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 10月 創刊

2022年 07月 出刊

I
SSN0257554X

廣告

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重要實績

專業服務

 水保局 土砂收支物聯網及大數據分析技術

針對各項天然災害之防災技術，進行研究發展、

 科技部 地震數值模擬及地震危害分析

技術服務、諮詢業務，跨領域整合地質、地工、

 地調所 廣域山崩潛勢與警戒雨量評估
 新加坡 AI於天災風險之廣域資料分析

地震、水保、水利、地球物理、地理資訊、遙
測資訊等專業技術，提供全方位具體之國土保
育與防災規劃，以確保公共工程之永續經營。

聯絡資訊
114065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280號
電話：(02)8791-9198 傳真：(02)8791-1536
E-mail：dptrc-ctr@sinotech.org.tw
https://dptrc.sinotech.org.tw
誠信

創新

品質

服務

大地工程研究中心
重要實績

專業服務

蓄水庫安全檢監測及風險管理

配合國家永續政策，以傳統地工技術為基礎，

隧道安全維護管理系統建置

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營運安全、環境保育與綠能

離岸風場地工試驗與詮釋

產業等相關地工技術進行研發，結合理論與實

隧道鄰近地下水資源影響評估
二氧化碳封存規劃、監測與風險管理
地熱探勘與資源評估

務，提供高品質之技術服務。所屬大地工程試
驗室為TAF認可，國內目前地工試驗認證項目
最完整之試驗室

聯絡資訊
114065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280號
電話：(02)8791-9198 傳真：(02)8791-1536
E-mail：gerc-ctr@sinotech.org.tw
https://www.sinotech.org.tw
誠信

創新

品質

服務

第 156 期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 72 年 10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
第 03793 號
 中華郵政登記執照北臺字第 1023 號
 發行人∕曾參寶
 編審小組
．委
員∕ 吳素禎 黃崇仁 習良孝
．委启員∕張國揚启黃崇仁启蔡文豪
周頌安
蔡文豪 冀樹勇
孫世勤启周頌安启冀樹勇
鍾志成
鍾志成
．召集人∕
游麗慧
．召集人∕游麗慧

徵










2022 年 7 月

出刊

ISSN∕0257-554X
出版者∕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社址∕11494
280280
號號
114065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電話∕（02）8791-9198
傳真∕（02）8791-2198
電子信箱∕adm-dpt@sinotech.org.tw
網址∕www.sinotech.org.tw
印刷∕大地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鴻友印前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稿

簡

則

一、本刊歡迎有關水利、電力、地工、環工、都市計劃、生態工法及其他土木工程之論著、譯述、專題
研究、新技、新知及報導等學術性文稿，有關介紹工程之遊記、工程界人物軼事等亦一律歡迎；報
導性文稿之文體應力求輕鬆活潑。「工程技術」及「案例／計畫報導」專欄，僅接受本社及本社轉
投資之公司或其子公司之同仁投稿，來稿併請加註中、英文篇名、摘要及關鍵字。
二、來稿時請附「中興工程季刊投稿人暨稿件資料表」（請從本社網站 www.sinotech.org.tw 直接下載列
印，或洽本社行政處提供）。
三、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晰，或 A4 白紙打字亦可，如有插圖請用白紙墨繪、照片請附底片或檔案；文
稿請附以 MS WORD 軟體撰打之光碟片，或 E-mail 至 adm-dpt@sinotech.org.tw。文稿格式範本請至
本社網站 www.sinotech.org.tw 下載。
四、來稿如係工程報導、遊記及工程人物軼事等，以五千字為限；「工程技術」及「案例／計畫報導」
文稿以排印後 8 頁（約 8,500 字）為限。稿酬從優。
五、本刊所有度量單位請採用 SI 國際單位。
六、來稿如引用他人著述，應明示其出處；撰寫時請參考「文稿格式範本」、「英文摘要範本」，並儘可
能依序將原作者姓名、出版年份（加小括弧）、引用文獻名稱、書刊名稱、卷號、期別、頁次等在
文後之參考文獻中註明。所附圖表或照片等需為作者自行創作，或均已取得原創者授權刊登使用。
七、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請勿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
八、來稿經刊載後，其著作財產權即為本社所有；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不用稿件，恕不退還。
九、本刊每年刊印四期，逢一、四、七、十月出版，如蒙來稿請於出版前六個月送交本社行政處本刊編
審小組。
十、本刊係屬本社與本社轉投資之公司或其子公司同仁之共同園地，懇請踴躍投稿。惟外界人士有關上
述相關之文稿亦一律歡迎。
註：本刊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名列為水利工程、土木工程、結構工程、大地工程、測量、環境工程、
都市計畫、機械工程、冷凍空調工程、電機工程、電子工程、資訊、工業工程、水土保持、應用地
質、交通工程等科技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內之「國內外專業期刊」，歡迎踴躍投稿，兼可取得換發
執業執照所需積分。作者只需於申請技師訓練積分審查時附上「中興工程」季刊目錄及文稿（前開
工程類相關文稿）影印本作為證明，經該會審核確認後，每篇文稿即可獲得六十分，作者兩人以上
者，平均分配得分。

1

中 興 工 程 第 156 期 目 錄

封

面

故

事

能源轉型─談電網韌性與綠色能源

訪台電公司徐造華副總經理及再生能源處蔡英聖處長

.........................................................................................................................中興工程編審小組............... 3

工

程

技

術

應用水筒模式模擬地下水位歷線並探討其水資源規劃運用 .........................................楊銘賢............. 11
建築物地下滯洪池進水管之水理分析研究 .....................................................................鄭文明............. 21
以施工規範預算平台之建構談招標文件品質提升 .....................................................................
.............................................................................林芳輝．程慶寧．周子祥．陳志浩．林君頤............. 27
簡單快速的大範圍地表入滲試驗方法及其應用 .............................................................楊銘賢............. 35
水中微量尿素檢測方法與去除技術介紹 .........................................蘇怡瑄．吳鳴峯．黃欣栩............. 45
大規模崩塌地治理策略新思維─細緻化分區觀測技術發展研究 .............................................
.............................................溫惠鈺．陳耐錦．林榮潤．魏倫瑋．柯建仲．張益通．范致均............. 55
利用數值地形資料建立 3DEC 數值模型及其應用於邊坡穩定分析 .........................................
.............................................................................................徐文杰．柳鈞元．黃韋凱．蕭富元............. 69

案例 / 計畫報導
濁水溪流域智慧化管理之發展 .....................................................................................................
.............................................................................童正安．陳進興．李友平．黃皇嘉．邱奕霖............. 79
太陽光能工程施工管理案例分析 .................................................................................................
.............................................張宸 ．陳信宏．廖正堅．李君超．蘇崇仁．魏德輝．林根勝............. 87

研 發 成 果 介 紹
水庫安全智慧監測平台之初期研究 .............................................................................................
............................................................................................朱蕙蘭． 江政恩．郭瑋明．吳嘉賓............. 93

2

中興工程．第156期．2022年7月．PP. 3-10
http://www.sinotech.org.tw/journal/

能源轉型—談電網韌性與綠色能源
訪台電公司徐造華副總經理及
再生能源處蔡英聖處長
中興工程編審小組
徐造華副總經理引言
從高雄興達發電廠去 (110) 年 5 月 13 日匯流排故障導致全臺分區輪流停電、5 月 17 日系統模組故

障而緊急分區限電、到今 (111) 年 3 月 3 日操作人員失誤造成機組跳脫影響全臺電力等三起事件中，凸
顯台電處在臺灣能源轉型及電網交替的過程，面對發電機組容量大幅度提升、新舊發電機組及電網持續

交替轉型，再加台電人員組織更替等各項議題處理的難度。現在即是過去一路走來累積的總和，發生問
題當然須以正面方式面對，找到根本的原因並徹底解決改善，台電正逐步改善及解決長期以來所面臨的
問題。

徐造華副總經理與再生能源處蔡英聖處長接受本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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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副總經理坦言，台電公司正面臨三大考驗：

電公司年資 5 年以下之員工約占總員工人數的三
分之一，人才培訓與經驗傳承是公司非常重視與
刻不容緩的重點工作；加上民國 106 年電業法

新舊機組交替轉換

修正及公布施行，要求台電未來要轉型為母公司
臺 灣 發 電 裝 置 容 量 已 從 30GW 擴 大 到

並於旗下成立二家子公司，台電要同時要兼顧人

50GW，幾乎翻倍成長，在地狹人稠的臺灣，要

力更迭、組織轉型及前述能源轉型三大議題，在

新建大型電廠及輸電線路相當不容易，迫使只能

此多重因素影響下，就如同人處於季節轉換時期

從現有發電廠以改建、擴建或增建方式繼續擴充

較容易出現過敏不適問題，台電正處在此交替階

提高其發電規模，但因現有的電廠及電網過於集

段，累計眾多小狀況的過程中難免在某個時間點

中配置，電廠與電網的防衛機制就更顯重要，要

爆發出事故，但也因此更能讓台電及時發現及面

特別防範單一事故可能產生的連鎖效應。為解決

對問題，並逐一解決，才能因應未來淨零轉型的

前述問題，台電除了強化電廠營運管理與持續推

挑戰。

動電網韌性提升外，並利用大量再生能源布建的

徐副總經理表示，為經得起前述各項考驗，
應就未來要達到的目標訂定現在應執行事項，同

機會，分散區域供電，讓電力系統更加穩定。

時配合政府能源策略發展，通盤考量並逐步改善
各項問題。在此同時，須自覺面前所處 VUCA 時

再生能源大量開發

代環境已不同，現在「複雜、模糊、不確定性的
臺灣電力自產能源不足，有百分之九十八皆

快速變動」才是新常態，如何拋下過去思維，以

源於進口，隨著臺灣經濟成長，國內半導體產業

「準」、「好」、「快」為原則，在快速對焦、

擴產、臺商回流、車輛電動化等因素，電力需求

快速完成而且還要做好的方式，迭代前行，透過

快速成長，現階段仍偏重火力發電，隨著能源轉

短衝刺的 PDCA 循環，有效提升執行效率，精準

型與淨零轉型，再生能源發展非常快速，發電量

精確完成目標，是台電要努力及對自我的期許。

將在短時間大幅增加。雖然大量再生能源併網衍

徐副總經理回應篇

生饋線容量不足與系統穩定等問題，此部分台電
已逐一研擬方案克服，不過其區域分散供電之特
性，可以紓解電網過於集中之問題，例如大型太
陽光電案場搭配儲能與智慧電網，即可發揮局部
區域供電之功能；另外，政府亦宣示 2050 淨零轉

提問：
303 事故發生後，台電公司有無制定新的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型目標，因此再生能源的大量開發，對於臺灣電

回應：

力發展與減碳是正向的，我們抱持肯定的態度。

經檢討可概分為兩大問題，風險管理與電網
韌性提升，如前面所提，台電在人力更迭之際要

公司人力組織更替

進行大量電力建設，那麼人員風險意識的提升與
台電近年來面臨大量退休潮，透過每年招募

風險管理制度的強化就顯重要，另外，我們也透

千人左右方式，陸續換血，據資料統計，目前台

過電網分散、電網強固及設置防衛機制來提高電

4

網韌性，簡單說，軟體與硬體雙管齊下，減少出

回應：

錯機會，即使有事故也可降低事故的影響程度，

就實際情況而言，臺灣已經不容易在新廠址

類似於「小震不壞、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的耐

建造大型機組，綜觀各大電廠如大潭電廠、台中

震概念。

電廠、興達電廠、大林電廠及協和電廠等，都在
既有廠址新建或擴建機組，加上新建輸電線路與

提問：
國外有些機構有設立風險管理中心，辨識風
險及訂定預防對策，台電公司有此規劃？

變電所也相當困難，電力設施過於集中實在難以
避免。而分散式再生能源的崛起，是改變電力集
中的一個契機，當再生能源走向極大化，我常說：
「電網要有韌性，綠能才能任性」，傳統機組＋

回應：

再生能源＋搭配儲能的智慧電網，已是現在進行

台電推行風險管理已經非常多年，也有成立

式，而電網韌性的提升是其中成敗的關鍵。對於

風險管理委員會，透過辨識、評估、處理與監控

電網韌性提升，台電已研擬三大策略，透過電網

等方法，儘量讓殘餘風險降低至可控範圍，不過

分散降低集中的風險，強固既有電網設備如擴充

制度的建立還是要依賴執行的成效，513、303 事

更新電網與增設儲能設備等，另外提升防衛機制

故，凸顯台電風險管理還有不足之處，現存的

來降低事故的擴散，甚至於不會發生。

SOP 及風險辨識是否足以因應多變的現今狀況，

近來國內半導體產業擴產、臺商回流、車輛

是台電現在要改善的，電廠及變電所都有設計各

電動化等因素，電力需求快速成長，因此各項電

自關鍵控制點，但若缺乏介面協調，就可能發生

力建設需要加速興建才能趕上，這其中亟需要社

相互影響情況，所以應更宏觀審視整體系統組織

會大眾的支持，各地方政府的協助，當然，台電

架構，以降低相互影響之風險。因此我們在 3 月

本身一定要先盡善良管理責任，這裡想向社會大

底成立風險控制中心，由總經理主持，強化日常

眾廣為宣導，懇請對於台電在推動電力建設上多

的運作執行，對於可能造成影響範圍大的作業，

予以協助及支持。

尤其是介面間的聯繫，特別拿出來檢視與討論，
在運作的過程，大家集思廣益相互提醒，也可以

提問：

水平展開至規劃、設計、施工及營運階段，避免

儲能系統發展狀況？

不同系統間的相互影響而導致整個電力系統風險
因而提高。

回應：
儲能分許多種類，一為水力儲能，就像日月

提問：

潭的明湖及明潭抽蓄發電、開發中的大光明抽蓄

由於新能源持續蓬勃發展，越來越多民間組

發電等，利用位能轉動能方式發電，利用日間多

織併入台電電網系統，中間介面也越來越多，電

餘電力將水從下池抽至上池，等到晚上再放水提

網穩定性及界面協調更為重要，建議從上往下檢

供夜間電力需求；另一為電池儲能，電池儲能是

視整個電力系統，從穩定供電出發，再細看哪些

未來趨勢，在大量再生能源併網下，儲能對於電

環節出錯進一步解決。

力系統的穩定，有非常大的幫助，台電當然致力
推行，民間也一起大力參與，目前規劃至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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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能的目標容量，將達 1.5GW，雖目前建置成本

任並充分自我檢討，繼續挺起胸膛，為了美好的

相當高，1MW 容量約 4,000 到 5,000 萬，但隨著

將來奮鬥。

技術成熟，成本應會隨著時間降低。而儲能轉換
效率亦為台電在評估電力發展之考量重點，依目
前情況，抽蓄發電約為七成，電池儲能亦有不同
的轉換損耗，須搭配再生能源發展，精算其需求
性及經濟性持續推動。

提問：
為與民眾溝通提升良好關係，有無更多行銷
推廣活動？
徐造華副總經理與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黃崇仁
執行副總經理合影

回應：
應從電業本業出發去創造不同的行銷及推廣

再生能源處蔡英聖處長回應篇

模式，例如電幻 1 號所就與配電變電所結合，是
臺灣十大科普基地之一，是一座充滿設計感的綠

提問：

能展示館，利用活潑方式讓民眾能夠去接觸及理

台電公司在政府供電穩定及降低溫室氣體排

解綠能。我們相信變電所並不可怕，大多數人並

放的雙重政策下，如何佈局與推動再生能源的發

非反對，而是不了解，我們希望能經由展示館的

展？現階段已投入、及未來將投入再生能源開發

教學說明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接受。台電一

的項目有哪些？

路走來做得非常多，從設計美學、文創、科普到
環境友善等，要建構在沒有敵意且軟性環境下，
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好好坐下來傾聽對談，才能達

