第二十但得依第二十但得依第二十

六條規定調整之六條規定調整之六條規定調整之六條規定調整之。。。。

安全評估分類安全評估分類安全評估分類安全評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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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

第第第第18條條條條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報告報告報告報告應包括之內容如下應包括之內容如下應包括之內容如下應包括之內容如下：：：：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及及及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二二二二、、、、興辦及評估工作興辦及評估工作興辦及評估工作興辦及評估工作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

三三三三、、、、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設施概況設施概況設施概況設施概況。。。。

四四四四、、、、安全資料安全資料安全資料安全資料之整理及補充之整理及補充之整理及補充之整理及補充。。。。

五五五五、、、、現場檢查現場檢查現場檢查現場檢查與評估與評估與評估與評估。。。。

六六六六、、、、水文分析水文分析水文分析水文分析與與與與排洪安全排洪安全排洪安全排洪安全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七七七七、、、、地質地質地質地質與與與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檢討評估檢討評估檢討評估檢討評估。。。。

八八八八、、、、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監測資料分析監測資料分析監測資料分析監測資料分析與與與與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九九九九、、、、操作運轉操作運轉操作運轉操作運轉與與與與警報系統警報系統警報系統警報系統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十十十十、、、、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建造物或蓄水範圍周邊穩定評估周邊穩定評估周邊穩定評估周邊穩定評估。。。。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建議改善工作內容建議改善工作內容建議改善工作內容建議改善工作內容。。。。

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安全評估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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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全評估範圍及細目

第第第第18條續條續條續條續

第第第第19條條條條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潰壩潰壩潰壩潰壩（（（（決決決決））））演算演算演算演算及及及及災損評估災損評估災損評估災損評估。。。。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潰壩潰壩潰壩潰壩（（（（決決決決））））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其他重要設施安全評估其他重要設施安全評估其他重要設施安全評估其他重要設施安全評估。。。。

前項安全評估報告內容興辦人得視其特性及評估重前項安全評估報告內容興辦人得視其特性及評估重前項安全評估報告內容興辦人得視其特性及評估重前項安全評估報告內容興辦人得視其特性及評估重

點擇要編定之點擇要編定之點擇要編定之點擇要編定之。。。。

第一項第十三款潰壩第一項第十三款潰壩第一項第十三款潰壩第一項第十三款潰壩（（（（決決決決））））緊急應變計畫得單獨成冊緊急應變計畫得單獨成冊緊急應變計畫得單獨成冊緊急應變計畫得單獨成冊。。。。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及潰壩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及潰壩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及潰壩水利建造物安全評估及潰壩（（（（決決決決））））演算相關演算相關演算相關演算相關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由由由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技術規範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及其他特性分級前項技術規範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及其他特性分級前項技術規範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及其他特性分級前項技術規範得依水利建造物之規模及其他特性分級，，，，

分別訂定之分別訂定之分別訂定之分別訂定之。。。。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

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安全評估報告內容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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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建造物安全管理相關法規架構圖

水利法第49條:
興辦水利事業人經辦之防水、引水、

蓄水、洩水之水利建造物及其附屬

建造物，應維護管理、歲修養護、

定期整理或改造，並應定期及不定

期辦理檢查及安全評估。前項檢
查及安全評估之認定範圍及細目，

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2 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

技術規範－防水與洩水篇
堤防、抽水站

主要法規

蓄水庫

水庫整體安全評估水庫整體安全評估水庫整體安全評估水庫整體安全評估

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

水庫整體安全評估水庫整體安全評估水庫整體安全評估水庫整體安全評估

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工作流程

水庫整體安全檢查與評估水庫整體安全檢查與評估水庫整體安全檢查與評估水庫整體安全檢查與評估

編造編造編造編造、、、、修改或增補資料簿修改或增補資料簿修改或增補資料簿修改或增補資料簿 基本資料複核基本資料複核基本資料複核基本資料複核

綜綜綜綜合合合合評評評評估估估估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評估報告撰寫評估報告撰寫評估報告撰寫評估報告撰寫

地表地質地表地質地表地質地表地質

右山脊及左壩座右山脊及左壩座右山脊及左壩座右山脊及左壩座

水庫周邊之邊坡水庫周邊之邊坡水庫周邊之邊坡水庫周邊之邊坡

大大大大 壩壩壩壩
現地檢查現地檢查現地檢查現地檢查

(含水中檢查含水中檢查含水中檢查含水中檢查)

評估及發現問題評估及發現問題評估及發現問題評估及發現問題、、、、

整理問題整理問題整理問題整理問題

校校校校核核核核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附屬結構物附屬結構物附屬結構物附屬結構物

水工機械水工機械水工機械水工機械

機電設備機電設備機電設備機電設備

監測系統監測系統監測系統監測系統

水中檢查水中檢查水中檢查水中檢查

水庫周圍環境水庫周圍環境水庫周圍環境水庫周圍環境

設計洪水評析設計洪水評析設計洪水評析設計洪水評析

各頻率洪水分析各頻率洪水分析各頻率洪水分析各頻率洪水分析

大壩出水高度分析大壩出水高度分析大壩出水高度分析大壩出水高度分析

排洪設施排洪能力校核排洪設施排洪能力校核排洪設施排洪能力校核排洪設施排洪能力校核

水庫淤積分析水庫淤積分析水庫淤積分析水庫淤積分析

設計地震評析設計地震評析設計地震評析設計地震評析

壩體安定分析壩體安定分析壩體安定分析壩體安定分析(含應力含應力含應力含應力)

附屬結構物及水工機械應力校核附屬結構物及水工機械應力校核附屬結構物及水工機械應力校核附屬結構物及水工機械應力校核

壩基礎及邊坡安定校核壩基礎及邊坡安定校核壩基礎及邊坡安定校核壩基礎及邊坡安定校核

有關結構之水理校核有關結構之水理校核有關結構之水理校核有關結構之水理校核

儀器觀測資料評估分析儀器觀測資料評估分析儀器觀測資料評估分析儀器觀測資料評估分析

目前水庫營運管理之評核目前水庫營運管理之評核目前水庫營運管理之評核目前水庫營運管理之評核

水資源局水資源局水資源局水資源局

中興中興中興中興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分層管理分層管理分層管理分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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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評估

(受檢查與安評辦法第十五

條規範)

檢查

(受水利法第四十九條、檢

查與安評辦法第二條規範)

一般性維護

(所有建造物，不論規模)

■■■■國內水利建造物安全管理分層示意圖國內水利建造物安全管理分層示意圖國內水利建造物安全管理分層示意圖國內水利建造物安全管理分層示意圖

分層管理

2 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臺灣水庫安全管理制度執行現況

蓄水庫需蓄水庫需蓄水庫需蓄水庫需每每每每5年年年年辦理安全辦理安全辦理安全辦理安全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水利建造物檢查及水利建造物檢查及水利建造物檢查及水利建造物檢查及

安全評估辦法安全評估辦法安全評估辦法安全評估辦法第第第第17條條條條)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第第第15條條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公告公告公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及

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水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水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水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水、、、、引水及洩水建造物引水及洩水建造物引水及洩水建造物引水及洩水建造物

應辦理安全評估應辦理安全評估應辦理安全評估應辦理安全評估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第第第2條條條條: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指指指指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或經或經或經或經

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

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

水利建造物檢查與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與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與安全評估辦法水利建造物檢查與安全評估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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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規檢討法規檢討法規檢討法規檢討

安全評估適用對象檢討

水利建造物之定義檢討

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

辦法第4條主管機關對象檢討

其他辦法條文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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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相關註釋綜合相關註釋綜合相關註釋綜合相關註釋，，，，「「「「與公共安全有關與公共安全有關與公共安全有關與公共安全有關」」」」可解釋為可解釋為可解釋為可解釋為：「：「：「：「於開放空間環境下與不特於開放空間環境下與不特於開放空間環境下與不特於開放空間環境下與不特

定人定人定人定人之安全有關之安全有關之安全有關之安全有關」」」」。。。。

�涵蓋範圍涵蓋範圍涵蓋範圍涵蓋範圍過過過過廣廣廣廣，，，，應限縮應限縮應限縮應限縮，，，，方可有效執行方可有效執行方可有效執行方可有效執行。。。。

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 檢查與安全評估之適用範圍檢查與安全評估之適用範圍檢查與安全評估之適用範圍檢查與安全評估之適用範圍

