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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依依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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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第十五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水庫之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水庫之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水庫之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水庫之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蓄水建造物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及具一定規模以上之防

水水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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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應辦理應辦理應辦理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安全評估。。。。

安全評估則從安全評估則從安全評估則從安全評估則從設計資料設計資料設計資料設計資料、、、、施工資料及目前營運情況檢討設計條件施工資料及目前營運情況檢討設計條件施工資料及目前營運情況檢討設計條件施工資料及目前營運情況檢討設計條件

是否超出是否超出是否超出是否超出、、、、以目前相關標準以目前相關標準以目前相關標準以目前相關標準、、、、分析方法檢討原有設計分析方法檢討原有設計分析方法檢討原有設計分析方法檢討原有設計，，，，並藉由一並藉由一並藉由一並藉由一

些些些些破壞性或非破壞性試驗破壞性或非破壞性試驗破壞性或非破壞性試驗破壞性或非破壞性試驗探討水庫之探討水庫之探討水庫之探討水庫之整體安全狀況整體安全狀況整體安全狀況整體安全狀況，，，，其工作較安其工作較安其工作較安其工作較安

全檢查更深入全檢查更深入全檢查更深入全檢查更深入、、、、全面性及整體性全面性及整體性全面性及整體性全面性及整體性，，，，期望能期望能期望能期望能找出水庫潛在問題找出水庫潛在問題找出水庫潛在問題找出水庫潛在問題，，，，提提提提

前進行改善前進行改善前進行改善前進行改善，，，，使水庫能滿足使水庫能滿足使水庫能滿足使水庫能滿足((((未來未來未來未來5555年年年年))))運作運作運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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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自民國93年年年年3月公布至今月公布至今月公布至今月公布至今，，，，

各水庫至少各水庫至少各水庫至少各水庫至少辦理辦理辦理辦理2222次次次次以上安全評估計畫以上安全評估計畫以上安全評估計畫以上安全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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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
依依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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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第十六條 水利建造物安全評水利建造物安全評水利建造物安全評水利建造物安全評
估範圍如下估範圍如下估範圍如下估範圍如下：：：：
一一一一、、、、 水文水文水文水文及及及及水理水理水理水理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設計條件設計條件設計條件設計條件檢討檢討檢討檢討，，，，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
二二二二、、、、 地質及地質及地質及地質及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設計條件設計條件設計條件設計條件檢討檢討檢討檢討，，，，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
三三三三、、、、 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及其基礎及其基礎及其基礎及其基礎。。。。 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
四四四四、、、、 排洪設施排洪設施排洪設施排洪設施及其基礎及其基礎及其基礎及其基礎。。。。 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
五五五五、、、、 取取取取、、、、出水設施出水設施出水設施出水設施及其基礎及其基礎及其基礎及其基礎。。。。 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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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與調查檢查與調查檢查與調查檢查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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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與調查檢查與調查檢查與調查檢查與調查

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設計情況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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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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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條件及情況設計條件及情況設計條件及情況設計條件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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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潛勢

等級

蓄水庫大小

等級
設計洪水標準

嚴重
大

中

小

最大可能洪水

最大可能洪水

1/2最大可能洪水~最大可能洪水

輕微
大

中

小

最大可能洪水

1/2最大可能洪水~最大可能洪水
200年重現期洪水或年重現期洪水或年重現期洪水或年重現期洪水或1/2最大可能洪水最大可能洪水最大可能洪水最大可能洪水

極輕微
大

中

小

1/2最大可能洪水~最大可能洪水
200年重現期洪水或1/2最大可能洪水

100年年年年~200年重現期洪水年重現期洪水年重現期洪水年重現期洪水

蓄水建造物分級 規模 [壩高(H)，m；總蓄水量(S)，m3] 災害潛勢

第一級 H＞60且S＞1,000萬或S＞1億 潰壩災損嚴重

第二級 60＞H＞7.5且1,000萬＞S＞10萬 潰壩災損輕微

第三級 H＜7.5且S＜10萬或離島濱海之水庫 潰壩災損極輕或無

地質與基礎調查之缺陷地質與基礎調查之缺陷地質與基礎調查之缺陷地質與基礎調查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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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鑽探有限的鑽探有限的鑽探有限的鑽探、、、、試坑及開挖等試坑及開挖等試坑及開挖等試坑及開挖等，，，，對地對地對地對地震及地質調查研震及地質調查研震及地質調查研震及地質調查研

究究究究，，，，尚無法全盤掌握地殼尚無法全盤掌握地殼尚無法全盤掌握地殼尚無法全盤掌握地殼、、、、地盤之錯動產生與變化地盤之錯動產生與變化地盤之錯動產生與變化地盤之錯動產生與變化



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

安全評估工作安全評估工作安全評估工作安全評估工作((((安全評估報告安全評估報告安全評估報告安全評估報告))))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111....基本資料之蒐集基本資料之蒐集基本資料之蒐集基本資料之蒐集、、、、補充補充補充補充、、、、複核與複核與複核與複核與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2.2.2.2.現地檢查與現地檢查與現地檢查與現地檢查與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3.3.3.3.補充調查與補充調查與補充調查與補充調查與試驗試驗試驗試驗

4.4.4.4.校核分析與校核分析與校核分析與校核分析與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5555....潰壩演算潰壩演算潰壩演算潰壩演算、、、、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6666....水庫安全水庫安全水庫安全水庫安全維護手冊檢討與維護手冊檢討與維護手冊檢討與維護手冊檢討與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7.7.7.7.水庫安全資料庫更新改善及資料掃瞄建檔水庫安全資料庫更新改善及資料掃瞄建檔水庫安全資料庫更新改善及資料掃瞄建檔水庫安全資料庫更新改善及資料掃瞄建檔、、、、經費經費經費經費（（（（成本成本成本成本））））及監測及監測及監測及監測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建檔建檔建檔建檔

共七大章節共七大章節共七大章節共七大章節，，，，視水庫情形調整視水庫情形調整視水庫情形調整視水庫情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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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安全評估工作重點

各水庫管理單位皆依相關規定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各水庫管理單位皆依相關規定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各水庫管理單位皆依相關規定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各水庫管理單位皆依相關規定委託顧問公司辦理，，，，但如何能務實要求但如何能務實要求但如何能務實要求但如何能務實要求

顧問公司做好安全評估報告顧問公司做好安全評估報告顧問公司做好安全評估報告顧問公司做好安全評估報告，，，，招標文件中委託服務說明畫書要有明確招標文件中委託服務說明畫書要有明確招標文件中委託服務說明畫書要有明確招標文件中委託服務說明畫書要有明確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方能要求做出一定水準安全評估報告方能要求做出一定水準安全評估報告方能要求做出一定水準安全評估報告方能要求做出一定水準安全評估報告。。。。以下數點需先考慮以下數點需先考慮以下數點需先考慮以下數點需先考慮：：：：

1.1.1.1. 計畫期限不能太短計畫期限不能太短計畫期限不能太短計畫期限不能太短，，，，至少至少至少至少12121212個月個月個月個月，，，，最好最好最好最好15151515個月左右個月左右個月左右個月左右。。。。

2.2.2.2. 與前一次辦理期間與前一次辦理期間與前一次辦理期間與前一次辦理期間，，，，國內外是否有國內外是否有國內外是否有國內外是否有重大災害重大災害重大災害重大災害((((地震地震地震地震、、、、颱洪颱洪颱洪颱洪))))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3.3.3.3. 與前一次辦理期間與前一次辦理期間與前一次辦理期間與前一次辦理期間，，，，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新技術或新方法新技術或新方法新技術或新方法新技術或新方法出現出現出現出現。。。。

4.4.4.4. 上次安全評估報告中上次安全評估報告中上次安全評估報告中上次安全評估報告中，，，，需進一步調需進一步調需進一步調需進一步調查查查查或探討地方或探討地方或探討地方或探討地方。。。。

5.5.5.5. 相關設施相關設施相關設施相關設施((((如電廠或輸水路等如電廠或輸水路等如電廠或輸水路等如電廠或輸水路等))))可可可可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檢查時程檢查時程檢查時程檢查時程。。。。

以下針對安全評估工作內容中以下針對安全評估工作內容中以下針對安全評估工作內容中以下針對安全評估工作內容中，，，，第第第第2222項項項項((((含含含含))))以後各項做相關說明以後各項做相關說明以後各項做相關說明以後各項做相關說明，，，，重重重重

點在點在點在點在2.2.2.2.現地檢查現地檢查現地檢查現地檢查與與與與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及及及及4.4.4.4.校核分析與校核分析與校核分析與校核分析與評估等評估等評估等評估等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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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
1.1.1.1.地質地質地質地質

2.2.2.2.大壩大壩大壩大壩

3.3.3.3.溢洪道及溢洪道及溢洪道及溢洪道及取排水設施等附屬結構取排水設施等附屬結構取排水設施等附屬結構取排水設施等附屬結構

(1).(1).(1).(1).溢洪道落水池以溢洪道落水池以溢洪道落水池以溢洪道落水池以抽水方式抽水方式抽水方式抽水方式抽抽抽抽到能做作到能做作到能做作到能做作1/2001/2001/2001/200地形測量及地質圖地形測量及地質圖地形測量及地質圖地形測量及地質圖。。。。

