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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運用水庫運用水庫運用水庫運用與與與與水水水水門門門門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以石門水庫為例以石門水庫為例以石門水庫為例以石門水庫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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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壹壹壹壹、、、、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

貳貳貳貳、、、、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

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防洪操作防洪操作防洪操作防洪操作----以以以以蘇迪勒颱風蘇迪勒颱風蘇迪勒颱風蘇迪勒颱風為為為為例例例例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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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壹壹壹壹、、、、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

石門水庫興建沿革

�念頭：大漢溪原名大嵙崁溪、旱澇不
均、嘉南地區興建烏山頭水庫之啟示。

�策劃：成立石門水庫設計委員會(民國
43年5月)。

�執行：成立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民國
45年7月)。

�竣工：民國53年6月14日竣工。

�經費：3,183,053,000元。

�營運與管理：臺灣省石門水庫管理委
員會、臺灣省石門水庫管理局、臺灣
省北區水資源局、經濟部水利處北區
水資源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運用要點運用要點運用要點運用要點第第第第2222條條條條、、、、水門操水門操水門操水門操

作規定第作規定第作規定第作規定第2222條條條條））））

�。

陳前副總統視察石門水庫規劃工作(43.9.7)

由於溪口處有雙對峙狀若石門，因而得名

石門水庫大壩壩址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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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壹壹壹壹、、、、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

3

我國北部第一座多目標運用水庫

桃園地區之主要水源
� 原設計主要供應農業用水
� 現為公共給水與農業灌溉給水並重

供應大桃園、新北市板新地區及新竹
湖口民生及灌溉用水

本水庫位於桃園市大漢溪上游，為供應家用及公共
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及防洪等功
能之多目標水庫，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
責操作、維護及管理。（（（（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第第第1111條條條條、、、、

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2222條條條條））））

水庫
民國53年6月完工

SHIHMEN RESERVOIR

石門水庫
(多目標)

發電

防洪

給水

觀光

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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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壹壹壹壹、、、、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石門水庫簡介

石門水庫大壩石門水庫大壩石門水庫大壩石門水庫大壩

�壩型：中央心層式滾壓土石壩
�壩頂標高：252.1m
�壩高：133 .1m(臺灣第二高壩)
�壩長：360 m
�溢洪道最大排洪量：11,400 cms

�排洪隧道最大排洪量：2,400 cms
（（（（石門水庫水門石門水庫水門石門水庫水門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操作規定操作規定操作規定第第第第3333條條條條））））

基本工程數據

�設計庫容：3.09億立方公尺(臺灣第三大水庫)

�呆容量：0.57億立方公尺

�滿水位： 245m      呆水位： 195m

�有效設計庫容：2.52億立方公尺

�剩餘有效庫容：2.01億立方公尺(105年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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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貳貳貳貳、、、、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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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forcement Rules for 
Water Act

第五十條第五十條第五十條第五十條

水庫水庫水庫水庫之蓄水利用之蓄水利用之蓄水利用之蓄水利用、、、、防洪防洪防洪防洪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緊急運轉措施及緊急運轉措施及緊急運轉措施及緊急運轉措施及
其作業方法其作業方法其作業方法其作業方法，，，，由水庫興由水庫興由水庫興由水庫興
辦人或管理人擬訂辦人或管理人擬訂辦人或管理人擬訂辦人或管理人擬訂，，，，報報報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請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請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請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一一一一、、、、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二二二二、、、、蓄水利用運轉蓄水利用運轉蓄水利用運轉蓄水利用運轉

三三三三、、、、防洪運轉防洪運轉防洪運轉防洪運轉

四四四四、、、、洩洪通報及放洩洪通報及放洩洪通報及放洩洪通報及放

水警報水警報水警報水警報

五五五五、、、、緊急運轉緊急運轉緊急運轉緊急運轉

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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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貳貳貳貳、、、、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石門水庫運用要點及水門操作規定概述

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水利法
Water Act
第四十八條

防水防水防水防水、、、、引水引水引水引水、、、、蓄水蓄水蓄水蓄水、、、、洩水之建洩水之建洩水之建洩水之建
造物造物造物造物，，，，如有如有如有如有水門者水門者水門者水門者，，，，其水門啟其水門啟其水門啟其水門啟
用之標準用之標準用之標準用之標準、、、、時間及方法時間及方法時間及方法時間及方法，，，，應由應由應由應由
興辦水利事業人預為訂定興辦水利事業人預為訂定興辦水利事業人預為訂定興辦水利事業人預為訂定，，，，申申申申
請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之請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之請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之請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之，，，，主主主主
管機關認為有變更之必要時管機關認為有變更之必要時管機關認為有變更之必要時管機關認為有變更之必要時，，，，
得限期令其變更之得限期令其變更之得限期令其變更之得限期令其變更之。。。。

水門操

作規定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設施及設施及設施及設施及

水門介水門介水門介水門介

紹紹紹紹

水門啟水門啟水門啟水門啟

用標準用標準用標準用標準

及時機及時機及時機及時機
水門操水門操水門操水門操

作方法作方法作方法作方法

操作紀操作紀操作紀操作紀

錄規定錄規定錄規定錄規定

水門檢水門檢水門檢水門檢

查規定查規定查規定查規定

異常狀異常狀異常狀異常狀

況處理況處理況處理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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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11,400cms   閘門數閘門數閘門數閘門數：：：：6  

溢洪道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9

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1,200cms *2  斷面寬度斷面寬度斷面寬度斷面寬度：：：：7m(馬蹄型馬蹄型馬蹄型馬蹄型)  

排洪隧道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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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發電容量總發電容量總發電容量總發電容量：：：：45,000kw*2  年平均發電量年平均發電量年平均發電量年平均發電量：：：：2億度億度億度億度

石門發電廠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11

調蓄容量調蓄容量調蓄容量調蓄容量：：：：220萬萬萬萬m3 長度長度長度長度：：：：1,400m  

後池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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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全長全長全長：：：：530m   設計溢流量設計溢流量設計溢流量設計溢流量：：：：13,800cms

後池堰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13

每層取水口設計最大取水量每層取水口設計最大取水量每層取水口設計最大取水量每層取水口設計最大取水量：：：：16.2cms

分層取水工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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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設計排洪量：：：：300cms

排砂隧道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15

主要設施包括主要設施包括主要設施包括主要設施包括：：：：排洪道排洪道排洪道排洪道、、、、排砂道排砂道排砂道排砂道、、、、魚道及取水口魚道及取水口魚道及取水口魚道及取水口

中庄攔河堰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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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庫容量設計庫容量設計庫容量設計庫容量：：：：506萬萬萬萬m3

�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重要設施簡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3333條條條條、、、、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水門操作規定第3333條條條條））））

中庄調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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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農業農業農業、、、、民生民生民生民生及工業用水單位及工業用水單位及工業用水單位及工業用水單位，，，，應於每年十一應於每年十一應於每年十一應於每年十一

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擬具次年給水擬具次年給水擬具次年給水擬具次年給水、、、、灌溉計畫配水量灌溉計畫配水量灌溉計畫配水量灌溉計畫配水量，，，，