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或

拆除審核作業要點第3點

(一)防水建造物：防護河川、海岸及區域排水之建造物，如堤防、防洪牆、護岸、
丁壩、防砂壩、潛壩、固床工、水門等。

(二)引水建造物：引水或輸水設施其通水斷面積達2.0平方公尺以上或抽水量達每秒
0.3立方公尺以上之取水工、隧道、渡槽、管路箱涵、渠道、圳路及其他越域水工
程等。

(三)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以蓄水為主要功能之建造物以蓄水為主要功能之建造物以蓄水為主要功能之建造物以蓄水為主要功能之建造物，，，，其設計蓄水深度達其設計蓄水深度達其設計蓄水深度達其設計蓄水深度達3公尺以上或設計公尺以上或設計公尺以上或設計公尺以上或設計

蓄水量達蓄水量達蓄水量達蓄水量達2萬立方公尺以上之堰萬立方公尺以上之堰萬立方公尺以上之堰萬立方公尺以上之堰、、、、壩壩壩壩、、、、水庫水庫水庫水庫、、、、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人工湖、、、、埤池等埤池等埤池等埤池等。。。。

(四)洩水建造物：排水或洩水設施其通水斷面積達2.0平方公尺以上或抽水量達每秒
0.3立方公尺以上之抽水站、排水路、放水路等。

水利建造物之定義水利建造物之定義水利建造物之定義水利建造物之定義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二二二二條條條條: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指指指指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與公共安全與公共安全與公共安全與公共安全

有關之防水有關之防水有關之防水有關之防水、、、、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

3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提升安全管理工作效能提升安全管理工作效能提升安全管理工作效能提升安全管理工作效能

�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國外水庫分級制度國外水庫分級制度國外水庫分級制度國外水庫分級制度，，，，多採用多採用多採用多採用三三三三～～～～四等級四等級四等級四等級，，，，多多多多以以以以潰壩災害潛勢潰壩災害潛勢潰壩災害潛勢潰壩災害潛勢

為為為為唯一唯一唯一唯一的分級評定因子的分級評定因子的分級評定因子的分級評定因子(註註註註：：：：其它尚有其它尚有其它尚有其它尚有壩高壩高壩高壩高、、、、蓄容量蓄容量蓄容量蓄容量)。。。。

� 災害潛勢評估災害潛勢評估災害潛勢評估災害潛勢評估，，，，係以係以係以係以最大可能潰壞情況最大可能潰壞情況最大可能潰壞情況最大可能潰壞情況辦理評估辦理評估辦理評估辦理評估。。。。

� 壩高壩高壩高壩高、、、、庫容庫容庫容庫容因子因子因子因子，，，，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用途用途用途用途係係係係作作作作為訂定為訂定為訂定為訂定設計設計設計設計或或或或複核複核複核複核(REVIEW)準準準準
則之則之則之則之訂定訂定訂定訂定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 分級結果需定期檢討分級結果需定期檢討分級結果需定期檢討分級結果需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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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_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

3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分級分級分級分級制度制度制度制度評定評定評定評定說明表說明表說明表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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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建蓄水建蓄水建蓄水建造物造物造物造物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評定標準評定標準評定標準評定標準 建議修正建議修正建議修正建議修正評定標準評定標準評定標準評定標準

一級一級一級一級

＞＞＞＞6060606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且且且且總蓄水量總蓄水量總蓄水量總蓄水量＞＞＞＞1,0001,0001,0001,000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或或或或

＞＞＞＞1111億立方公尺億立方公尺億立方公尺億立方公尺，，，，且且且且

：：：：潰壩災損嚴重潰壩災損嚴重潰壩災損嚴重潰壩災損嚴重。。。。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水庫水庫水庫水庫，，，，且且且且

：：：：嚴重嚴重嚴重嚴重

二級二級二級二級

6060606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壩高壩高壩高壩高＞＞＞＞7.57.57.57.5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且且且且

1,0001,0001,0001,000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總蓄水量總蓄水量總蓄水量總蓄水量＞＞＞＞10101010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或或或或

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潰壩災損輕微潰壩災損輕微潰壩災損輕微潰壩災損輕微。。。。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水庫水庫水庫水庫，，，，且且且且

災害災害災害災害潛勢潛勢潛勢潛勢：：：：中等中等中等中等

三級三級三級三級

壩高壩高壩高壩高＜＜＜＜7.57.57.57.5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且且且且

總蓄水量總蓄水量總蓄水量總蓄水量＜＜＜＜10101010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或或或或

「「「「離島濱海之水庫離島濱海之水庫離島濱海之水庫離島濱海之水庫」，」，」，」，且且且且

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潰壩災損極輕或無潰壩災損極輕或無潰壩災損極輕或無潰壩災損極輕或無。。。。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水庫水庫水庫水庫，，，，且且且且

災害災害災害災害潛勢潛勢潛勢潛勢：：：：輕微輕微輕微輕微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非水庫非水庫非水庫非水庫，，，，且且且且

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中等中等中等中等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7777座座座座))))

四級四級四級四級 ────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非水庫非水庫非水庫非水庫，，，，且且且且

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災害潛勢：：：：輕微輕微輕微輕微((((492492492492

座座座座))))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_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蓄水建造物分級制度檢討

3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101年年年年
平鎮平鎮平鎮平鎮社子一號池潰壞社子一號池潰壞社子一號池潰壞社子一號池潰壞

災害規模不小於災害規模不小於災害規模不小於災害規模不小於

部分二級水庫部分二級水庫部分二級水庫部分二級水庫

� 安全為由安全為由安全為由安全為由，，，，加強管理手段有其必要性加強管理手段有其必要性加強管理手段有其必要性加強管理手段有其必要性。。。。

� 因埤塘因埤塘因埤塘因埤塘集水區集水區集水區集水區土地管理土地管理土地管理土地管理、、、、設施複雜性與水庫不同設施複雜性與水庫不同設施複雜性與水庫不同設施複雜性與水庫不同，，，，另增另增另增另增

一一一一類類類類(同屬同屬同屬同屬第三級蓄水建造物第三級蓄水建造物第三級蓄水建造物第三級蓄水建造物) 25

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興辦興辦興辦興辦

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

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評辦法檢查及安評辦法檢查及安評辦法檢查及安評辦法))))

※※※※較小規模蓄水建造物較小規模蓄水建造物較小規模蓄水建造物較小規模蓄水建造物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____安評適用對象安評適用對象安評適用對象安評適用對象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15條條條條:經中央主經中央主經中央主經中央主
管機關管機關管機關管機關公告為水庫公告為水庫公告為水庫公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蓄水建造物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蓄水建造物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蓄水建造物及具一定規模以上

之防水之防水之防水之防水、、、、引水及洩水建造物應辦理安全評估引水及洩水建造物應辦理安全評估引水及洩水建造物應辦理安全評估引水及洩水建造物應辦理安全評估

3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____安全評估適用對象檢討安全評估適用對象檢討安全評估適用對象檢討安全評估適用對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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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釋疑釋疑釋疑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

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興辦興辦興辦興辦

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主管機關興辦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

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

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興辦且興辦且興辦且興辦且不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不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不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不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
，，，，

((((擴增範圍擴增範圍擴增範圍擴增範圍))))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一至三級一至三級一至三級一至三級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建造物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

((((擴增範圍擴增範圍擴增範圍擴增範圍))))

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非主管機關興辦興辦興辦興辦，，，，但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但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但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但符合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者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興辦興辦興辦興辦

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檢查及安評辦法第二條))))

應應應應辦辦辦辦檢查檢查檢查檢查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 +

應辦應辦應辦應辦安評安評安評安評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

現現現現 況況況況 未未未未 來來來來

註：未來中央主管機關需從旁協助無經驗地方主管機關。

3法規法規法規法規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第

二二二二條條條條:
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本辦法所稱水利建造物，，，，指指指指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主管機

關興辦關興辦關興辦關興辦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認定公告認定公告
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與公共安全有關之防水、、、、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蓄蓄蓄蓄

水水水水、、、、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洩水建造物及其附屬建造物

運轉

(Operation)

維護

(Maintenance)

檢查(含監測)

(Surveillance)

安全評估

(Safety 
Review)

緊急應變

(Emergency 
Preparedness)

技術規範架構修訂技術規範架構修訂技術規範架構修訂技術規範架構修訂

27■水庫安全管理工作要項與法制面對應關係示意圖

安全維

護手冊

運轉與維

護手冊

第九、十條

緊急應

變計畫

安全

評估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

安全評估技術規範

水利法

水利建造物檢查

及安全評估辦法

第四十九條

第五條

蓄(引)水建造
物管理基準

建議修正

� 「檢查手冊檢查手冊檢查手冊檢查手冊」，並將原蓄
(引)水建造物管理基準之
「第五章、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
編製編製編製編製」名稱，修訂為「第