(2).(2).(2).(2).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以以以以潛水伕潛水伕潛水伕潛水伕配合水下數位攝影配合水下數位攝影配合水下數位攝影配合水下數位攝影，，，，重點部重點部重點部重點部

份以數位照相辦理份以數位照相辦理份以數位照相辦理份以數位照相辦理。。。。

(3).(3).(3).(3).取排水設施輸水路檢查取排水設施輸水路檢查取排水設施輸水路檢查取排水設施輸水路檢查，，，，由控制閘門進入由控制閘門進入由控制閘門進入由控制閘門進入，，，，進行整個輸水路檢查進行整個輸水路檢查進行整個輸水路檢查進行整個輸水路檢查

，，，，至進水口擋水閘門前至進水口擋水閘門前至進水口擋水閘門前至進水口擋水閘門前（（（（必要時搭架必要時搭架必要時搭架必要時搭架）））），，，，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時全程以時全程以時全程以時全程以數位攝影數位攝影數位攝影數位攝影，，，，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部份部份部份部份((((攔汙柵及柵槽混凝土結構變形及破壞與否等攔汙柵及柵槽混凝土結構變形及破壞與否等攔汙柵及柵槽混凝土結構變形及破壞與否等攔汙柵及柵槽混凝土結構變形及破壞與否等))))以以以以數位照相辦理數位照相辦理數位照相辦理數位照相辦理。。。。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檢查檢查檢查檢查，，，，其中其中其中其中3333----(2)(2)(2)(2)取取取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部份、、、、3333----(3)(3)(3)(3)取取取取排水設施輸排水設施輸排水設施輸排水設施輸

水路檢查及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路檢查及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路檢查及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路檢查及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擋水閘門擋水閘門擋水閘門擋水閘門全程運轉測試檢查全程運轉測試檢查全程運轉測試檢查全程運轉測試檢查，，，，需同時配合需同時配合需同時配合需同時配合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以確以確以確以確保保保保檢查時檢查時檢查時檢查時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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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現地檢查與評估要求重點

4.4.4.4.左左左左、、、、右右右右山脊山脊山脊山脊(C(C(C(C線通達道路線通達道路線通達道路線通達道路、、、、右山脊右山脊右山脊右山脊))))及蓄水及蓄水及蓄水及蓄水範圍周邊邊坡檢查範圍周邊邊坡檢查範圍周邊邊坡檢查範圍周邊邊坡檢查，，，，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蓄水範圍周邊邊坡蓄水範圍周邊邊坡蓄水範圍周邊邊坡蓄水範圍周邊邊坡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搭船搭船搭船搭船、、、、UAVUAVUAVUAV))))時時時時全程以數位攝影全程以數位攝影全程以數位攝影全程以數位攝影，，，，重點部份重點部份重點部份重點部份（（（（崩崩崩崩
塌地塌地塌地塌地、、、、地滑區及潛在位移滑動區等地滑區及潛在位移滑動區等地滑區及潛在位移滑動區等地滑區及潛在位移滑動區等））））以數位照相辦理以數位照相辦理以數位照相辦理以數位照相辦理。。。。

5.5.5.5.水工水工水工水工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運轉測試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運轉測試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運轉測試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運轉測試：：：：取排水設施進水口阻水及擋水取排水設施進水口阻水及擋水取排水設施進水口阻水及擋水取排水設施進水口阻水及擋水
閘門採閘門採閘門採閘門採全程有水運轉全程有水運轉全程有水運轉全程有水運轉，，，，其餘閘門採其餘閘門採其餘閘門採其餘閘門採全程無水運轉測試全程無水運轉測試全程無水運轉測試全程無水運轉測試。。。。

6.6.6.6.監測監測監測監測系統量測及系統量測及系統量測及系統量測及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以上各項以上各項以上各項以上各項((((除特別說明外除特別說明外除特別說明外除特別說明外))))目視目視目視目視檢查及現有檢查及現有檢查及現有檢查及現有監測系統監測系統監測系統監測系統，，，，進行進行進行進行2222次次次次（（（（汛期前汛期前汛期前汛期前
及颱風豪雨後各及颱風豪雨後各及颱風豪雨後各及颱風豪雨後各1111次次次次））））((((或高低水庫水位或高低水庫水位或高低水庫水位或高低水庫水位))))檢查與測檢查與測檢查與測檢查與測讀讀讀讀、、、、及及及及資料研判分析資料研判分析資料研判分析資料研判分析
等工作等工作等工作等工作。。。。

其他未詳述檢查方式其他未詳述檢查方式其他未詳述檢查方式其他未詳述檢查方式，，，，依本局依本局依本局依本局制定水庫制定水庫制定水庫制定水庫「「「「蓄水庫水壩安全檢查表蓄水庫水壩安全檢查表蓄水庫水壩安全檢查表蓄水庫水壩安全檢查表」」」」至至至至
現場逐項檢查現場逐項檢查現場逐項檢查現場逐項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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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池檢查落水池檢查落水池檢查落水池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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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檢查水下檢查水下檢查水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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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檢查水下檢查水下檢查水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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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水庫取排水設施進水口水下檢查作業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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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1.1.1.1.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地震評析地震評析地震評析地震評析：：：：地震地震地震地震評估需分評估需分評估需分評估需分定值法定值法定值法定值法及及及及機率法機率法機率法機率法地震危害度分析地震危害度分析地震危害度分析地震危害度分析。。。。機率法採用美機率法採用美機率法採用美機率法採用美
國國國國加州最新的加州最新的加州最新的加州最新的PSHAPSHAPSHAPSHA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1)1)1)1) 重新收集重新收集重新收集重新收集壩址壩址壩址壩址50505050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內內內內，，，，本計畫執行前相同地質條件之地震資料本計畫執行前相同地質條件之地震資料本計畫執行前相同地質條件之地震資料本計畫執行前相同地質條件之地震資料（（（（尤其尤其尤其尤其921921921921
地震及地震及地震及地震及1022102210221022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強震資料依強震資料依強震資料依強震資料依VVVVS=30FTS=30FTS=30FTS=30FT重新重新重新重新分類分類分類分類，，，，重新重新重新重新作定值法及機率法地作定值法及機率法地作定值法及機率法地作定值法及機率法地
震危害度分析震危害度分析震危害度分析震危害度分析，，，，需考量需考量需考量需考量規模飽和問題規模飽和問題規模飽和問題規模飽和問題，，，，考慮考慮考慮考慮地動特性在逆衝斷層上下盤差異地動特性在逆衝斷層上下盤差異地動特性在逆衝斷層上下盤差異地動特性在逆衝斷層上下盤差異
、、、、斷層破裂方向斷層破裂方向斷層破裂方向斷層破裂方向、、、、壩址地盤壩址地盤壩址地盤壩址地盤等等等等。。。。

2)2)2)2) a.a.a.a.更新至前一年更新至前一年更新至前一年更新至前一年地震目地震目地震目地震目錄並推錄並推錄並推錄並推估各震估各震估各震估各震源源源源區地震區地震區地震區地震發生發生發生發生率率率率。。。。

bbbb....收集地調收集地調收集地調收集地調所所所所活活活活動斷層或動斷層或動斷層或動斷層或隱沒帶隱沒帶隱沒帶隱沒帶滑移滑移滑移滑移速速速速率率率率重要文重要文重要文重要文獻探獻探獻探獻探討與評估討與評估討與評估討與評估。。。。

cccc....收集及採用最新國內外公收集及採用最新國內外公收集及採用最新國內外公收集及採用最新國內外公佈佈佈佈之之之之NGNGNGNGAAAA衰減衰減衰減衰減式式式式並並並並依水庫地震事件依水庫地震事件依水庫地震事件依水庫地震事件檢討檢討檢討檢討衰減衰減衰減衰減式之式之式之式之
適適適適用性用性用性用性。。。。

dddd....再再再再重新分析重新分析重新分析重新分析推求推求推求推求水庫水庫水庫水庫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地震地震地震地震（（（（MMMMCCCCEEEE）、）、）、）、控控控控制斷層制斷層制斷層制斷層、、、、尖峰尖峰尖峰尖峰地動加地動加地動加地動加速速速速度度度度
、、、、反應譜反應譜反應譜反應譜等等等等；；；；其中機率法地震危害度分析其中機率法地震危害度分析其中機率法地震危害度分析其中機率法地震危害度分析，，，，由邏輯樹由邏輯樹由邏輯樹由邏輯樹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參參參參數數數數拆解拆解拆解拆解、、、、製製製製作出作出作出作出
不不不不同周期之同周期之同周期之同周期之均布均布均布均布危害度危害度危害度危害度反應譜反應譜反應譜反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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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

2.2.2.2.設計設計設計設計洪水評析洪水評析洪水評析洪水評析：：：：需需需需檢討設計檢討設計檢討設計檢討設計條件與分析條件與分析條件與分析條件與分析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最大最大最大最大降降降降雨雨雨雨（（（（PPPPMMMMPPPP）、）、）、）、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最大洪水最大洪水最大洪水最大洪水（（（（PPPPMFMFMFMF））））頻頻頻頻率年雨量及洪水等率年雨量及洪水等率年雨量及洪水等率年雨量及洪水等。。。。