回應：
綠能開發一般認知會以台電為主，事實上，
政府利用躉購策略鼓勵民間投資，民間量體相較

到有效的溝通。
再以台中電廠為例，現在大多爭議的是空氣

台電大相當多，換一個角度來看，綠能開發是需

汙染議題，其實 10 年前台中電廠發電量比現在還

要大資本投資，在此台電占有一定優勢，民間必

多，汙染防治設備也沒現在好，其實電廠已大幅

須要透過融資，台電若做太多強力競爭，就會出

改善，卻一再被獵巫式的攻擊；而中部地區從過

現與民爭利的情況。在綠能發展過程中，台電扮

去到現在，工業持續發展及汽機車倍數成長的影

演的角色主要在提供充裕併網服務，讓所有業者

響不可忽視，反較少有人提及，因此尋求問題根

能夠進來，而台電後續更重要的事，是要讓電網

本應從大環境所有汙染源著眼，這樣的事，需要

更加穩定更加智慧化，且調控更平穩。
但是，台電這個綜合性電力公司，也不能不

大家放下成見好好溝通解決。
台電屬於國營事業常常是各項議題的焦點，

掌握再生能源量體，所以佈局上有兩個策略，首

對於外界鞭策，我們也要虛心接受，所以台電會

先，台電必須占有一些裝置容量，雖不多但類別

持續朝向對的目標，持續做對的事，善盡管理責

多樣化，比如從早期陸域風電及太陽光電，到現

6

在的離岸風電，未來的地熱發電或海洋波浪發電

場能不能順利開發、營運及風險控管等取決於此，

等，有些民間還沒涉略的台電都會先嘗試去做去

但台電不需要融資，計畫執行思維就不一樣，台

投入，從中學習並引進技術。另外就是綠能整合

電可純粹就工程角度思考。

的商業模式，除民間經過躉購方式賣電給台電外，

而關於國產化部分，執行上其實是有些難度，

也進一步思考，未來綠能是否可搭配儲能作後續

國內是否有足夠大的產能可與國外競爭，國內好

應用，台電在這塊也不斷在試驗及研究，一直走

的廠商若願意投入，也需考量到成本回收問題，

在前面。

羊毛出在羊身上，又回到開發商及躉購費率上，
整個產業鏈所面臨的問題，如何面對能源建置的

提問：

急迫，值得深思。

台電公司投入離岸風能開發，辦理離岸風電

台電從過去參與一期示範風場到二期遴選風

一期與二期計畫，其中一期計畫為經濟部核可之

場，已有一些開發基礎，但未來若要參與第三階

示範風場，在開發中 ( 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

段區塊開發，礙於現行採購法及相關法規，以台

所面臨的新挑戰及因應作為，是否有哪些寶貴經

電身分及現有型態是做不到的，因為我們無法於

驗可以與國內產業 ( 例如工程顧問、製造施工與

未取得開發權前即承諾採購量體及後續簽約，但

安裝、第三方驗證、或銀行機構等）分享？

以台電的角色不能缺席，政府要做到公平性，使

我國離岸風電即將展開第三階段區塊開發，

台電與民間都必須符合相同程序及規定，台電在

能否分享台電公司規劃於第三階段開發或配套建

規劃推動上變得相當為難，不過台電不會放棄，

設上所推動的計畫？

將持續滾動檢討及尋求變通方式參與。

回應：

提問：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執行上最大問題，

據聞幾年前，台電公司想成立子公司與承包

應為台電在海事工程上的經驗較為缺乏，過往僅

商簽約，參與區塊開發較無限制，此想法是否還

有近岸港口堤防及海岸管理等相關事項，並沒有

存在；另離岸一期計畫是由台電公司海工處自辦

實際到海上作業的經驗。過程中可以觀察到，短

監造，而離岸二期計畫目前監造構想為何？

時間要扶持國內建立本土團隊並不容易，所以不
論離岸風電運輸、安裝及運維都仰賴國外船隊及

回應：

廠商，且雙方在語言溝通上也遇到很大困難，因

台電對於轉投資的想法一直沒有變過，但身

此台電還需更加努力；另外規劃設計部分也需靠

為國營事業且必須考量政府政策，轉投資也不容

經驗累積，若沒有案例可循，執行過程就會相對

易推動，上級評估也會考量是否已有民間投資

保守，希望隨著各個計畫的執行，能夠一步一步

者，且台電無相關經驗是否能夠獲利等顧慮；所

摸索及面對，相信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且步入軌

以台電將重點放在離岸風電後期運維，思考以轉

道。

投資方式進行，但審查過程就會碰到相當多問題

執行離岸風力計畫，台電與一般開發商有很

及瓶頸，只能繼續等待及尋求未來有無突破機

大的差異在於財務規劃，由於離岸風電計畫開發

會。若台電以轉投資方式參與，能把市場做大，

金額相當龐大，銀行融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風

WINWIN 市場需求，創造共利共贏，應該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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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思考方式。

台電推動與所有參與團隊以夥伴概念合作，除分

施工監造部分，離岸一期計畫全程監造相較國

別辦理擅長部分也協同合作，相信執行工作能更

外來說算是臺灣特有方式，是以工程標思維著手，

為順遂。整體執行推動思維應搭配離岸風電產業

台電監造基本上是從頭跟到尾的（實質上有訂定停

特有性質而有所轉變，如防蝕設計，使用年限與

留點），不過未來應該參考國際作法，避免疊床架

成本是相互影響的，拿捏應要得宜。

屋。例如台電採買風機設備，辦理第三方驗證，而

與中興公司密切合作下，彼此間理念目標應

同時台電監造單位也必須介入，常會出現互相矛

能更為一致，未來在執行的任務上可以更公開透

盾衝突的地方，是該聽第三方驗證或監造單位意

明且有信任度。相信中興公司在技術上絕對沒有

見，此時溝通協調的人需要很有經驗及執行力，

問題，期望中興公司能持續引進及學習外國經驗，

否則溝通時間拉長其時間成本相對更高。

繼續投入並強化國內離岸風電發展。

離岸二期計畫參考一期計畫作調整，依風場
建置實際狀況，以財物採購帶安裝招標，因台電

提問：

無法常駐在國外工廠監督，所以讓事實上大多在

台電公司在離岸風電一期及二期計畫均委託

國外製造的風機及設備，委託第三方驗證辦理，

承攬商代為運轉 5 年，5 年之後台電公司將接手

整個二期計畫由單一單位（再生能源處）一條龍

運轉，對未來離岸風電運維，台電公司之構想及

方式進行，以專案辦公室管理設計部分，後續施

方案為何？是否如所聞將與產業界合作成立一子

工監造則由海域風電廠擴編組織負責，除搭配重

公司承攬相關業務？

點監造，並要符合相關要求及規定，提供相關處

回應：

理的彈性因應方式。

離岸風電運維大致分為風機跟 BOP，由於風

提問：

機屬原廠專利商品，運維基本上都會找原廠提供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公司）在

服務及供料，目前台電推動陸域風機投過原廠維

台電離岸風電一期提供台電公司技術服務，而在

護皆有降低時間及成本的優勢，也透過運維採購

台電離岸風電二期為統包商之專業管理及風機下

契約調整，以保可用率作為契約管理扣付款之基

部結構細設顧問，中興公司在國內離岸風電技術

礎，未來離岸風力也將比照辦理，而離岸風機下

逐步學習成長，請問台電公司對中興公司在離岸

部結構及附屬設施運維部分，台電期望與國內產

風電技術服務的期許及建議？

業合作建立轉投資公司來據以執行。
再生能源維護與傳統水、火力發電大為不同，

回應：

一般電廠都會常駐維護人員，若設備出問題隨即

對於中興公司致力於國內離岸風電發展相當

進行維修，才能確保順利供電；而再生能源主要

佩服及肯定，中興公司並未因成本考量而有所顧

是預防性維修的思維，若能預測設備可能損壞或

慮，不輕易投入。相信踏入一個全新領域不是件

使用壽命將到，先行更換以確保不可控的再生能

簡單的事，而中興公司參與離岸一期及二期計畫

源來到時可正常發電相當重要，另外如何有效提

分別扮演不同角色，透過不同合作模式，應可全

升運維效率是一大重點，需將維護人事及設備成

面性學習及提升自我能力。在離岸二期計畫中，

本做清楚的效益分析以作為維護判斷依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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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在運維設備及技術精進（如人工智慧或大數

網穩定，但還未推動能量轉移削峰填谷，而未來

據蒐集之類）上將會持續琢磨及自我提升。

再生能源有一定規模後，要努力的是光電移轉，
讓尖峰所發的電移至缺電時段。台電在台南鹽田

提問：

太陽光電場就有作儲能系統相關測試，而台電電

風電以及太陽能發電都難免會受到氣候的影
響，因此在整體能源配置上，需要如何與基載發電

力調度處於電力交易平台上，也持續依再生能源
併網定期檢討，以滿足對整體儲能需求目標。

或是儲能系統作搭配？未來會朝哪些方向規劃？

電業發展至今，已不再有過去以成本區分之
基載、中載或尖載，或單純採經濟調度或環保調

回應：

度等方式，實際上就是要維持電網能穩定供電及

由於臺灣目前再生能源量體不多，基本上發

調度為首要目標，因應再生能源不穩定性，搭配

電後直接使用，尚無剩餘電力需儲存於儲能系統，

快速啟停的燃氣發電機組，並持續精進儲能技術，

一般夏日白天尖峰用電時段，多因炎熱冷氣用量

於再生能源規模與儲能經濟效益間取得平衡發

最高所致，該狀況恰好光電可豐富產出加入，但

展，應該就是現在及未來努力的目標及方向。過

到了夜晚，只靠無光電支撐夜間用電需求。由於

去為求電力穩定多致力於供給端的提供，然而現

再生能源之發電特性，為提供較穩定供電則須搭

在也著眼於需求端處理。另發展中的氫能源，雖

配可快速啟停的燃氣機組及抽蓄系統，當然電池

也能作儲能應用，但也取決於製氫來源以及運輸

儲能技術也須慢慢引進，但目前價格偏高，台電

成本。由於科技發展及環境變化相當快，未來是

目前仍善用抽蓄發電作為儲能調控方式。

否有能源技術的突破性進展，需繼續關注及應對，

目前政府鼓勵民間利用電力交易平台投入儲
能，主要是使用儲能自動頻率控制（AFC）讓電

雖設定目標及規劃願景是必要的，但也要將現階
段的工作作好，才能持續向前邁進。

再生能源處蔡英聖處長與本刊專訪成員合影（由左至右：中興公司林智彭副督導、
中興工程顧問社高憲彰副主任、蔡英聖處長、中興公司黃崇仁執行副總經理、中
興公司周頌安總工程師、中興公司吳錫融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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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造華副總經理簡歷
學歷：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研究所博士

經歷：
台電副總經理（現任）
台電發言人（民國 107 年）
台電專業總工程師（民國 106 年）
台電企劃處處長（民國 105 年）

榮譽：
財團法人公關基金會傑出公關獎之政府發言人優異獎（民國
109 年）
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民國 108 年）

蔡英聖處長簡歷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經歷：
台電再生能源處處長（現任）
台電新事業開發室主任（民國 106 年）
台電董事長特助（民國 105 年）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資訊組組長（民國 103 年）

榮譽：
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4 屆金質獎個人貢獻獎（民國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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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並探討其水資源規劃運用

技

摘

要

水資源規劃過程，若僅需參考簡單地下水位，則無需建置複雜三維地下水流數值模擬模式，可採用
較簡便水筒模式建構物理化水文模型，藉由雨量與氣溫時序資料推估地下水位歷線。本文以桃園地下水
區為例，就觀測地下水位，進行水筒模式建模與率定驗證，提供較快速地下水位推估方式，可供水資源
規劃工作參考。
關鍵字：水筒模式、地下水

一、前

言

測井地下水位之推估，建構三維地下水流模式似
無必要，MODFLOW 建模之劣勢並非軟體介面

除了建井觀測，空間上完整的地下水位推估，

複雜操作困難，而是通常建模所需邊界、初始條

必需透過三維地下水流數值模式進行模擬，例如

件與水文地質架構本身，需花大量時間蒐集與琢

熟知的「模組化三維地下水流模式」（Modular

磨，才能有合理的模式成果，才可進一步模擬出

Three-dimensional Groundwater Flow Model,

地下水位歷線。因此，相關簡化模式相繼而生，

MODFLOW），MODFLOW 模 式 係 由 美 國 地 質

2005 年 丹 麥 水 工 所 發 展 之 MIKE SHE（System

調查局（U. S. G. S）所發展，以數值方法解固定

Hydrological Europe，歐洲水文系統）推出類水筒

密度地下水流，經飽和土層孔隙介質之三維流動

模式（如圖 1 至圖 2），推估廣域地下水位，惟

偏微分方程式，為模擬地下水問題廣泛使用數值

使用者手冊並無詳細說明其推估方式來龍去脈；

模式之一，可以應用於一維、二維及類三維地下

類神經網路（如陳昱昕，2015 年）或機器學習（如

水流問題，不論是穩態（Steady）抑或是非穩態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0 年）等方法，雖可

（Unsteady）、 拘 限 含 水 層（Conﬁned Aquifer）

成功模擬已知點地下水位，惟其最受詬病之處，

或是非拘限含水層（Unconﬁned Aquifer）、甚至

在於對於超出學習值域範圍之模擬成果較差，例

是拘限含水層與非拘限含水層混合而成的多層地

如 2021 年因枯旱地下水位降至歷史新低，此類模

下含水層系統亦可模擬。然而面對小範圍特定觀

式恐無法準確推估出此成果，因為過往未曾學習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工程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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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等水文案例。

程

水筒模式最早由官原正巳（1972 年）提出，
主要以若干個形如水筒之概念模型（如圖 3），

技

以降雨資料為主推估集水區逕流歷線。後經國內

術

外應用者改良精進，對於短時距（如逐時）與長
時距（如逐日至逐月）之降雨─逕流關係均可獲
得良好推估成果，已運用於防洪預測、水利構造
物安全評估、乾旱預警、作物土壤水分含量模擬
等領域。Hong 等（2015 年）、Aqili 等（2016 年）
、Ng 等（2019 年）、Kagabu 等（2020 年）雖已
採水筒模式模擬地下水位歷線，惟對於模式參數
及其架構物理意義未能有全盤的詮釋，因此未對

圖3

原官原正巳水筒模式概念模型示意圖

二、水筒模式建立

使用限制詳加說明。本文嘗試以桃園地下水區為
例，運用水筒模式建構降雨─逕流水文模式，透

短期距與長期距尺度降雨─逕流模式，最大

過逐日時序輸入資料，模擬逐日地下水位歷線，

差異在於蒸發散有無考慮，本文水筒模式建立係

並賦予模式架構合理解釋。

先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例，建構小時模式，再漸
次加入蒸發散損失擴展為日模式，最後再建構桃
園地下水區水筒模式，以推估地下水位歷線。

（一）石門水庫集水區時逕流模式建立
本文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例，採水筒模式建
立降雨─逕流模式。參考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
局之洪水預警系統，其逐時逕流量推估亦採水筒
圖1

模式演算，水筒模式之概念簡要說明如下。

MIKE SHE（2005）模式概念圖

降雨為地表逕流的主要來源之一，其逕流型
態可分為三部分，分別為：地表逕流、地表下逕
流及地下水逕流。地表逕流係流經地表，直接滙
流至河川中之逕流；地表下逕流，亦稱伏流（中
間流），係部分降水入滲地表下土壤內，而形成
側流流入河川，雖其流速緩慢，但在中度以上之
降雨，地表下逕流量仍不容小覷；地下水逕流，
亦稱地下水水流，即降雨入滲至地下水含水層，
為地下水之蓄水量。
一般逐時逕流量推估，可採用的水筒模式將

圖2

其降水分為三個水筒，如圖 4 所示，第一筒（A

MIKE SHE（2005）類水筒模式輸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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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若雨量過大，使儲水量超過 H2 高度時，儲

及地表蒸氣壓等有函數關係，因此先由溫度計算

水將由 A1 及 A2 孔口流出，仍儲存於地表層之

地表蒸氣壓，再乘以蒸發係數估算 A 筒蒸發量。

水量將由地表入滲地下成為土壤含水量，即由

此項考量，係因目前國內「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

A0 孔口流入第二筒水。

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針對「政府

第二筒水（B 筒），可推估中間流，當第一

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大氣環流模式

筒水的儲水由 A0 孔口流入後，第二筒水之儲水

降尺度結果，提供雨量與氣溫成果，後續可進一

量增加，若持續增加至 H2 高度時，A1 與 A2 孔

步探討氣候變遷情境下，對地表逕流量及地下水

口流出之儲水成為中間流，仍儲存於第二筒水的

位影響。

一部分儲水通過 A0 孔口流出，成為地下水流（C
筒）。總逕流量即為 A、B 與 C 筒之出流量總合。
此時，水筒模式之參數為孔口高度、孔口係
數等，將由實際之颱洪事件進行參數率定、驗證。