五章、檢查手冊編製」。

� 增加適用於第三級以上水

利建造物及第四級水利建

造物之檢查時機及頻率參

考表，以利各水利建造物

均能參考使用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技術規範架構修訂技術規範架構修訂技術規範架構修訂技術規範架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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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修正說明修正說明修正說明修正說明

第一章、總則

壹、總則

第一章、總則

� 於第一章增加「名詞定義」一節。

� 另適用範圍、名詞定義、水利建造物

分級、安全評估延辦及免辦機制等將

依本案成果略修正。

貳、檢查

第二章、檢查與監測檢查與監測檢查與監測檢查與監測
2.1通則(檢查工作分類、依據、要求)
2.2檢查工作方式
2.3檢查工作施行要領及流程
2.4設施檢查重點與初步研判準則
2.5檢查時機及頻率
2.6檢查報告編撰原則

� 新增「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檢查與監測檢查與監測檢查與監測檢查與監測」，供檢

查工作遵循。

� 內容可由原第五章及蓄(引)水建造物管
理基準內摘引

第二章、安全資料蒐集

第三章、安全資料建檔

第四章、安全資料複核與評估

第五章、現場檢查與評估現場檢查與評估現場檢查與評估現場檢查與評估

第六章、補充調查與試驗

第七章、校核分析

第八章、潰壩(決)演算及災損評估
第九章、綜合評估及結論與建議綜合評估及結論與建議綜合評估及結論與建議綜合評估及結論與建議

第十章、安全評估報告撰寫安全評估報告撰寫安全評估報告撰寫安全評估報告撰寫

參、安全評估
第三章、安全資料蒐集

第四章、安全資料建檔

第五章、安全資料複核

第六章、水庫營運管理評核水庫營運管理評核水庫營運管理評核水庫營運管理評核

第七章、現地檢查

第八章、補充調查與試驗

第九章、校核分析

第十章、潰壩(決)演算及災損評估
第十一章、綜合報告編撰原則綜合報告編撰原則綜合報告編撰原則綜合報告編撰原則

� 新增第六章、水庫營運管理評核水庫營運管理評核水庫營運管理評核水庫營運管理評核。水

庫營運管理評核原併於目前技術規範

之「4.2.15節、營運管理與維護改善營運管理與維護改善營運管理與維護改善營運管理與維護改善

紀錄及相關圖說紀錄及相關圖說紀錄及相關圖說紀錄及相關圖說」內，本次依工項屬

性及近年安評工作分項原則，重新調

整為獨立一章。

� 合併原「第九章、綜合評估及結論與

建議」及「第十章、安全評估報告撰

寫」於「第十一章、綜合報告編撰原

則」內。

考量適用於各水利建

造物均可參考編撰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

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可行性檢討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可行性檢討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可行性檢討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可行性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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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分階段或分級執行屬必要且可行屬必要且可行屬必要且可行屬必要且可行

安評安評安評安評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

(目前國內目前國內目前國內目前國內)
二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階段

(參採國外經驗參採國外經驗參採國外經驗參採國外經驗)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依規定辦理項目(含
資料複核、現地檢查、

補充調查與試驗、校

核分析、潰壩緊急應

變計畫、水庫營運管

理評核、安全維護手

冊修訂、綜合評估、

結論與建議等)，一
次性編列預算辦理。

階段Ⅰ：安全資料複核、

現地檢查、校核分析

(部分項目註1)、水庫營
運管理評核、檢查手冊

修訂等。

階段Ⅱ：現地檢查、校

核分析(部分項目註1)、
潰壩緊急應變計畫、綜

合評估、結論與建議。。

優缺優缺優缺優缺

點點點點

� 行政工作單純

� 補充調查工作常

無法切合需求

� 限於經費及期程，

多未再有系統、

深入研究相關風

險課題

�快速了解壩安全全貌

�效率高(時程、經費、
執行量)
�行政流程需配合調整(
發包、預算匡列、執

行績效)
�整體時程表面看起來

較長

�法規需配合調整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



設計洪水校核標準建議修正設計洪水校核標準建議修正設計洪水校核標準建議修正設計洪水校核標準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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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目前校核標準 建議修正校核標準
災害潛

勢等級
水庫大小等級 設計洪水

蓄水建造物等

級
設計洪水

嚴重

大 PMF

一級 PMF中 PMF

小 1/2~1 PMF

輕微

大 PMF

二級
PMF~MAX(Q200、

1/2PMF)
中 1/2~1 PMF

小
MAX(Q200、

1/2PMF)

極輕微

大 1/2~1 PMF

三級
MAX(Q200、

1/2PMF)~Q100
中

MAX(Q200、
1/2PMF)

小 Q100~Q200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

二二二二、、、、水文設計合理性水文設計合理性水文設計合理性水文設計合理性

�更新國內包絡線分析成果更新國內包絡線分析成果更新國內包絡線分析成果更新國內包絡線分析成果。。。。

�納入國內納入國內納入國內納入國內、、、、國外國外國外國外(WMO為主為主為主為主)包絡線成果供分析結果選用標準參考包絡線成果供分析結果選用標準參考包絡線成果供分析結果選用標準參考包絡線成果供分析結果選用標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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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設計合理性水文設計合理性水文設計合理性水文設計合理性、、、、氣候變遷影響氣候變遷影響氣候變遷影響氣候變遷影響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三三三三、、、、氣候變遷影響氣候變遷影響氣候變遷影響氣候變遷影響

� 澳洲氣象局澳洲氣象局澳洲氣象局澳洲氣象局(2009)及世界氣象組織及世界氣象組織及世界氣象組織及世界氣象組織(2009)認為認為認為認為尚無法確認尚無法確認尚無法確認尚無法確認可能最大可能最大可能最大可能最大

降雨降雨降雨降雨(PMP)推估將因氣候變遷而推估將因氣候變遷而推估將因氣候變遷而推估將因氣候變遷而明顯增加明顯增加明顯增加明顯增加。。。。國內國內國內國內「「「「氣候變遷下異常氣候變遷下異常氣候變遷下異常氣候變遷下異常

事件對既有水庫安全風險與改善對策之研究事件對既有水庫安全風險與改善對策之研究事件對既有水庫安全風險與改善對策之研究事件對既有水庫安全風險與改善對策之研究(2/2)(101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指出指出指出指出頻率基準洪水變化亦頻率基準洪水變化亦頻率基準洪水變化亦頻率基準洪水變化亦無一致性增加或減少之趨勢無一致性增加或減少之趨勢無一致性增加或減少之趨勢無一致性增加或減少之趨勢

� 建議應於安評時建議應於安評時建議應於安評時建議應於安評時，，，，更新各項水文資料更新各項水文資料更新各項水文資料更新各項水文資料，，，，重新校核實際水文變化趨勢重新校核實際水文變化趨勢重新校核實際水文變化趨勢重新校核實際水文變化趨勢

與程度與程度與程度與程度，，，，供安全管理之參考基準供安全管理之參考基準供安全管理之參考基準供安全管理之參考基準，，，，並建議並建議並建議並建議目前暫不修正相關規定目前暫不修正相關規定目前暫不修正相關規定目前暫不修正相關規定

現行現行現行現行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建議修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合理值上限合理值上限合理值上限合理值上限 合理值上限合理值上限合理值上限合理值上限

無無無無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世界最大洪峰流量包絡線世界最大洪峰流量包絡線世界最大洪峰流量包絡線世界最大洪峰流量包絡線、、、、臺灣各水庫可臺灣各水庫可臺灣各水庫可臺灣各水庫可

能最大洪水包絡線能最大洪水包絡線能最大洪水包絡線能最大洪水包絡線(採克里格公式採克里格公式採克里格公式採克里格公式，，，，C值值值值=260)]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



檢討項目 檢討內容

評估方法
機率法評估中應加入邏輯樹及參數拆解等新技術
之相關規定(7.2.1.6節)。

地質資料依據
規定應以地質法、中央地調所最新公告地質資料
等公部門資料為基準(7.2.1.2節)。

水庫等級定義 原規範內7.2.1.1節之水庫等級加以明確定義。

設計地震設計地震設計地震設計地震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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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目前校核標準 建議修正校核標準