送北水局協商同意後辦理送北水局協商同意後辦理送北水局協商同意後辦理送北水局協商同意後辦理。。。。（（（（水利法施行細水利法施行細水利法施行細水利法施行細

則第則第則第則第11111111條條條條、、、、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第第第7777條條條條））））

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

�平時蓄水利用水門操作原則平時蓄水利用水門操作原則平時蓄水利用水門操作原則平時蓄水利用水門操作原則：：：：

依據水門操作規定進行啟閉作業依據水門操作規定進行啟閉作業依據水門操作規定進行啟閉作業依據水門操作規定進行啟閉作業，，，，針對維修針對維修針對維修針對維修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排砂或用水需求皆有規定啟閉時機排砂或用水需求皆有規定啟閉時機排砂或用水需求皆有規定啟閉時機排砂或用水需求皆有規定啟閉時機。。。。

（（（（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第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第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第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第4444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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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本水庫之運用應依據水庫運用規線辦理水庫之運用應依據水庫運用規線辦理水庫之運用應依據水庫運用規線辦理水庫之運用應依據水庫運用規線辦理。。。。水庫運用規線分為上限水庫運用規線分為上限水庫運用規線分為上限水庫運用規線分為上限、、、、

下限及嚴重下限下限及嚴重下限下限及嚴重下限下限及嚴重下限。。。。其在各月底之水庫水位標高其在各月底之水庫水位標高其在各月底之水庫水位標高其在各月底之水庫水位標高如圖如圖如圖如圖。。。。（（（（石門水庫運石門水庫運石門水庫運石門水庫運

用要點用要點用要點用要點第第第第6666條條條條））））

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

�本本本本水庫平時蓄水利用水庫平時蓄水利用水庫平時蓄水利用水庫平時蓄水利用運轉運轉運轉運轉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依水庫水位在不同規線之間依水庫水位在不同規線之間依水庫水位在不同規線之間依水庫水位在不同規線之間時時時時，，，，農業農業農業農業用水用水用水用水、、、、民生民生民生民生及工業及工業及工業及工業用水用水用水用水依據依據依據依據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要點規定要點規定要點規定要點規定對計畫對計畫對計畫對計畫配配配配水量水量水量水量增供增供增供增供或或或或減量減量減量減量為為為為原則原則原則原則。（。（。（。（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8888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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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旱時期運轉機制枯旱時期運轉機制枯旱時期運轉機制枯旱時期運轉機制：：：：（（（（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8888條條條條））））

�水庫水位標高在水庫水位標高在水庫水位標高在水庫水位標高在下限下限下限下限與與與與嚴重下限嚴重下限嚴重下限嚴重下限之間時之間時之間時之間時，，，，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

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七十五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家用及公共給水家用及公共給水家用及公共給水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

水量水量水量水量百分之九十供水百分之九十供水百分之九十供水百分之九十供水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

�水庫水庫水庫水庫水位標高在水位標高在水位標高在水位標高在嚴重下限以下嚴重下限以下嚴重下限以下嚴重下限以下時時時時，，，，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

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家用及公共給水家用及公共給水家用及公共給水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百分百分百分百分

之八十之八十之八十之八十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供水為原則。。。。

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

�3年一小旱，9年一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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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參參參參、、、、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石門水庫平時運轉操作

�石門水庫平時供水運轉依據前一年核定石門水庫平時供水運轉依據前一年核定石門水庫平時供水運轉依據前一年核定石門水庫平時供水運轉依據前一年核定

之計畫配水量之計畫配水量之計畫配水量之計畫配水量，，，，每旬製作每旬製作每旬製作每旬製作旬預定放水量旬預定放水量旬預定放水量旬預定放水量

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計畫表，，，，以供運轉操作之參考以供運轉操作之參考以供運轉操作之參考以供運轉操作之參考。。。。

�另依另依另依另依各用水單為臨時需求各用水單為臨時需求各用水單為臨時需求各用水單為臨時需求，，，，依水情狀況依水情狀況依水情狀況依水情狀況

酌以調整配水量酌以調整配水量酌以調整配水量酌以調整配水量，，，，並依據並依據並依據並依據中央氣象局警中央氣象局警中央氣象局警中央氣象局警

特報特報特報特報資訊與桃園市政府及用水單位建立資訊與桃園市政府及用水單位建立資訊與桃園市政府及用水單位建立資訊與桃園市政府及用水單位建立

平台調整放水量平台調整放水量平台調整放水量平台調整放水量，，，，除須確保除須確保除須確保除須確保用水無虞用水無虞用水無虞用水無虞，，，，

更需降低下游更需降低下游更需降低下游更需降低下游淹水風險淹水風險淹水風險淹水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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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

�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防洪運轉期間洪水來臨前防洪運轉期間洪水來臨前防洪運轉期間洪水來臨前防洪運轉期間洪水來臨前，，，，經由水庫放水設施放水經由水庫放水設施放水經由水庫放水設施放水經由水庫放水設施放水，，，，增增增增

加水庫防洪空間加水庫防洪空間加水庫防洪空間加水庫防洪空間。。。。（（（（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第第第12121212條條條條））））

�洩洪量洩洪量洩洪量洩洪量：：：：洪峰洪峰洪峰洪峰發生前階段及洪峰發生後階段發生前階段及洪峰發生後階段發生前階段及洪峰發生後階段發生前階段及洪峰發生後階段，，，，經由經由經由經由水庫水庫水庫水庫放放放放水設施放水水設施放水水設施放水水設施放水

之總放水量之總放水量之總放水量之總放水量。。。。（（（（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2121212條條條條））））

洩洪量洩洪量洩洪量洩洪量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

水庫進水流量未達每秒水庫進水流量未達每秒水庫進水流量未達每秒水庫進水流量未達每秒

一千立方公尺前一千立方公尺前一千立方公尺前一千立方公尺前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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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

�洪水期間洪水期間洪水期間洪水期間，，，，有閘門之水庫洩洪前有閘門之水庫洩洪前有閘門之水庫洩洪前有閘門之水庫洩洪前，，，，水庫管理機關應通知有關機關採取水庫管理機關應通知有關機關採取水庫管理機關應通知有關機關採取水庫管理機關應通知有關機關採取

必要防護措施必要防護措施必要防護措施必要防護措施。。。。（（（（水利法施行細則第水利法施行細則第水利法施行細則第水利法施行細則第65656565----1111條條條條））））

�本水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本水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本水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本水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三小時三小時三小時三小時前前前前，，，，應應應應

將預定洩洪操作內容通報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將預定洩洪操作內容通報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將預定洩洪操作內容通報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將預定洩洪操作內容通報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臺北翡翠水庫管理臺北翡翠水庫管理臺北翡翠水庫管理臺北翡翠水庫管理

局及本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局及本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局及本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局及本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5151515條條條條））））

�本水庫在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本水庫在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本水庫在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本水庫在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二小時二小時二小時二小時前應前應前應前應

通知本部水利署通知本部水利署通知本部水利署通知本部水利署、、、、本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臺臺臺臺

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轉知所屬區公所及消防桃園市政府轉知所屬區公所及消防桃園市政府轉知所屬區公所及消防桃園市政府轉知所屬區公所及消防、、、、警察單警察單警察單警察單