註：依徐昇網劃分，各測站控制面積為：八德 64km2，平
鎮 90km2， 龍 潭 57km2， 內 定 71km2， 頭 洲 58km2、
華興 57km2。

圖5

本文案例地區—桃園地下水區觀測井位置

（三）桃園地下水區日地下水位模式建立
以前述日逕流水筒模式為基礎，由於其涵蓋
包含地下水之水筒（C 筒），因此將該地下水筒
圖4

本文所採水筒模式概念示意圖

（二）石門水庫集水區日逕流模式建立

模擬之水筒水深，乘以一個相當於水文地質領域
慣用之比出水量（Speciﬁc Yield）參數，並針對
高程基準面進行轉換（即將水深轉換為海拔高

配合前述地面水逐時逕流量推估模式，逐日

程），即可得到欲模擬測站之地下水位成果。至

逕流量水筒模式，採日模式為基礎，差異僅為由

此，模式輸入除水筒模式本身之孔口高度與孔口

逐時改為逐日，模式參數除孔口高度與孔口係數

係數外，主要透過雨量、氣溫與抽水量時序資料

外，為了反應蒸發散效應，增加蒸發因子考量。

來推估地下水位歷線。其中，抽水量為除了蒸發

其中，B 與 C 筒採用蒸發率參數進行估算，即水

散外，水文系統之人為損失，最具不確定性。抽

深乘以蒸發率代表 B 與 C 筒蒸發量；A 筒採用

水環節因目前政府機關尚未完成全面水井清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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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1988 年）估算，因蒸發量與溫度、風、相對濕度

技

高度時，儲水將由 A1 孔口流出，即成為地表逕

程

蒸發係數估算，係採大氣動力方程式（周文德，

工

筒）水可計算地表直接逕流，當儲水量超過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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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量水設施，全數水井監測尚有困難，故初步

颱風與民國 96 年柯羅莎颱風進行參數率定，其成

採土地利用圖資，配合官方統計報表之單位面積

果如表 2，因艾利颱風為近年造成最大入庫洪峰

（或人口）用水量進行抽水量估算，為地下水位

流量之事件，惟其伴隨大量泥砂入庫，其高流量

估算不確定之主要來源。

期間流量紀錄數值恐有待商榷。以民國 97 年辛樂

術

克與民國 99 年梅姬颱風進行驗證，顯示水筒模式
時模式大致可透過日模式率定之參數，由逐時降

三、成果討論與水資源規劃應用

雨量，估算石門水庫逐時逕流量。
水筒模式過往常被歸類為物理模式，相較於
黑盒模式，其主要以歷史觀測紀錄為基礎，進行
模式建立，通過參數率定與驗證後，建構較合理
之水文模擬。對於未來即便發生超乎往常之降雨
與氣溫，亦可較合理掌握對應之逕流量與地下水
位。並以此為基礎，提供水資源規劃運用參考。

（三）逐日地下水位—桃園地下水區日水位模
擬成果
以前述日逕流量水筒模式為基礎，由於其涵
蓋包含地下水之水筒，因此將該地下水筒模擬之
水筒水位乘以一個相當比出水量參數（介於 0.05
至 0.31，與當地水文地質有關），並針對高程基
準面進行轉換，即可得到欲模擬測站之地下水位

（一）逐日逕流量—石門水庫日流量模擬成果
以石門水庫集水區為例，考量水文循環中之
地面流、中間流與地下水流特性，分別採 3 個水
筒建立水筒模式，並考量豐枯水期之流量特性，
每個水筒皆有高低位出流孔，將其水量加總即為
石門水庫集水區之出流量；同時每筒皆有一底孔
進行水量相互連結；反應中間流與地下水流之水
筒皆有反應蒸發因素之蒸發率係數，而反應地面
水之水筒則採大氣動力方程式，以蒸發係數建構
氣溫與蒸發之關係。以民國 106 年 1 月至 12 月石
門水庫地面觀測雨量（平均雨量）與逕流量觀測
值，進行參數率定，如表 1 與圖 6 所示，並以民

成果。以桃園台地八德、內定、華興與頭洲站為
例（位置如圖 5），其日水筒模式參數如表 3 至
表 6 所示，地下水位模擬成果如圖 7 至圖 10 所示。
顯示水筒模式大致可由率定之參數，透過逐日降
雨量與氣溫，於人為抽水效應很小的情況下（此
4 站無明顯受鄰近抽水影響），估算逐日地下水
位。有關抽水之影響，將有待桃園市政府進行並
提供相關監測成果資料，再置入模式中反應。
桃園地下水區各地下水位觀測站中，較受人
為抽水影響者，為平鎮與龍潭站，初步模擬如表
7 至表 8 與圖 11 至圖 12，顯示可能受人為抽水影
響或局部含水層受壓，未能有較佳模擬成果。

國 107 年 1 月至 3 月水文事件進行驗證，顯示水
筒模式大致可透過率定之參數，由逐日降雨量與
氣溫時序資料，估算石門水庫逐日入庫逕流量歷
線。

（四）成果討論與水資源規劃應用
從國際水文模式發展趨勢來看，應用流域水
文模式於水文水資源領域有兩個明顯的趨勢：
（1）從統計模式轉向概念性水量平衡模式，和

（二）逐時逕流量—石門水庫時流量模擬成果

基於物理過程描述的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式發展；

承前述石門水庫日水筒模式，相同控制點之
逐時水筒模式，原則上可採用相同水筒及其參數

（2）在模式的計算時段上，也正由較大的時間尺
度轉向較小的時間尺度發展。

來建構降雨─逕流關係，惟因屬短期水文特性，

然 而， 世 界 氣 象 組 織（WMO, 1975, 1986,

故地面水蒸發效應可予以忽略。以民國 93 年艾利

1987）對各種水文模式進行了驗證和比較，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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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要明顯優於其他模式；當資料品質較差時，簡單
因此，對於未要求空間上精確地下水位分布

0

0

孔口高 H2

215

20

40

孔口高 H1

50

10

10

孔口係數 A2

0.7

0.5

0.1

純、快速建模又成果合理之地下水位模擬方式。

孔口係數 A1

0.1

0.5

0.1

其物理架構已有大量文獻論述，模式參數中有關

底孔係數 A0

0.05

0.3

-

反應水量損失之蒸發散與比出水量特性，亦由本
文加以詮釋釐清；使用上限制主要受人為抽水量

表4

日地下水位水筒模式參數表—以內定站為例

資料不足所限，究竟水文枯旱導致抽水量增加抑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或抽水量增加導致地下水位下降（水文條件變差）

項目

仍待商榷，因此，人為活動因素甚難於水文模式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1

0

0

中反應。而局部水文地質特性，則反應於各區孔

孔口高 H2

215

20

50

口高度與孔口係數等參數，因地而異。

孔口高 H1

50

5

10

孔口係數 A2

0.7

0.5

0.05

孔口係數 A1

0.1

0.5

0

底孔係數 A0

0.15

0.3

-

配合民國 105 年水利署「臺灣地區乾旱時期
地下水備援用水評估系統建置」研擬之地下水下
限水位門檻（以部分桃園地下水區為例，如表
9），由兩者水位差值及該區域比出水量，再乘上

表5

代表範圍面積，即可推算地下水資源可用水量（如
圖 13），供相關規劃參考。
表1

項目

石門水庫日逕流量水筒模式參數表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5

0.05

0.01

孔口高 H2

215

20

40

孔口高 H1

50

10

10

孔口係數 A2

0.7

0.5

0.1

孔口係數 A1

0.1

0.5

0.1

底孔係數 A0

0.05

0.3

-

表2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孔口高 H2

1

0

0

孔口高 H2

215

20

40

孔口高 H1

50

5

10

孔口係數 A2

0.7

0.5

0.03

孔口係數 A1

0.1

0.5

0

底孔係數 A0

0.15

0.3

-

表6

日地下水位水筒模式參數表—以頭洲站為例
項目

石門水庫時水筒模式參數表

項目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項目

日地下水位水筒模式參數表—以華興站為例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孔口高 H2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1

0

0

215

20

50

0

0

0

孔口高 H1

50

5

10

215

20

40

孔口係數 A2

0.7

0.5

0.05

孔口係數 A1

0.1

0.5

0

底孔係數 A0

0.15

0.3

-

孔口高 H1

50

10

10

孔口係數 A2

0.7

0.5

0.1

孔口係數 A1

0.1

0.5

0.1

底孔係數 A0

0.05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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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資源規劃工作時，水筒模式提供一個架構單

1

技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模式的計算結果要優於複雜的水文模式。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程

好的結果；對於乾旱半乾旱流域，水量平衡模式

日地下水位水筒模式參數表—以八德站為例

工

表3

如下結論：對於濕潤流域，所有模式都能得到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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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日地下水位水筒模式參數表—以平鎮站為例

表8

程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項目

技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術

1

0

0.001

孔口高 H2

215

20

50

孔口高 H1

40

8

5

孔口係數 A2

0.6

0.4

孔口係數 A1

0.1

底孔係數 A0

0.05

日地下水位水筒模式參數表—以龍潭站為例
項目

蒸發係數 & 蒸發率

A筒
B筒
C筒
（地面水） （中間流） （地下水）
1

0

0

孔口高 H2

215

20

50

孔口高 H1

50

5

10

0.05

孔口係數 A2

0.7

0.5

0.05

0.4

0.01

孔口係數 A1

0.1

0.5

0

0.3

-

底孔係數 A0

0.15

0.3

-

（a）模擬成果圖

（b）低流量放大檢視圖
註：民國 106 年 1 月∼民國 106 年 12 月為率定事件；民國 107 年 1 月∼民國 107 年 3 月為驗證事件。

圖 6 卟石門水庫日逕流量水筒模式參數率定與驗證水文事件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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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民國 101 年 12 月∼民國 102 年 11 月、為率定事件；民國 103 年 4 月∼民國 103 年 9 月為驗證事件。

圖 7 卟桃園地下水區八德站日水筒模式參數率定驗證水文事件模擬成果圖

註：民國 101 年 11 月∼民國 103 年 8 月為率定事件；民國 104 年 11 月∼民國 106 年 6 月為驗證事件。

圖 8 卟桃園地下水區內定站日水筒模式參數率定驗證水文事件模擬成果圖

註：民國 103 年 3 月∼民國 103 年 5 月為率定事件；民國 106 年 4 月∼民國 106 年 6 月為驗證事件。

圖 9 卟桃園地下水區華興站日水筒模式參數率定驗證水文事件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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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民國 101 年 3 月∼民國 103 年 10 月為率定事件；民國 104 年 3 月∼民國 106 年 11 月為驗證事件。

圖 10 卟桃園地下水區頭洲站日水筒模式參數率定驗證水文事件模擬成果圖

註：民國 102 年 12 月∼民國 103 年 6 月為率定事件；民國 105 年 12 月∼民國 106 年 6 月為驗證事件。

圖 11 卟桃園地下水區平鎮站日水筒模式參數率定驗證水文事件模擬成果圖

註：民國 101 年 2 月∼民國 101 年 9 月為率定事件；民國 106 年 3 月∼ 民國 106 年 8 月為驗證事件。

圖 12 卟桃園地下水區龍潭站日水筒模式參數率定驗證水文事件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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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地下水位觀測井下限水位、控制面積與比出水量參考表

93.1

92.8

70.8

0.10

18.5

18.5

18.6

70.8

0.10

127.5

127.5

127.0

126.8

66.3

0.31

127.4

127.5

127.5

126.9

126.7

66.3

0.31

225.5

225.1

224.2

223.6

223.8

223.2

57.5

0.23

226.1

226.3

225.5

225.4

224.9

224.6

224.7

57.5

0.23

145.7

145.0

144.5

144.5

144.9

145.1

145.4

145.5

91.8

0.10

107.7

107.4

107.5

106.6

106.5

106.3

106.6

106.7

106.5

59.3

0.15

94.4

94.6

94.7

94.9

94.8

94.7

94.4

94.4

94.2

94.3

59.3

0.15

67.8

68.6

68.8

69.1

69.4

68.3

68.6

68.3

68.8

68.4

68.8

60.3

0.05

27.3

26.4

26.1

26.1

26.1

25.7

25.5

25.6

26.9

27.2

27.3

60.3

0.05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內定（1）

92.6

92.9

93.0

93.3

93.3

93.5

93.2

93.0

93.1

93.2

內定（2）

18.7

19.0

18.9

18.0

19.3

18.0

17.8

18.8

18.5

八德（1）

126.2

126.5

126.9

127.1

128.0

127.8

127.3

127.4

八德（2）

126.2

126.5

126.8

127.2

128.0

127.8

127.3

龍潭（1）

223.1

223.1

223.1

223.3

224.3

225.7

龍潭（2）

224.6

224.5

224.7

225.0

225.0

平鎮（2）

143.2

145.5

145.4

145.6

頭洲（1）

106.3

107.0

107.3

頭洲（2）

94.4

94.4

華興（1）

68.9

華興（2）

27.7

註：下限水位來源為臺灣地區乾旱時期地下水備援用水評估系統建置（水利署，105 年）；比出水量（Sy）
為本文推估；控制面積採徐昇網法估算。
參考文獻

圖 13 卟地下水可用水量估算示意圖

四、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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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水管之水理分析研究

技

摘

要

流出抑制設施雨水貯留池之進水管 ( 或稱入流管 ) 設計流量，參照相關技術手冊係採柏努力方程式
以滿管流方式計算，然實務上進水管管線之配置會影響管內流況，進水管之流況並不會完全發展成滿管
流，因此除以柏努力方程式分析滿管之情況外，應再尋求其他方式分析評估進水管可輸水量，以符合實
務需求。本研究參考美國內政部墾務局之「小型壩設計手冊」(Design of Small Dams, 1987)，當放流管
上游入口被浸沒，放流管坡降為緩坡且未達滿管時，若上游設施水深大於放流管內 1.2 倍水深將使得放
流管上游入口被浸沒，則管內水體之流況是由上游入口水位所控制，此時流況適用孔口流公式來計算。
因此本研究以實際案例，分析比較柏努力方程式與孔口流方程式在相同條件下之進水管設計尺寸，確認
進水管之設計尺寸何者計算結果較為保守以符合實務需求。
關鍵字：滯洪池、柏努力方程式、孔口流方程式

一、流出抑制類別

（一）全重力方式
貯集滯洪池具重力排放條件：
1. 基地外排水溝、人孔、區域排水可供基地

為達到建築基地開發減洪與滯洪，其應設置

重力排放。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以控制基地向外排放雨水逕

2. 貯集滯洪池設於一樓版以上，如屋頂、陽

流，該設施需符合所訂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

台、附掛式雨鋪滿、造景水池等。

準，以發揮雨水流出抑制之效果。

3. 貯集滯洪池設於地面下，仍可藉由重力排

參考民國 106 年「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設計參考手冊」及民國 108 年「桃園市雨水流出

至公共排水溝者。

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流出抑制設施之設計
原則建議優先採全重力式排放，若無法採全重力

（二）機械及重力排放並存
基地內排水溝具重力排放條件，但貯集滯洪

式排放，才選用機械及重力排放並存方式，若前
兩者均無條件，方選用機械抽排。茲將各流出抑

池無重力排放條件：
1. 基地外排水溝、人孔、區域排水可供基地

制型式之設計說明如下。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園區及路航工程部計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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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溝重力排放。

程

2. 部分貯集滯洪池設於一樓以上。
3. 閘門控制排水溝排放方式。

技
術

（三）機械抽排
基地內排水設施如排水溝或落水管不具重力
排放條件，收集逕流水體需完全流入地下貯集滯

資料來源：民國 108 年桃園市政府「桃園市雨水流出抑制設
施設計參考手冊」

圖3

洪池，藉由機械抽排至公共排水溝。

流出抑制設施入流井剖面示意圖

二、進水管型態
（一）建物內
由建物屋頂落水管收集屋頂逕流後，於建物
內直接以專管方式排入建物筏基之地下貯留滯洪
設施。

（二）建物外
由建物屋頂落水管以專管方式接入建物外排
水溝，再由排水溝下游設置之集水井（入流井），
連接入流管排入建物筏基之地下貯留滯洪設施。
資料來源：民國 108 年桃園市政府「桃園市雨水流出抑制設
施設計參考手冊」

圖1

此即為本研究討論之流況。而集水井有緊鄰建築
物者（如圖 4），此時進水管立即接入建築物內，
通常埋設長度相當短；或有集水井未與建築物相

流出抑制設施重力排放示意圖

鄰而有段距離者（如圖 5），此時進水管得埋於
建物體外，即有一段進水管埋於基地內建物體外
之路面或空地表面下。

資料來源：民國 108 年桃園市政府「桃園市雨水流出抑制設
施設計參考手冊」

圖2

圖4

流出抑制設施進流管與機械抽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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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井緊鄰建築物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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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坡且未達滿管時，則管內水體之流況係由下游

口尾水被浸沒時，管內之流況會開始逐漸形成滿
管，並向上游延伸至入口，此時流況適用柏努力
方程式來計算如圖 7 所示，而在滿管前其流況屬
亞臨界流。
圖5

集水井未與建築物相鄰而有段距離者示意圖

三、進水管水理計算目的
進水管水理計算目的主要係確認進水管設計
尺寸，是否可容納法規所需逕流量。參考民國
106 年臺北市政府「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
計參考手冊」，採用慣用之柏努力方程式，檢算