水庫

大小

災害潛

勢分級
MDE

蓄水建造物

等級
MDE

大型

嚴重

MCE

一 MCE中型 MCE

小型 MCE至DBE間之地動值

大型

輕微

MCE

二
MCE至DBE間
之地動值

中型 MCE至DBE間之地動值

小型 DBE至OBE間之地動值

大型

極輕微

MCE至DBE間之地動值

三
DBE至OBE間
之地動值

中型 DBE至OBE間之地動值

小型 DBE至OBE間之地動值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

壩址壩址壩址壩址DBEDBEDBEDBE及及及及OBEOBEOBEOBE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之設計PGAPGAPGAPGA值值值值

� 採用機率法計算採用機率法計算採用機率法計算採用機率法計算

� 以以以以邏輯樹邏輯樹邏輯樹邏輯樹架構來處理各震源特性參數與模式的不確定性架構來處理各震源特性參數與模式的不確定性架構來處理各震源特性參數與模式的不確定性架構來處理各震源特性參數與模式的不確定性，，，，包括包括包括包括：：：：震源震源震源震源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強強強強

地動衰減式地動衰減式地動衰減式地動衰減式、、、、震源深度分析震源深度分析震源深度分析震源深度分析、、、、震源規模分佈模式震源規模分佈模式震源規模分佈模式震源規模分佈模式、、、、斷層幾何斷層幾何斷層幾何斷層幾何等五項等五項等五項等五項

斷層傾角斷層傾角斷層傾角斷層傾角 b值值值值地震規模分佈地震規模分佈地震規模分佈地震規模分佈震源深度分佈震源深度分佈震源深度分佈震源深度分佈強地動衰減式強地動衰減式強地動衰減式強地動衰減式震源模式震源模式震源模式震源模式

淺層區域震源及淺層區域震源及淺層區域震源及淺層區域震源及

深層區域震源深層區域震源深層區域震源深層區域震源

(Regional 
Source)

東北部隱沒帶東北部隱沒帶東北部隱沒帶東北部隱沒帶

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

(Planar 
source)

活斷層震源活斷層震源活斷層震源活斷層震源

(Planar 
source)

南部隱沒帶南部隱沒帶南部隱沒帶南部隱沒帶

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

(Planar 
source)

南部隱沒帶板塊南部隱沒帶板塊南部隱沒帶板塊南部隱沒帶板塊

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

(Planar source)

東北部隱沒帶板塊東北部隱沒帶板塊東北部隱沒帶板塊東北部隱沒帶板塊

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

(Planar source)

最大可能地震最大可能地震最大可能地震最大可能地震

(mu)
斷層滑移速率斷層滑移速率斷層滑移速率斷層滑移速率/

地震活動度地震活動度地震活動度地震活動度N(m0)

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
(1.0)

S01

D01
D02
D03

S02
5 km 
(0.20)

CRU02_MD
(1.0)

10 km 
(0.28)
15 km 
(0.16)
20 km 
(0.14)

0.811
(0.185)

0.899
(0.185)

0.855
(0.63)

19.515
(0.185)

22.425
(0.185)

20.970
(0.63)

Mw6.5
(0.20)

Mw 6.7
(0.20)

Mw 6.6
(0.60)

隨機隨機隨機隨機

NP1
NP2
NP3
NP4

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
(1.0)

SUB02_INTRA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70k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90km
(1.0)

0.875
(0.185)

0.778
(0.63)

1.527 
(0.185)

1.099
(0.185)

1.313
(0.63)

Mw7.6

(0.2)

Mw 7.8
(0.2)

Mw 7.7
(0.6)

48°
(0.3)

50°
(0.4)

0.681
(0.185)

52°
(0.3)

1.084
(0.185)

52°
(0.3)

1.597 
(0.185)

0.82
(0.185)

1.153
(0.185)

Mw 7.9

(0.2)

48°
(0.3)

截切截切截切截切指數模式指數模式指數模式指數模式

(1.0)
SUB02_INTRA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35k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70km

(1.0)
0.952
(0.63)

1.375
(0.63)

Mw 7.6

(0.2)
50°
(0.4)

SP1
SP2

Mw 7.8
(0.6)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13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35353535km
(1.0)

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
(1.0)

T02A
T02B
T02C

NO.1+2+3
NO.4

NO.17
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0k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20km

(1.0)

26°
(0.3)

4 mm/yr
(0.2)

Mw7.3
(0.20)

12 mm/yr
(0.2)

Mw 7.7
(0.20)

Mw 7.5
(0.60)

0.653
(0.2)

0.753
(0.2)

0.708
(0.6)

8 mm/yr
(0.6)

22°
(0.3)

24°
(0.4)

22°
(0.3)

0.605
(0.2)

0.683
(0.2)

50mm/yr
(0.2)

30mm/yr
(0.2)

Mw8.2
(0.20)

18°
(0.3)

T01
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20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40404040km

(1.0)

0.644
(0.6)

40mm/yr
(0.6)

Mw 8.0
(0.6)

Mw 7.8
(0.2)

20°
(0.4)

45°
(0.2)

6 mm/yr
(0.2)

Mw7.5
(0.20)

18 mm/yr
(0.2)

Mw 7.9
(0.20)

Mw 7.7
(0.60)

0.705
(0.2)

0.775
(0.2)

0.74
(0.6)

12 mm/yr
(0.6)

35°
(0.2)

40°
(0.6)

SUB02_INTER

CRU02_HW

CRU02_FW

CRU02_HW

CRU02_FW

CRU02_HW

上盤上盤上盤上盤

CRU02_FW

下盤下盤下盤下盤

SP3

SUB02_INTER

斷層傾角斷層傾角斷層傾角斷層傾角 b值值值值地震規模分佈地震規模分佈地震規模分佈地震規模分佈震源深度分佈震源深度分佈震源深度分佈震源深度分佈強地動衰減式強地動衰減式強地動衰減式強地動衰減式震源模式震源模式震源模式震源模式

淺層區域震源及淺層區域震源及淺層區域震源及淺層區域震源及

深層區域震源深層區域震源深層區域震源深層區域震源

(Regional 
Source)

東北部隱沒帶東北部隱沒帶東北部隱沒帶東北部隱沒帶

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

(Planar 
source)

活斷層震源活斷層震源活斷層震源活斷層震源

(Planar 
source)

南部隱沒帶南部隱沒帶南部隱沒帶南部隱沒帶

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板塊內部震源

(Planar 
source)

南部隱沒帶板塊南部隱沒帶板塊南部隱沒帶板塊南部隱沒帶板塊

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

(Planar source)

東北部隱沒帶板塊東北部隱沒帶板塊東北部隱沒帶板塊東北部隱沒帶板塊

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介面震源

(Planar source)

最大可能地震最大可能地震最大可能地震最大可能地震

(mu)
斷層滑移速率斷層滑移速率斷層滑移速率斷層滑移速率/

地震活動度地震活動度地震活動度地震活動度N(m0)

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
(1.0)

S01

D01
D02
D03

S02
5 km 
(0.20)

CRU02_MD
(1.0)

10 km 
(0.28)
15 km 
(0.16)
20 km 
(0.14)

0.811
(0.185)

0.899
(0.185)

0.855
(0.63)

19.515
(0.185)

22.425
(0.185)

20.970
(0.63)

Mw6.5
(0.20)

Mw 6.7
(0.20)

Mw 6.6
(0.60)

隨機隨機隨機隨機

NP1
NP2
NP3
NP4

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截切指數模式
(1.0)

SUB02_INTRA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70k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90km
(1.0)

0.875
(0.185)

0.778
(0.63)

1.527 
(0.185)

1.099
(0.185)

1.313
(0.63)

Mw7.6

(0.2)

Mw 7.8
(0.2)

Mw 7.7
(0.6)

48°
(0.3)

50°
(0.4)

0.681
(0.185)

52°
(0.3)

1.084
(0.185)

52°
(0.3)

1.597 
(0.185)

0.82
(0.185)

1.153
(0.185)

Mw 7.9

(0.2)

48°
(0.3)

截切截切截切截切指數模式指數模式指數模式指數模式

(1.0)
SUB02_INTRA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35k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70km

(1.0)
0.952
(0.63)

1.375
(0.63)

Mw 7.6

(0.2)
50°
(0.4)

SP1
SP2

Mw 7.8
(0.6)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13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35353535km
(1.0)

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
(1.0)

T02A
T02B
T02C

NO.1+2+3
NO.4

NO.17
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0k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20km

(1.0)

26°
(0.3)

4 mm/yr
(0.2)

Mw7.3
(0.20)

12 mm/yr
(0.2)

Mw 7.7
(0.20)

Mw 7.5
(0.60)

0.653
(0.2)

0.753
(0.2)

0.708
(0.6)

8 mm/yr
(0.6)

22°
(0.3)

24°
(0.4)

22°
(0.3)