3333....大壩之結構安全評析大壩之結構安全評析大壩之結構安全評析大壩之結構安全評析：：：：校核校核校核校核設計情況與分析評估設計情況與分析評估設計情況與分析評估設計情況與分析評估，，，，含含含含靜力靜力靜力靜力、、、、動動動動力力力力（（（（含液化含液化含液化含液化
潛潛潛潛能能能能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壩體壩體壩體壩體變形變形變形變形分析等分析等分析等分析等）、）、）、）、滲流滲流滲流滲流分析及分析及分析及分析及仿靜態仿靜態仿靜態仿靜態安定分析安定分析安定分析安定分析；；；；動動動動力力力力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參參參參考考考考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壩安全壩安全壩安全壩安全指南指南指南指南----壩之地震分析與設計壩之地震分析與設計壩之地震分析與設計壩之地震分析與設計（（（（FederFederFederFederaaaal Guidelines for Dl Guidelines for Dl Guidelines for Dl Guidelines for Daaaam m m m 
SaSaSaSafety:Efety:Efety:Efety:Eaaaarthqurthqurthqurthquaaaakekekeke AAAAnnnnaaaalyses lyses lyses lyses aaaand Design of Dnd Design of Dnd Design of Dnd Design of Daaaammmm），），），），其中其中其中其中震後震後震後震後變形變形變形變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postpostpostpost----eeeeaaaarthqurthqurthqurthquaaaake deformke deformke deformke deformaaaation tion tion tion aaaannnnaaaalysislysislysislysis））））需至需至需至需至少少少少採用採用採用採用該該該該文文文文獻列獻列獻列獻列出最出最出最出最嚴謹嚴謹嚴謹嚴謹方方方方
法之一法之一法之一法之一（（（（the most rigorous methodthe most rigorous methodthe most rigorous methodthe most rigorous method））））進行分析進行分析進行分析進行分析。。。。三三三三種種種種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靜力靜力靜力靜力、、、、動動動動力力力力、、、、
滲流滲流滲流滲流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儘可能使儘可能使儘可能使儘可能使用相同分析用相同分析用相同分析用相同分析網格網格網格網格，，，，分析結分析結分析結分析結果果果果與與與與過去歷過去歷過去歷過去歷次結次結次結次結果果果果相相相相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4.4.4.4.附屬附屬附屬附屬結構結構結構結構物水理評物水理評物水理評物水理評析析析析((((溢溢溢溢洪道洪道洪道洪道、、、、取排水設施等取排水設施等取排水設施等取排水設施等結構結構結構結構物排物排物排物排洪洪洪洪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評評評評析析析析))))::::檢討設檢討設檢討設檢討設
計情況計情況計情況計情況，，，，溢溢溢溢洪道洪道洪道洪道、、、、取取取取排水排水排水排水設施排洪水理計設施排洪水理計設施排洪水理計設施排洪水理計算算算算，，，，及及及及溢溢溢溢洪道洪道洪道洪道斗槽穴蝕指斗槽穴蝕指斗槽穴蝕指斗槽穴蝕指數計數計數計數計算算算算

5.5.5.5.附屬附屬附屬附屬結構物安全評析結構物安全評析結構物安全評析結構物安全評析((((溢溢溢溢洪道洪道洪道洪道、、、、取排水設施等取排水設施等取排水設施等取排水設施等))))安全評安全評安全評安全評析析析析：：：：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

溢溢溢溢洪道洪道洪道洪道、、、、取排水設施取排水設施取排水設施取排水設施等安定分析等安定分析等安定分析等安定分析、、、、應力應力應力應力分析及分析及分析及分析及變形變形變形變形情情情情形形形形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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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校核分析與評估要求重點

6.6.6.6.壩體出水高之評壩體出水高之評壩體出水高之評壩體出水高之評析析析析：：：：檢討檢討檢討檢討不不不不同同同同防防防防洪運轉水位洪運轉水位洪運轉水位洪運轉水位，，，，壩體出水高壩體出水高壩體出水高壩體出水高

7777....壩基壩基壩基壩基座座座座（（（（左右山脊左右山脊左右山脊左右山脊、、、、cccc線通達道路等線通達道路等線通達道路等線通達道路等）、）、）、）、水庫水庫水庫水庫淤積淤積淤積淤積（（（（含含含含水庫水庫水庫水庫永續永續永續永續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對策對策對策對策））））及蓄水庫周圍邊坡安定評及蓄水庫周圍邊坡安定評及蓄水庫周圍邊坡安定評及蓄水庫周圍邊坡安定評析析析析：：：：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潛在滑動邊坡潛在滑動邊坡潛在滑動邊坡潛在滑動邊坡，，，，水水水水
庫庫庫庫淤積對淤積對淤積對淤積對水庫水庫水庫水庫壽命壽命壽命壽命及及及及營營營營運影響運影響運影響運影響。。。。

8888....水工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安全評析水工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安全評析水工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安全評析水工機械及閘門機電設備等安全評析：：：：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檢討設計情況，，，，水工機械及閘水工機械及閘水工機械及閘水工機械及閘
門門門門零零零零件更件更件更件更換換換換或更新或更新或更新或更新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性性性性，，，，含含含含水庫水庫水庫水庫淤積對淤積對淤積對淤積對水工機械操作運轉水工機械操作運轉水工機械操作運轉水工機械操作運轉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影響評影響評影響評影響評
估估估估。。。。

9.9.9.9.監測系統及監測資料評析監測系統及監測資料評析監測系統及監測資料評析監測系統及監測資料評析：：：：檢討檢討檢討檢討監測監測監測監測儀器是否適儀器是否適儀器是否適儀器是否適用用用用？？？？監測資料監測資料監測資料監測資料正確正確正確正確性性性性
，，，，合合合合理監測理監測理監測理監測儀器布置儀器布置儀器布置儀器布置及警及警及警及警戒戒戒戒值之值之值之值之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等等等等。。。。

10.10.10.10.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檢討評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檢討評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檢討評操作運轉與警報系統檢討評析析析析：：：：檢檢檢檢討設計情況討設計情況討設計情況討設計情況，，，，氣候氣候氣候氣候變遷對防變遷對防變遷對防變遷對防洪操洪操洪操洪操
作作作作、、、、排砂排砂排砂排砂影響影響影響影響，，，，警報系統警報系統警報系統警報系統是否增是否增是否增是否增設或更新設或更新設或更新設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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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斷層
最短距離7km

潮州斷層
距壩址20.7km

�定值法(MCE)評估

�採震央距壩址50公里內之地震資料

�採破裂面最短距離分析

�以恆春斷層(第二類)為假設震源

�壩址MCE之PGA值為0.608g
(採用1個標準差分析)

定值法初步評估成果：

校核分析與評估─設計地震

斷層名稱
斷層
走向

斷層型態
斷層傾角

(度)
地震規模

(Mw)
最短距離
（km）

震源深度
(km)

PGA(g) PGA(g)+1σ

恆春斷層恆春斷層恆春斷層恆春斷層 NNW Reverse 50 7.2 7 －－－－ 0.331 0.608

潮州斷層
(南段)

N-S Reverse 50 7.2 20.7 － 0.167 0.307

南部隱沒帶
板塊界面型

NNW Reverse 24 7.5 22.3 30 0.176 0.286

南部隱沒帶
板塊內部型

NNW Reverse - 7.8 38.1 50 0.252 0.408 19

�機率法機率法機率法機率法

地震危害度曲線

MCE
DBE
OBE

地震發生機率

淺層區域淺層區域淺層區域淺層區域、、、、深層區域及隱沒帶地震震源分區圖深層區域及隱沒帶地震震源分區圖深層區域及隱沒帶地震震源分區圖深層區域及隱沒帶地震震源分區圖

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 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 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計畫位置

東北部板塊東北部板塊東北部板塊東北部板塊
內部型震源內部型震源內部型震源內部型震源

東北部板塊東北部板塊東北部板塊東北部板塊
介面型震源介面型震源介面型震源介面型震源

南部板塊南部板塊南部板塊南部板塊
內部型震源內部型震源內部型震源內部型震源

南部板塊南部板塊南部板塊南部板塊
介面型震源介面型震源介面型震源介面型震源

斷層震源

� 距壩址50km之活動斷層

區域震源

� 淺層震源(D<35km)

� 深層震源(D>35km)

隱沒帶震源

� 距隱沒帶位置分佈

設計地震基準設計地震基準設計地震基準設計地震基準 水平向設水平向設水平向設水平向設

計計計計PGA值值值值

垂直向設垂直向設垂直向設垂直向設

計計計計PGA值值值值
MCE 0.77 0.51
DBE 0.46 0.31
OBE 0.38 0.25
MDE 0.77 0.51

校核分析與評估─設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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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安全評估─

� 步驟及方法依照「水利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蓄水與引水篇」(2008)
� 地震資料已增補至2014年底
� 恆春斷層暨南部重要斷層之斷層參數更新

