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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政恩

水庫
的健檢與延壽
水庫如何擋水？如何送水？
水量太多了，如何放水？
水庫有壽命嗎？水庫如何保持健康？
水庫淤積了怎麼辦？可以再回復嗎？
這些問題攸關全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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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雲林斗六的湖山水庫

大家平常生活在繁華的都市，習慣了
水龍頭一開水就流出來，開關一開燈就亮，
卻不知這些都是累積許多前人努力，辛苦
建設水力、電力等基礎公共工程的成果，
水庫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問水庫在哪裡？
水庫就在大家的生活裡，有了水庫把水蓄

水庫設施

安全規劃

水庫要蓄水就要先擋水，水庫的擋水
壩可以是混凝土做的，例如位於台北近郊
的翡翠水庫與台中大甲溪上游的德基水庫，
也可以是土石滾壓而成的，例如桃園的石

存起來，我們不僅可以隨時享受用水的便

門水庫與雲林斗六的湖山水庫。不管是哪

利生活，水庫送水的過程也可以利用水位

一種壩型，當初設計的時候都經過非常詳

高低差發電。

細的調查評估，依地形及地質條件設計出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水庫如何擋水？

最安全的大壩結構。

如何送水？水量太多了，如何放水？水庫

水要從水庫裡送出來，就必須有輸水

有壽命嗎？水庫如何保持健康？水庫淤積

設施。簡單地說，就是接一條管渠把水引

了怎麼辦？可以再回復嗎？這些問題攸關

出來，其間有個閥門，視取水量的需要調

全民的生活，做為公民的我們，對於與大

整閥門的開口大小。水庫還有一個非常重

眾息息相關的公共議題，應該要有基本的

要的設施就是溢洪道，因為在正常狀況下，

認識與了解。

擋水壩是絕對不可以讓水從壩頂溢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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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北近郊的翡翠水庫

尤其是土石堆成的土石壩，是萬萬不允許

潰決，會對下游居民造成莫大的危害。國際上

的。因此水庫的洩洪、排洪的設施非常重

有一些大壩潰決沖毀下游城鎮的例子，所幸台

要，它能在危急時候於最短時間內把水排

灣目前除了 2007 年桃園大漢溪上游的巴陵防

放掉，以維護擋水壩的安全。

砂壩發生潰壩事件外，並無其他大壩潰決的情

所有的水庫一定有擋水、輸水及洩水
3 個設施，才能維持水庫的基本運作。其實
水庫的相關設施非常多，也非常複雜。水
庫是百年大計，要蓋一座水庫從壩址調查、
可行性研究到規劃、基本設計、詳細設計、
施工、蓄水，前前後後至少要 10 ∼ 20 年
才能完成，因此相關的設施都是經過詳細
規劃與設計，安全性絕對沒有問題。

水庫健檢

詳實監測

況發生。而當年巴陵防砂壩的潰壩也僅造成下
游河床沖刷 20 公尺，下游最大淤積約 10 公尺，
並無任何人員傷亡。
為了讓水庫的功能永續，壽命延長，必須
定期維護與保養。其實水庫跟人的身體狀況類
似，人需要定期作健康檢查，水庫也需要進行
定期的檢查，才能維持正常運作。
台灣第一座水庫是清朝道光 26 年（1846
年）在台南新化的虎頭埤水庫。經日治時期及
光復之後到現在，目前水利署公告列管的水庫

水庫雖然對人們生活有這麼大的貢獻，

共有 95 座，對於這些水庫的管理以往沒有特

但是由於水庫規模龐大，一旦損壞甚至壩體

別的規範，僅針對大型水庫進行水庫安全評估。

水庫的洩洪、排洪的設施非常重要，
它能在危急時候於最短時間內把水排放掉，以維護擋水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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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水庫本身的老化與所處環境的變化，必須定期進行水庫安全評估。

一般水庫設施位置示意圖

23

11
12
4

1. 上游壩面邊坡

13. 水位計

2. 壩頂

14. 水平及垂直控制點

3. 下游壩面邊坡

15. 永久標誌

4. 主要溢洪道

16. 孔隙水壓計

5. 緊急溢洪道

17. 壩趾排水

6. 出水構造物

18. 壩座滲透

7. 出水控制室

19. V 型堰

8. 消能器

20. 滲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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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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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迴轉道