0.605
(0.2)

0.683
(0.2)

50mm/yr
(0.2)

30mm/yr
(0.2)

Mw8.2
(0.20)

18°
(0.3)

T01
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特徵地震模式

(1.0)
頂部頂部頂部頂部20m 底部底部底部底部40404040km

(1.0)

0.644
(0.6)

40mm/yr
(0.6)

Mw 8.0
(0.6)

Mw 7.8
(0.2)

20°
(0.4)

45°
(0.2)

6 mm/yr
(0.2)

Mw7.5
(0.20)

18 mm/yr
(0.2)

Mw 7.9
(0.20)

Mw 7.7
(0.60)

0.705
(0.2)

0.775
(0.2)

0.74
(0.6)

12 mm/yr
(0.6)

35°
(0.2)

40°
(0.6)

SUB02_INTER

CRU02_HW

CRU02_FW

CRU02_HW

CRU02_FW

CRU02_HW

上盤上盤上盤上盤

CRU02_FW

下盤下盤下盤下盤

SP3

SUB02_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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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評
析

校核準則擬
定

荷重組合之
考量

壩體動態材
料性質之檢
討

最小安全係
數及容許應
力之檢討

分析模式選
擇

非線彈性模
式之採用

地震係數法
之適用

新增項目檢討既有項目檢討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

˙̇̇̇重力壩重力壩重力壩重力壩、、、、拱形重力壩拱形重力壩拱形重力壩拱形重力壩

安定分析安定分析安定分析安定分析：：：：採採採採2D2D2D2D斷面或斷面或斷面或斷面或3D3D3D3D分分分分塊模型塊模型塊模型塊模型，，，，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擬或擬或擬或擬靜靜靜靜力力力力 分分分分

析析析析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應力分析應力分析應力分析應力分析：：：：原則原則原則原則採用採用採用採用3D3D3D3D模型模型模型模型，，，，若不涉及壩體與二側壩座界面及堰體分塊間若不涉及壩體與二側壩座界面及堰體分塊間若不涉及壩體與二側壩座界面及堰體分塊間若不涉及壩體與二側壩座界面及堰體分塊間

之行為之行為之行為之行為，，，，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壩體平面佈置為直線形壩體平面佈置為直線形壩體平面佈置為直線形壩體平面佈置為直線形且且且且壩長壩長壩長壩長////壩高比壩高比壩高比壩高比≧≧≧≧3333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可採用二可採用二可採用二可採用二

維模型維模型維模型維模型，，，，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

˙̇̇̇重力式重力式重力式重力式攔河堰攔河堰攔河堰攔河堰

安定分析安定分析安定分析安定分析：：：：採採採採2D2D2D2D斷面或斷面或斷面或斷面或3D3D3D3D分分分分塊模型塊模型塊模型塊模型，，，，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擬靜力分析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擬靜力分析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擬靜力分析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擬靜力分析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應力分析應力分析應力分析應力分析：：：：原則原則原則原則採用採用採用採用3D3D3D3D模式模式模式模式，，，，若為自由溢流型式若為自由溢流型式若為自由溢流型式若為自由溢流型式，，，，或者為閘門控制型式或者為閘門控制型式或者為閘門控制型式或者為閘門控制型式但但但但
不涉及閘不涉及閘不涉及閘不涉及閘墩墩墩墩及堰體分塊間之行為及堰體分塊間之行為及堰體分塊間之行為及堰體分塊間之行為，，，，可採用二維模型可採用二維模型可採用二維模型可採用二維模型，，，，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

力或動力分析方式力或動力分析方式力或動力分析方式力或動力分析方式

˙̇̇̇拱壩拱壩拱壩拱壩

應力分析應力分析應力分析應力分析：：：：採用採用採用採用3D3D3D3D模型模型模型模型，，，，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視荷重時變屬性採靜力或動力分析方式
35

地震係數法之使用地震係數法之使用地震係數法之使用地震係數法之使用

結構安全評析結構安全評析結構安全評析結構安全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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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分析數值分析數值分析數值分析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a. 壩體有限元素模型壩體有限元素模型壩體有限元素模型壩體有限元素模型

�結構實體元素結構實體元素結構實體元素結構實體元素

b.基礎岩盤基礎岩盤基礎岩盤基礎岩盤有限元素模型有限元素模型有限元素模型有限元素模型

�結構實體元素結構實體元素結構實體元素結構實體元素

c.庫水及淤砂庫水及淤砂庫水及淤砂庫水及淤砂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等效附加質量等效附加質量等效附加質量等效附加質量

�實體元素實體元素實體元素實體元素

•幾何形狀及結構佈置幾何形狀及結構佈置幾何形狀及結構佈置幾何形狀及結構佈置

•築壩材料築壩材料築壩材料築壩材料

•設計準則設計準則設計準則設計準則

•操作運轉規線操作運轉規線操作運轉規線操作運轉規線

•壩體震動特性壩體震動特性壩體震動特性壩體震動特性

•以往壩體相關監測以往壩體相關監測以往壩體相關監測以往壩體相關監測、、、、評估或評估或評估或評估或

研究成果等研究成果等研究成果等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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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安評大壩應力分析

ABACUS程式程式程式程式

上上上上游游游游面動面動面動面動態態態態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張張張張應力分佈應力分佈應力分佈應力分佈

((((整個歷整個歷整個歷整個歷時時時時))))

下下下下游游游游面動面動面動面動態態態態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張張張張應力分佈應力分佈應力分佈應力分佈

((((整個歷整個歷整個歷整個歷時時時時))))

�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張張張張應力為應力為應力為應力為 71.871.871.871.8 kgkgkgkg////cmcmcmcm2222 >>>>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動動動動態態態態
極極極極限限限限抗拉抗拉抗拉抗拉強度強度強度強度 55552222.5.5.5.5 kgkgkgkg////cmcmcmcm2222。。。。

發生發生發生發生於於於於壩體上壩體上壩體上壩體上游游游游面與面與面與面與左左左左壩座壩座壩座壩座交接交接交接交接高程高程高程高程約約約約
111122220 m0 m0 m0 m處處處處，，，，表示該表示該表示該表示該處處處處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將將將將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局局局局部部部部開開開開
裂裂裂裂。。。。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張張張張應力出應力出應力出應力出現現現現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極極極極為為為為短短短短暫暫暫暫(<0.01(<0.01(<0.01(<0.01秒秒秒秒))))，，，，
而而而而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為一為一為一為一種種種種與應變與應變與應變與應變速速速速率相率相率相率相依依依依(rate(rate(rate(rate----
dependent)dependent)dependent)dependent)之之之之材材材材料料料料，，，，在快速在快速在快速在快速加加加加載載載載下下下下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
之之之之極極極極限限限限抗張抗張抗張抗張強度將強度將強度將強度將進進進進一一一一步提步提步提步提高高高高，，，，雖仍雖仍雖仍雖仍有可有可有可有可
能能能能發生發生發生發生開開開開裂裂裂裂，，，，但但但但因應力因應力因應力因應力超超超超出有限出有限出有限出有限，，，，且開且開且開且開裂裂裂裂
後後後後應力應力應力應力會發生轉移會發生轉移會發生轉移會發生轉移，，，，故故故故開開開開裂裂裂裂程度與範圍將程度與範圍將程度與範圍將程度與範圍將
不致於不致於不致於不致於太太太太大大大大，，，，對壩體對壩體對壩體對壩體穩穩穩穩定及安全並無明顯定及安全並無明顯定及安全並無明顯定及安全並無明顯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 上上上上游游游游面與面與面與面與右右右右壩座壩座壩座壩座交接交接交接交接高程高程高程高程約約約約111122220 m0 m0 m0 m處處處處交接交接交接交接處處處處、、、、
壩體上壩體上壩體上壩體上游游游游面面面面頂部頂部頂部頂部與壩與壩與壩與壩頂橋梁頂橋梁頂橋梁頂橋梁壩體壩體壩體壩體、、、、壩體下壩體下壩體下壩體下
游游游游面面面面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二側與壩座二側與壩座二側與壩座二側與壩座交接交接交接交接處及中間處及中間處及中間處及中間區域右區域右區域右區域右
側等側等側等側等區域區域區域區域亦有亦有亦有亦有較較較較大大大大張張張張應力應力應力應力產生產生產生產生。。。。

■ 分析成果



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
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

排砂道堰體排砂道堰體排砂道堰體排砂道堰體、、、、閘墩閘墩閘墩閘墩有限元素網格有限元素網格有限元素網格有限元素網格

⌦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

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
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