� 收集最新國內外公佈之NGA預估式並與本計畫建立之預估式比較
� 採用機率法計算MCE、DBE及OBE之設計PGA 值

計畫
分析

方法

控制

震源

控制震源

距離(km)
設計

地震規模

水平向地動加

速度(g)
再現期(年)

第一次

安評
定值法

恆春

斷層

7.8km
(最短距離)

MCE 6.9 0.43 －

DBE 6.3 0.33 100

OBE 5.6 0.22 25

MDE 6.9 0.43 －

第二次

安評

定值法
恆春

斷層

6.1km
(最短距離)

MCE 6.7 0.77 －

機率法
區域震源

斷層震源

DBE
－

0.37 950

OBE 0.29 475

－ MDE － 0.77 －

第三次

安評

定值法
恆春

斷層

7.0km
(最短距離)

MCE 7.2 0.61 －

機率法
區域震源

斷層震源

MCE － 0.77 10000

DBE － 0.46 950

OBE － 0.38 475

－ MDE － 0.77 －

校核分析與評估─設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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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分析與評估校核分析與評估校核分析與評估校核分析與評估────設計洪水設計洪水設計洪水設計洪水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頻率雨量─

重現期距 1.11 2 5 10 20 25 50 100

二日降雨量(mm) 226 351 509 633 764 809 953 1,110

重現期距 200 500 1,000 2,000 5,000 10,000

二日降雨量(mm) 1,279 1,523 1,725 1,942 2,255 2,511

�頻率洪水─以瞬時單位歷線配合雨型做為後續可能最大洪水推算之代表

重現期距 1.11 2 5 10 20 25 50 100

頻率洪水(cms) 200 340 517 656 804 854 1,016 1,192

計算方法區分 可能最大雨量(mm)

暴雨移位與露點調整法(延時60小時) 4,163

WMO統計法(延時24小時) 1,755

世界記錄最大包絡線(延時24小時) 2,662

臺灣記錄最大包絡線(延時24小時) 2,389

計算方法區分 可能最大洪水(cms)

暴雨移位與露點調整法 3,977

克里格經驗公式 2,723~4,164

水資會經驗公式 2,193

�可能最大雨量─

� 暴雨移位與露點調整法

� WMO統計法

� 經驗公式法

�可能最大洪水─

� 單位歷線法

� 經驗公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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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曾文水曾文水曾文水庫設計洪水庫設計洪水庫設計洪水庫設計洪水

民國100年曾文水庫第4次安

全評估，加入民國98年莫拉

克颱風降雨資料，重新依暴

雨移位與露點調整法及颱風

模式法推算最大可能降雨，

計算結果皆較第一次安全評

估結果大，其中颱風模式法

各參數中，因颱風中心移速，

過山後移動速度由10浬/時

降為5浬/時（莫拉克颱風平

均移動速度為5.8浬/時），

而修正調整係數，造成降雨

量加大

曾文水庫歷次曾文水庫歷次曾文水庫歷次曾文水庫歷次PMF推估結果推估結果推估結果推估結果

推估方法

由雨量推流量 經驗法

颱風模式法
暴雨移位與

露點調整

克里格經驗法 水資會經

驗公式法C=170 C=260

完工時

可能最大洪峰流量

(秒立方公尺) 12,760

洪水體積

(百萬立方公尺) 1,025.5

第一次安全評估

(民國76年)

可能最大洪峰流量

(秒立方公尺) 12,430 12,600 8,390 12,830 8,910

洪水體積

(百萬立方公尺) 1,431 916 - - -

第四次安全評估

(民國101年)

可能最大洪峰流量

(秒立方公尺) 12,958 13,131 8,390 12,830 8,910

洪水體積

(百萬立方公尺) 1,838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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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地震基準 水平向(g) 垂直向(g) 

MCE 0.67 0.45 
DBE 0.55 0.37 
OBE 0.33 0.22 

 

地震係數 
設計地震基準 

水平向(g) 垂直向(g) 

MCE 0.24 0.16 
DBE 0.20 0.13 
OBE 0.15 0.10 

 

曾文大壩附屬結構物地震係數採用之地震係數建議值

曾文大壩各設計地震基準下的地表PGA值

日本建設省河川局與蓄水庫安全評估草案

25

仿靜態安定分析仿靜態安定分析仿靜態安定分析仿靜態安定分析 -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

仿靜態分析主要目的在壩體初期設計階段尚無法立即辦理完整動態安定分析時仿靜態分析主要目的在壩體初期設計階段尚無法立即辦理完整動態安定分析時仿靜態分析主要目的在壩體初期設計階段尚無法立即辦理完整動態安定分析時仿靜態分析主要目的在壩體初期設計階段尚無法立即辦理完整動態安定分析時，，，，以較簡便迅速以較簡便迅速以較簡便迅速以較簡便迅速

方式設計校核壩體形狀及構造方式設計校核壩體形狀及構造方式設計校核壩體形狀及構造方式設計校核壩體形狀及構造。。。。當分析得仿靜態安全係數無法達到要求時當分析得仿靜態安全係數無法達到要求時當分析得仿靜態安全係數無法達到要求時當分析得仿靜態安全係數無法達到要求時，，，，須參考詳實的動態須參考詳實的動態須參考詳實的動態須參考詳實的動態

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分析結果，，，，評估壩體的安全性評估壩體的安全性評估壩體的安全性評估壩體的安全性

滑動面

通過位置
上游坡面 下游坡面

最小要求

安全係數*

壩頂部 1/4 以內 0.96 1.22 1.0

壩頂部 1/2 以內 0.99 1.22 1.0

壩頂部 3/4 以內 1.05 1.32 1.0

全壩高 1.20 1.53 1.0

*註：本次分析因地震係數根據 Pyke（2000）建議關係推估，其意指當採該地震係數
分析得壩坡最小安全係數大於 1.0 時，壩體之受震變位量應是「可容許的」
（Acceptable），故各壩高安全係數皆採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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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線演算

斷面編號斷面編號斷面編號斷面編號
QQQQ100100100100洪水位洪水位洪水位洪水位(EL.m)(EL.m)(EL.m)(EL.m) QQQQ200200200200洪水位洪水位洪水位洪水位(EL.m)(EL.m)(EL.m)(EL.m)

前次評估 本次分析 前次評估 本次分析

49 24.43 24.90 25.19 25.63

49-1（高屏堰） 24.55 25.08 25.33 25.76

50 24.85 26.30 25.63 27.04

備註：(前次安評及本次評估結果之差異性)
1.本次評估結果水位高程高於進水口及上游防洪牆頂高程(EL.24.7m)。
2.莫拉克風災期間之最高水位達EL.24.4m，已溢堤。

�水面線演算─

�演算範圍斷面45~65，採用HEC-RAS進行
演算。

�平均斷面淤積0.1m(斷面65)~1.21m(斷面
51)，高屏堰上下游淤積深度約0.5m，本
次分析結果水位也較前次高。

�前次分析為Q100出水高度已不足，改善後

防洪牆高度EL.24.7m，本次分析出水高
度仍不足。

� 高屏堰堰座及曹公堰堰頂高程皆為EL.13.5m。
27

溢流堰及排砂道水理檢討(設計情況改變)

岩盤出露

操作情形與原假設情況相同？

單寬流量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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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分要求其他部分要求其他部分要求其他部分要求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潰壩演算潰壩演算潰壩演算潰壩演算、、、、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災損評估及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研判研判研判研判可能潰壩情可能潰壩情可能潰壩情可能潰壩情

況況況況，，，，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最新數值最新數值最新數值最新數值地形地形地形地形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情境演算情境演算情境演算情境演算，，，，依演算結果進行災損評估及依演算結果進行災損評估及依演算結果進行災損評估及依演算結果進行災損評估及

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緊急應變計畫檢討與修訂。。。。

安全維護手冊檢討與修訂安全維護手冊檢討與修訂安全維護手冊檢討與修訂安全維護手冊檢討與修訂：：：：依現地檢查結果依現地檢查結果依現地檢查結果依現地檢查結果、、、、實際檢查困難度實際檢查困難度實際檢查困難度實際檢查困難度、、、、維維維維

護運轉情形護運轉情形護運轉情形護運轉情形及及及及監測儀器現況監測儀器現況監測儀器現況監測儀器現況等等等等，，，，重新檢討修訂重新檢討修訂重新檢討修訂重新檢討修訂「「「「水庫水庫水庫水庫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安全維護手冊

」」」」。。。。

水庫安全資料掃瞄建檔水庫安全資料掃瞄建檔水庫安全資料掃瞄建檔水庫安全資料掃瞄建檔、、、、經費經費經費經費（（（（成本成本成本成本））））及監測資料建檔及監測資料建檔及監測資料建檔及監測資料建檔：：：：收集水庫收集水庫收集水庫收集水庫

自規劃設計自規劃設計自規劃設計自規劃設計、、、、竣工及營運等竣工及營運等竣工及營運等竣工及營運等相關文件資料及相關文件資料及相關文件資料及相關文件資料及（（（（竣竣竣竣))))工程工程工程工程圖圖圖圖，，，，進行文件進行文件進行文件進行文件