資料來源：1987 年美國內政 部墾 務 局「小型壩設 計手冊
(Design of Small Dams)」

圖6

其滿流流況之流量是否大於法規所需逕流量，惟

放流管上游入口未被浸沒出口尾水為自由流
之流況圖

進水管管線配置狀況會影響管內流況，應再檢算
進水管入口處之所需水頭是否低於溢流堰堰頂高
程（如圖 3 之 h1 所示），因此建議所需水頭之
檢算方式可參考「小型壩設計手冊」（Design of
Small Dams, 1987），該手冊為美國內政部墾務局
相關水資源技術文件，於 1987 年發表第 3 版，

資料來源：1987 年美國內政 部墾 務 局「小型壩設 計手冊
(Design of Small Dams)」

說明壩體蓄水之洩放係透過低處箱涵（管涵），

圖 7 放流管上游入口與出口尾水皆被浸沒之流況圖

其洩放流量之變化主要受到洩放箱涵（管涵）坡
降、尺寸、形狀、長度、粗糙度與出入口之幾何

（二）放流管上游入口被浸沒

形狀所影響，相較建物流出抑制設施之入流井，

當放流管上游入口被浸沒，放流管坡降為緩

藉由入流管將水體排至建物筏基之地下貯留滯洪

坡且未達滿管時，上游設施水深大於放流管內 1.2

設施，其流入過程之物理機制與上述壩體蓄水之

倍，將水深使得放流管上游入口被浸沒，則管內

洩放係透過低處箱涵（管涵）相同，唯一之差別

水體之流況是由上游入口水位所控制，此時流況

在於兩者尺度大小不同，因此兩者計算之物理公

適用孔口流公式來計算，如圖 8 所示。

式可謂一致。茲將「小型壩設計手冊」洩放水體
過程之各種流況說明如下。

23

術

則會在管中形成臨界水深如圖 6 所示；（2）當出

技

出口尾水位所控制。（1）當出口尾水為自由流時，

程

當放流管上游入口未被浸沒，放流管坡降為

工

（一）放流管上游入口未被浸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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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平均流速

程

D： 管徑
g： 重力加速度

技

H’L： 次要水頭損失

術

K： 次要損失係數，入口損失係數 K
＝ 0.5，出口損失係數 K ＝ 1.0

資料來源：1987 年美國內政 部墾 務 局「小型壩設 計手冊
(Design of Small Dams)」

圖 8 放流管上游入口被浸沒放流管未達滿管之流況圖

表 1 次要損失係數一覽表

四、對應水理計算對應水理計算
（一）慣用計算方式 - 柏努力方程式
參 考 民 國 106 年 臺 北 市 政 府「 臺 北 市 雨 水
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冊」，依據 Bernoulli
equation，進水管滿管流計算可採下列公式計算：

資料來源：民國 106 年臺北市政府「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
設施設計參考手冊」

（二）管流入口控制
參考「小型壩設計手冊」（Design of Small
Dams, 1987）在上述流況下，若放流管為管涵（即
式中 P： 壓力

圓管），水頭─流量─管徑之關係則可繪製如圖

Z： 位置水頭

9 所示，圖中曲線 A 即為實務上入流管連接上游

V： 流速

設施入流井設施採矩形邊（square-edged）方式銜

HL： 水頭損失

接，當入流井水位上升入流管將水體排至建物筏

g： 重力加速度

基之地下貯留滯洪設施。而在計算設計放流管徑

水頭損失分為摩擦損失及配件損失，建議以
Darcy-Weisbach equation 計算摩擦損失：

D 時以不同管徑 D 試誤，計算設計流量 Q 之 Q/
D5/2 之值，並查詢該值於曲線 A 所對應 H/D 之
值，由此可推求上游設施所需水深 H，再由水深
H 判斷是否符合所需，若不符則重新假設管徑 D，
重複上述步驟直至所需符合之水深 H。
除上述計算方式外，亦可透過孔口流公式，
考量設計流量 Q 與入流井水深 H，推求所需入流
管尺寸，其中孔口係數可由圖 10 查得。

式中 HL： 摩擦水頭損失

圓形管：

λ： 摩擦損失係數

矩形管：

L： 直管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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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m，入流管流至雨水貯留池之出口高程為 EL.

D： 管徑或管高

-5.00m，茲以柏努力方程式及孔口流方程式計算

w： 管寬

PVC 管內可通過流量。

術

H： 入流井水深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1
資料來源：1987 年美國內政 部墾 務 局「小型壩設 計手冊
(Design of Small Dams)」

圖9

放流管上游入口被浸沒放流管未達滿管水
頭—流量—管徑關係圖

進流管案例示意圖

（一）以柏努力方程式計算
柏努力方程式套用本案例之相關數據整理如
表 2，其中參考表 1 在 0.08m 管徑下，轉彎處之
次要損失係數 K 值為 0.71。經柏努力方程式計算，
管內流量為 0.021cms。

（二）以孔口流方程式計算
本案例集水井內進水管上水深為 0.32m，故
水 深 與 管 徑 比 H/D ＝ 4.0， 經 查 圖 10 可 知 所 需
採用之孔口係數為 0.60，將孔口流方程式套用
本案例之相關數據整理如表 3，求得管內流量為
資料來源：1987 年美國內政 部墾 務 局「小型壩設 計手冊
(Design of Small Dams)」

圖 10

0.008cms。

放流管上游入口被浸沒放流管未達滿管孔口
係數—水深—管徑之關係圖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柏努力方程式以及孔口流方程式，

五、案例研析

分別分析流出抑制設施進水管在上游浸沒之條件
如圖 11 所示設計之集水井入流案例，其中集

技

Cd： 孔口係數

程

水井水位為 EL. 5.00m，井內水深由入流管底計

工

其中 Q： 設計流量

下，進水管呈現滿管與未滿管之輸水能力。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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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水管管線之配置會影響管內流況，進水管之

計參考手冊」，採用慣用之柏努力方程式，檢算

流況並不會完全發展成滿管流，因此除以柏努力

其滿流流況之流量是否大於法規所需逕流量，惟

方程式分析滿管之情況外，應再以孔口流方程式

進水管管線配置狀況會影響管內流況，應再檢算

分析其可輸水量，最後比較兩公式所計算取保守

進水管入口處之所需水頭是否低於溢流堰堰頂高

者，以確認進水管設計尺寸是否符合需求。以本

程（如圖 3 之 h1 所示），因此建議所需水頭之

研究案例計算可知，柏努力方程式所計算之可輸

檢算方式可參考「小型壩設計手冊」（Design of

水量約為孔口流公式之 3 倍，即以柏努力方程式

Small Dams, 1987），其流入過程之物理機制與上

評估後所配置管徑，有可能高估可輸水量之情況。

述壩體蓄水之洩放係透過低處箱涵（管涵）相同，

未來建議可以透過實驗，驗證在何種管徑、流況

唯一之差別在於兩者尺度大小不同。

與配置條件下，使用柏努力方程式或孔口流方程
式，較符合實務需求。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1987): Design of
Small Dams, A Water Resources Technical Publication.
臺北市政府（2017）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參考手
冊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2019）桃園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計
參考手冊
內政部營建署（2013）下水道工程設計規範
內政部營建署（2012）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臺北市政府（2012）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桃園市政府（2012）桃園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表 2 以柏努力方程式計算進水管輸水能力表
項次

項目

進水管數據

備註

1

Z1（m）

5.00

集水井內水位

2

Z2（m）

-5.00

進水管出口高程

3

Z1-Z2（m）

10.00

淨水頭差

4

D（m）

0.08

管徑（m）

5

Q（cms）

0.021

管內流量

8.13

摩擦損失係數

6
7

K1

0.50

入口損失係數

8

K2

1.00

出口損失係數

9

K3

0.71

彎管損失係數

10

K

10.34

總損失係數

11

V（m/s）

4.16

管內流速

表 3 以孔口流方程式計算進水管輸水能力表
項次

項目

進水管數據

備註

1

Cd

0.60

孔口係數

2

H（m）

0.32

進水管上水深

3

D（m）

0.08

管徑（m）

4

Q（cms）

0.008

管內流量

參考文獻

進水管水理計算目的主要係確認進水管設計
尺寸，是否可容納法規所需逕流量。參考民國
106 年臺北市政府「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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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招標文件品質提升

技

程慶寧 **

周子祥 ***
摘

陳志浩 ***

林君頤 ****

要

隨著資訊科技一日千里與大數據運用的興起，政府機關推動數位轉型腳步未曾停歇，今年我國在世
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名列前茅，顯見政府推動國家數位轉型及創新發展，已有顯著成效。在公共工程
方面，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將工程設計自動化列為施政重點，建構綱要規範及價格資料
庫，供各界參考運用。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基於相同理念，建構多項工程輔助平台，提供共同作業環境，
利用資訊共享及系統自動偵錯及參照校閱機制，讓使用者可即時調整設計文件一致性，以提升設計效能
及成果品質。
前述平台作為準備施工規範及預算之輔助，除可將設計工作導入數位作業及效能優化，更透過平台
之引導與控管，將設計工作流程標準化及規格化。另透過 BIM 自動算量工具及平台自動估價系統之數位
匯流及資訊整合，可即時並正確地產出設計成果，逐步達到設計自動化之目標，為營造業數位轉型奠基。
關鍵字：規範預算輔助平台、共同作業、招標文件品質提升、資料庫整合、自動化檢核

一、前 言

演進及為提升服務需求，工程會積極投入第二代
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建置，並持續進行系統功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

擴充及優化。惟近年來公共工程招標時頻傳流標，

為整合統一全國公共工程施工規範、提升工程品

工程會分析有 2 原因，包括「評選方案未扣合計

質，於 1998 年起編擬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以

畫」及「工期預算與實際脫節」。爰此，工程會

下簡稱綱要規範），制定綱要規範實施要點報請

另編製「工程流標案例資料」與「政府採購稽核

行政院核定後，於 2001 年正式施行。

發現缺失實例彙編」等，供各界檢核參考。

另依政府採購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建置工程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公司）遵

價格資料庫，提供各類工項單價統計資料供各界

循工程會推動營建自動化、提升招標文件品質政

查詢，使用者可按工程編碼、中文關鍵字、區域

策，由研發及資訊部（以下簡稱研資部）建立「規

別等條件查詢相關工項單價資料。隨著資訊科技

範預算輔助平台」，提供規範預算編製者查詢、

*
**
***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程管理部資深協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程管理部技術經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工程管理部工程師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中心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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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施工規範預算平台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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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與校對工程施工規範及預算等功能；中興公

設計成果於提送業主前，均應辦理設計成果之查

司工程管理部（以下簡稱工管部）則依據公司規

證與確證，透過內控流程確保設計成果品質。

章，負責辦理巨額採購工程發包文件之圖說規範

技

及預算、風險評估、職安衛設施之審查工作，並

（三）招標文件品質提升的策略

術

協助建立廠商資料庫，與辦理通用規範資料庫及

傳統上公司辦理招標文件審查程序，係以審

標案預算資料庫建立、維護與更新，期能藉由於

核通過後方能提報業主，因審查、修正往返需多

規範預算輔助平台共同作業持續累積與回饋過

耗時日，故會壓縮設計人員文件編製及整合時

程，建構招標文件知識庫，加速文件編製與達成

程，且審查成果僅針對送審個案，錯誤態樣較難

品質提升目標。

提供其他標案編製參考。有鑑於此，工管部及業
主審查招標文件採並行作業，避免影響契約提送
期程，並綜整審查成果，按常見缺失態樣擬訂防

二、現行制度的應對策略

錯機制。
工程會為使公共工程施工品質具有一致性之

另依「設計部門為計畫品質負責、工管部為

標準，並促使公共工程作業標準化及技術資訊公

全公司招標文件品質提升負責」之權責劃分原則，

開化，建置「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以符合更多

以建構共同作業平台為服務主軸，轉換以往招標

使用者需求。研資部整合公司內部及外部網路資

文件辦理審查，只提供個案缺失改善之狹隘作為，

源，亦開發多項資訊系統，以提升招標文件品質。

秉持「品質是做出來的，不是審出來的」理念，

分別概述如下：

建置共同作業平台，利用資訊共享及資料提供，
以提升招標文件製作效率及正確性。

（一）工程會的規定及作為
為提升使用者查詢便利性，工程會建置新版
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提供各界人士使用。工程

（四）作業平台說明
1. 規範預算輔助平台的演進

會為協助各機關妥適使用綱要規範及建立其編修

中興公司於 2010 年建置施工規範平台，提供

機制，制定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及「公共工程共通

規範編製輔助工具，除可直接引用工程會綱要規

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使用及編修應注意事項」，

範、機關標準規範或類似標案案例，快速於平台

供辦理公共工程相關單位參考。目前綱要規範共

建構施工規範外，亦提供規範編製與查詢所需之

有 17 篇，約 800 餘章。並配合國家標準或國際標

相關自動化輔助功能：包括章節與預算編碼參照、

準修正及工程需求，不定期檢討更新。

CNS/ASTM/JIS 引用校閱等。
配合公共工程預算編製流程及需求（如圖
1），2019 年規劃「規範預算輔助平台」，系統

（二）中興公司 ISO 規章
中興公司已導入 ISO 9001 與 ISO 45001 管理

架構如圖 2，目的為整合各計畫標案之規範與預

系統之認證，訂有 28 篇程序書及 27 篇作業說明

算，可同步查詢各標案之規範預算資訊，俾利預

書，針對設計文件品質確保，訂有完整程序書，

算工程師藉由自動校對功能將規範與預算調整一

計畫主管依設計完成度安排工作檢討會或以書面

致。截至 2021 年 8 月底，平台累計收納逾 390 篇

方式，確認設計工作之功能性與正確性，完成之

標案預算 PCCES 檔案、逾 270 篇開放查詢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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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3）。本平台亦包括風險評估資料庫（如

程

圖 4）、假設工程資料庫、廠商資料庫與工程新
知推播等各項功能，提供設計部門編製招標文件

技

完整服務。

術

圖3

圖1

預算平台—工項查詢介面

預算編製流程
圖4

風險評估資料庫

2. 圖檔管理系統之使用
依中興公司之規定，與設計之相關電腦圖檔
如測量地形、開挖配置、圖框等，需使用「圖檔
管理系統」，將母圖上傳共享，並由各部門訂定
製圖要點、律定圖層、線型、線寬等圖檔繪製規
定，辦理設計圖檔上傳及版本管理。
3. 於平台進行整合作業
為確保專業技術服務過程每一環節之品質控
管，中興公司開發有完善之施工規範輔助平台、
規範預算輔助平台、圖檔管理系統、設計計畫執
行輔助平台等工具來輔助設計工作執行，平台間
設有互相勾稽防錯機制，增加整合正確性，使設
計成果能符合業主工程規劃需求、預算編製與工
期規劃合理、工程承攬廠商履行契約無重大爭議
圖2

規範預算輔助平台架構

求償事項，創造業主、顧問公司、承攬廠商於工
程計畫推動三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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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回饋避免再犯

（3）設計圖、施工規範檢驗標準不一致

程

中興公司訂有「工程問題與對策通報」制度，

（4）施工規範計量單位與工程預算書不一致

要求計畫於執行過程中或有可供日後工程參考案

技

例時，需按規定填寫通報，詳述問題內容與相關

（二）議題對策說明

術

處理建議，以利經驗分享。自 2004 年起至 2021

從前述審查結果發現，招標文件品質良窳與

年 8 月底共有 1,490 篇，並連結至規範預算輔助

整合階段投入程度有關。如何改善公司內部制度、

平台供設計成員參考並配合修正規範預算內容，

組織程序、人員能力養成及系統管理維護，避免

避免錯誤重複發生。

壓縮整合作業時程，為提升文件品質重要課題。
1. 組織及制度

三、議題探討與對策說明

（1）整合審核制度與平台作業流程
技術服務期程往往受到主辦機關工程建設期

（一）案例統計分析
工管部辦理標案審查後，即召開座談會邀請
相關部門人員參與，將常見錯誤態樣及改善對策
於會中說明，以避免類似問題重覆發生。綜整分
析完成審查之 10 餘件標案，其中以設計圖及文件
整合度過檢率較為不佳，發現問題簡述如下：

程執行壓力，契約所定規劃設計期程備受壓縮，
非顧問公司所能改變之現實狀況。依循 ISO 設計
品質管制方式將作業平台流程合理化、最佳化，
並妥善應用公司既有平台與設計文件、圖檔管理
資料庫等工具，提升設計作業效率與設計成果精
確度，方能有效控管設計各項作業時程，可於契