位位位位、、、、台水公司台水公司台水公司台水公司、、、、桃園水利會桃園水利會桃園水利會桃園水利會、、、、石門水利會及相關防汛單位石門水利會及相關防汛單位石門水利會及相關防汛單位石門水利會及相關防汛單位，，，，並發布新並發布新並發布新並發布新

聞稿通知相關媒體聞稿通知相關媒體聞稿通知相關媒體聞稿通知相關媒體。。。。（（（（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6161616條條條條））））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232
3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防洪運轉操作防洪運轉操作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防洪運轉操作防洪運轉操作防洪運轉操作

水位流量站

雨量站

水系

� 水文觀測水文觀測水文觀測水文觀測

�石門水庫集水區設有石門水庫集水區設有石門水庫集水區設有石門水庫集水區設有自記雨量站自記雨量站自記雨量站自記雨量站15151515站與站與站與站與

水位流量站水位流量站水位流量站水位流量站6666站站站站，，，，另全年度於另全年度於另全年度於另全年度於平時及颱平時及颱平時及颱平時及颱

洪時期洪時期洪時期洪時期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流量量測流量量測流量量測流量量測，，，，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水庫運轉水庫運轉水庫運轉水庫運轉、、、、

水利工程設計水利工程設計水利工程設計水利工程設計、、、、水資源開發運用依據水資源開發運用依據水資源開發運用依據水資源開發運用依據。。。。

� 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

�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自自自自後池堰至新北市三重後池堰至新北市三重後池堰至新北市三重後池堰至新北市三重

區臺北橋區臺北橋區臺北橋區臺北橋站站站站共計共計共計共計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站站站站14141414處處處處，，，，本水本水本水本水

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每秒三百立每秒三百立每秒三百立

方公尺方公尺方公尺方公尺以上時以上時以上時以上時，，，，應於應於應於應於二小時二小時二小時二小時前開始播放前開始播放前開始播放前開始播放

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洩洪警報，，，，間隔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發布間隔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發布間隔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發布間隔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發布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6161616條條條條））））

�水庫水庫水庫水庫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調節性放水未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未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未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未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

，，，，下列各操作應於下列各操作應於下列各操作應於下列各操作應於一小時一小時一小時一小時前通知下游警前通知下游警前通知下游警前通知下游警

消單位並播放放水警報消單位並播放放水警報消單位並播放放水警報消單位並播放放水警報，，，，間隔十分鐘至間隔十分鐘至間隔十分鐘至間隔十分鐘至

二十分鐘發布一次二十分鐘發布一次二十分鐘發布一次二十分鐘發布一次（（（（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

規定第規定第規定第規定第14141414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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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放水量放水量放水量放水量300cms300cms300cms300cms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4141414、、、、15151515、、、、16161616、、、、17171717條條條條））））

1.監看洩洪情況監看洩洪情況監看洩洪情況監看洩洪情況

2.登打登打登打登打水利水利水利水利署緊急應變系統署緊急應變系統署緊急應變系統署緊急應變系統

每隔每隔每隔每隔 10101010-20

分廣播一分廣播一分廣播一分廣播一

次次次次下游洩下游洩下游洩下游洩

洪警報洪警報洪警報洪警報

傳真各傳真各傳真各傳真各

防防防防汛汛汛汛單單單單

位及位及位及位及電電電電

話話話話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電話聯電話聯電話聯電話聯

絡下游絡下游絡下游絡下游

施工廠施工廠施工廠施工廠

商商商商

發送簡訊發送簡訊發送簡訊發送簡訊

至至至至直轄直轄直轄直轄

市市市市、、、、縣政府縣政府縣政府縣政府

及各用水及各用水及各用水及各用水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局局局局全球全球全球全球

資訊網資訊網資訊網資訊網

網網網網站站站站登登登登

打洩洪打洩洪打洩洪打洩洪

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傳真各傳真各傳真各傳真各

媒體媒體媒體媒體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庫庫庫庫

區漁撈區漁撈區漁撈區漁撈

及遊艇及遊艇及遊艇及遊艇

船家撒船家撒船家撒船家撒

離離離離

通知保通知保通知保通知保警警警警隊隊隊隊於於於於排洪排洪排洪排洪

隧道隧道隧道隧道、、、、溢洪道溢洪道溢洪道溢洪道及石及石及石及石

門大圳排砂退水路門大圳排砂退水路門大圳排砂退水路門大圳排砂退水路

警戒警戒警戒警戒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石門電廠石門電廠石門電廠石門電廠閘門組開度閘門組開度閘門組開度閘門組開度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檢核電腦記錄之閘門開度檢核電腦記錄之閘門開度檢核電腦記錄之閘門開度檢核電腦記錄之閘門開度、、、、計算洩洪量計算洩洪量計算洩洪量計算洩洪量

及及及及內部回報內部回報內部回報內部回報等確認等確認等確認等確認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前三小時前三小時前三小時前三小時洩洪作業操作通報單洩洪作業操作通報單洩洪作業操作通報單洩洪作業操作通報單

陳核陳核陳核陳核

陳核單陳核單陳核單陳核單傳真傳真傳真傳真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通報單傳真通報單傳真通報單傳真通報單傳真下游縣市下游縣市下游縣市下游縣市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河川局河川局河川局河川局

下游河道水位穩定或下降時停止廣播下游河道水位穩定或下降時停止廣播下游河道水位穩定或下降時停止廣播下游河道水位穩定或下降時停止廣播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前前前前二二二二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操作操作操作操作前前前前一一一一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放水作業操作放水作業操作放水作業操作放水作業操作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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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時機：：：：

�設有洩洪閘門之水庫設有洩洪閘門之水庫設有洩洪閘門之水庫設有洩洪閘門之水庫，，，，於洪水期間水庫水位上升段於洪水期間水庫水位上升段於洪水期間水庫水位上升段於洪水期間水庫水位上升段，，，，其最高放水流量其最高放水流量其最高放水流量其最高放水流量

，，，，不得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不得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不得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不得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不得超不得超不得超不得超

過該水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過該水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過該水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過該水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但有危及水庫安全之虞時但有危及水庫安全之虞時但有危及水庫安全之虞時但有危及水庫安全之虞時，，，，得依前條得依前條得依前條得依前條

防洪操作及緊急運轉措施辦理防洪操作及緊急運轉措施辦理防洪操作及緊急運轉措施辦理防洪操作及緊急運轉措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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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51515151條條條條））））

�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當水庫進水流量大於每秒一千立方公尺以上至洪峰當水庫進水流量大於每秒一千立方公尺以上至洪峰當水庫進水流量大於每秒一千立方公尺以上至洪峰當水庫進水流量大於每秒一千立方公尺以上至洪峰

後之退水曲線流量為洪峰流量百分之九十前後之退水曲線流量為洪峰流量百分之九十前後之退水曲線流量為洪峰流量百分之九十前後之退水曲線流量為洪峰流量百分之九十前，，，，其其其其最高放水流量最高放水流量最高放水流量最高放水流量，，，，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不得超過該水不得超過該水不得超過該水不得超過該水

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2121212條條條條））））

�因因因因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為避免違反規定為避免違反規定為避免違反規定為避免違反規定