掃瞄掃瞄掃瞄掃瞄（（（（PDF檔檔檔檔，，，，報告部份解析度至少報告部份解析度至少報告部份解析度至少報告部份解析度至少600dpi，，，，竣工圖部份解析度至少竣工圖部份解析度至少竣工圖部份解析度至少竣工圖部份解析度至少

300dpi），），），），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檔案上傳至水庫至水庫至水庫至水庫安全資料庫安全資料庫安全資料庫安全資料庫。。。。

29

其他部分要求重點其他部分要求重點其他部分要求重點其他部分要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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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潛在破壞模式潛在破壞模式潛在破壞模式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參考參考參考參考FERC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 外外外外聘國內外壩工專家聘國內外壩工專家聘國內外壩工專家聘國內外壩工專家各各各各n名名名名，，，，由由由由業主業主業主業主(Owner)(Owner)(Owner)(Owner)、、、、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FERC)(FERC)(FERC)(FERC)、、、、

顧問公司顧問公司顧問公司顧問公司、、、、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Facilitator )(Facilitator )(Facilitator )(Facilitator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實際量實際量實際量實際量測與操作人測與操作人測與操作人測與操作人

員員員員、、、、及相關專家及相關專家及相關專家及相關專家((((Technical Technical Technical Technical Specialists)Specialists)Specialists)Specialists)等組成核心團隊等組成核心團隊等組成核心團隊等組成核心團隊 。。。。

2.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由水文由水文由水文由水文、、、、地質地質地質地質、、、、營運操作營運操作營運操作營運操作、、、、歷年安全檢查與監測資料歷年安全檢查與監測資料歷年安全檢查與監測資料歷年安全檢查與監測資料

、、、、歷次安全評估歷次安全評估歷次安全評估歷次安全評估、、、、失敗案例及各國潰壩案例等失敗案例及各國潰壩案例等失敗案例及各國潰壩案例等失敗案例及各國潰壩案例等，，，，並配合現場檢查並配合現場檢查並配合現場檢查並配合現場檢查

等尋找出牡丹水庫在設計洪水等尋找出牡丹水庫在設計洪水等尋找出牡丹水庫在設計洪水等尋找出牡丹水庫在設計洪水、、、、設計地震設計地震設計地震設計地震、、、、邊坡滑動等可能潛在邊坡滑動等可能潛在邊坡滑動等可能潛在邊坡滑動等可能潛在

破壞因子破壞因子破壞因子破壞因子，，，，及提出本次安全評估需特別注意或加強地方及提出本次安全評估需特別注意或加強地方及提出本次安全評估需特別注意或加強地方及提出本次安全評估需特別注意或加強地方，，，，此項工此項工此項工此項工

作需由核心作需由核心作需由核心作需由核心團隊充分溝通分析團隊充分溝通分析團隊充分溝通分析團隊充分溝通分析，，，，主持人需曾參與美國大壩潛在破主持人需曾參與美國大壩潛在破主持人需曾參與美國大壩潛在破主持人需曾參與美國大壩潛在破

壞分析壞分析壞分析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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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分要求重點其他部分要求重點其他部分要求重點其他部分要求重點

3.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再經由本次安全評估相關成果及第一階段討論成果再經由本次安全評估相關成果及第一階段討論成果再經由本次安全評估相關成果及第一階段討論成果再經由本次安全評估相關成果及第一階段討論成果，，，，

分析出牡丹水潛在破壞模式結果如洪水溢頂可能性分析出牡丹水潛在破壞模式結果如洪水溢頂可能性分析出牡丹水潛在破壞模式結果如洪水溢頂可能性分析出牡丹水潛在破壞模式結果如洪水溢頂可能性、、、、漂流木堵住出漂流木堵住出漂流木堵住出漂流木堵住出

水工及溢洪道可能性水工及溢洪道可能性水工及溢洪道可能性水工及溢洪道可能性、、、、右岸邊坡滑動可能性右岸邊坡滑動可能性右岸邊坡滑動可能性右岸邊坡滑動可能性、、、、C線通達道路邊坡滑線通達道路邊坡滑線通達道路邊坡滑線通達道路邊坡滑

動可能性動可能性動可能性動可能性、、、、大壩管湧可能性等大壩管湧可能性等大壩管湧可能性等大壩管湧可能性等，，，，此項工作需由核心此項工作需由核心此項工作需由核心此項工作需由核心團隊等團隊等團隊等團隊等人員充分人員充分人員充分人員充分

溝通表決溝通表決溝通表決溝通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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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模式模式模式模式(PFM)定義定義定義定義:特殊連串事件導致水庫失敗破壞特殊連串事件導致水庫失敗破壞特殊連串事件導致水庫失敗破壞特殊連串事件導致水庫失敗破壞

FERC定義定義定義定義破壞破壞破壞破壞(Failure):水庫無法控制放水水庫無法控制放水水庫無法控制放水水庫無法控制放水，，，，((((造成下游民眾死亡及明造成下游民眾死亡及明造成下游民眾死亡及明造成下游民眾死亡及明

顯經濟損失顯經濟損失顯經濟損失顯經濟損失))))

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模式討論不能忽視任何可能性發生模式討論不能忽視任何可能性發生模式討論不能忽視任何可能性發生模式討論不能忽視任何可能性發生

重新檢視水庫安全狀態重新檢視水庫安全狀態重新檢視水庫安全狀態重新檢視水庫安全狀態，，，，避免有避免有避免有避免有””””我已經看過幾千遍我已經看過幾千遍我已經看過幾千遍我已經看過幾千遍””””心態心態心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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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潛在破壞模式潛在破壞模式潛在破壞模式潛在破壞模式分析分析分析分析(PFMA)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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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ⅠⅠⅠⅠ
最重要潛在破壞模式（Highlighted Potential Failure Modes）：警覺需求性、發生機率、致災

後果及負向發展可能性（物理上可能、具根本缺陷或弱點、破壞路徑合理且可信）高的PFM

ⅡⅡⅡⅡ

列入考慮但非最重要之潛在破壞模式（Potential Failure Modes Considered but not 

Highlighted）：相較分類Ⅰ較不嚴重或較不可能發生的PFM（須說明使發生或不發生破壞及其相較

分類Ⅰ較不嚴重或較不可能發生的理由）

ⅢⅢⅢⅢ

需更多資訊或分析始可分類的潛在破壞模式（More Information or Analyses are needed in 

order to classify these potential failure modes）：缺乏資訊可提供確信的重要程度分類，

通常伴隨大壩安全調查或分析建議，調查或分析完成則需再進行分類

ⅣⅣⅣⅣ

被排除的潛在破壞模式（Potential Failure Mode Ruled Out）：不具物理上可能性、有資訊顯示

可消除破壞路徑或發生機率微乎其微（注意：僅為致災後果小或發生機率低非納入此分類之充足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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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與傳統安全評估差異與傳統安全評估差異與傳統安全評估差異與傳統安全評估差異

�傳統安全傳統安全傳統安全傳統安全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依據規範標準分析依據規範標準分析依據規範標準分析依據規範標準分析，，，，如溢洪道設計容量如溢洪道設計容量如溢洪道設計容量如溢洪道設計容量，，，，安全係數安全係數安全係數安全係數

，，，，應力情況等應力情況等應力情況等應力情況等。。。。((((僅顧問公司人員參與僅顧問公司人員參與僅顧問公司人員參與僅顧問公司人員參與，，，，業主參與程度甚低業主參與程度甚低業主參與程度甚低業主參與程度甚低))))

�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PFMA)(PFMA)(PFMA)

�更廣泛範圍更廣泛範圍更廣泛範圍更廣泛範圍：：：：收集所有相關背景資料收集所有相關背景資料收集所有相關背景資料收集所有相關背景資料。。。。

�超過一超過一超過一超過一位位位位有經驗壩工專家有經驗壩工專家有經驗壩工專家有經驗壩工專家((((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需需需需未參與此壩未參與此壩未參與此壩未參與此壩))))，，，，仔細詳閱所仔細詳閱所仔細詳閱所仔細詳閱所

有背景資料有背景資料有背景資料有背景資料。。。。

�經由現經由現經由現經由現場場場場勘查尋找可能潛在弱點勘查尋找可能潛在弱點勘查尋找可能潛在弱點勘查尋找可能潛在弱點。。。。

�實際操作實際操作實際操作實際操作人員參與潛在破壞人員參與潛在破壞人員參與潛在破壞人員參與潛在破壞模式討論模式討論模式討論模式討論。。。。

�突破傳統分析思維找出壩潛在弱點突破傳統分析思維找出壩潛在弱點突破傳統分析思維找出壩潛在弱點突破傳統分析思維找出壩潛在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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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潛在破壞模式討論可模式討論可模式討論可模式討論可分六分六分六分六主要部分主要部分主要部分主要部分

1.1.1.1. 起始條件起始條件起始條件起始條件，，，，如載重條件如載重條件如載重條件如載重條件，，，，老化操作老化操作老化操作老化操作，，，，系統故障系統故障系統故障系統故障，，，，地震地震地震地震，，，，洪水等洪水等洪水等洪水等