1. 施工規範部分：
（1）引用已廢止或編碼不存在的 CNS、ASTM、

約期限內完成。
（2）建置共同作業平台以提升效率

JIS

中興公司曾以問卷進行內部調查，多數規範

（2）套用施工規範內容未審酌工程特性

預算編製承辦人反映作業時間不足，除因前述契

2. 工程預算部分：
（1）部分工項數量與契約工期不符

約期程緊湊外，規範預算須待設計成果趨近完成

（2）部分預算工項未整合而同一工作項目編

方可提供具體資訊進行編製，設計成果產出如有

製 2 個以上單價

延宕，即壓縮後續規範預算編製及整合時間，嚴

（3）職安衛設施未配合計畫特性量化編列

重影響招標文件品質。

3. 細部設計圖部分：

目前預算平台提供共同作業環境（如圖 5），

（1）一般說明之規定與設計圖標示或附註不
一致

利用作業人員指派及預算版本控管，作為各部門
預算製作準則及檔案、資料交換中心，將各預算

（2）部分設計圖內容漏編計價工作項目

工項連結相對應施工規範，可在同一作業環境下，

4. 圖說整合部分：

快速參照查對及偵錯，大幅節省作業時間，提升

（1）設計成員間製圖規範未整合，常造成圖
檔套繪後圖面不一致情事

作業效率及預算品質。若工程已發包且無保密需
求，系統可設定開放檔案供使用者查詢及下載使

（2）標準圖與預算書之工作項目、數量不一
致或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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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導向知識累積及傳遞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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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而造成履約困難。

程

施工規劃不周全致使預算或規範與實際需求不

工

容，導致設計成果於現場施作可行性不佳，或因

技
術

圖6

常用基本工項資料庫

設計團隊成員雖多具備基礎知識技能，但因
個案特性，以往經驗與實務存有落差。近年來技
術服務契約規定及要求繁瑣，且受限設計期程壓
縮，資深工程師未能有充足時間來逐步引導成員
完成工作，使專業知識與技能無法順利傳承。
3. 資料庫建立、運用、維護及整合
圖5

（1）圖資及風險評估資料庫維護

規範預算管理介面

部分招標文件偶有發生引用舊版標準圖情
（3）文件整合建置防錯功能

形，故需定期維護標準圖資料庫，查對圖資附註

部分標案因規模龐大、分工較細，常見設計、

說明與規範是否一致、產品規格是否符合市場實

規範及預算工程師各自作業、缺少整合。經探究，

情等，應為平台維護之必要工作，俾利各標案可

似因各設計部門之間未統一律定共通項目之編製

快速引用正確內容，無須重複校對。

規則，造成相同工項，卻有不同名稱及單價之情
事發生，容易造成履約爭議。

且因應前述「評選方案未扣合計畫」之流標
主因，規劃設計須配合標案特性進行各階段風險

爰此，工管部建置逾 3,000 工項之常用基本

評估、使設計成果施工性與安全性更能符合計畫

工項資料庫（如圖 6），符合工程會編碼正確率

需求。規範預算輔助平台亦建置設計階段風險評

達 99.15％，並已上傳至規範預算輔助平台，提供

估專區，包括職安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各標案

設計部門律定預算標準工項及單價（如鋼筋、混

風險評估報告、勞動部營造業施工安全技術教材

凝土、機具等）使用。各計畫可於工作啟始會議

31 本叢書之風險評估表經獲授權並予數位化，

時發布，供設計團隊引用，以杜絕前述問題。

上傳至平台供設計成員編製風險評估報告時引用

2. 團隊成員能力提升

（如圖 7）。

由文件審查過程發現，部分缺失肇因於設計

（2）利用規範預算輔助平台進行校閱

成員對招標文件架構及須核對項目缺乏全面瞭

工程會已訂定工程標案施工規範標準之編製

解，在未充分考量實務需求下進行設計，或因時

方式，招標文件製作時若參考綱要規範之章名、

程緊迫引用過去案例而未因地制宜修正設計內

章碼須不得更改且應遵循範例架構，惟經審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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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發現有部分計畫準備之施工規範未按架構編

惟目前因編碼正確率尚無法臻至完善，自動

製、施工規範引用廢止 CNS 或預算書施工項目無

檢核尚難一鍵滿足所有要求，仍須人工複核，有

對應施工規範章碼等謬誤情形，有改進之必要。

鑑於此，工管部於規範預算輔助平台建構招標文

技

件查檢項目清單，分為設計圖、規範、預算及整

術

合性檢查等 4 章、合計 105 項查檢項目，查檢項
目包括各機關函頒事項、中興公司 ISO 規定、新
法規新辦法及常見錯誤態樣等，可對照此查檢表
進行自主檢查，以減少招標文件內容不一致之情
形。
本於資訊共享的數位文化概念，截至 2021
年 8 月底預算平台已匯入數百筆設計標案，供使
用者查詢（圖 9），預算編製者亦可下載檔案至
PCCES 中參考引用。目前亦積極利用錯誤態樣反
饋機制，優化工項自動檢核功能，以縮短人工核
圖7

規範預算輔助平台風險評估專區

對時間。

中興公司 ISO 作業說明書對於工程設計文件
製作程序及校核、審核等品質控管作業皆有詳細
及嚴謹規定，爰此建置施工規範輔助平台自動檢
查功能（如圖 8），利用自動校閱報表，串接及
勾稽 CNS、規範、預算與設計圖間一致性，以避
免文件內容相互矛盾。

圖9

預算平台—計畫成果查詢介面

（三）問卷調查優化平台
為精進平台功能，經採用問卷及訪談方式蒐
集設計部門意見，並藉此確立平台優化方向符合
使用者期待。按問卷結果統計，有高達 92.4％回
覆認為招標文件製作時間不足，如未有專人協助
整合或審視整體計畫書圖內容，易導致招標文件
圖8

整合性不佳等問題。

施工規範 ISO 自動校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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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檢索平台內之規範（如圖 10）及預算檔案、建

台整併為共同作業平台，除藉由平台共享

立廠商資料庫（如圖 11）、詢價資料庫功能等，

資料庫提升招標文件製作效率及正確性，

以上均已作為持續開發、擴充各項平台功能之參

並 依 ISO 規 定 及 內 部 品 質 稽 核 程 序， 建

考。

置平台作業流程（Work Flow）、如下圖
12，於設計執行各階段訂定停留點（Hold
Point），未經完成此階段程序核准，無法
進行下一動作，分層把關以確保工作成果

圖 10

施工規範全文檢索介面

圖 12

平台作業流程（以規範編製為例）

能符合既定功能與要求。

（二）擴充資料庫、加速自動化：政府機關推動
營建自動化不遺餘力，搭配工程設計相關
政策之推動，均期許工程顧問公司由計畫
開始即採用自動化技術。中興公司在數位
創新與自動化的腳步未曾停歇，目前正開
發預算書自動檢核模組，找出預算編製疏
圖 11

漏錯誤並提出告警，確保設計成果品質，

廠商資料庫搜尋介面

亦正研擬 BIM 設計與預算編製自動化研發
作業，期能透過 BIM 自動算量工具及於規

四、結論與展望

範預算輔助平台自動估價系統之數位匯流
及資訊整合（如圖 13），即時、正確產出

（一）作業平台納入 ISO 制度：平台作業優點

33

術

饋資料庫，後續已規劃擬將規範與預算平

技

提供過去案例之參考資料、新增關鍵字，提供全

程

在於作業時資料將被擷取留存，並可回

工

設計部門之回饋意見相當多元，例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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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契約納入相關條文，給予實質給付，

程

例如採用數位化作業平台或自動化設計，
編列獨立計價項目等，以引領營造業數位

技

創新，為建構數位文化及產業升級鋪路。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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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BIM 與規範預算整合流程

設計成果，除可提高作業時效及成果品質
外，並將設計所節省人力轉至提供更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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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滲試驗方法及其應用

技

摘

要

水力傳導係數與土壤的構造、結構、孔隙大小、顆粒大小及其分布，以及水的溫度與離子組成等因
素有關，以致於無法有一個學理性的公式，可推估任何一個地區地表或含水層的水力傳導係數，因此，
地表水力傳導係數必需透過現地入滲試驗進行推估。本文運用符合美國 ASTM 標準之加拿大 ETC Pask
入滲儀，說明試驗原理、步驟與限制等。經大範圍現地入滲試驗，歸納地表水力傳導係數特性，可提供
水資源規劃時地面水入滲補注地下水量估算參考。
關鍵字：水力傳導係數、入滲試驗

一、前

言

平方向的變化。所以水平方向的 K 值與垂直方向
的 K 值總是不同的，且前者總是大於後者。

地面水入滲進入地下含水層能力與水力傳導

水力傳導係數是地下水流動的最重要的一個

係數（文中簡稱 K 值）有關，土壤在飽水的條件

參數之一，並提供地面水入滲補注量估算依據。

下，由於黏粒膨脹引起孔隙大小分布的變化，以

但是影響水力傳導係數的因子有很多，包括孔隙

及土壤和水的相互作用，如陽離子交換等因素，

的大小（Pore Size）、孔隙率（Porosity）、水的

都可能使 K 值在飽水的狀態下發生變化。但對大

黏滯性（Viscosity）等，以致於無法有一個學理

多數土壤來說，在多數情況下，飽和水力傳導係

性的公式，可預估任何一個地區地表或含水層的

數可以看作是一個常數。一般來說，K 值的大小

水力傳導係數，因此，地表水力傳導係數必需透

與土壤的構造、結構、孔隙大小、顆粒大小及其

過現地入滲試驗進行推估。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曾於 1991 至 1992 年

分布，以及水的溫度與離子組成等因素有關。
土壤質地均勻，顆粒粗大，黏粒結構好，孔

間，於雲林、彰化、高雄、屏東等地區，採傳統

隙較大時，水力傳導係數 K 較大，反之 K 值較小，

雙環試驗方式，進行將近 600 個點位現地入滲試

滲透性能較差。在大多數情況下，土壤顆粒的沉

驗，K 值值域約略介於每秒 1.0×10-9 至 1.9×10-5

積是成層的，而且垂直方向的變化往往要大於水

公尺間。惟該等研究報告中較著重入滲率論述，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工程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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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快速的大範圍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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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表入滲試驗方法

並無完整歸納水力傳導係數分布特性。林俐玲等

程

（2008 年）評估比較國內常用入滲試驗方法後，
指出國內常見雙環入滲試驗及其替代方法 Guelph

（一）試驗原理與比較

技
術

滲透法（試驗儀 器 如 圖 1）， 均 符 合 2016 年 美

本文所指簡單快速之入滲試驗方式，係指採

國材料試驗協會（ASTM D5126）規範標準，而

用加拿大 ETC Pask （由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Guelph 入滲儀有野外入滲試驗快速與便利之優

Canada Ltd., ETC 販 售 ; David Pask 提 出 ） 入 滲

勢。本文說明一種同樣符合 ASTM 標準的簡單入

儀進行現地入滲試驗，該試驗主要依據 Reynolds

滲試驗方法，優點為簡省人力、試驗用水及時間，

（1993） 及 Elrick 與 Reynolds （1986） 理 論 基

可快速地於大範圍進行地表入滲試驗，方便歸納

礎，以恆定水頭井孔入滲儀（Constant Head Well

地表水力傳導係數與地表利用之間的關聯，可供

Permeameter, CHWP），透過井孔內恆定水頭，

水資源規劃工作運用參考。

於非飽和土層形成一個飽和水球體，量測現地飽
和水力傳導係數。
此試驗方法與國內常見雙環入滲試驗及其替
代方法 Guelph 滲透法，均符合 2016 年美國材料
試驗協會（ASTM D5126）規範標準。林俐玲等
（2008 年）評估比較後指出 Guelph 入滲儀有野
外入滲試驗快速與便利之優勢，其與 ETC Pask 入
滲儀比較如表 2，顯示 ETC Pask 入滲儀於現場更
容易操作，且可減省試驗消耗水量與所需操作人
力。
ETC Pask 入滲儀是一種方便易用的設備，
試驗過程僅需記錄入滲儀內水位面變化與時間

（a）傳統雙環入滲試驗採用設備

關係。此類 CHWP 的儀器尺寸與架設示意如圖
2 所示，透過試驗井孔內恆定水頭（H）補水，
測量入滲儀深入土層橫截面積（X）中水位的下
降 速 率（R）， 水 流 速 率（Q） 即 為 Q = XR，
可採下式計算飽和水力傳導係數 K（Reynolds,
1993）：
K ＝ CQ / [2pH2+Cπa2+（2πH /α*）]
其中 C 是從選擇的形狀因子，a 是井半徑，

（b）晚近導入國內之 Guelph 入滲儀

圖1

*

α 是從表 1 中的土壤類別現地估計的參數；K 為

傳統雙環入滲試驗設備與 Guelph 入滲儀

綜合水平與垂向之飽和水力傳導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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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視覺估計土壤類型參數表
土壤類型

地復原。

α*（cm ）
0.36

0.12

多孔材料，質地細膩，質地豐
滿；包括非結構化的粘土和粉
紮實
質土壤，以及非常精細到精細 （類型：3）
的無結構沙質材料。

0.04

壓實的，無結構的粘土材料，
非常紮實
如垃圾填埋帽和襯墊，湖泊或
（類型：4）
海洋沉積物。

儀無試驗深度限制，惟仍需依據目的決定試驗深
度，若僅利用 ETC 原廠提供工具而言，試驗位置
通常以 60 公分內淺層土層為主。無法採用 ETC
Pask 入滲儀進行試驗區域，包括：（1）地表大
量卵礫石與碎石；此時入滲較快，水力傳導係數
較大，即使透過攝影機亦難以掌握刻度讀數與時
間記錄，且亦有無法掘孔問題，因此 ETC Pask 入

0.01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Reynolds, W.D., (2008) and Reynolds
et al (2015).

（二）試驗步驟與限制
採用 ETC Pask 入滲儀（包括隨附手鑽桿與鋼
刷等）進行現地入滲試驗，省水、省力且省時，僅
由一名人員操作即可完成作業（如圖 3）。依據原

滲儀適用調查 K 值範圍為每秒 1×10-9 至 7×10-4
公尺間；（2）地下水出滲區；ETC 原廠使用手
冊建議試驗孔底地下水位需大於 20 公分埋深較為
理想；若於地下水出滲區，需另採滲流儀（Seepage
Meter）推估 K 值，詳 2018 年水利規劃試驗所「埔
里盆地地下水開發可行性規劃」成果。因此，只
要可以手鑽 3 英吋孔徑達 20 公分深以上的孔，皆
可採 ETC Pask 進行入滲試驗。

廠使用手冊（ETC, 2018）及執行水利署委辦計畫
（水利規劃試驗所，2020、2021 年；南區水資源
局，2020 年）實際操作經驗，試驗步驟簡述如下。
1. 以小型鏟子試挖，判斷是否可順利掘出試坑，
通常於佈滿碎石地區較為困難施測；
2. 架設攝影設備，以利入滲儀水面刻度判讀；並
填寫試驗點位基本資料；
3. 以小型鏟子掘 1 個約 20 立方公分的錐形坑，
或依目標深度決定試坑大小與位置；
4. 以手鑽桿鑿 1 個約 30 公分深的孔（或依目標
深度決定位置，通常小於 60 公分），並確認
土質（如圖 4）；
5. 以鋼刷輕刷孔壁，避免掘土過程不當壓密土層；
6. 將入滲儀倒立添滿水後（總用水量為 6 公升以
內，並預留清洗水量），迅速再轉正置入孔中；
7. 依入滲儀水位降低刻度 記錄該刻度相對應的時

資料來源：User Guide–ETC Pask (Constant Head Well)
Permeameter for in-situ Measurement of Field
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Soils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Canada Ltd., 2018.)