，，，，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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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峰發生前階段調整放流量須作程序洪峰發生前階段調整放流量須作程序洪峰發生前階段調整放流量須作程序洪峰發生前階段調整放流量須作程序：：：：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1.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更新水庫現況更新水庫現況更新水庫現況更新水庫現況、、、、操作現況及其他說操作現況及其他說操作現況及其他說操作現況及其他說
明明明明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2.製作製作製作製作「「「「作業通報單作業通報單作業通報單作業通報單」，」，」，」，依依依依「「「「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更改內容資料更改內容資料更改內容資料更改內容資料。。。。
3.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依依依依「「「「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更改新聞稿資料更改新聞稿資料更改新聞稿資料更改新聞稿資料。。。。
4.將將將將以上以上以上以上3份資料陳份資料陳份資料陳份資料陳核核核核長官長官長官長官檢閱檢閱檢閱檢閱簽核簽核簽核簽核。。。。
5.操作操作操作操作通報通報通報通報傳真傳真傳真傳真給給給給災害災害災害災害應變應變應變應變中心中心中心中心、、、、翡翠水庫管理局翡翠水庫管理局翡翠水庫管理局翡翠水庫管理局、、、、淡水淡水淡水淡水
河流域水情中心河流域水情中心河流域水情中心河流域水情中心，，，，並並並並電話電話電話電話確認確認確認確認收到傳真資料收到傳真資料收到傳真資料收到傳真資料。。。。
6.作業作業作業作業通報通報通報通報單單單單傳真傳真傳真傳真至至至至相關防汛相關防汛相關防汛相關防汛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7.發布發布發布發布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相關媒體相關媒體相關媒體相關媒體。。。。
8.水庫調整放流資訊以水庫調整放流資訊以水庫調整放流資訊以水庫調整放流資訊以簡訊簡訊簡訊簡訊告知給告知給告知給告知給各防汛單位窗口各防汛單位窗口各防汛單位窗口各防汛單位窗口。。。。
9.上上上上局內網全球資訊網局內網全球資訊網局內網全球資訊網局內網全球資訊網「「「「後台後台後台後台」」」」更改洩洪更改洩洪更改洩洪更改洩洪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水庫水庫水庫水庫

水位水位水位水位

閘門閘門閘門閘門

開度開度開度開度

流量流量流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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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 1.1.1.1.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操作通報，，，，陳核長官並於操作前傳真至陳核長官並於操作前傳真至陳核長官並於操作前傳真至陳核長官並於操作前傳真至經經經經

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濟部災害緊急應變中心、、、、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經濟部水利署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

運用要點第運用要點第運用要點第運用要點第15151515條條條條））））

� 2.2.2.2.傳真後電聯並傳真後電聯並傳真後電聯並傳真後電聯並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確認確認確認確認三單位三單位三單位三單位已收到傳真已收到傳真已收到傳真已收到傳真。。。。

（（（（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5151515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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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 3.3.3.3.製作防汛製作防汛製作防汛製作防汛通報單通報單通報單通報單，，，，並於操作前並於操作前並於操作前並於操作前

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傳真至相關防汛單位相關防汛單位相關防汛單位相關防汛單位。。。。（（（（石門水石門水石門水石門水

庫運用要點第庫運用要點第庫運用要點第庫運用要點第16161616條條條條））））

� 4.4.4.4.製作洩洪製作洩洪製作洩洪製作洩洪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發布新聞稿發布新聞稿發布新聞稿發布新聞稿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相關媒體相關媒體相關媒體相關媒體。。。。（（（（石門水庫運用石門水庫運用石門水庫運用石門水庫運用

要點第要點第要點第要點第16161616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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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

�5.5.5.5.本水庫調整本水庫調整本水庫調整本水庫調整放量流放量流放量流放量流資訊以資訊以資訊以資訊以簡訊簡訊簡訊簡訊告知給告知給告知給告知給各各各各

防汛單位窗口防汛單位窗口防汛單位窗口防汛單位窗口。。。。（（（（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15151515

、、、、15151515條條條條））））

�6666.... 於於於於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登打水庫登打水庫登打水庫登打水庫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放放放放流量資訊流量資訊流量資訊流量資訊。。。。（（（（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第

15151515、、、、16161616條條條條））））

�7777....於本局於本局於本局於本局網站網站網站網站上上上上更新洩洪資訊更新洩洪資訊更新洩洪資訊更新洩洪資訊。。。。（（（（石門水石門水石門水石門水

庫運用要點庫運用要點庫運用要點庫運用要點第第第第16161616條條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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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淡江大學全洪程運轉操作策略建議表全洪程運轉操作策略建議表全洪程運轉操作策略建議表全洪程運轉操作策略建議表

�調節調節調節調節性放水性放水性放水性放水：：：：蘇蘇蘇蘇迪勒颱風預計迪勒颱風預計迪勒颱風預計迪勒颱風預計

總降雨量達總降雨量達總降雨量達總降雨量達400mm400mm400mm400mm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依依依依石石石石

門水庫運用要點規定門水庫運用要點規定門水庫運用要點規定門水庫運用要點規定，，，，本局提本局提本局提本局提

早於早於早於早於8888月月月月6666日日日日19191919時時時時進行進行進行進行調節性放調節性放調節性放調節性放

水水水水，，，，持續調降水庫水位持續調降水庫水位持續調降水庫水位持續調降水庫水位，，，，並並並並於於於於

8888月月月月7777日日日日11111111時時時時將水庫水位降至將水庫水位降至將水庫水位降至將水庫水位降至

24024024024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以下以下以下以下，，，，預留水庫防洪預留水庫防洪預留水庫防洪預留水庫防洪

空間以利操作空間以利操作空間以利操作空間以利操作。。。。

颱洪中心預報資料颱洪中心預報資料颱洪中心預報資料颱洪中心預報資料

� 防洪運轉情形防洪運轉情形防洪運轉情形防洪運轉情形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蘇蘇蘇蘇迪勒颱風為迪勒颱風為迪勒颱風為迪勒颱風為例例例例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蘇蘇蘇蘇迪勒颱風為迪勒颱風為迪勒颱風為迪勒颱風為例例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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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水位 蓄水量 
河道 
放水口 

排砂 
隧道 

石門 
電廠 

石門 
大圳 

分層取水工

供水 
排洪 
隧道 

溢洪道 出水量 進水量 
出水 
增加率 

進水 
增加率 

 m 萬噸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cms 

2015/8/8 01:00 240.58 17002.05 33.36 0 49.61 9.37 5.2 206.17 0 303.71 626.27 0.33 108.81 

2015/8/8 02:00 240.76 17142.11 33.36 0 47.5 9.37 5.2 206.61 0 302.04 691.08 -1.67 64.81 

2015/8/8 03:00 241.03 17353.61 33.36 0 47.5 9.37 5.2 414.41 0 509.84 1097.36 207.8 406.28 

2015/8/8 04:00 241.44 17678.04 33.36 0 48.56 9.37 5.2 605.79 0 702.28 1603.48 192.44 506.12 

2015/8/8 05:00 242.2 18290.36 33.36 0 49.61 13.5 12.73 417.41 648.27 1174.88 2875.76 472.6 1272.28 

2015/8/8 06:00 243.16 19083.86 33.36 0 49.61 13.5 12.73 423.55 1568.35 2101.1 4305.26 926.22 1429.5 