1
13

21

2

7
22
15

14

3

16

5

18

6

17

20

19

8
9

10

12. 閘門及安全鋼柵

一般水庫的相關設施包括擋水、輸水及洩水設施，還有維護安全的排水及消能設施，都可以從示意圖中得知。
以後到水庫風景區時就可以大概了解哪些是擋水，哪些是輸水，哪些是洩水設施。

一直到民國 97 年政府頒布了「水利建造物

配合埋設在各處的監測儀器，綜合評估後才能

檢查及安全評估技術規範」，才有具體的水

確認水庫的安全程度。

庫檢查及評估做法，規範裡有非常完整而
健全的水庫檢查及安全評估制度。
在一般正常狀況下，每 3 ∼ 6 個月水
庫管理單位就必須定期檢查。如果遇特殊
狀況，例如較大地震或暴雨或排洪量超過
設計標準，或其他重大事故時，就要再特
別檢查。另外，因應水庫本身的老化與所
處環境的變化，必須定期進行水庫安全評

對於水庫的檢查，雖然有埋設監測儀器，
但是不可能全面埋設，因此各水庫設施的表面
目視檢查非常重要。專業有經驗的工程人員可
以透過目視檢查發現水庫潛在的問題，就可以
及早補強及維護，可避免很多小問題累積成大
問題。所謂「小病不治，大病難醫」就是這道
理。但是水庫設施眾多，缺失在所難免，小從

估。一般正常狀況是 5 年辦理一次，如遇

混凝土裂縫，大到邊坡崩滑，並不是每一項缺

台電就針對日月潭、德基、霧社等所屬中

人員來檢查的原因。

重大事件則需隨時辦理。例如 921 地震後，
台灣的水庫辦理特別安全評估，以確保水
庫的安全。

失都會影響水庫安全，這也是必須由專業工程
以最重要的擋水大壩為例，壩頂道路、大
壩上游坡面及大壩下游坡面都可能出現不同的

然而，水庫範圍這麼大，設施這麼多，

問題。然而所有的現象一定有其背後的原因，

水庫的安全又是如此重要，因此對於水庫

仔細檢查與評估才能判斷這些現象對於大壩安

的檢查及評估必須有專業的工程師來進行，

全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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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現地安全檢查之外，為了了解水
庫的健康狀況，通常會在擋水壩及附屬設
施、周圍邊坡等重要結構物或邊坡設置監測
儀器。有些儀器監測外在環境的變化，如地
震儀、雨量計是水庫監測的基本配備；對於
壩體，如果要了解壩體的沉陷及位移，就設
置沉陷點，如果要了解水壓力變化，就設置

水庫延壽

永保安康

水庫蓋好蓄水後就開始了水庫的一生，
而水庫壽命的長短主要取決於上游集水區
的淤積，因為水是經由水庫上游集水區的
邊坡流入水庫。然而台灣本身就屬於年輕
的地質，再加上地殼板塊的推擠造成山區

水壓計；有了這些儀器的監測數據，才能配

地形陡峭，尤其 921 地震後，更造成水庫

合現地檢查的結果掌握水庫的健康狀況。

集水區的邊坡土石鬆動。

因此，安全檢查與監測是掌握水庫安

近幾年更受到全球暖化極端氣候的影

全的兩大手段。安全檢查如果發現異常情

響，還有過度的人為開發，各種不利的原

況，就應該從監測儀器的讀值中判斷可能

因造成水庫上游邊坡水土保持狀況不佳，

發生的原因，進行量化分析。相反地，如

降雨時水就會夾帶泥沙進入水庫，如果沒

果監測儀器發生異常，就必須到埋設儀器

有適時地排除，泥沙就會沉澱在庫底。久

的現場檢查，才能釐清是儀器的錯誤訊號，

而久之就造成水庫蓄水容量降低，等到水

還是真的有異常狀況出現。兩者一定要相

庫積滿泥沙，沒有蓄水空間，就是水庫壽

輔相成，才能達到維護水庫安全的目的。

終正寢的時候了。

一般水庫壩頂可能發生的問題
平行壩軸裂縫

垂直差異落差

壩頂陷穴

垂直壩軸橫向裂縫

壩軸沉陷變形

壩頂凹陷

異常植生

獸穴孔洞

壩頂蝕溝

壩頂車轍

壩頂排水不良的陷坑

壩頂乾裂痕跡

參考資料：Dam Safety: An Owner’s Guidance Manual（FEMA 14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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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水庫大壩可能發生的問題
上游面
上游面發現陷孔