2.2.2.2. 破壞機制破壞機制破壞機制破壞機制////演進過程演進過程演進過程演進過程，，，，包含位置或路徑包含位置或路徑包含位置或路徑包含位置或路徑((((一步一步過程一步一步過程一步一步過程一步一步過程StepStepStepStep----bybybyby----

step)step)step)step)

3.3.3.3. 實際實際實際實際情況情況情況情況((((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4.4.4.4. 此潛在破壞模式實際有利情況此潛在破壞模式實際有利情況此潛在破壞模式實際有利情況此潛在破壞模式實際有利情況((((優點優點優點優點))))及不利情況及不利情況及不利情況及不利情況((((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檢附檢附檢附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相關佐證資料相關佐證資料相關佐證資料))))

5.5.5.5. 核心團隊分類表決及贊成核心團隊分類表決及贊成核心團隊分類表決及贊成核心團隊分類表決及贊成原因原因原因原因((((要有見解要有見解要有見解要有見解))))

6.6.6.6. 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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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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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CASE: FLOOD LOADING/LOAD CASE: FLOOD LOADING/LOAD CASE: FLOOD LOADING/LOAD CASE: FLOOD LOADING/異常載重異常載重異常載重異常載重((((洪水洪水洪水洪水))))

PFM No.1: PFM No.1: PFM No.1: PFM No.1: 發生最大可能洪水發生最大可能洪水發生最大可能洪水發生最大可能洪水////庫水溢頂庫水溢頂庫水溢頂庫水溢頂 / PMF condition/Overtopping/ PMF condition/Overtopping/ PMF condition/Overtopping/ PMF condition/Overtopping

1.1.1.1.颱風來襲進行防洪運轉颱風來襲進行防洪運轉颱風來襲進行防洪運轉颱風來襲進行防洪運轉，，，，水庫水位達水庫水位達水庫水位達水庫水位達EL.225m / Flooding operation during typhoons,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s 225 m.EL.225m / Flooding operation during typhoons,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s 225 m.EL.225m / Flooding operation during typhoons,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s 225 m.EL.225m / Flooding operation during typhoons,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s 225 m.

2.2.2.2.上游集水區持續降雨上游集水區持續降雨上游集水區持續降雨上游集水區持續降雨，，，，溢洪道開啟溢洪道開啟溢洪道開啟溢洪道開啟，，，，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EL.230m /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gates are opened EL.230m /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gates are opened EL.230m /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gates are opened EL.230m /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gates are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0 m.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0 m.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0 m.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0 m.

3.3.3.3.上游集水區持續劇烈降雨上游集水區持續劇烈降雨上游集水區持續劇烈降雨上游集水區持續劇烈降雨，，，，溢洪道全部開啟溢洪道全部開啟溢洪道全部開啟溢洪道全部開啟，，，，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EL.23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EL.23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EL.23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EL.23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gates are fully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2.5 m.gates are fully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2.5 m.gates are fully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2.5 m.gates are fully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aises up to 232.5 m.

4.4.4.4.上游集水區劇烈降雨不停上游集水區劇烈降雨不停上游集水區劇烈降雨不停上游集水區劇烈降雨不停，，，，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全部開啟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全部開啟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全部開啟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全部開啟，，，，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水位持續上升至EL.234.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EL.234.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EL.234.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EL.234.25m / Heavy rainfall continues in upstream water 

shed. Spillway gates and Permanent river outlet are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ises up to 234.25 m.shed. Spillway gates and Permanent river outlet are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ises up to 234.25 m.shed. Spillway gates and Permanent river outlet are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ises up to 234.25 m.shed. Spillway gates and Permanent river outlet are opened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ises up to 234.25 m.

5.5.5.5.庫區潛在地滑區庫區潛在地滑區庫區潛在地滑區庫區潛在地滑區((((如大埔市區對面順向坡如大埔市區對面順向坡如大埔市區對面順向坡如大埔市區對面順向坡))))崩落崩落崩落崩落，，，，減少庫容調節能力減少庫容調節能力減少庫容調節能力減少庫容調節能力 / Potential landslides around the reservoir collapse and the / Potential landslides around the reservoir collapse and the / Potential landslides around the reservoir collapse and the / Potential landslides around the reservoir collapse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 decreases.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 decreases.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 decreases.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 decreases.

6.6.6.6.洪水持續增加溢頂洪水持續增加溢頂洪水持續增加溢頂洪水持續增加溢頂，，，，壩頂沖刷潰決壩頂沖刷潰決壩頂沖刷潰決壩頂沖刷潰決 / The flood makes the reservoir level to 237.3 m and the overtopping occurs. The dam crest is / The flood makes the reservoir level to 237.3 m and the overtopping occurs. The dam crest is / The flood makes the reservoir level to 237.3 m and the overtopping occurs. The dam crest is / The flood makes the reservoir level to 237.3 m and the overtopping occurs. The dam crest is 
eroded and collapses.eroded and collapses.eroded and collapses.eroded and collapses.

Facts and Conditions/Facts and Conditions/Facts and Conditions/Facts and Conditions/實際情況實際情況實際情況實際情況::::

1.1.1.1.過去案例過去案例過去案例過去案例98989898年之莫拉克颱風年之莫拉克颱風年之莫拉克颱風年之莫拉克颱風Imax=58.9mm/Imax=58.9mm/Imax=58.9mm/Imax=58.9mm/hrhrhrhr，，，，QpeakQpeakQpeakQpeak=11,729cms=11,729cms=11,729cms=11,729cms，，，，QoutQoutQoutQout=8,367cms=8,367cms=8,367cms=8,367cms水庫水位達水庫水位達水庫水位達水庫水位達EL.230.96m (A20EL.230.96m (A20EL.230.96m (A20EL.230.96m (A20漂流木漂流木漂流木漂流木5555萬多方萬多方萬多方萬多方))))，，，，淤積量淤積量淤積量淤積量91,620,000 91,620,000 91,620,000 91,620,000 

mmmm3333，，，，106106106106年有效容量年有效容量年有效容量年有效容量462,609,130 m462,609,130 m462,609,130 m462,609,130 m3333/ Imax was 58.9mm// Imax was 58.9mm// Imax was 58.9mm// Imax was 58.9mm/hrhrhrhr, , , , QpeakQpeakQpeakQpeak was 11,729cms, was 11,729cms, was 11,729cms, was 11,729cms, QoutQoutQoutQout was 8,367cams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d was 8,367cams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d was 8,367cams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d was 8,367cams and the reservoir level reached 
230.96m during 230.96m during 230.96m during 230.96m during MorakotMorakotMorakotMorakot typhoon in 2009. Debris and trash were about 50,000mtyphoon in 2009. Debris and trash were about 50,000mtyphoon in 2009. Debris and trash were about 50,000mtyphoon in 2009. Debris and trash were about 50,000m3333. Sediment was about 91,620,000 m. Sediment was about 91,620,000 m. Sediment was about 91,620,000 m. Sediment was about 91,620,000 m3333. Effective . Effective . Effective . Effective 

capacity in 2017 is 462,609,130 mcapacity in 2017 is 462,609,130 mcapacity in 2017 is 462,609,130 mcapacity in 2017 is 462,609,130 m3333....

2.2.2.2.防浪牆高防浪牆高防浪牆高防浪牆高EL.237.3mEL.237.3mEL.237.3mEL.237.3m，，，，並與心層鑲接並與心層鑲接並與心層鑲接並與心層鑲接 / Wave protection wall is at 237.3m and connected with Core Zone./ Wave protection wall is at 237.3m and connected with Core Zone./ Wave protection wall is at 237.3m and connected with Core Zone./ Wave protection wall is at 237.3m and connected with Core Zone.

3.3.3.3.河道放水道排放量河道放水道排放量河道放水道排放量河道放水道排放量177cms177cms177cms177cms、、、、溢洪道放水量溢洪道放水量溢洪道放水量溢洪道放水量10,964cms / PRO discharge is 177cms. Spillway discharge is 10,964cms (reservoir level at 10,964cms / PRO discharge is 177cms. Spillway discharge is 10,964cms (reservoir level at 10,964cms / PRO discharge is 177cms. Spillway discharge is 10,964cms (reservoir level at 10,964cms / PRO discharge is 177cms. Spillway discharge is 10,964cms (reservoir level at 

234 m)234 m)234 m)234 m)

4.4.4.4.主流河道及沙力基欄木設施主流河道及沙力基欄木設施主流河道及沙力基欄木設施主流河道及沙力基欄木設施，，，，減少浮木流進入庫區減少浮木流進入庫區減少浮木流進入庫區減少浮木流進入庫區，，，，影響排放設施進水口功能影響排放設施進水口功能影響排放設施進水口功能影響排放設施進水口功能 / Debris and trash booms are installed to prevent / Debris and trash booms are installed to prevent / Debris and trash booms are installed to prevent / Debris and trash booms are installed to prevent 

driftwood flowing into the reservoir an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driftwood flowing into the reservoir an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driftwood flowing into the reservoir an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driftwood flowing into the reservoir an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

5.5.5.5.永久河道及發電進水口攔污柵延伸至高程永久河道及發電進水口攔污柵延伸至高程永久河道及發電進水口攔污柵延伸至高程永久河道及發電進水口攔污柵延伸至高程EL.234EL.234EL.234EL.234公尺公尺公尺公尺，，，，減少淤積造成堵塞減少淤積造成堵塞減少淤積造成堵塞減少淤積造成堵塞 / Elevation of debris and trash booms installed in PRO and / Elevation of debris and trash booms installed in PRO and / Elevation of debris and trash booms installed in PRO and / Elevation of debris and trash booms installed in PRO and 
power plant intake are extended to 234m to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driftwoo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power plant intake are extended to 234m to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driftwoo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power plant intake are extended to 234m to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driftwoo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power plant intake are extended to 234m to lower the possibility of driftwood blocking discharge facilities.