2015/8/8 07:00 244.08 19865.69 33.36 225 49.61 13.5 12.73 428.15 2700 3462.35 5634.11 1361.25 1328.85 

2015/8/8 08:00 244.26 20021.13 33.36 300 50.67 13.5 12.73 430.79 3875 4716.05 5147.81 1253.7 -486.3 

2015/8/8 09:00 243.94 19745.34 33.36 300 47.5 13.5 12.73 430.46 4188.08 5025.63 4259.55 309.58 -888.26 

2015/8/8 10:00 243.4 19285.78 33.36 300 49.61 13.5 12.73 426.93 3989.24 4825.37 3548.81 -200.26 -710.74 

2015/8/8 11:00 242.8 18783.62 33.36 300 48.56 13.5 12.73 425.39 3713.16 4546.7 3151.82 -278.67 -396.99 

2015/8/8 12:00 242.43 18478.37 33.36 300 54.89 13.5 12.73 424.72 2633.2 3472.4 2624.48 -1074.3 -527.34 

2015/8/8 13:00 242.48 18519.41 33.36 300 58.06 13.5 12.73 422.69 1707.33 2547.67 2661.67 -924.73 37.19 

2015/8/8 14:00 242.7 18700.76 33.36 300 59.11 13.5 12.73 423.11 696.42 1538.23 2041.99 -1009.44 -619.68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例例例例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例例例例

�蘇迪勒颱風運轉歷程蘇迪勒颱風運轉歷程蘇迪勒颱風運轉歷程蘇迪勒颱風運轉歷程：：：：
�因因因因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洪峰發生前階段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進水流量未知是否達最高入流量，，，，為避免違反為避免違反為避免違反為避免違反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放水量僅能小於入流量，，，，所以於所以於所以於所以於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水庫水位將持續上升。。。。

�操作放水均需依規定通知相關單位操作放水均需依規定通知相關單位操作放水均需依規定通知相關單位操作放水均需依規定通知相關單位，，，，本場蘇迪勒颱風共操作本場蘇迪勒颱風共操作本場蘇迪勒颱風共操作本場蘇迪勒颱風共操作24次次次次
，，，，完成蘇迪勒颱風防汛運轉報告共完成蘇迪勒颱風防汛運轉報告共完成蘇迪勒颱風防汛運轉報告共完成蘇迪勒颱風防汛運轉報告共248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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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迪勒蘇迪勒蘇迪勒蘇迪勒颱風颱風颱風颱風總降雨量總降雨量總降雨量總降雨量481mm481mm481mm481mm，，，，水庫最水庫最水庫最水庫最

大入流量於大入流量於大入流量於大入流量於8888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7777時達時達時達時達5634.11cms5634.11cms5634.11cms5634.11cms

（（（（石門水庫史上石門水庫史上石門水庫史上石門水庫史上第第第第6666大大大大），），），），本局於本局於本局於本局於8888月月月月

8888日日日日9999時亦將水庫之洩洪量提升至本次時亦將水庫之洩洪量提升至本次時亦將水庫之洩洪量提升至本次時亦將水庫之洩洪量提升至本次

操作之最大量操作之最大量操作之最大量操作之最大量5025.63cms 5025.63cms 5025.63cms 5025.63cms ((((洪峰削減洪峰削減洪峰削減洪峰削減

率為率為率為率為11%11%11%11%，，，，洪峰洪峰洪峰洪峰稽稽稽稽延延延延2222小時小時小時小時))))，，，，操作期操作期操作期操作期

間水庫水位最高間水庫水位最高間水庫水位最高間水庫水位最高曾曾曾曾達達達達244.3244.3244.3244.3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待待待待

洪峰過後始下降洪峰過後始下降洪峰過後始下降洪峰過後始下降。。。。

�防洪運轉情形防洪運轉情形防洪運轉情形防洪運轉情形

洪峰削減洪峰削減洪峰削減洪峰削減608cms608cms608cms608cms

洪峰削減率為洪峰削減率為洪峰削減率為洪峰削減率為11%11%11%11%

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例例例例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蘇迪勒颱風為例例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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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排洪隧道操作排洪隧道操作排洪隧道操作排洪隧道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排洪隧道操作排洪隧道操作排洪隧道操作排洪隧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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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排砂隧道操作排砂隧道操作排砂隧道操作排砂隧道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排砂隧道操作排砂隧道操作排砂隧道操作排砂隧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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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溢洪道操作溢洪道操作溢洪道操作溢洪道操作肆肆肆肆、、、、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操作操作操作----溢洪道操作溢洪道操作溢洪道操作溢洪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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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係係係係以有以有以有以有效效效效達達達達成成成成供應供應供應供應民民民民生及公共生及公共生及公共生及公共給給給給水水水水、、、、農業農業農業農業用水用水用水用水、、、、工工工工業業業業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水水水水力力力力發發發發電電電電及防洪及防洪及防洪及防洪等等等等目標使目標使目標使目標使用用用用，，，，並並並並確保確保確保確保蓄蓄蓄蓄水庫安全水庫安全水庫安全水庫安全，，，，訂訂訂訂定定定定蓄蓄蓄蓄水庫運用與操水庫運用與操水庫運用與操水庫運用與操

作作作作基基基基本要點本要點本要點本要點。。。。

�為規為規為規為規範範範範水庫各水門水庫各水門水庫各水門水庫各水門之之之之啟啟啟啟用用用用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及及及及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應應應應予訂予訂予訂予訂定水庫水門操作規定水庫水門操作規定水庫水門操作規定水庫水門操作規

定定定定。。。。

�每每每每場場場場颱風颱風颱風颱風的的的的降雨降雨降雨降雨、、、、入流情入流情入流情入流情況皆況皆況皆況皆不不不不同同同同，，，，而且而且而且而且當時水庫當時水庫當時水庫當時水庫的的的的水水水水文文文文條條條條件也件也件也件也相相相相異異異異，，，，

水庫管理水庫管理水庫管理水庫管理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必須必須必須必須熟悉熟悉熟悉熟悉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水庫運用要點及及及及水門操作規定水門操作規定水門操作規定水門操作規定，，，，方能臨危不方能臨危不方能臨危不方能臨危不亂的亂的亂的亂的

面對面對面對面對每每每每場場場場颱風颱風颱風颱風的挑戰的挑戰的挑戰的挑戰。。。。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37



38

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石門水庫運用要點
The Operational Regulations of Shihmen Reservoir 
1.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1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31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09120205080號令發布號令發布號令發布號令發布

2.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4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23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09420211350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13點點點點、、、、第第第第14點及第點及第點及第點及第16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

3.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6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28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09620203660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14點及第點及第點及第點及第15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

4.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8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30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09820208240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號令修正第7點點點點、、、、第第第第13點點點點、、、、第第第第15點點點點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5.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1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6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10120200130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

6.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2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2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10220204090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7.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6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7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1062020906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號令修正發布全文號令修正發布全文號令修正發布全文20 點點點點，，，，自即日生效自即日生效自即日生效自即日生效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調蓄石門水庫（以下簡稱本水庫）所攔