上游面發現平行裂縫

上游面坡面滑動

上游面拋石面沖蝕

上游面乾縮裂縫

上游混凝土面裂縫

上游面坡拋石滾落

下游面
下游坡面滑動

下游面橫向裂縫

下游面陷坑崩落

下游面縱向裂縫

下游坡面局部塌陷

下游面沖蝕溝

下游面異常植生

下游面獸穴孔洞

下游坡面出現獸徑

下游面滲出泥水

從壩頂延續到
下游面流水

壩址滲流有滾流現象

壩座與下游
坡面間滲流

下游面大範圍
潮溼流水

下游植生有明顯變化

下游坡面膨脹滲水

坡趾基礎潮溼
且有回彈現象

下游壩座異常滲流

下游面層狀滲流

下游出水口旁異常滲流

參考資料：Dam Safety: An Owner’s Guidance Manual（FEMA 145,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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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清淤延壽對策
上游減淤
●

●

●

中游導淤

源頭處理
森林保育
集水區水保

●

●

分洪排砂
陸挖

庫區排砂
●

●

攔砂壩

●

陸挖
抽泥
水力排砂

下游回歸

●

●

集水區

河道復育
放流排砂

大壩
水庫庫區
分洪排砂
（防淤隧道）

河道

台灣水庫原庫容有 28.5 億噸，迄今剩餘

水庫清淤延壽對策

庫容僅 20.1 億噸，為了延長水庫壽命，應

上游水土保持

積極針對水庫淤積情況進行改善。對策包
括：上游減淤─就是源頭處理，森林保育，

繞庫排砂

分流堰
攔砂壩

把水庫集水區的水土保持工作做好，不可
濫伐濫墾、設置攔砂壩；中游導淤─例如

疏浚

分洪排砂與陸地挖除清運；庫區排砂─例
如陸挖、抽泥與水力排砂；下游回歸─例

排沙道

如河道復育與放流排砂，以達到清淤最大
化的目標。
經過研究及效益評估，在眾多方法中
以水力排砂效果最好。但是這方法僅能在
颱洪期間進行，因為水庫的淤積多是在大
豪雨之後，如果可以利用豪大雨期間水庫
排洪的機會，在適當時機把高濃度的泥砂
從水庫排出，就可以達到水庫「蓄清排渾」
的目的。近幾年水利管理單位都在想方設
法實現排砂防淤的構想，但是因為每個水
庫的地形、地質、水文條件不同，對於排
砂的策略也不同，但努力讓水庫延壽則是
大家共同的目標。
其中石門水庫長久以來就受到淤積之
苦，之前也利用發電水路配合永久河道放

石門水庫永久河道放水口改造成排砂隧道（圖片來
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利用豪大雨期間水庫排洪的機會，在適當時機把高濃度的泥砂從水庫排出，
可以達到水庫「蓄清排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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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施工中（圖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已啟用（圖片來源：黎明工程顧問公司）

南化水庫防淤隧道工程施工中（圖片來源：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水口改造成排砂隧道，在颱風的排洪期間

完成。一系列的水庫防淤工程陸續完工，

獲得良好的排砂效果。近年更進一步興建

一定可以讓台灣的水庫長長久久地保持

阿姆坪防淤隧道，把庫區浚渫的高濃度泥

健康。

水藉由防淤隧道輸送至下游沉澱池，再利
用豪大雨排洪的機會放淤至大漢溪，整個
工程預定在民國 110 年底完成。
台灣其他重要水庫如曾文、南化等水
庫也陸續在興建防淤隧道，希望能延長水庫
壽命。其中曾文水庫已經在民國 106 年底完
工啟用，南化水庫也預定在民國 109 年底

江政恩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大地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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