溢洪道堰體溢洪道堰體溢洪道堰體溢洪道堰體、、、、閘墩閘墩閘墩閘墩有限元素網格有限元素網格有限元素網格有限元素網格

⌦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



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
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

石岡石岡石岡石岡壩堰體及閘壩堰體及閘壩堰體及閘壩堰體及閘墩墩墩墩最大主應力分佈最大主應力分佈最大主應力分佈最大主應力分佈 (蓄水位標高蓄水位標高蓄水位標高蓄水位標高276.5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單位單位單位單位:t/m2)

⌦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

最大主應力極值:
6.48kg/cm2

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各構造物（（（（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含水工機械））））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階段蓄水位之
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安定及結構應力檢討

石岡石岡石岡石岡壩堰體及閘壩堰體及閘壩堰體及閘壩堰體及閘墩墩墩墩最最最最小小小小主應力分佈主應力分佈主應力分佈主應力分佈 (蓄水位標高蓄水位標高蓄水位標高蓄水位標高276.5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單位單位單位單位:t/m2)

⌦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構造物結構應力檢討

最小主應力極值:
-14.1 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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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洪能力排洪能力排洪能力排洪能力與與與與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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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洪能力與
壩體出水高
評析

排洪能力

既有設施於
新法規之安
全校核標準

壩體出水高

國外最新規
範

風浪高等定
義

有無閘門設
施之額外加
值合宜性

壩型加值合
宜值

U.S.B.R(2012)、
USACE(2011) 、
日本建設省(2013)、
中國大陸( (2000)

波浪爬高、風

吹距離、有義

波高參數之定

義與推算方式

考量閘門於排

洪期間有無操

作(全開自由
溢流)

考量堆填壩地

震後之沉陷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排洪能力排洪能力排洪能力排洪能力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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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

� 對於既有對於既有對於既有對於既有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而而而而言言言言，，，，於評估過程中於評估過程中於評估過程中於評估過程中，，，，當當當當相關辦法及相關辦法及相關辦法及相關辦法及技術技術技術技術規範有規範有規範有規範有

所更新修正所更新修正所更新修正所更新修正後後後後，，，，常造成既有常造成既有常造成既有常造成既有設施設施設施設施無法無法無法無法符符符符合最新法規安全校核合最新法規安全校核合最新法規安全校核合最新法規安全校核標標標標

準準準準，，，，而管理而管理而管理而管理單位宥單位宥單位宥單位宥於於於於諸多諸多諸多諸多因因因因素素素素，，，，並並並並無法無法無法無法適適適適時推動改善時推動改善時推動改善時推動改善工工工工程程程程。。。。

� 滯礙難滯礙難滯礙難滯礙難行之行之行之行之工工工工程改善程改善程改善程改善手段手段手段手段，，，，易易易易造成管理造成管理造成管理造成管理單位單位單位單位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在在在在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管理上管理上管理上管理上爭爭爭爭執執執執。。。。

� 實際上實際上實際上實際上，，，，若放若放若放若放任任任任不處理不處理不處理不處理，，，，即易即易即易即易造成蓄造成蓄造成蓄造成蓄(引引引引)水建造物處於水建造物處於水建造物處於水建造物處於較較較較高安高安高安高安

全風險全風險全風險全風險狀態狀態狀態狀態，，，，形成安全管理上重大形成安全管理上重大形成安全管理上重大形成安全管理上重大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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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因法規修正而衍生排洪能力不足課題探討

� 參考日本參考日本參考日本參考日本「「「「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附則第附則第附則第附則第2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

� 該政令付諸實施之際該政令付諸實施之際該政令付諸實施之際該政令付諸實施之際(1976年年年年)，，，，對於現存河川管理設施等如有未能符合該政令的對於現存河川管理設施等如有未能符合該政令的對於現存河川管理設施等如有未能符合該政令的對於現存河川管理設施等如有未能符合該政令的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則針對該河川管理設施等所相應的該政令規定條文則針對該河川管理設施等所相應的該政令規定條文則針對該河川管理設施等所相應的該政令規定條文則針對該河川管理設施等所相應的該政令規定條文，，，，將不適用之將不適用之將不適用之將不適用之。。。。

� 經濟性經濟性經濟性經濟性考量考量考量考量：：：：水壩之類構造物水壩之類構造物水壩之類構造物水壩之類構造物，，，，為符合新的構造令標準為符合新的構造令標準為符合新的構造令標準為符合新的構造令標準，，，，可能需動用龐大的預算可能需動用龐大的預算可能需動用龐大的預算可能需動用龐大的預算

和人員改建和人員改建和人員改建和人員改建，，，，惟在有限的預算環境下惟在有限的預算環境下惟在有限的預算環境下惟在有限的預算環境下，，，，將與階段性提升安全度之務實作風相悖將與階段性提升安全度之務實作風相悖將與階段性提升安全度之務實作風相悖將與階段性提升安全度之務實作風相悖。。。。

� 可補救性考量可補救性考量可補救性考量可補救性考量：：：：既存水壩乃係遵循一定水平的安全基準而營建既存水壩乃係遵循一定水平的安全基準而營建既存水壩乃係遵循一定水平的安全基準而營建既存水壩乃係遵循一定水平的安全基準而營建，，，，雖說不合構造令雖說不合構造令雖說不合構造令雖說不合構造令，，，，
亦可藉由定期反覆實施安全管理上的亦可藉由定期反覆實施安全管理上的亦可藉由定期反覆實施安全管理上的亦可藉由定期反覆實施安全管理上的檢查措施檢查措施檢查措施檢查措施，，，，而確保某種程度的安全性而確保某種程度的安全性而確保某種程度的安全性而確保某種程度的安全性。。。。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風險仍可藉由風險仍可藉由風險仍可藉由風險仍可藉由反覆實施反覆實施反覆實施反覆實施安全管理上的檢查措施來了解安全管理上的檢查措施來了解安全管理上的檢查措施來了解安全管理上的檢查措施來了解，，，，進而提出進而提出進而提出進而提出因應對策因應對策因應對策因應對策。。。。

� 近近近近年水庫安全管理年水庫安全管理年水庫安全管理年水庫安全管理已逐漸已逐漸已逐漸已逐漸改用改用改用改用「「「「風險告風險告風險告風險告知知知知」」」」觀念觀念觀念觀念
� 事事事事先盡量先盡量先盡量先盡量全全全全盤了盤了盤了盤了解建造物之安全風險所解建造物之安全風險所解建造物之安全風險所解建造物之安全風險所在區位在區位在區位在區位、、、、層面層面層面層面、、、、涉及涉及涉及涉及課題課題課題課題等等等等，，，，再依再依再依再依
經經經經濟濟濟濟性原則性原則性原則性原則，，，，選擇適選擇適選擇適選擇適合對策合對策合對策合對策，，，，以確以確以確以確保保保保建造物安全風險建造物安全風險建造物安全風險建造物安全風險在在在在可可可可接受接受接受接受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 本次檢討已建議將風險評估納入安全評估工作項目本次檢討已建議將風險評估納入安全評估工作項目本次檢討已建議將風險評估納入安全評估工作項目本次檢討已建議將風險評估納入安全評估工作項目((((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辦法第16161616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0101010款款款款))))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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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

� 建議對於建議對於建議對於建議對於堆填堆填堆填堆填壩出水高之壩型加壩出水高之壩型加壩出水高之壩型加壩出水高之壩型加值部值部值部值部分分分分，，，，宜納入宜納入宜納入宜納入壩壩壩壩頂沉陷量頂沉陷量頂沉陷量頂沉陷量因因因因子子子子。。。。

若若若若堆填堆填堆填堆填壩有分析地震最大壩壩有分析地震最大壩壩有分析地震最大壩壩有分析地震最大壩頂沉陷量頂沉陷量頂沉陷量頂沉陷量，，，，於於於於7.2.6節節節節1.式地震情境下式地震情境下式地震情境下式地震情境下，，，，壩型壩型壩型壩型

加加加加值值值值以上以上以上以上述述述述基本基本基本基本值值值值與地震最大壩與地震最大壩與地震最大壩與地震最大壩頂沉陷量較頂沉陷量較頂沉陷量較頂沉陷量較大大大大值值值值為之為之為之為之。。。。

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 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壩型加值合宜值檢討