蓄大漢溪水源，供應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

、其他用途等標的及防洪多目標運用，並確保水庫安全，訂定本要點。

二、本水庫以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為管理機

關，負責管理運用。

三、本水庫位於桃園市大漢溪主流中游，其運轉主要設施如下：(一)大
壩、(二)溢洪道、(三)排洪隧道、(四)排砂隧道、(五)發電隧道及尾水路
、(六)河道放水道、(七)分層取水工、(八)石門大圳取水口、(九)石門大
圳排砂退水路、(十)後池堰及沖刷道、(十一)桃園大圳取水口、(十二)自
來水抽水站取水口、(十三)溪洲圳取水口、(十四)中庄攔河堰、(十五)中
庄調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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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蓄水利用運轉：以水庫蓄水調節供應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或工業用水
功能之需要。

(二)防洪運轉：颱風或豪雨期間，經由溢洪道或其他放水設施放水之運轉。
(三)緊急運轉：在發生特殊洪水或災變，危及水庫安全，情況危殆，嚴重威脅公眾生命及財
產之安全時，所採取之因應運轉。

(四)水庫運用規線：為執行蓄水利用運轉，依水庫水位或蓄水量劃定界線，以表示水庫存蓄
水量之豐枯情形。

(五)洪峰流量：一次洪水過程中，最大之瞬時流量。
(六)洩洪量：防洪運轉期間，洪峰發生前階段及洪峰發生後階段，經由溢洪道及其他放水設
施放水之總放水量。

(七)調節性放水：於排砂、維修需要或防洪運轉期間洪水來臨前，經由溢洪道或其他放水設
施放水。

(八)颱風情況：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且本水庫集水區列入警戒區域者。
(九)豪雨情況：中央氣象局發布大雨、豪雨（包括大豪雨、超大豪雨）特報，且本水庫集水
區列入警戒區域者。

(十)上限：本水庫有效蓄水量處於豐盈狀態之最低水位。
(十一)下限：本水庫有效蓄水量處於缺水狀態之最低水位。
(十二)嚴重下限：本水庫有效蓄水量處於嚴重缺水狀態之最低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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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章章章章 蓄水利用蓄水利用蓄水利用蓄水利用運轉運轉運轉運轉

五、本水庫滿水位為標高二百四十五公尺。

六、本水庫之運用應依據水庫運用規線辦理。本水庫運用規線分為上限、下限及嚴

重下限。其在各月底之水庫水位及有效蓄水量如附表及附圖。

七、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以下簡稱桃園水利會）、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以下簡

稱石門水利會）、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水公司）及工業用水單位

，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擬具次年給水、灌溉計畫配水量，送北水局協商同意後辦

理。

八、本水庫蓄水利用運轉原則如下：

(一)水庫水位標高在上限以上時，依據計畫配水量供水，並得視各標的用水需求增加
調配之。

(二)水庫水位標高在上限與下限之間時，最高依據計畫配水量供水。
(三) 水庫水位標高在下限與嚴重下限之間時，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百分之七十
五供水為原則，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百分之九十供水為原則

。

(四) 水庫水位標高在嚴重下限以下時，農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百分之五十供水為
原則，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依據計畫配水量百分之八十供水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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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水庫發電運用原則如下：

(一) 水庫水位標高在上限以上時，依據前點第一款之供水量發電，並得適當增加
發電以調節水位。

(二) 水庫水位標高在上限與下限之間時，依據前點第二款之供水量發電。
(三) 水庫水位標高在下限與嚴重下限之間時，依據前點第三款之供水量發電。
(四) 水庫水位標高在嚴重下限以下時，依據前點第四款之供水量發電。
前項各款發電供水量不含石門大圳供水量。

十、北水局依第八點供水，得邀集相關單位協商增量或減量措施。

前項有關調用農業用水之補償，依本部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作業要點及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中庄攔河堰得攔引大漢溪水源，引水至中庄調整池蓄存並供應台水公司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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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章章章章 防洪防洪防洪防洪運轉運轉運轉運轉

十二、本水庫防洪運轉時機及其操作原則如下：

(一)洪水來臨前：當颱風或豪雨情況時，水庫進水流量未達每秒一千立方公尺前，
以發電隧道及尾水路、河道放水道、排砂隧道、排洪隧道，進行調節性放水降低

水庫水位。若水庫水位於標高二百三十七‧五公尺以上水位仍持續上升時，得視

水庫水位、雨量及入流量狀況，增加溢洪道洩洪調降水庫水位。每年洪水期第一

次颱風情況發生後，水庫水位標高應儘可能降至上限以下，如水位因攔蓄洪水而

升高至標高二百四十公尺以上時，在次一颱風情況發生後，應儘可能降低至標高

二百四十公尺以下。

(二)洪峰發生前階段：當水庫進水流量大於每秒一千立方公尺以上至洪峰後之退水
曲線流量為洪峰流量百分之九十前，其最高放水流量，不得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

流入量；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不得超過該水庫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

(三) 洪峰發生後階段：當集水區降雨量明顯降低且水庫進水量逐漸減少，經研判
洪峰已過時，洩洪量不得大於洪峰流量。

十三、中庄攔河堰應視入流量，預先開啟排砂道閘門或倒伏排洪道閘門，以利水

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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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洩洪通報及放水洩洪通報及放水洩洪通報及放水洩洪通報及放水警報警報警報警報

十四、水庫調節性放水未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下列各操作應於一小時前通知下

游警消單位並播放放水警報，間隔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發布一次，警報發佈範圍由

北水局依下列各款另行制訂:
(一)後池沖刷道閘門開啟放水或每小時放水增加率大於每秒十立方公尺。
(二)後池堰預期發生連續溢流時。
(三)攔河堰排砂道閘門每小時放水增加率大於每秒十立方公尺。
(四)攔河堰排洪道閘門倒伏以進行調控水位排洪致下游河川水位有驟升之虞時。
十五、本水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三小時前，應將預

定洩洪操作內容通報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及本部水利署

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

十六、本水庫在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二小時前應通知

本部水利署、本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臺北市政府、新北

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轉知所屬區公所及消防、警察單位、台水公司、桃園水利會

、石門水利會及相關防汛單位，並發布新聞稿通知相關媒體。

十七、本水庫預計洩洪或調節性放水達每秒三百立方公尺以上時，應於二小時前

開始播放洩洪警報，間隔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發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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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緊急運轉緊急運轉緊急運轉緊急運轉

十八、本水庫因天然或人為破壞等緊急情況，有危及壩體安全之虞時，為維護大

壩及各附屬構造物之安全，北水局得逕作緊急運轉，降低水庫水位。

十九、本水庫實施緊急運轉時，應依第十六點、第十七點規定通知或通報，無法

事先通知或通報時，應立即實施放水警報。

二十、本水庫於實施緊急運轉後，應將緊急應變處理經過，陳報本部水利署轉本

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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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石門水庫水門操作規定水門操作規定水門操作規定水門操作規定
Directions on Gate of Shihmen Reservoir 
1.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4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4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09420200440號令發布訂定號令發布訂定號令發布訂定號令發布訂定

2.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6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2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09620202330號令發布修正第號令發布修正第號令發布修正第號令發布修正第5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

3.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6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21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09620204420號令發布修正第號令發布修正第號令發布修正第號令發布修正第5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點規定