刻（包括時、分、秒）；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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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PASK 入滲試驗示意圖

術

大多數結構化和中等紋理材
料；包 括 結 構 化 的粘 土 和 壤
中等
土，以及非結構化的中等單粒
（類型：2）
狀砂。 這個類別通常是大多
數土壤的首選。

理論上，配合挖土機情形下，ETC Pask 入滲

技

粗砂和砂礫；還可以包括一些
軟
具有大裂縫和 / 或大孔的高度
（類型：1）
結構化的土壤。

程

結構類別

8. 達連續 5 次以上入滲速率一致時結束試驗，場
-1

工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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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程

比較項目
用途

技

適用範圍

ETC PASK 與 Guelph 入滲儀比較表
ETC Pask 入滲儀

Guelph 入滲儀

現場土壤飽和水力傳導係數
1.0×10-9 至
-4

7.0×10 m/sec

10-7 至
10-4 m/sec

術

適用土壤質 任何土壤類型（USDA / CSSC：粘土到砂；
地 / 類型

USCS：砂、粉砂、淤泥和粘土）

設置，填充
約 2 分鐘

和拆除儀器

約 7 分鐘

的時間
大多數中等滲透性土壤的測試需要 20-45
試驗時間

分鐘。

註：作者執行隘寮溪多功能人工湖調查規劃（經濟部水利
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1 年）時現場試驗所拍攝。

圖3

採 ETC Pask 入滲儀現場入滲試驗情形

對非常緩慢滲透的土壤（粘土）進行測試
可能需要幾個小時。

是否提供快
速現場
計算表
所需的水量

有， 對 於 Reynolds
（2008） 描 述 的 四
種主要土壤毛細管
類別類型。
每次測試約 2 升
Reynolds(2008),

理論與計算 Elrick & Reynolds
基於

無

(1985, 1992),Lilly
(1991, 1994, 2000)

每次測試約 2.5 升
Elrick & Reynolds
(1985, 1992), Zhang
& Parkin (1998)

註：作者執行隘寮溪多功能人工湖調查規劃（經濟部水利
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1 年）時現場試驗所拍攝。

土壤表面以
下最大操作 標準型號為 60 公分

圖4

標準型號為 75 公分

ETC Pask 入滲儀及其下方試驗鑽孔

/ 測試深度

三、地表入滲試驗成果與討論

能否測試非 標 準 型 號 無 支 撐 入
常柔軟的土 透 儀， 在 測 試 過 程 三腳架能支撐入滲儀
壤，承載能 中 可 能 會 沉 入 土 壤 並防止下沉。
力低
井中水位

蒐集目前採 ETC PASK 入滲儀於現場進行入

中。

滲試驗成果，主要包括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15 公分

2.5 公分至 25 公分

驗所於 2020 年「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工程調

約為 8.3 公分

約為 6 公分

查及規劃」、「屏東地區穩定地下水源及運用調

1.4kg

1.8kg

4.1kg

14.9kg

套件的

1372mm×381mm

1270mm×444mm

外形尺寸

×203mm

×152mm

高度
井孔直徑
僅滲透儀的
重量
完整套件
重量

查規劃」，2021 年「隘寮溪多功能人工湖調查規
劃」，及南區水資源局於 2020 年「高屏溪流域水
資源監測評析及荖濃溪沿岸聚落供水調查評估」
等，分別於美濃平原、荖濃溪、隘寮溪與屏北地
區等地區進行現地入滲試驗。藉由地面土壤上量

資料來源：User Guide–ETC Pask (Constant Head Well)
Permeameter for in-situ Measurement of Field
Saturated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Soils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Canada Lt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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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入滲量與時間的關係，分析該測點之飽和水力
傳導係數。摘錄該等規劃報告書中試驗成果，其
位置如圖 5 至圖 8 所示，各點位入滲試驗條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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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傳導係數整理如表 3 至表 6 所示。其中，理

程

論入滲曲線（趨勢線）係採荷頓入滲公式繪製，
如圖 9。

技
術

註：資料來源為屏東地區穩定地下水源及運用調查規劃（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0 年）。

圖7

案例三地表入滲試驗位置圖

註：資料來源為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工程調查及規劃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0 年）。

圖5

案例一地表入滲試驗位置圖

註：資料來源為隘寮溪多功能人工湖調查規劃（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2021 年）。

圖8

案例四地表入滲試驗位置圖

註：資料來源為高屏溪流域水資源監測評析及荖濃溪沿岸聚落
供水調查評估（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2020 年）。

圖6

案例二地表入滲試驗位置圖

註：資料來源為隘寮溪多功能人工湖調查規劃（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2021 年）。

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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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入滲試驗數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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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成果顯示水力傳導係數介於每秒

至 1.0×10-7 公尺數量級，水田、毛豆耕作地及經

1.9×10-4 至 3.1×10-9 公尺間，大致與所在區位與

淤積之湖庫底 K 值約是每秒 1.0×10-8 至 1.0×10-9

種植作物類型之地表利用有關，河床 K 值約是每

公尺數量級。可提供水文地質概念模型模擬參考

技

-4

秒 1.0×10 公尺數量級，河床灘地 K 值約是每秒
-5

術

1.0×10 公尺數量級，旱作 K 值約是每秒 1.0×10
表3

估算參考。

案例一入滲試驗條件及水力傳導係數
作物別

鑽孔深度
（cm）

試驗
日期

02241 土庫農場毛豆田 120.51384 22.82103 耕作土

2

毛豆

55

2019/2/24

26

5.3E-08

02252

荖濃溪龜山圳頭
120.57564 22.85459 砂質土
（枯水期）

1

河道

52

2019/2/25

28

1.9E-04

02253

廣興滯洪池育苗
120.57276 22.91695 耕作土
地

2

育苗地

59

2019/2/25

25

2.1E-06

120.55461 22.84028 待耕土

2

待耕

49

2019/2/25

28

1.9E-06

荖濃溪灘地鳳梨
120.52751 22.79248 砂質土
園

1

鳳梨

60

2019/2/26

30

2.6E-05

名稱

02254 BH4 待耕地
02262

坐標
Y

土壤
概述

氣溫
K
（℃） （m/sec）

土壤
類型

編號

坐標
X

運用，及水資源規劃時地面水入滲補注地下水量

-6

02264 BH1 檸檬園

120.54634 22.87341 耕作土

2

檸檬

48

2019/2/26

28

6.0E-07

03041 BH5 芭蕉園

120.52399 22.83922 耕作土

2

芭蕉（主）
檸檬（輔）

58

2019/3/4

30

5.3E-08

03051 獅圳二幹水稻田 120.53562 22.90585 耕作土

3

水稻

50

2019/3/5

26

3.1E-09

03052 美濃湖菊花田

120.55588 22.90764 耕作土

2

菊花

55

2019/3/5

28

5.3E-07

03053

美濃湖東側灘地
120.55542 22.90788 湖內土
（枯水期）

2

低野草

50

2019/3/5

28

2.7E-07

03054

美濃湖西側灘地
120.55288 22.90935 湖內土
（枯水期）

3

低野草

40

2019/3/5

28

3.1E-08

03061

手巾寮農場毛豆
120.50786 22.84974 耕作土
田

2

毛豆

30

2019/3/6

30

4.3E-07

03062 吉洋國小芭樂園 120.52046 22.86316 耕作土

2

芭樂

40

2019/3/6

30

1.4E-06

金瓜寮農場毛豆
03063
120.51160 22.86690 耕作土
田

2

毛豆

30

2019/3/6

30

1.4E-07

03064 里港埔尾香蕉園 120.47252 22.82949 耕作土

2

香蕉

40

2019/3/6

31

2.0E-05

03171

朧祥河濱公園
120.52425 22.80724 砂質土
（枯水期）

2

草坪

25

2019/3/17

30

2.0E-05

03172

高美橋灘地香蕉
120.56532 22.84152 耕作土
園

2

香蕉樹苗

25

2019/3/17

30

5.3E-06

03173 西勢坑溪芒果園 120.60371 22.87312 耕作土

2

芒果

25

2019/3/17

30

1.6E-06

03174 新威大橋竹子園 120.62498 22.88204 耕作土

2

竹子

47

2019/3/17

30

2.5E-07

03175

美濃溪灘地（枯
120.52887 22.89541 砂質土
水期）

2

野草

30

2019/3/17

30

2.7E-06

06091

上河壩收割水稻
120.56043 22.86383 耕作土
田

2

水稻
（已收割）

37

2019/6/9

35

9.2E-07

2

芭蕉

51

2019/6/9

35

9.2E-07

06092 滯七芭蕉園

120.56977 22.91008 耕作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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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入滲試驗條件及水力傳導係數（續表）
鑽孔深度
（cm）

試驗
日期

06101 滯六收割水稻田 120.55984 22.90138 耕作土

2

水稻
（已收割）

39

2019/6/10

35

2.7E-06

技

06102

滯六滯七收割水
120.56847 22.90505 耕作土
稻田

2

水稻
（已收割）

48

2019/6/10

35

3.2E-07

術

土壤
概述

06103

美濃溪河床
（豐水期）

120.57104 22.91468 砂質土

1

無

20

2019/6/10

37

1.0E-04

06104

美濃溪灘地
（豐水期）

120.52914 22.89374 砂質土

1

無

33

2019/6/10

37

1.0E-05

06105

高美橋灘地收割
120.56602 22.84248 耕作土
水稻田

2

水稻
（已收割）

30

2019/6/10

35

1.3E-07

06151

美濃湖東側灘地
120.55544 22.90786 湖內土
（豐水期）

3

低野草

35

2019/6/15

32

3.1E-08

06152

高美橋下游荖濃
120.56491 22.84052 砂質土
溪（豐水期）

1

河道

35

2019/6/15

32

4.8E-05

06161

旗山溪河床
（豐水期）

1

河道

25

2019/6/16

32

1.6E-05

120.48417 22.85402 砂質土

註：資料來源為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工程調查及規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0 年）；土壤類型詳表 1
所述；試驗位置如圖 5。

表4
編號

名稱

案例二入滲試驗條件及水力傳導係數

坐標
X

坐標
Y

土壤
概述

土壤
類型

作物別

鑽孔深度
（cm）

試驗
日期

氣溫
K
（℃） （m/sec）

T1

階地旱作

120.6471

22.9961

耕作土

2

芭樂

20

2020/3/30

29

1.1E-05

T2

荖濃溪河階地

120.6410

22.9945

砂質土

2

雜草

29

2020/3/30

30

7.5E-06

T3

水公司 8 號井旁
120.6415
荖濃溪河床

22.9869

砂質土

1

無

20

2020/3/30

30

2.1E-05

T4

五公寺下游荖濃
120.6467
溪河床

22.9690

砂質土

1

無

49

2020/3/30

30

1.6E-04

註：資料來源為高屏溪流域水資源監測評析及荖濃溪沿岸聚落供水調查評估 (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2020 年 )；
土壤類型詳表 1 所述；試驗位置如圖 6。

表5

案例三入滲試驗條件及水力傳導係數
氣溫
K
（℃） （m/sec）

編號

名稱

坐標
X

坐標
Y

土壤
概述

土壤
類型

作物別

鑽孔深度
（cm）

試驗
日期

T1

隘寮溪左岸灘地

120.6287

22.7140

砂質土

1

芒果

30

2020/5/8

30

1.4E-05

T2

水門公有地

120.6234

22.7133

砂質土

1

芒果

25

2020/5/8

30

1.9E-05

T3

隘寮溪河床

120.6212

22.7278

砂質土

1

無

20

2020/5/8

30

1.5E-04

T4

九如玉泉村

120.5152

22.7203

耕作土

2

花

30

2020/5/8

32

8.0E-07

註：資料來源為屏東地區穩定地下水源及運用調查規劃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0 年 )；土壤類型詳表 1 所述；
試驗位置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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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別

名稱

坐標
Y

氣溫
K
（℃） （m/sec）

土壤
類型

編號

坐標
X

工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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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案例四入滲試驗條件及水力傳導係數
土壤
類型

作物別

鑽孔深度
（cm）

試驗
日期

氣溫
K
（℃） （m/sec）

T1

安順寮滯洪池

120.2397

23.0820

乾土帶
黏土

3

無

30

2021/4/13

30

2.5E-08

術

土壤
概述

技

坐標
Y

程

坐標
X

編號

T2

古坑人工湖

120.5288

23.6322

乾硬土
砂

2

無

20

2021/4/14

27

2.9E-06

T3

平和滯洪池

120.4632

23.7021

帶砂含
泥黏土

2

無
（水芙蓉）

20

2021/4/23

31

1.2E-05

T4

石門水庫

121.3094

24.8158

微濕
黏土

4

無

30

2021/5/9

32

1.1E-07

T5

隘寮村檳榔園

120.6141

22.6975

含碎石
耕作土

2

檳榔

17

2021/5/12

35

1.3E-06

T6

BH1 孔旁蓮霧園

120.6240

22.7176

耕作土

2

蓮霧

30

2021/5/13

37

8.0E-06

T7

三地村檸檬園

120.6337

22.7119

耕作土

2

檸檬

40

2021/5/13

37

2.1E-05

T8

鹽埔椰子園

120.5883

22.7135

沙土

2

椰子

15

2021/5/13

37

1.1E-04

T9

水門村玉米園

120.6243

22.7106

耕作土

2

玉米（目前
無耕作）

27

2021/5/13

39

4.3E-06

T10

水門村芒果園

120.6326

22.7058

含碎石
沙土

2

芒果

15

2021/5/13

37

8.3E-05

T11

長治高麗菜園

120.5801

22.7081

耕作土

2

高麗菜

20

2021/5/13

37

2.8E-06

T12

恆春東門溪滯洪
120.7549
池

22.0072

乾土

2

無

40

2021/5/14

37

1.9E-06

名稱

註：資料來源為隘寮溪多功能人工湖調查規劃 (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21 年 )；土壤類型詳表 1 所述；試驗
位置如圖 8。

四、結

論

係數（K 值）大致與所在區位及種植作物類型之
地表利用有關，河床 K 值約是每秒 1.0×10-4 公

（一）加拿大 ETC Pask 入滲儀可應用於大範

尺數量級，河床灘地 K 值約是每秒 1.0×10-5 公尺

圍區域快速現地入滲試驗，只要可以手鑽 3 英吋

數量級，旱作 K 值約是每秒 1.0×10-6 至 1.0×10-7

孔徑達 20 公分深以上的孔，皆可採 ETC Pask 進

公尺數量級，水稻田、毛豆耕作地及經淤積之湖

行入滲試驗。配合挖土機進場情形下，ETC Pask

庫底部 K 值約是每秒 1.0×10-8 至 1.0×10-9 公尺

入滲儀並無試驗深度限制。惟無法於地表大量卵

數量級。可提供水文地質概念模型模擬參考運用，

礫石與碎石，及地下水出滲區進行試驗；適用調

及水資源規劃時地面水入滲補注地下水量估算參

查 K 值範圍為每秒 1×10-9 至 7×10-4 公尺間。本

考。

文作者引進國內後，目前已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運用於「鄉鎮尺度之地表土壤入滲率現地試
驗計畫─濁水溪沖積扇」等計畫之大範圍入滲試
驗調查。
（二）經歸納大範圍調查之數據，水力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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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技術介紹

技

吳鳴峯 **
摘

黃欣栩 ***

要

氣候變遷加劇全球水資源危機，開發多元化新興水源已為國際趨勢，其中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具
有水量大且穩定、不受水文天候限制的優勢，故世界各國逐漸將放流水回收再生產製之再生水納入水資
源供應體系，供作平時民生次級用水及工業用水，或作為乾旱時期之救急水源。高科技產業為我國重點
產業，因其用水量大、缺水耐受度低，為我國推動再生水開發案之主要使用者，然其為避免精密產品品
質受製程用水水質影響，特別關注水中微量物質如尿素。惟尿素非屬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公告檢測方法，
為瞭解水中存在濃度，據以設計適切之再生處理程序，並掌控濃度變化，以消弭使用者之疑慮，有必要
建立檢測方法供參循。本研究綜整國內外檢測技術及相關文獻，並參考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環境檢驗方法
建置與相關品保品管規定，建立以高效液相層析 / 串聯式質譜儀法（LC-MS/MS）檢測水中尿素濃度之
建議方法，並涵蓋採樣、檢測方法、品保品管相關規定。此外，為確保水中尿素濃度可符合高科技產業
水質需求，本研究蒐集彙整水中尿素去除處理技術，包括水解、生物處理、吸附法等，其中以溴化鈉、
次氯酸鈉等化學氧化法對水中微量尿素濃度有較顯著去除效果，若結合生物處理，去除率更可達 95%。
隨著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與製程產品之進步，產業對於水質要求更趨嚴苛，除了尿素外，可能還
包括其他尚無公告檢測方法的新興新污染物質，本研究已先就自然存在於環境中，且高科技產業有疑慮
的尿素，透過文獻收集、檢測相關規範的比對，搭配試驗建立尿素檢測建議方法，研究流程可作為其他
新興水質項目檢測方法建立時之參考。
關鍵字：尿素、檢測方法、高效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化學氧化法

一、前 言

穩定、水質相對單純、不受水文天候限制的優勢，
為具經濟規模之再生水水源，故世界各國亦已規

水資源為維生必要元素，亦是產業、經濟發

劃將其供作平時民生次級用水及工業用水或作為

展與社會安定之關鍵，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澇

乾旱時期之救急水源，如美國加州將污水處理廠

旱交替頻繁，使水源豐枯差異增加，加劇水資源

二級出流水經再生處理，注入地下作為取水水源；

管理危機。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具有水量大且

新加坡則直接供應新生水予工業使用，多餘新生

*
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工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工程研究中心資源循環利用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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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注入水庫與原水混合，經淨水處理成為公共用