� 目前壩體出水高檢核目前壩體出水高檢核目前壩體出水高檢核目前壩體出水高檢核中之中之中之中之壩型加壩型加壩型加壩型加值值值值，，，，主主主主要係要係要係要係考考考考量堆填量堆填量堆填量堆填壩壩體溢流壩壩體溢流壩壩體溢流壩壩體溢流會導會導會導會導致致致致致致致致命命命命
的的的的崩壞崩壞崩壞崩壞，，，，故故故故有一有一有一有一額外額外額外額外加加加加值值值值，，，，於於於於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壩採用壩採用壩採用壩採用0m，，，，於於於於土土土土壩採用壩採用壩採用壩採用1.0m，，，，於於於於堆石堆石堆石堆石壩壩壩壩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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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閘門設施之額外加值合宜性檢討有無閘門設施之額外加值合宜性檢討有無閘門設施之額外加值合宜性檢討有無閘門設施之額外加值合宜性檢討

�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河川管理設施等構造令，，，，1981」」」」第第第第5條內容條內容條內容條內容

• 壩體非溢流段的高度壩體非溢流段的高度壩體非溢流段的高度壩體非溢流段的高度，，，，視有無設置溢洪道閘門而有所不視有無設置溢洪道閘門而有所不視有無設置溢洪道閘門而有所不視有無設置溢洪道閘門而有所不

同同同同，，，，其有閘門者其有閘門者其有閘門者其有閘門者，，，，出水高需出水高需出水高需出水高需加值加值加值加值0.5m。。。。

� 美美美美U.S.B.R(Design Standards No. 14)，，，，對於其他因素包含對於其他因素包含對於其他因素包含對於其他因素包含

閘門失效閘門失效閘門失效閘門失效、、、、人為操作錯誤所引致所需額外出水高人為操作錯誤所引致所需額外出水高人為操作錯誤所引致所需額外出水高人為操作錯誤所引致所需額外出水高，，，，皆皆皆皆需以情需以情需以情需以情

境模擬進行分析後才可得境模擬進行分析後才可得境模擬進行分析後才可得境模擬進行分析後才可得，，，，並無一簡便值可供參採並無一簡便值可供參採並無一簡便值可供參採並無一簡便值可供參採。。。。

�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無列無列無列無列示此示此示此示此一一一一考考考考量量量量。。。。

由於目前國內技術規範亦採用與日本相同標準，在無其它新

資料顯示有更新之情形下，建議維持目前規範不變。

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壩體出水高評析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架構檢討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架構檢討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架構檢討潰壩緊急應變計畫架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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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災害防救法

(101.11.28)

未來

考量水庫管理單

位及地方政府之

分工

限於水庫

管理單位

之人力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 水利建造物之劣化與修復水利建造物之劣化與修復水利建造物之劣化與修復水利建造物之劣化與修復////補強補強補強補強

�劣化劣化劣化劣化

�劣化之劣化之劣化之劣化之修復修復修復修復、、、、補強補強補強補強及及及及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降低劣化速率之作法降低劣化速率之作法降低劣化速率之作法降低劣化速率之作法

� 劣化情形衡量及劣化預測模式劣化情形衡量及劣化預測模式劣化情形衡量及劣化預測模式劣化情形衡量及劣化預測模式

配合現有之配合現有之配合現有之配合現有之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維護管理及及及及監測作監測作監測作監測作

法法法法，，，，採用採用採用採用狀態指標狀態指標狀態指標狀態指標(Condition 
Index，，，，CI)來量化設施構件之來量化設施構件之來量化設施構件之來量化設施構件之

劣化情形劣化情形劣化情形劣化情形，，，，此狀態指標可透過此狀態指標可透過此狀態指標可透過此狀態指標可透過

現地檢查與探測方式建立現地檢查與探測方式建立現地檢查與探測方式建立現地檢查與探測方式建立，，，，無無無無

須引入或然率之觀念須引入或然率之觀念須引入或然率之觀念須引入或然率之觀念(如可靠度如可靠度如可靠度如可靠度

或損壞機率等或損壞機率等或損壞機率等或損壞機率等)，，，，屬於屬於屬於屬於定性定性定性定性(deterministic)
之分析方法之分析方法之分析方法之分析方法。。。。

狀

態

指

標

CI

未做任何維護保養未做任何維護保養未做任何維護保養未做任何維護保養

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 (可接受之可接受之可接受之可接受之

最低狀態指標最低狀態指標最低狀態指標最低狀態指標)

定期維護保養定期維護保養定期維護保養定期維護保養

原始使用年限原始使用年限原始使用年限原始使用年限

維護保養後之使用年限維護保養後之使用年限維護保養後之使用年限維護保養後之使用年限

延長之使用年限延長之使用年限延長之使用年限延長之使用年限

劣化曲線示意劣化曲線示意劣化曲線示意劣化曲線示意

原始使用年限原始使用年限原始使用年限原始使用年限

維護維護維護維護、、、、修復修復修復修復/補強後之使用年限補強後之使用年限補強後之使用年限補強後之使用年限

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

局部小維修局部小維修局部小維修局部小維修

修復修復修復修復

補強補強補強補強

定期檢測定期檢測定期檢測定期檢測

不進行維護不進行維護不進行維護不進行維護、、、、修復修復修復修復/補強補強補強補強

狀

態

指

標

CI

劣化情形與維護劣化情形與維護劣化情形與維護劣化情形與維護、、、、修復修復修復修復/補強之關係補強之關係補強之關係補強之關係

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 生命週期制度之架構生命週期制度之架構生命週期制度之架構生命週期制度之架構

包含三項主要工作包含三項主要工作包含三項主要工作包含三項主要工作：：：：

[1] 使用年限推估使用年限推估使用年限推估使用年限推估

預測預測預測預測設施設施設施設施在特在特在特在特定之定之定之定之維護維護維護維護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下下下下可可可可繼續繼續繼續繼續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 生命週期成本計算生命週期成本計算生命週期成本計算生命週期成本計算

使用年使用年使用年使用年限限限限內進行內進行內進行內進行維護維護維護維護管理所需之管理所需之管理所需之管理所需之總總總總經經經經費費費費(含含含含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及及及及間接成間接成間接成間接成

本本本本)。

[3] 最佳維護管理策略擬定最佳維護管理策略擬定最佳維護管理策略擬定最佳維護管理策略擬定

提供管理提供管理提供管理提供管理單位單位單位單位進行有效進行有效進行有效進行有效維護維護維護維護管理之管理之管理之管理之方方方方式式式式。

�三項工作間彼此互相關聯三項工作間彼此互相關聯三項工作間彼此互相關聯三項工作間彼此互相關聯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

使用年使用年使用年使用年限推限推限推限推估模式估模式估模式估模式

�無法有效更無法有效更無法有效更無法有效更

新之分項新之分項新之分項新之分項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外在影響因素外在影響因素外在影響因素外在影響因素
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使用年限使用年限 T 
T = min (Tp,Th)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1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2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3
�

�

�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N

�狀態指標狀態指標狀態指標狀態指標 CI
� 原始劣化曲線原始劣化曲線原始劣化曲線原始劣化曲線

(CI-t)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檢測維護檢測維護檢測維護檢測維護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

�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

� 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

預防性定期維預防性定期維預防性定期維預防性定期維

護護護護

實際劣化實際劣化實際劣化實際劣化

曲線曲線曲線曲線(CI-t)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維修門維修門維修門維修門

檻值檻值檻值檻值

決定使用決定使用決定使用決定使用

年限年限年限年限 Tp

�危害指標危害指標危害指標危害指標 HI
� 原始危害曲線原始危害曲線原始危害曲線原始危害曲線

(HI-t)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降低影響降低影響降低影響降低影響

程度策略程度策略程度策略程度策略

�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

� 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

預防性定期處預防性定期處預防性定期處預防性定期處

理理理理

實際危害實際危害實際危害實際危害

曲線曲線曲線曲線(HI-t)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1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2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3
�

�

�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L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處理門處理門處理門處理門

檻值檻值檻值檻值

決定使用決定使用決定使用決定使用

年限年限年限年限 Th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



成成成成本分析模式本分析模式本分析模式本分析模式

計算生命週期總計算生命週期總計算生命週期總計算生命週期總

成本現值成本現值成本現值成本現值

1. 折現率折現率折現率折現率 v
2. 參考時間點參考時間點參考時間點參考時間點t0

計算各成本項目計算各成本項目計算各成本項目計算各成本項目

於不同時間點之於不同時間點之於不同時間點之於不同時間點之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選取選取選取選取現值計現值計現值計現值計

算公式算公式算公式算公式

計算各項成本計算各項成本計算各項成本計算各項成本

之現值之現值之現值之現值

選取成本計算項目選取成本計算項目選取成本計算項目選取成本計算項目：：：：

�預防性定期預防性定期預防性定期預防性定期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定期定期定期定期檢測成本檢測成本檢測成本檢測成本