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Favorable Conditions/Favorable Conditions/Favorable Conditions/Favorable Conditions/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 可能最大洪峰流量可能最大洪峰流量可能最大洪峰流量可能最大洪峰流量(PMF)(PMF)(PMF)(PMF)係由颱風模式法估算最大可能降雨係由颱風模式法估算最大可能降雨係由颱風模式法估算最大可能降雨係由颱風模式法估算最大可能降雨(PMP)(PMP)(PMP)(PMP)，，，，再配合單位歷線再配合單位歷線再配合單位歷線再配合單位歷線

摺積而得摺積而得摺積而得摺積而得，，，，且於水庫水位且於水庫水位且於水庫水位且於水庫水位ELELELEL....227227227227mmmm狀態下狀態下狀態下狀態下，，，，配合排洪設施配合排洪設施配合排洪設施配合排洪設施((((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溢洪道及永久河道放水道
))))，，，，進行防洪操作演算進行防洪操作演算進行防洪操作演算進行防洪操作演算，，，，得水庫最高洪水位為得水庫最高洪水位為得水庫最高洪水位為得水庫最高洪水位為235235235235....67676767mmmm，，，，其水位低於目前心牆高度其水位低於目前心牆高度其水位低於目前心牆高度其水位低於目前心牆高度。。。。
//// TheTheTheThe maximummaximummaximummaximum reservoirreservoirreservoirreservoir levellevellevellevel 235235235235....67676767mmmm isisisis estimatedestimatedestimatedestimated usingusingusingusing PMFPMFPMFPMF startingstartingstartingstarting
fromfromfromfrom thethethethe reservoirreservoirreservoirreservoir levellevellevellevel 227227227227 mmmm withwithwithwith allallallall dischargedischargedischargedischarge facilitiesfacilitiesfacilitiesfacilities operatingoperatingoperatingoperating....
AfterAfterAfterAfter DesiltingDesiltingDesiltingDesilting tunneltunneltunneltunnel isisisis completed,completed,completed,completed, thethethethe maximummaximummaximummaximum reservoirreservoirreservoirreservoir levellevellevellevel willwillwillwill

decreasedecreasedecreasedecrease fromfromfromfrom 235235235235....67676767mmmm totototo 234234234234....01010101mmmm.... 234234234234....01010101mmmm isisisis lowerlowerlowerlower thanthanthanthan thethethethe elevationelevationelevationelevation ofofofof
WaveWaveWaveWave protectionprotectionprotectionprotection wallwallwallwall.... PMFPMFPMFPMF isisisis estimatedestimatedestimatedestimated usingusingusingusing PMPPMPPMPPMP estimatedestimatedestimatedestimated fromfromfromfrom TyphoonTyphoonTyphoonTyphoon
ModelModelModelModel andandandand durationdurationdurationduration....

• 4444處潛在地滑區經歷年監測檢查處潛在地滑區經歷年監測檢查處潛在地滑區經歷年監測檢查處潛在地滑區經歷年監測檢查，，，，目前穩定目前穩定目前穩定目前穩定 / According to inspection results, / According to inspection results, / According to inspection results, / According to inspection results, 
4 potential landslides are stable.4 potential landslides are stable.4 potential landslides are stable.4 potential landslides are stable.

• 壩頂道路鋪面可增加沖蝕能力壩頂道路鋪面可增加沖蝕能力壩頂道路鋪面可增加沖蝕能力壩頂道路鋪面可增加沖蝕能力 / Crest is paved road way to increase the / Crest is paved road way to increase the / Crest is paved road way to increase the / Crest is paved road way to increase the 
erosion resistance. erosion resistance. erosion resistance. erosion resistance. 

• 下游拋石至少有下游拋石至少有下游拋石至少有下游拋石至少有1.5m1.5m1.5m1.5m厚厚厚厚 / Downstream riprap is at least 1.5 m thick./ Downstream riprap is at least 1.5 m thick./ Downstream riprap is at least 1.5 m thick./ Downstream riprap is at least 1.5 m thick.
• 庫水溢頂延時約庫水溢頂延時約庫水溢頂延時約庫水溢頂延時約6666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 Overtopping duration is about 6 hours./ Overtopping duration is about 6 hours./ Overtopping duration is about 6 hours./ Overtopping duration is about 6 hours.

Adverse Conditions/Adverse Conditions/Adverse Conditions/Adverse Conditions/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 極端氣候造成颱風豪雨加劇及不可預測之氣候因素極端氣候造成颱風豪雨加劇及不可預測之氣候因素極端氣候造成颱風豪雨加劇及不可預測之氣候因素極端氣候造成颱風豪雨加劇及不可預測之氣候因素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

• 41414141處敏感區均在攔木設施下游處敏感區均在攔木設施下游處敏感區均在攔木設施下游處敏感區均在攔木設施下游 / There are 41 potential landslides (about / There are 41 potential landslides (about / There are 41 potential landslides (about / There are 41 potential landslides (about 
15,000,000 m15,000,000 m15,000,000 m15,000,000 m3333 sediment).sediment).sediment).sediment).

• 茅埔地滑如發生大坍滑茅埔地滑如發生大坍滑茅埔地滑如發生大坍滑茅埔地滑如發生大坍滑，，，，可能造成湧浪可能造成湧浪可能造成湧浪可能造成湧浪1.2m(1.2m(1.2m(1.2m(第一次安評第一次安評第一次安評第一次安評) / The collapse of ) / The collapse of ) / The collapse of ) / The collapse of 
MiaoMiaoMiaoMiao----Pu landslide could cause 1.2m wave runPu landslide could cause 1.2m wave runPu landslide could cause 1.2m wave runPu landslide could cause 1.2m wave run----up. up. up. up. 

• 防淤隧道尚未試運轉防淤隧道尚未試運轉防淤隧道尚未試運轉防淤隧道尚未試運轉，，，，排放能力尚未證明排放能力尚未證明排放能力尚未證明排放能力尚未證明 / Desilting tunnel is still in / Desilting tunnel is still in / Desilting tunnel is still in / Desilting tunnel is still in 

construction and its discharge capacity is not proved.construction and its discharge capacity is not proved.construction and its discharge capacity is not proved.construction and its discharge capacity is not proved.
• 永久河道放水道目前尚無運轉至最大之放水量永久河道放水道目前尚無運轉至最大之放水量永久河道放水道目前尚無運轉至最大之放水量永久河道放水道目前尚無運轉至最大之放水量 / Operation of PRO did not / Operation of PRO did not / Operation of PRO did not / Operation of PRO did not 

operate in its maximum discharge rate during 2009 operate in its maximum discharge rate during 2009 operate in its maximum discharge rate during 2009 operate in its maximum discharge rate during 2009 MorakotMorakotMorakotMorakot typhoon.typhoon.typhoon.typhoon.
• 莫拉克颱風產生淤積約庫容量之莫拉克颱風產生淤積約庫容量之莫拉克颱風產生淤積約庫容量之莫拉克颱風產生淤積約庫容量之20% / Sediment during 20% / Sediment during 20% / Sediment during 20% / Sediment during MorakotMorakotMorakotMorakot Typhoon is Typhoon is Typhoon is Typhoon is 

about 20% of the 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about 20% of the 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about 20% of the 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about 20% of the capacity of the reservoir.

Category/Category/Category/Category/分級分級分級分級:::: IIII----_0; II_0; II_0; II_0; II----_8; III_8; III_8; III_8; III----_0;IV_0;IV_0;IV_0;IV----_12_12_12_12。。。。
Explanation/Explanation/Explanation/Explanation/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Category II :Category II :Category II :Category II :強調洪水之不確定性強調洪水之不確定性強調洪水之不確定性強調洪水之不確定性，，，，庫區潛在地滑區監測檢查及防洪運轉之重要庫區潛在地滑區監測檢查及防洪運轉之重要庫區潛在地滑區監測檢查及防洪運轉之重要庫區潛在地滑區監測檢查及防洪運轉之重要 / Uncertainty of PMF.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n landslide monitoring and flood / Uncertainty of PMF.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n landslide monitoring and flood / Uncertainty of PMF.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n landslide monitoring and flood / Uncertainty of PMF.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n landslide monitoring and flood 
operation.operation.operation.operation.