二、尿素檢測方法綜整

程

水。臺灣接軌國際趨勢，於民國 105 年 3 月「永

技
術

續發展政策綱領」中，將污水下水道發展列為重

尿素為碳、氮、氧、氫組成的小分子有機化

點政策，積極辦理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

合物，分子式為 CH4N2O，分子量為 60.06，化學

利用示範推動方案；行政院「國家發展計畫」之

結構與醯胺類、氨基甲酸化合物相近。尿素可溶

「永續國土發展 - 完善水資源管理」，亦納入「加

於水、醇，不溶於乙醚、氯仿，具有高水溶性、

速建設污水下水道，並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低揮發性、熱不穩定特性，高溫下（160℃）會分

水回收再利用，強化水資源管理」；另一方面，

解產生氨氣與氰酸。自然界尿素來自於動物蛋白

民國 107 年經濟部提出之「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

質代謝產物，亦可利用氨與二氧化碳人工合成作

動方案」之開源行動策略亦包含開發再生水，顯

為植物氮肥用，因此伴隨著人類活動，尿素普遍

現再生水已為我國水資源永續發展擘畫之重點。

存在於環境中。

高 科 技 產 業 為 我 國 重 點 發 展 產 業， 民 國

本研究蒐集尿素檢測方法羅列如表 1，依其

105 年， 其 產 值 已 占 我 國 生 產 毛 額（GDP） 之

方法原理可分為直接比色法、間接比色法、光譜

11.2％，並在全球生產供應鏈中扮演舉足輕重的

法及層析法。

角色。為支持國內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滿足其生

（一）直接比色法：使用特殊呈色劑 （如鄰苯二

產過程中的用水需求，目前推動中的再生水開

甲醛）與尿素反應，會產生在特定波段具

發案，「臺南市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

有強吸收性的產物，再以分光光度計進行

再利用推動計畫統包工程」（永康案）及「臺南

比色分析，即可求得尿素含量。

市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

（二）間接比色法：利用特定酶分解尿素，會產

畫」（安平案）即以高科技產業集中之科學園區

生在特定波段具有強吸收性的產物，再以

為主要供水對象。高科技產業製程繁瑣須使用大

分光光度計分析其分解產物，利用分解產

量清洗用水，由於屬精密製程，水質需求多為超

物與尿素間比例關係，推算尿素含量。

純水等級，並嚴格管控水中可能會影響生產製程

（三）紅外光光譜法：樣品吸收紅外光時，分子間

的特殊物質，如尿素在製程過程可能會降解產生

振動使狀態由基態向高能階躍升，產生吸收

氨，使製程線寬產生變異或偏移，稱為 T 型效應

光譜訊息，主要用於定性官能基吸收峰，如

（亦稱 T-topping），降低產品良率，故永康案及

尿素中氨基及醯胺等官能基。此法可在不

安平案即要求再生水水中尿素濃度應小於 5 µg/L。

破壞樣品的情況下，藉由分析樣品之吸收

然尿素非屬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公告檢測方

光譜估算尿素含量。

法，為瞭解水中尿素可能存在之濃度，建構尿素

（四）層析法：包括離子層析 / 串聯式質譜儀（ion

濃度變化背景值，消弭使用者之疑慮，有必要建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IC-

置水中微量尿素檢測方法供相關單位參循；此外，

MS/MS）、液相層析 / 串聯式質譜儀（liquid

為確保再生水尿素濃度可符合高科技產業水質需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求，本研究亦蒐集彙整水中尿素去除處理技術，

LC-MS/MS） 及 高 效 能 液 相 層 析 儀（high

俾利相關單位參考，據以設計適切之再生處理程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序。

/ 紫外光氧化 / 紫外光偵測器法、高效能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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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層析管柱填充物（固定相）的吸附性不

級，搭配適當層析管柱還能提升層析效果，若再

同，將尿素與其他物質分離，再針對分離

配合同位素標定，可大幅增加尿素檢測的定性準

出來的尿素以質譜或紫外光定量。

確度，且環檢所已有多種化合物已公告採用此分

前述尿素檢測法中，直接∕間接比色法與紅

析技術，故使用層析法較適合高科技產業對水中
尿素濃度需小於 5 µg/L 的精確需求。

外光光譜法的靈敏度、準確度偏低，定量極限多

表 1 水中尿素檢測方法綜整
方法類別

直接
比色法

方法名稱

原理

丁二酮 顯
色法

於強酸溶液中加熱，尿素與丁二酮 （2,3-Butanedione Dioxime）
反應生成紅色的原二嗪（Diazine），顏色濃淡程度與尿素含量呈
正比。試劑取得容易、成本低，但具有毒性與腐蝕性，且試驗過
程需加熱，危險性高。

鄰苯二甲醛
比色法

於酸性環境中，尿素與顯色劑鄰苯二甲醛作用形成黃色的安替比
林（Phenazone），與轉色劑偏釩酸銨結合後為深藍色，顏色濃淡
程度與尿素含量呈正比。精密度、準確度佳、成本低且干擾少，
但靈敏度較低，無法測得低濃度尿素（< 3 mg/L）。

於酸性環境中，尿素與 PDAB 行 Ehrlich 反應，生成黃色的對二
對二甲氨基苯
胺基苯甲醛脲，顏色濃淡程度與尿素含量呈正比。顯色溫度 25
甲醛比色法
∼ 30℃，顯色時間為 5 分鐘。干擾少、操作方便，但靈敏度較低，
（PDAB）
大多用於乳製品、飼料等檢測。

定量極限

參考文獻

數 mg/L

黃報亮
等人（2013）

數 μg/L

Organo

於酸性溶液中，將待測樣品與亞硝酸鹽反應後加入格里斯試劑，
亞 硝 酸 鹽 ─ 格 格里斯試劑可與亞硝酸鹽發生偶氮反應呈紫紅色，透過溶液顏色
與標準液顏色比較，判斷樣品中是否含有尿素。此方法僅能定性，
里斯試劑法
無法得知尿素含量。

間接
比色法

吸光光度法

使反應試劑與尿素反應，再加入顯色劑 （含 28％硫酸） 使之呈
色，於波長 460 nm 下藉由吸光值測定尿素濃度。

酶偶聯法

尿素酶分解尿素產生氨，在 α- 酮戊酸和還原性輔酶 I （NADH）
存在下，經谷氨酸脫氫（GLDH）催化生成谷氨酸，NADH 則被
氧化為氧化型輔酶 I（NAD）。NADH 於波長 340 nm 有吸收峰，
可藉此檢測樣品中尿素含量。此方法專一性、精密度高，但試劑
昂貴且溶解後不穩定。

尿素酶─
波氏比色法

尿素水解後產生 NH4+ 與 CO2，在鹼性條件下，硝普鈉（亞硝基
鐵氰化鈉）可催化 NH4+ 與酚及次氯酸根反應生成藍色化合物。
操作簡便、反應時間短且不需避光。

酶電極法

甲酚紅法

尿素水解後產生的 NH4+ 改變溶液電導度，可利用導電度高低測
定樣品中尿素含量。反應時間短，適合用於現場快篩。
數 mg/L 至 黃報亮
尿素水解後產生 NH4+ 使溶液 pH 值增加，加入甲酚紅觀察顏色變 數百 μg/L 等人（2013）
化，藉此判斷樣品中是否含有尿素。此方法簡單、快速，但僅能
定性，且尿素酶在弱酸環境中活性最佳，而甲酚紅在鹼性環境中
才顯色，不利於尿素酶活性。

鄰甲酚酞綜合
試劑法

尿素水解後產生 NH4+，溶液中氫離子濃度改變，於緩衝溶液中加
入鄰甲酚酞綜合試劑作為顯色劑，於波長 570 nm 下具有最大吸
光值，藉由吸光值測定尿素濃度。顯色穩定性高、線性範圍廣，
但易受緩衝溶液濃度影響。

ATP 水解酶法

尿素與 ATP 產生水解反應，再利用發光分析系統測定 ATP 分解
率，計算尿素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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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或定性應用；層析法定量極限多可達 μg/L 等

技

要原理係利用樣品中不同物質（移動相）

程

為數個 mg/L，較適用於食品檢驗、臨床醫療上快

工

相層析儀（HPLC）/ 螢光偵測器法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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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中尿素檢測方法綜整（續表）

程
技

方法類別
方法名稱
紅外光
傅立葉轉換紅
光譜法
外光光譜法

術

液相層析儀 /
衍生化 / 螢光
偵測器法

層析法

原理
定量極限
參考文獻
觀察氨基及醯胺等官能基吸收峰，估算尿素含量，此法主要用於
黃報亮
％
定性。
等人（2013）
水樣經層析分離後進行衍生化，以螢光偵測器測其螢光強度，以
Clark et al.
求得尿素濃度。
數十 μg/L
(2017)

離 子 層 析 串 聯 尿素等其他物質與陽離子交換樹脂親合力不同而被分離，再利用
式 質 譜 儀 法 串聯式質譜儀定性與定量。
（IC-MS/MS）

sub-μg/L

Thermo
Fisher

液 相 層 析 串 聯 尿素經層析管柱分離後，以串聯式質譜儀定性與定量。
式質譜儀（LCMS/MS）

sub-μg/L

Wang et al.
(2017)

高 效 能 液 相 層 藉由層析管柱分離尿素與其他含氮物質，以紫外光氧化尿素生成
析儀 / 紫外光氧 硝酸鹽，再以紫外光偵測器定量硝酸鹽濃度。
化 / 紫外光偵測
器法

數 μg/L

Ovivo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應有不同之採樣步驟。

三、水中微量尿素檢測建議方法

1. 自來水及再生水
隨著高科技精密產業的發展，水中微量尿素

自來水及再生水水質條件較為相近，採樣環

濃度檢測可能越來越受重視，考量 LC-MS/MS 在

境亦類似，皆有水龍頭或出水口，故可依「NIEA

微量檢測上的普遍性，以及高科技產業的用水來

W101.56A 飲用水水質採樣方法」自來水供水系

源，本計畫彙整國內外尿素相關採樣、檢測方法

統與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之水質採樣建議，應排水

文獻，並參考環檢所品質指引及水質檢測方法總

20 秒以上確認採取樣品為直接自供水管線流出之

則，針對自來水、再生水、地面水等基質研擬「水

新鮮水樣，並調整水量使水流成柱狀而不致濺散，

中尿素檢測建議方法」，內容包含採樣方法、保

再直接以樣品瓶採樣。採樣時應注意樣品瓶瓶口

存條件、檢測方法以及檢測實驗室應有之品保品

不得接觸出水口，並避免於裝填水樣時有氣泡通

管機制，並以 LC-MS/MS 檢測水中尿素濃度。各

過，且封瓶時確認樣品瓶中無氣泡殘留，最後貼

步驟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上樣品標籤及封條。
2. 地面水（不包括海水）
考量地面水（不包括海水） 採樣環境及水質

（一）採樣作業
環檢所公告「NIEA W102.51C 水質檢測方法

較為複雜，以「NIEA W209.52B 事業放流水採樣

總則」，採樣方法需因採樣目的及分析方法之要

方法」規範之注意事項為主要參考依據，應將採

求而規劃不同採樣方式，於採樣前確認採樣工具

樣設備以擬採之水樣洗滌二遍至三遍後，再將足

及樣品容器沒有受到污染，並確保樣品進行分析

量水樣裝入樣品瓶中，並應避免氣泡通過，另考

前不會變質或遭受污染，還有應注意之樣品品質

量此類基質通常有較多微生物，採樣後應加入抑

管制相關措施，故本研究建議針對不同基質水樣

菌劑，最後封瓶時應確認樣品瓶中無氣泡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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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化合物，參考總有機碳屬不可攪動和混樣之

存在有機物可能會發生其他反應而生成尿素或

檢測項目，建議尿素樣品採樣時亦不進行混樣。

氨等物質，且疊氮化鈉為急毒性物質，操作過

技

程應特別注意。
3. 甲酸：有機酸使水樣 pH 降低而抑制微生物孳

水中尿素可作為微生物生長代謝之氮源，

生，還可穿透細胞膜，於細胞內解離，使微生

美 國 環 保 署 綜 合 風 險 資 訊 系 統（Integrated Risk

物需消耗大量能量（ATP）維持細胞內 pH 值而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的 尿 素 毒 理 學 回 顧

失去活性；此外，甲酸為 LC-MS/MS 移動相常

（Toxicological Review of Urea），提及尿素易被

用添加物質，因此有純度等級較高之試劑，可

土壤、水中的微生物或植物分解成氨和二氧化碳，

減少微量分析中的污染或干擾。

其降解速度快又不會發生生物累積作用，樣品中

考量疊氮化鈉為含氮有機物，且反應性強，

若有微生物但卻無任何額外保存處理，可能會影

作為保存尿素樣品之抑菌劑較可能造成污染，本

響水中尿素濃度檢測值，故尿素樣品保存必須注

研究以污水廠放流水為試驗基質，添加不同濃度

意微生物的影響，建議採集地面水樣品時，需抑

之濃硫酸及甲酸測試抑菌效果，試驗結果如表 2，

制水中微生物活動，以為維持樣品尿素含量。

顯示兩者抑菌效果接近。但考量甲酸為常見之質

文獻中常見保存方式除了以棕色玻璃瓶裝

譜儀移動相添加物，有純度等級較高之藥品，對

填 水 樣（Chen et al., 2015）， 並 於 避 光、 低 溫

尿素檢測作業干擾較小，故建議尿素樣品如需添

4 ℃（Anumol and Snyder, 2015; Chen et al., 2015;

加抑菌劑保存，可將水樣儲存於棕色玻璃瓶避光

Wang et al., 2017）等條件下運送之外，還可以添

並添加 1 滴甲酸後，以 4℃低溫保存運送，且在

加抑菌劑以降低微生物影響，例如 Anumol and

七天內完成分析。

Snyder（2015）測定水中有機物時，為避免微生
物分解，添加 1 g/L 疊氮化鈉於水樣中作為抑菌

表 2 放流水總菌落數

劑；De Laat et al.（2011）測定泳池中尿素樣品時，

基質：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則加入 1 mL 濃硫酸於 125 mL 樣品中，抑制微生

抑菌劑劑量

抑菌劑：濃硫酸

抑菌劑：甲酸

pH

菌落數

pH

菌落數

與保存 7 天後之結果無顯著差異；此外，有機酸

未添加

7.34

TNTC

7.34

TNTC

在食品工業中作為抑菌防腐劑亦有近百年歷史。

未稀釋，
3滴

1.56

65

2.93

110

1.69

75

2.85

120

未稀釋，
1滴

1.92

110

3.27

98

1.87

150

3.27

130

稀釋 10 倍，
1滴

5.95

17,000

6.45

14,000

5.71

15,000

6.50

15,000

物活性，結果顯示樣品在 48 小時內分析之檢測值

本研究彙整以上三種常見的抑菌劑其抑菌機制及
應注意事項如下：
1. 濃硫酸：添加濃硫酸可降低 pH 使微生物不易
存活，亦可破壞微生物水解酶結構，中止尿素
水解反應；惟需注意濃硫酸有強烈脫水性，添

註：TNTC 表菌落數過多，無法計數。

加量不宜過多。
2. 疊氮化鈉：疊氮化鈉為弱鹼性，添加疊氮化鈉

（三）檢測分析
如前所述，現有尿素檢測方法中，以層析法

會阻斷細胞呼吸作用之電子傳遞鏈，而達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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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條件

程

效果；惟其反應性強又含有氮元素，若水樣中

工

最後貼上樣品標籤及封條。此外，因尿素屬含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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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極限較低，其中 LC-MS/MS 於國內的應用較