�可預期可預期可預期可預期不確定成不確定成不確定成不確定成

本本本本

�不可預期不可預期不可預期不可預期不確定不確定不確定不確定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營運損失營運損失營運損失營運損失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計算預防性定期計算預防性定期計算預防性定期計算預防性定期

維護成本維護成本維護成本維護成本、、、、定期定期定期定期

檢測成本檢測成本檢測成本檢測成本及及及及可預可預可預可預

期期期期不確定成本不確定成本不確定成本不確定成本發發發發

生之次數與時間生之次數與時間生之次數與時間生之次數與時間

點點點點

估計不可預估計不可預估計不可預估計不可預

期不確定成期不確定成期不確定成期不確定成

本之年發生本之年發生本之年發生本之年發生

機率及大小機率及大小機率及大小機率及大小

估計建造估計建造估計建造估計建造

物功能受物功能受物功能受物功能受

損或暫停損或暫停損或暫停損或暫停

營運之營運之營運之營運之年年年年

發生機率發生機率發生機率發生機率

及程度及程度及程度及程度

決定各成本項目決定各成本項目決定各成本項目決定各成本項目

發生之次數與時發生之次數與時發生之次數與時發生之次數與時

間點間點間點間點

1. 劣化曲線劣化曲線劣化曲線劣化曲線

2. 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維修門檻值

1. 危害度曲線危害度曲線危害度曲線危害度曲線

2. 易損性曲線易損性曲線易損性曲線易損性曲線

分析年期分析年期分析年期分析年期

0)1(
0PV

ttv

C
C −+

=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

最最最最佳佳佳佳維維維維護護護護管理策管理策管理策管理策略訂略訂略訂略訂定模式定模式定模式定模式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外在影響因外在影響因外在影響因外在影響因

素素素素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1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2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3
�

�

�

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分項設施 N

�狀態指標狀態指標狀態指標狀態指標 CI
�原始劣化曲線原始劣化曲線原始劣化曲線原始劣化曲線

(CI-t) 

設定數種設定數種設定數種設定數種檢測檢測檢測檢測

維護策略維護策略維護策略維護策略

�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

�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

�預防性預防性預防性預防性定期定期定期定期

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實際劣化實際劣化實際劣化實際劣化

曲線曲線曲線曲線(CI-t)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維修維修維修維修

門檻值門檻值門檻值門檻值

�危害指標危害指標危害指標危害指標 HI
�原始危害曲線原始危害曲線原始危害曲線原始危害曲線

(HI-t) 

設定數種設定數種設定數種設定數種降低降低降低降低

影響程度策略影響程度策略影響程度策略影響程度策略

�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檢測週期

�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程度與範圍

�預防性預防性預防性預防性定期定期定期定期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實際危害實際危害實際危害實際危害

曲線曲線曲線曲線(HI-t)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1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2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3
�

�

�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L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處理門處理門處理門處理門

檻值檻值檻值檻值

決定各種決定各種決定各種決定各種

策略之策略之策略之策略之維維維維

護護護護、、、、修復修復修復修復/
補強或更補強或更補強或更補強或更

新新新新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計算各種檢計算各種檢計算各種檢計算各種檢

測維護策略測維護策略測維護策略測維護策略

之之之之總成本現總成本現總成本現總成本現

值值值值

最佳之檢測最佳之檢測最佳之檢測最佳之檢測

維護策略維護策略維護策略維護策略

決定各種決定各種決定各種決定各種

策略之策略之策略之策略之執執執執

行次數行次數行次數行次數

最佳降低影最佳降低影最佳降低影最佳降低影

響程度策略響程度策略響程度策略響程度策略

計算各種降計算各種降計算各種降計算各種降

低影響成度低影響成度低影響成度低影響成度

策略之策略之策略之策略之總成總成總成總成

本現值本現值本現值本現值

建造物最佳維建造物最佳維建造物最佳維建造物最佳維

護管理之策略護管理之策略護管理之策略護管理之策略

分析年期分析年期分析年期分析年期

分析年期分析年期分析年期分析年期

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降低影響成度降低影響成度降低影響成度降低影響成度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水利建造物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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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潰決模式分析潛在潰決模式分析潛在潰決模式分析潛在潰決模式分析(Potential Failure Mode Analysis, PFMA)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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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模式影響與關鍵性分析破壞模式影響與關鍵性分析破壞模式影響與關鍵性分析破壞模式影響與關鍵性分析(FMECA)(FMECA)(FMECA)(FMECA)之流程之流程之流程之流程

Criticality AnalysisFMEA

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水庫安全之風險管理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有哪些危害？

會發生什麼狀況？

(破壞模式為何？)

發生可能性

有多高？

造成的後果如何？

風險有多高？

水庫夠安全嗎？

降低風險後殘餘

風險可容忍嗎？

什麼風險可容忍？

面對風險的決策為何？

水庫風險管理架構

若風險不可容忍，

如何降低？

4 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技術規範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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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半半半定量定量定量定量FMECA

水庫安全風險管理架構及評估方法水庫安全風險管理架構及評估方法水庫安全風險管理架構及評估方法水庫安全風險管理架構及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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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評估程序建立評估程序建立評估程序建立評估程序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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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壩風險排序群壩風險排序群壩風險排序群壩風險排序 � 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群壩之安全管理基本上群壩之安全管理基本上群壩之安全管理基本上群壩之安全管理基本上

必須搭配後續之排序分必須搭配後續之排序分必須搭配後續之排序分必須搭配後續之排序分

析析析析，，，，方能夠進一步擇定方能夠進一步擇定方能夠進一步擇定方能夠進一步擇定

必須加固改善之順序必須加固改善之順序必須加固改善之順序必須加固改善之順序，，，，

以使資金能獲得合理的以使資金能獲得合理的以使資金能獲得合理的以使資金能獲得合理的

分配分配分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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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壩安全管理群壩安全管理群壩安全管理群壩安全管理 � 壩安全壩安全壩安全壩安全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決決決決策策策策

61

� 壩及其附屬壩及其附屬壩及其附屬壩及其附屬設施設施設施設施(Dam)

� 攔蓄庫水攔蓄庫水攔蓄庫水攔蓄庫水，，，，確保水庫之完整性確保水庫之完整性確保水庫之完整性確保水庫之完整性，，，，使所有流經使所有流經使所有流經使所有流經(過過過過)壩體壩體壩體壩體、、、、基礎或庫區周緣之水流得基礎或庫區周緣之水流得基礎或庫區周緣之水流得基礎或庫區周緣之水流得

以控制之所有之天然及人工構造以控制之所有之天然及人工構造以控制之所有之天然及人工構造以控制之所有之天然及人工構造

� 周邊設施周邊設施周邊設施周邊設施及及及及監測儀器監測儀器監測儀器監測儀器(Infrastructure)

� 泛指所有用以協助壩安全檢查泛指所有用以協助壩安全檢查泛指所有用以協助壩安全檢查泛指所有用以協助壩安全檢查、、、、監測或資料蒐集之天然或人工設施監測或資料蒐集之天然或人工設施監測或資料蒐集之天然或人工設施監測或資料蒐集之天然或人工設施(備備備備)

�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維維維維護護護護及檢及檢及檢及檢監測監測監測監測程程程程序序序序(OMS Procedure)

� 泛指壩安全檢查泛指壩安全檢查泛指壩安全檢查泛指壩安全檢查、、、、維護維護維護維護、、、、監測或資料蒐集之行為或程序監測或資料蒐集之行為或程序監測或資料蒐集之行為或程序監測或資料蒐集之行為或程序，，，，以及壩安全管理系統之以及壩安全管理系統之以及壩安全管理系統之以及壩安全管理系統之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維護及改善等維護及改善等維護及改善等維護及改善等

BC Hydro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風險評估 � 缺陷類別缺陷類別缺陷類別缺陷類別定定定定義義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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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Hydro公司之風險排序公司之風險排序公司之風險排序公司之風險排序

� 一一一一種種種種基於風險告基於風險告基於風險告基於風險告知知知知之之之之半半半半定定定定量量量量性性性性

風險計算風險計算風險計算風險計算

�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脆弱脆弱脆弱脆弱度指度指度指度指標標標標及及及及潰潰潰潰壩壩壩壩後後後後果之果之果之果之

乘積乘積乘積乘積來計算來計算來計算來計算，，，，其所其所其所其所得得得得為為為為相對風相對風相對風相對風

險險險險，，，，而而而而非絕非絕非絕非絕對風險對風險對風險對風險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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