Category IV :Category IV :Category IV :Category IV :庫區潛在地滑區崩落庫區潛在地滑區崩落庫區潛在地滑區崩落庫區潛在地滑區崩落，，，，減少庫容體積約水位由減少庫容體積約水位由減少庫容體積約水位由減少庫容體積約水位由227m227m227m227m至至至至235.67m235.67m235.67m235.67m之之之之10%(15,000,000 m10%(15,000,000 m10%(15,000,000 m10%(15,000,000 m3333))))不致產生庫水溢頂發生不致產生庫水溢頂發生不致產生庫水溢頂發生不致產生庫水溢頂發生 / Not enough volume to cause overtopping. / Not enough volume to cause overtopping. / Not enough volume to cause overtopping. / Not enough volume to cause overtopping. 

(15,000,000 m(15,000,000 m(15,000,000 m(15,000,000 m3333 sediment about 10% of volume between EL 227m to 235.67m)sediment about 10% of volume between EL 227m to 235.67m)sediment about 10% of volume between EL 227m to 235.67m)sediment about 10% of volume between EL 227m to 235.67m)
Possible Risk Reduction Measures/Possible Risk Reduction Measures/Possible Risk Reduction Measures/Possible Risk Reduction Measures/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可能的災減措施及對策::::

• 汛期降低水位高度汛期降低水位高度汛期降低水位高度汛期降低水位高度 / The reservoir level should lower down during rainy season./ The reservoir level should lower down during rainy season./ The reservoir level should lower down during rainy season./ The reservoir level should lower down during rainy season.

• 水位超過水位超過水位超過水位超過EL.227mEL.227mEL.227mEL.227m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加強監測茅埔地滑區加強監測茅埔地滑區加強監測茅埔地滑區加強監測茅埔地滑區 / When the reservoir level is over 227m, a special attention on Miao/ When the reservoir level is over 227m, a special attention on Miao/ When the reservoir level is over 227m, a special attention on Miao/ When the reservoir level is over 227m, a special attention on Miao----Pu landslide is necessary.Pu landslide is necessary.Pu landslide is necessary.Pu landslide is necessary.
• 儘快完成永久河道放水道改善儘快完成永久河道放水道改善儘快完成永久河道放水道改善儘快完成永久河道放水道改善 / The renovation of PRO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enovation of PRO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enovation of PRO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enovation of PRO should be fin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 防淤隧道應盡早完成防淤隧道應盡早完成防淤隧道應盡早完成防淤隧道應盡早完成 / Desilting tunnel should be completed ASAP./ Desilting tunnel should be completed ASAP./ Desilting tunnel should be completed ASAP./ Desilting tunnel should be completed ASAP.
• 提早進行洩洪提早進行洩洪提早進行洩洪提早進行洩洪 / Flood discharge operation should begin earlier./ Flood discharge operation should begin earlier./ Flood discharge operation should begin earlier./ Flood discharge operation should begin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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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潛在破壞模式分析(PFMA)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載重情形載重情形載重情形載重情形 破壞模式說明破壞模式說明破壞模式說明破壞模式說明

破壞模式分類破壞模式分類破壞模式分類破壞模式分類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Ⅰ Ⅱ Ⅲ Ⅳ

1111 洪水載重
設計洪水時，閘門無法開啟

○
閘門維護廠商在颱風豪雨前進場，

有助降低風險

2222 正常載重
正常載重時，心層至基礎的

管湧破壞
○

測試IM1及IM2水位作為參考之自

由水位面

3333 洪水載重
設計洪水時，閘門預力鋼鍵

失效導致無法正常開啟排洪
○

閘門門樞需列入定期檢查及保養

維護項目

4444 地震載重
地震時，破裂面造成溢洪道

閘墩受損，影響閘門開啟
○

震後應加強檢查溢洪道結構及水

門測試

5555 地震載重
地震時，左岸邊坡滑動，影

響閘門開啟
○

根據監測及檢查成果定期檢討邊

坡穩定性

6666 洪水載重
颱洪期間，漂流木影響溢洪

道排洪 ○
檢查及清除緊急放水道附近的沉

木。考慮於集水內設水保措施(

如梳子壩)

7777 洪水載重
颱洪期間，漂流木撞擊閘門

影響啟閉
○ 集水區設攔木設施

8888 地震載重
設計地震時，大壩與溢洪道

間之裂隙導致潰壩
○

地震過後需檢查溢洪道周邊是否

有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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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水庫水庫水庫水庫、、、、堰壩之建造堰壩之建造堰壩之建造堰壩之建造，，，，不僅工程艱鉅且經費龐大不僅工程艱鉅且經費龐大不僅工程艱鉅且經費龐大不僅工程艱鉅且經費龐大，，，，而一旦失敗或而一旦失敗或而一旦失敗或而一旦失敗或

意外發生意外發生意外發生意外發生，，，，易造成下游居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易造成下游居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易造成下游居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易造成下游居民生命財產之損失，，，，尤其人口稠密尤其人口稠密尤其人口稠密尤其人口稠密、、、、

地域狹小的國家地域狹小的國家地域狹小的國家地域狹小的國家，，，，災害更慘重災害更慘重災害更慘重災害更慘重。。。。

水庫水庫水庫水庫安全評估工作如同身體健康檢查安全評估工作如同身體健康檢查安全評估工作如同身體健康檢查安全評估工作如同身體健康檢查，，，，但檢查有不同等級但檢查有不同等級但檢查有不同等級但檢查有不同等級，，，，配配配配

置不同檢查儀器置不同檢查儀器置不同檢查儀器置不同檢查儀器、、、、設備設備設備設備。。。。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安全評估是否抓住重點安全評估是否抓住重點安全評估是否抓住重點安全評估是否抓住重點，，，，而各而各而各而各

個水庫之設計個水庫之設計個水庫之設計個水庫之設計、、、、施工情況皆不同施工情況皆不同施工情況皆不同施工情況皆不同，，，，是否能確實診斷出水庫安全是否能確實診斷出水庫安全是否能確實診斷出水庫安全是否能確實診斷出水庫安全

狀況狀況狀況狀況，，，，預先找出問題或徵兆預先找出問題或徵兆預先找出問題或徵兆預先找出問題或徵兆，，，，提早預防提早預防提早預防提早預防。。。。

水文及地震事件水文及地震事件水文及地震事件水文及地震事件為水庫面臨主要考驗為水庫面臨主要考驗為水庫面臨主要考驗為水庫面臨主要考驗，，，，宜確實檢討宜確實檢討宜確實檢討宜確實檢討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採用採用採用採用

合宜載重條件及設計情況合宜載重條件及設計情況合宜載重條件及設計情況合宜載重條件及設計情況，，，，檢討水庫可能遭遇情況檢討水庫可能遭遇情況檢討水庫可能遭遇情況檢討水庫可能遭遇情況，，，，同時參酌同時參酌同時參酌同時參酌

過去水庫失敗或意外事件過去水庫失敗或意外事件過去水庫失敗或意外事件過去水庫失敗或意外事件，，，，進行評估進行評估進行評估進行評估，，，，以確保水庫運作正常以確保水庫運作正常以確保水庫運作正常以確保水庫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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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結結結 語語語語

水庫安全資料庫為水庫管理之最重要資料水庫安全資料庫為水庫管理之最重要資料水庫安全資料庫為水庫管理之最重要資料水庫安全資料庫為水庫管理之最重要資料，，，，不僅為水庫歷史不僅為水庫歷史不僅為水庫歷史不僅為水庫歷史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更是水庫經驗傳承及安全診斷之依據更是水庫經驗傳承及安全診斷之依據更是水庫經驗傳承及安全診斷之依據更是水庫經驗傳承及安全診斷之依據，，，，宜建立系統化宜建立系統化宜建立系統化宜建立系統化

保存應用保存應用保存應用保存應用。。。。

以不同以不同以不同以不同角度與人員角度與人員角度與人員角度與人員，，，，不同思維不同思維不同思維不同思維，，，，開放開放開放開放胸襟胸襟胸襟胸襟，，，，不放棄任何蛛絲不放棄任何蛛絲不放棄任何蛛絲不放棄任何蛛絲

馬跡馬跡馬跡馬跡，，，，找出找出找出找出水庫潛在弱點水庫潛在弱點水庫潛在弱點水庫潛在弱點之之之之PFMA引進引進引進引進，，，，能使水庫安全評估能使水庫安全評估能使水庫安全評估能使水庫安全評估

工作更加落實工作更加落實工作更加落實工作更加落實。。。。

依依依依目前國內顧問公司及水庫目前國內顧問公司及水庫目前國內顧問公司及水庫目前國內顧問公司及水庫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單位要自行單位要自行單位要自行單位要自行執行執行執行執行PFMA，，，，缺缺缺缺
乏相關專家如乏相關專家如乏相關專家如乏相關專家如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單位專業背景不足及客觀專業等單位專業背景不足及客觀專業等單位專業背景不足及客觀專業等單位專業背景不足及客觀專業等

因素因素因素因素，，，，無法獨力完成完整無法獨力完成完整無法獨力完成完整無法獨力完成完整PFMA，，，，惟惟惟惟如能利用海外退休華僑如能利用海外退休華僑如能利用海外退休華僑如能利用海外退休華僑

專家協助專家協助專家協助專家協助指導指導指導指導，，，，可完成完整可完成完整可完成完整可完成完整PFMA，，，，並提升國內水庫安全評並提升國內水庫安全評並提升國內水庫安全評並提升國內水庫安全評

估水準估水準估水準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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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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