4.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1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10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10120207500號令發布修正號令發布修正號令發布修正號令發布修正

5.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2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2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日經授水字第10220204090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6.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106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7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 1062020906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號令修正發布全文號令修正發布全文號令修正發布全文9 點點點點，，，，自即日生效自即日生效自即日生效自即日生效

一、經濟部為規範石門水庫（以下簡稱本水庫）各水門啟閉之標準時間及方法，特

訂定本規定。

二、本水庫位於桃園市大漢溪中游，為供應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

、工業用水及防洪等功能之多目標水庫，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操作、

維護及管理。

三三三三、、、、本水庫主要設施及相關水門如下本水庫主要設施及相關水門如下本水庫主要設施及相關水門如下本水庫主要設施及相關水門如下：：：：

(一)大壩：分區直立中央心層式滾壓土石壩構造，長度三百六十公尺，壩頂寬度十
一‧九公尺，壩底寬度五百二十公尺，壩頂標高二百五十二‧一公尺，壩高度一百

三十三‧一公尺，體積七百零六萬立方公尺。

(二)溢洪道：設於大壩右岸山脊鞍部，型式為閘門控制溢流堰後接洩槽，堰頂長度
一百公尺，設弧形閘門六座，每座寬十四公尺，高十‧六一公尺，閘門底標高二百

三十五公尺。最大可能洩洪量一萬一千四百秒立方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

第六號閘門，其流量率定曲線如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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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洪隧道：設於溢洪道上游右岸，共兩條平行並列，入口為正方型經十二公
尺漸變銜接直徑九公尺馬蹄型斷面、長五十九‧一五公尺壓力隧道，下游側為第

一號隧道長二百二十七‧九公尺、上游側為第二號隧道長二百三十五‧二公尺，

每條隧道起點設垂直固定輪擋水閘門及垂直固定輪控制閘門各二座，閘門寬四‧

三公尺、高五‧七公尺，閘門底檻標高二百二十公尺。第一號隧道閘門編號由入

口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第二號隧道為第三號至第四號閘門。合計最大

排洪量為二千四百秒立方公尺，其流量率定曲線如附圖二、三。

(四)排砂隧道：設於大壩右山脊，長約三百七十七‧六公尺，起點設擋水閘板五

扇及垂直固定輪控制閘門一座，擋水閘板寬五‧四公尺，高四‧二公尺，垂直固

定輪控制閘門寬四‧三六公尺，高七‧九二公尺，入口中心線標高一百七十三公

尺，隧道為直徑四‧五公尺鋼管，經架空段後漸變為直徑三‧六公尺鋼管，再經

對稱型分歧管後分為兩管直徑二‧五公尺出水鋼管，自左岸起為第一號出水鋼管

及第二號出水鋼管。每一出水鋼管設有高壓滑動閘門及高壓射流閘門各一座，高

壓滑動閘門寬二‧二公尺、高二‧四公尺，高壓射流閘門直徑二‧五公尺，出水

口中心線標高一百三十九‧五公尺，合計最大放水量三百秒立方公尺，其流量率

定曲線如附圖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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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電隧道及尾水路：發電隧道設於大壩右山脊、與排砂隧道並列，入口中心線
標高一百七十三公尺，為直徑四‧五公尺鋼管，經不對稱型分歧管後分為兩管銜接

石門發電廠水輪發電機，水流經發電後放流於後池，合計最大放流量五十六秒立方

公尺，發電水路設有以下閘門：

1、發電進水口閘門：設擋水閘門板五扇，每扇寬五‧四公尺、高四‧二公尺，垂

直固定輪控制閘門一座，寬四‧三六公尺、高七‧九二公尺。

2、複葉閥:設於發電隧道分歧管下游、水輪發電機組上游側，每一出水鋼管設有一
座，內徑三‧六公尺，閥中心標高一百三十五‧八公尺。

3、發電尾水閘門：每一尾水管設有閘門兩座，每座寬三‧○九公尺，高五‧三六

公尺，閘門底檻標高一百二十五‧八二公尺。

(六)河道放水道：位於排砂隧道右側，輸水管的內徑一‧三七公尺，總長三百七十

五‧四六公尺，為鋼管襯砌的圓形混凝土壓力隧道。入口設擋水閘門板一座，寬二

‧二公尺，高二公尺；環滑閘門一座，直徑一‧三七公尺；出水口設高壓射流閘門

一座，直徑一‧三七公尺，進水口中心線標高一百六十九‧五公尺，最大放水量三

十四秒立方公尺，其流量率定曲線如附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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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層取水工：位於大壩左岸，分上層、中層及下層取水口隧道聯通水庫，隧道
仰拱高程分別為二百三十六公尺、二百二十八公尺及二百二十公尺，每層設蝶閥二

座，每座直徑二‧四公尺，自下游起依序為控制蝶閥及維修蝶閥；上層閥門中心線

標高二百三十七‧二二公尺，中層閥門中心線標高二百二十九‧二二公尺，下層閥

門中心線標高二百二十一‧五二公尺，每層取水口最大取水量十六‧二秒立方公尺

，下層取水口於完工前保持全閉；銜接取水豎井深四十一‧五公尺直徑十公尺，下

接取水隧道長三百九十三‧四公尺直徑三公尺，隧道前段設隔離蝶閥一座，直徑二

‧六公尺，閥門中心線標高二百二十‧八二公尺。

(八)石門大圳取水口：設在大壩上游左岸，下接直徑二‧五公尺，長度約三百公尺

之壓力隧道。起點設擋水閘門板一座，寬二‧九公尺、高三‧七公尺，上游側高壓

滑動保護閘門二座，下游側高壓滑動控制閘門二座，各寬○‧九一公尺，高一‧八

三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進水口中心線標高一百九十三‧五

五公尺，最大取水量十八‧四秒立方公尺。

(九)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位於後池左岸連接石門大圳與後池，明渠長一百零五‧

二公尺，入流工長三十四‧六公尺及長三百五十一‧四公尺箱涵。設固定輪阻水閘

門一座，寬二‧九五公尺，高三‧○五公尺，閘門底標高一百九十一‧二八公尺；

固定輪退水閘門二座，每座寬二公尺，高一‧五公尺，閘門底標高一百九十一‧七

三公尺，最大退水量十三‧七八秒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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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後池堰及沖刷道：後池位於大壩下游至後池堰間，全長約一千四百公尺，設計調蓄容
量二百二十萬立方公尺，後池堰長度三百七十一‧五公尺，後池堰設有以下閘門：

1. 沖刷道閘門：位於後池堰左側，設弧形閘門三座，每座寬四公尺，高三公尺。自左岸起
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三號閘門，閘門底標高一百二十七‧五公尺，最大放水量三百三十秒立方

公尺。

2. 溪洲圳取水口閘門：位於後池堰右堰座，設螺桿式控制閘門一座，直徑○‧三五公尺，

閘門底標高一百三十一‧八五公尺，最大取水量○‧二五秒立方公尺。

(十一) 桃園大圳取水口：設於後池堰左岸，結構物長二十五公尺、寬八公尺、高五公尺。
設固定輪緊急閘門一座，寬四‧八四公尺，高三‧七公尺；弧形閘門二座，每座寬四公尺，

高三公尺，自下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進水口閘門底標高一百二十九‧五公尺，

設計取水量十六‧八秒立方公尺。

(十二) 中庄攔河堰：設於後池堰下游河道約十公里處，寬度二百二十二公尺，主要設施包
括排洪道、排砂道、魚道及取水口，並設有以下閘門

1.排洪道閘門：排洪道閘門共九座，為倒伏式閘門，每座寬二十公尺、立高四公尺，倒伏標
高六十六‧五公尺。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九號閘門，設有三組油壓動力系統，每組控

制相鄰三門閘門。

2.排砂道閘門：排砂道位於堰左側，設鋼索捲揚式閘門二座，每座寬六公尺、高五‧二公尺

。自左岸起依序為第一號至第二號閘門，閘門底標高六十六‧五公尺。

3.取水口閘門：取水口設於左岸，設雙螺桿式閘門一座，寬三‧二公尺、高三公尺，取水口

底部標高六十八公尺，設計引水位標高七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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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中庄調整池：設於攔河堰下游約一千四百公尺處左岸陸地，以寬三‧二公尺

、高二‧五公尺之暗渠與攔河堰相連。池底標高五十三公尺，設有自由溢流堰一座

，溢流頂標高六十八公尺，蓄水面積約四十二‧六公頃，總庫容約五百零六萬立方

公尺。池尾設輸水閘門一座，寬二‧五公尺，高二‧五公尺。

四四四四、、、、平時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平時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平時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平時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

(一) 溢洪道及排洪隧道閘門：平時全閉；石門發電廠發電機組無法運轉及河道放水
口閘門無法開啟，為供應下游農業及公共用水需求，得開啟閘門放水。

(二)排砂隧道閘門：
1、平時入口閘門及高壓滑動閘門全開、高壓射流閘門全閉。石門發電廠發電機組
無法運轉及河道放水口閘門無法開啟，為供應下游用水需求，得開啟閘門放水。

2、開啟時兩高壓射流閘門應同步開啟，開啟之最低水庫水位為標高一百九十三‧

五公尺，每座閘門最低放水量為十秒立方公尺。

(三) 發電進水口閘門平時全開，於發電隧道鋼管檢查維修時應全閉。複葉閥及尾
水閘門，平時全開，於發電機組維修時應全閉。後池水位達標高一百四十三‧六公

尺或有波浪湧高危及發電廠安全之虞時，石門發電廠應立即停止發電。

(四)河道放水道閘門：
1、環滑閘門平時全開，射流閘門平時全閉。
2、石門發電廠發電機組無法運轉或配合下游用水需求量全開放水。
3、配合排除水庫淤積泥砂之需求時，得以全開放流排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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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層取水工閥門：
1、取水隧道隔離蝶閥保持全開，當水庫水位二百四十二公尺以上，得開啟上層取水口隧道
蝶閥取水；當水庫水位二百三十四公尺以上，得開啟中層取水口隧道蝶閥取水。

2、石門發電廠發電機組無法運轉及石門大圳無法供應下游用水時，得以分層取水工或石門
大圳排砂退水路供水。

(六)石門大圳取水口閘門：依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量調整開度。於石門大圳維修時應全
閉。

(七)桃園大圳取水口閘門：依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量調整開度。於桃園大圳維修時應全
閉。

(八)後池沖刷道閘門：依下游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或後池維修需降低水位或排砂需求時
調整開度。但於後池沖刷道維修時應全閉。

(九)後池溪洲圳取水口閘門：依農業用水需求量調整開度。但於溪洲圳維修時應全閉。
(十)、中庄攔河堰：
1、攔河堰排洪道閘門：平時直立，允許堰頂溢流，當水庫進行防洪或排砂操作時全面倒伏
。

2、攔河堰排砂道閘門：視下游河川基流量及鳶山堰蓄水量需求調整開度。當攔河堰排洪道
進行排渾、排砂、洩洪或配合上游進行防洪或排砂操作時全開。

3、攔河堰取水口閘門：平時關閉，配合調整池蓄水需要開啟取水。
(十一) 中庄調整池：調整池輸水閘門：配合台水公司用水需求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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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防洪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防洪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防洪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防洪操作各水門啟用時間及標準：：：：
(一)排洪隧道閘門及溢洪道閘門：
1、開啟排洪隧道閘門之最低洪水位為標高二百二十七公尺，其每條隧道之最低放水量二百
秒立方公尺。

2、每條排洪隧道之兩座控制閘門，無論開啟或關閉，均應保持相同之開度。
3、配合水庫預先調降水位之需要開啟排洪隧道閘門時，排洪量於二百至四百秒立方公尺時
以開啟一條隧道為原則，排洪量超過四百秒立方公尺時以開啟二條隧道為原則。

4、當排洪隧道排放總量大於六百秒立方公尺，且水庫水位標高二百三十七‧五公尺以上時

，得關閉排洪隧道閘門，改以溢洪道排放。溢洪道閘門應同時開啟，閘門開度依水庫入流量

調整之。

(二)排砂隧道閘門：
1、兩座高壓射流閘門無論開啟或關閉均應保持相同之開度，以全開全閉為原則。
2、得配合水庫排砂及調降水位之需要開啟。
(三)發電隧道進水口閘門原則全開，於發電隧道檢查維修時應全閉。
(四)河道放水道閘門、石門大圳取水口閘門、桃園大圳取水口閘門、後池沖刷道閘門及後池
溪洲圳閘門，依農業用水及公共用水需求量及水庫排砂需求量調整開度。

(五)分層取水工閥門：颱風、豪雨期間水庫原水混濁時，得開啟分層取水工閥門供水，各層
得開啟取水之水庫水位與平時操作同。

(六)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阻水及退水閘門：颱風、豪雨期得先開啟兩座退水閘門再關閉阻水
閘門，將水庫底層濁度較高之庫水排放至後池。

(七) 中庄攔河堰應與上游放流聯合操作，當颱風警報發佈後，原則先開啟排砂道閘門排放堰
前水量，再倒伏排洪道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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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水門操作方法：

(一)溢洪道閘門、排洪隧道閘門、發電隧道閘門、石門大圳取水口閘門及河道放水道閘門：
設有廠區用電及柴油發電機，以現場電動或遙控自動方式操作。

(二)桃園大圳取水口閘門及後池沖刷道閘門：設有市電及廠區用電，以現場手動、電動或遙
控自動方式操作。

(三)後池右岸溪洲圳取水口閘門：現場手動操作。
(四) 排砂隧道、分層取水工各水門、石門大圳排砂退水路閘門、調整池及攔河堰各閘門：設
有市電及柴油發電機，以現場電動或遙控自動方式操作。

七、水門操作，應記錄時間、水門名稱及操作情形等，並應錄案存查。

八、水門每年應定期檢查維護兩次。防洪操作後，溢洪道閘門、排洪隧道閘門、排砂隧道閘

門及河道放水道閘門、攔河堰排洪道閘門、攔河堰排砂道閘門均應檢查維護，檢查應記錄時

間、閘門名稱及檢查維護情形，錄案存查。

九、本水庫運轉操作中，如遇緊急事故或異常狀況時，應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事後應陳報

本部水利署轉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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