對相對比率誤差皆在 ±25％內，另查核樣品回收

為廣泛，環檢所亦公告採用此分析技術檢測多種

率介於 75 ∼ 125％，添加樣品回收率介於 65 ∼

化合物，故本研究建議以 LC-MS/MS 測定水中微

135％，重複樣品分析之差異百分比為 ±25％，

量尿素濃度，另考量待測水樣尿素濃度為 µg/L 等

依據環檢所品質管制指引建立之方法偵測極限

級， 建 議 可 在 樣 品 前 處 理 後、 上 機 前 使 用

（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則可小於 0.5 μg/L，

13C-Urea 作為內部標準品，以同位素標定的方式

符合高科技產業檢測水中微量尿素濃度的需求。

輔助定量尿素濃度，或另以高解析度質譜儀進行
確認。

四、尿素去除技術綜整

使用質譜儀必須避免雜質進入，但微量分析
又應盡量減少分析的前處理步驟，故建議採離心

一般常見之淨水程序或再生處理程序，包括

方式作為樣品前處理，使樣品經高速離心 10 分鐘

淨水場常見的混凝快濾法，或再生水廠常用的雙

（建議轉速至少 10,000 rpm，時間可視樣品狀況

膜法 （如超過濾 + 逆滲透），雖可去除水中多

調整），取上清液以 LC-MS/MS 測定，層析選用

數的物質，但無法有效去除分子小且水溶性高的

HILIC 管柱，移動相組成使用氰甲烷與試劑水，

微量尿素，故如需作為高科技產業用水，需額外

串聯質譜系統選擇多重反應監測模式 （Multiple

附加針對尿素去除的處理單元，以確保供應水

Reaction Monitoring mode, MRM）， 監 測 尿 素 母

質。本研究綜整現有之尿素去除方法如表 3，包

子離子對為母離子 61 m/z、子離子 44 m/z。定性

括水解法、酶分解法、生物處理法、化學氧化法、

與定量準則建議如下：

吸附法、催化分解法及電化學氧化法等，說明如

1. 測物之滯留時間需落在當天標準品或添加樣品

下。

待測物之滯留時間 ±2.5％範圍之內。
2. 若無特殊干擾，以待測物感度較高的監測母子
離子對之面積來定量該待測物的含量。

（一）水解法
在高溫和高壓條件下，含有尿素的水溶液與

3. 待 測 物 之 定 量 離 子 對 訊 噪 比（S/N） 建 議

高壓蒸汽接觸，進行水解反應，分解產物為氨與

≧ 10，定性離子對訊噪比（S/N）建議≧ 3。

二氧化碳，水解程度影響因素包括溫度、壓力及

另在品保品管規定方面，建議可參照環檢所

停留時間（Simka et al., 2009）。Kotuła（2000）

頒行之「NIEA-PA101 環境檢驗品質管制指引通

提出於 2 ∼ 3 MPa 壓力下，將廢水加熱至 200 ∼

則」、「NIEA-PA103 環境檢驗檢量線製備及查

220℃至少 0.5 小時，使加熱的廢水與進流廢水接

核指引」、「NIEA-PA104 環境檢驗品管分析執

觸進行水解反應，最後混合廢水被送入閃蒸分離

行指引」、「NIEA-PA105 環境檢驗品質管制圖

器中，氣相被冷凝並循環用於尿素生產，廢水中

建立指引」及「NIEA-PA107 環境檢驗方法偵測

含氮量則可降低約 94％。

極限測定指引」等相關資料，規劃品質管制程序，
作為分析檢測之品質管制依據。

（二）酶分解法

本研究配製尿素檢量線濃度範圍 2.5 ∼ 50 μg/L，

水中尿素可透過尿素酶反應後水解成氨和氨

以前述方法進行檢測，結果顯示檢量線線性相關

基甲酸，再分解成氨與碳酸，惟須注意尿素酶

係數經 1/x 加權可大於 0.99，且定量與定性離子

穩定性，避免環境中含有硼酸、重金屬離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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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抑制尿素酶的分解，使之穩定發揮水解作用，

殼聚醣及其衍生物亦適用於吸附尿素，且 Cu（II）

Krajewska et al.（1999）曾探討磷酸鹽緩衝液對尿

混合物交錯殼聚醣具有最高之尿素吸收速率和吸

素酶活性影響，發現尿素（4.8 ∼ 7.2 g/L）水解

收容量。

之吸附容量。此外，Xue and Wilson（2016）發現

之最佳 pH 應介於 6.5 ∼ 7.6。
（六）催化分解法
（三）生物處理法
主要利用一系列的生物膜過濾與處理含尿素
之廢污水，因過濾膜中存在不同細菌菌株，可將
有機氮分解成分子氮。先由氮細菌將有機氮轉化
為銨離子，接著進入曝氣室進行硝化，由亞硝化
單胞菌（Nitrosomonas bacteria）將銨離子轉化為
亞硝酸根離子，硝化菌（Nitrobacteria bacteria）
將亞硝酸根離子轉化為硝酸根離子，最後利用脫
硝菌 （例如假單胞菌、微球菌、脫氮芽孢桿菌和
無色桿菌） 將硝酸根離子轉化為分子氮（WongChong and Loehr, 1975; Meessen, 2010）。由於微
生物表現受外在環境影響，為抵消培養基的酸化，
處 理 過 程 中 pH 應 控 制 介 於 8.0 ∼ 8.2（Simka et
al., 2009）。
（四）化學氧化法
透過使用強氧化劑如臭氧或氯酸鈉，可將廢

此方法可使用不同類型催化劑將尿素分解，
如 Pt/SiO2、Al2O3、二氧化鈦、Fe-β、γ- 氧化鋁
等。以使用 Pt/SiO2 催化劑為例，在含有硝酸和
甲酸溶液且在溫和溫度下（58.5 ∼ 76℃），尿素
會形成富馬酸（Fulminic Acid），並與硝酸反應
最終形成氮、銨離子和二氧化碳（Ananiev et al.,
2003a; Ananiev et al., 2003b）。
（七）電化學氧化法
此方法可將污染物透過陽極處理，減去一個
或多個電子，使得分子被破壞，此為直接電化學
氧化；另外，透過電極處產生反應的物質，以化
學攻擊形式將污染物從溶液中除去，此為間接電
化學氧化法（Simka et al., 2009; Boggs et al., 2009;
Miller et al., 2012）。尿素以電化學氧化法進行反
應之陽極、陰極與總反應式如下：

水中尿素氧化分解。Konyk et al.（1989）對含尿
陽極：CO(NH2)2(aq) ＋6OH-(aq) → N2(g) ＋5H2O(l)

素廢水進行臭氧氧化研究，發現在磷酸鹽緩衝液

＋CO2(g) ＋6e-

（pH 6.1 ∼ 6.2）中，利用 Cu2+、Ni2+、Co2+、Fe2+
和 Fe3+ 作為催化劑，臭氧可有效去除尿素，分解

陰極：6H2O(l)+6e- → 3H2(g) ＋ 6OH-(aq)

產物為 NO3- 離子，惟此方法成本較高。

總體：CO(NH2)2(aq)+H2O(l)→ N2(g)+3H2(g)+CO2(g)

（五）吸附法

以電化學氧化方法分解尿素之優點為過程僅

溶液通過吸附床後，水中尿素會被吸附至材

產生對環境無害的氣體，惟各種電極材料上尿素

料中，而吸附劑種類包含活性碳、沸石、離子交

分解的確切機制可能不同，且處理後之廢水可能

換樹脂和二氧化矽。Nasuto et al.（1986）指出，

含有中間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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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94; Odake et al., 1994; Keerthisinghe and
Blakeley, 1995）；另外，磷酸二氫根離子（H2P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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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中尿素去除技術綜整

程
技

技術

適用尿素
濃度範圍

水解法

5 ∼ 20 g/L

影響參數

分解產物

去除效率

資料來源

達 94％，或小 Kotuła (2000)、Simka et al.
於 1 ppm
(2009)

固定或修飾酶、pH（6.5
酶分解法 4.8 ∼ 7.2 g/L
氨和二氧化碳
∼ 7.5）

Odake et al. (1994)、
Keerthisinghe et al. (1995)、
Mazurkiewicz et al. (1993)、
Narinesingh et al. (1994)

術

溫度（120 ∼ 236℃）、
壓力（1.7 ∼ 3.7 MPa）、 氨和二氧化碳
停留時間

最高達 95％

生物
處理法

<5.8 mg/L

氮或亞硝酸根離子和二
細 菌 菌 株、pH（7.0 ∼
氧化碳（取決於菌株種 70％
9.0）、流速
類）

Meessen (2010)、Simka et
al. (2009)

化學
氧化法

-

硝酸根離子和二氧化碳
氧化劑（臭氧、氯酸鈉、
（或氮氣和二氧化碳， 金屬離子）、pH
取決於氧化劑）

Konyk et al. (1989)

吸附法

<78.8 mg/L

吸附劑（活性碳、沸石、
離子交換樹脂或二氧化 無
矽）、流速

Nasuto et al. (1986)、Xue
and Wilson (2016)

催化
分解法

<8 g/L

硝酸根離子、氮氣、二
催化劑（Pt、Al2O3、
氧化碳、氨和可能氮氧 最高達 95％
TiO2）、溫度（RT-90℃）
化物

Ananiev et al. (2003)

電化學
氧化法

<19.8 g/L

用於電化學氧化之溶
二氧化碳、氮氣、氫氣
液、陽極材料

Miller et al. (2012)

-

前述尿素去除方法中，溴化鈉、次氯酸鈉等
化學氧化法針對水中微量尿素有較顯著去除效

最高達 92.4％

利用生物處理單元進一步分解水中尿素，尿素去
除率可達 95％。

果，目前亦有相似方法已在我國申請專利，如栗

目前我國推動中的再生水案中，永康案及安

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的專利 I568686 號超純

平案因使用對象為高科技產業，有水中微量尿素

水製作方法，以及 I568688 號水處理方法以及超

去除需求，而永康案招標文件的杯瓶試驗結果

純水製造方法。專利內容主要是先提高原水溫度

顯示，次氯酸將溴化鈉氧化後的次溴酸，可以使

至 20 ∼ 40℃加速反應速率，再添加約 0.5 ∼ 50

50 μg/L 尿素在反應時間超過 4 小時後在水中無法

mg/L 水溶性溴化物鹽（溴化鈉）及含氯氧化劑

被測得，故安平案及永康案的生活污水經生物及

（次氯酸鈉、二氧化氯）提升水中游離有效氯含

雙膜（UF+RO 或 MBR+RO）程序處理後，再生

量至 1 ∼ 10 mg/L，以對尿素進行氧化處理，若

水水中尿素濃度雖已非常微量，大致可符合高科

處理水的氧化劑含量過高，則可加入適量還原劑

技產業需求，但為確保高科技產業用水純度，另

如：氧化物（SO2）、含氧酸鹽 （硫代硫酸鹽、

於後端輔以化學氧化法的高階加藥處理作為保險

亞硫酸鹽、亞硝酸鹽等）、有機酸鹽 （甲酸、草

機制。

酸、L- 抗壞血酸等）、鐵（II）鹽、醛類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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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嚴苛。本研究首先針對普遍存在於自然環境中，
且高科技產業已明確提出濃度限值之尿素水質項
目，綜整國內外檢測技術及相關文獻，並參考環
保署環檢所環境檢驗方法建置與相關品保品管規
定，搭配試驗建立以高效液相層析 / 串聯式質譜
儀法（LC-MS/MS）檢測水中尿素濃度之建議方
法，並涵蓋採樣、檢測方法、品保品管相關規定。
本研究之方法建立歷程與經驗，可作為其他尚無
公告檢測方法之新興物質建立檢測方法的參考。
此外，為確保水中尿素濃度可符合高科技產業水
質需求，本研究同步蒐集水中尿素去除技術，其
中以化學氧化法對水中微量尿素濃度有較顯著去
除效果，目前我國推動中再生水案中，確定有微
量尿素去除需求的永康案及安平案，即設計規劃
以化學氧化法進行高階加藥處理，去除水中微量
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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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崩塌地潛勢調查及治理規劃概念多以整體性考量出發，並彙整歷年現地調查及監測成果，來
掌握崩塌地之地質分層模型、邊坡穩定性、災害規模及崩塌機制等，從而提出崩塌地之整體治理規劃及
分年分期治理對策。唯因大規模崩塌地之範圍廣大且多超過 10 公頃以上，其區域內可能分布多塊不同
的小型滑動體，每塊小滑動體之水文地質特性與滑動機制亦不盡相同，故如何透過既有之調查與觀測資
料來進行細緻化之滑動塊體分區，與提出其相對應之治理規劃，乃本文之技術發展重點。本文以嘉義縣
中埔鄉東興村之八寶寮崩塌地為研究場址，由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針對此區域搭配各期高精度遙測影像
判釋，將崩塌地分為 A、B、C、D、E 五區，並針對各分區進行多年監測作業，進而瞭解各分區之水文
地質特性後，提供各分區相對應之治理策略擬定。各分區內之主要治理策略方向為：A 區為地表排水工
程，B 區為地表排水及坡面保護，C 區相對穩定持續觀測，D 區為防砂工程，E 區為野溪治理。如此建
立以大規模崩塌地細緻化分區來進行治理策略制訂之新思維，期望未來能更有效的提升崩塌地區域之治
理成效。
關鍵字：大規模崩塌、崩塌地治理、治理策略、細緻化分區

一、前 言

會報中，通過「大規模崩塌防治推動策略規劃」，
依決議辦理後續事宜，自此開始了全臺灣大規模

民國 98 年八八風災，造成當時高雄縣甲仙鄉

崩塌地之各項調查與治理規劃工作。

小林村（現為高雄市甲仙區小林里）發生大規模崩

目前水保局針對大規模崩塌地所進行之崩塌

塌災害，依戶政統計資料為 407 人罹難，這是莫拉

地潛勢調查及整體治理規劃，主要以現地調查（地

克颱風罹難人數最多的地方，也是臺灣有紀錄以

質鑽探、地表地質調查、現地試驗等）及監測作

來，因降雨引發單一土砂災害造成最多人數遇難之

業（物理形變與地下水位變動觀測等），來掌握

案例（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5）。

崩塌區整體地質模型、邊坡穩定性、災害規模及

此後於民國 100 年 8 月 17 日第 19 次中央災害防救

崩塌機制等，從而據以提出崩塌地之整體治理規

*
**
***
****
*****

中興工程顧問社深地質研究專案計畫正研究員
中興工程顧問社深地質研究專案計畫組長
中興工程顧問社深地質研究專案計畫副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課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工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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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分年分期治理對策（林政侑等人，2020；李

崙後斷層則為本區域主要之斷層構造等，因地質

正兆等人，2020；邱奕峰等人，2020）；唯因大

構造分布較密集且向斜與背斜構造亦相當發達，

規模崩塌地之範圍廣大，其區域內可能仍分布多

故使得區域內地形崎嶇陡峭。本區主要位於一背

塊不同的小型滑動體，每塊小滑動體之水文地質

斜軸及其東翼的邊坡，另根據露頭位態調查可知，

特性亦不盡相同，其相對應之治理規劃應作適當

此崩塌地的東北處區域，呈現一局部的向斜構造，

的調整。鑒此，本文以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之八

如圖 2 所示，此複雜的地質條件，亦是造成本區

寶寮崩塌地為研究場址，自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

崩塌潛勢較高的因素之一。

針對此區域搭配各期高精度遙測影像判釋進行崩
塌地分區，而後針對各分區進行多年監測作業配
置，進而瞭解各分區之水文地質特性後，提供各
分區相對應之治理策略擬定。本文建立以大規模
崩塌地細緻化分區來進行治理策略制訂之新思
維，期望未來能更有效的提升崩塌地區域之治理
成效。

二、細緻化崩塌地分區
（一）研究區域背景資料
研究區位於嘉義縣中埔鄉最南側之東興村，
如圖 1 所示，西鄰臺南市白河區。區域內主要聯
外道路以縣道 172 為主，南北分別通往嘉義市區
與關子嶺地區。研究區屬三重溪子集水區，為急
水溪流域之白河水庫次集水區範圍內。地形分析
成果（圖 1）顯示，地形高程起伏約介於 400-580
公尺之間，屬於低海拔之丘陵地形，高程由北向
南減緩；坡度分布主要以五級坡及六級坡為主，
即坡度大部分超過百分之四十以上；坡向則以南
向為主，其次為朝東南、西南向及西向。崩塌地
位於山坡地，土地利用以務農為主，主要農作有
桂竹、柑橘及檳榔等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南投分局，2018）。
研究區屬於臺灣西部麓山帶地質區，崩塌地
出露之地層主要為鳥嘴層（Nt），岩性以泥質砂
岩、砂質頁岩及厚砂岩為主。在地質構造部分，
崩塌地南側有六重溪橫移斷層通過，觸口斷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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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寶寮崩塌地地理、水系及地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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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圖、正射影像圖、崩塌地裸露區公分級 DSM（民

109/04/22、109/06/15、109/10/07 及 109/11/04），
及內政部 1 米數值地形圖（99-101 與 105-106 年
度共兩期），進行崩塌地範圍內之滑動體、崩崖、
（a）地質與露頭調查分布圖

水系、分區邊界等地形特徵判釋。
完成上述初步成果劃設後，再搭配現地地表
地質調查、細部崩崖與滑動體等高精度微地形特
徵，進行邊界的修改，判釋結果分布如圖 3 所示。
由圖中可知，崩塌地範圍總計為 11.31 公頃，範
圍內細分成 A、B、C、D 及 E 等五區；各分區
中，A 區內有 8 處滑動體、3 條水系；B 區內有
7 處滑動體、2 條水系；C 區內有 9 處滑動體、5
條水系；D 區內有 2 處滑動體、1 條水系；以及
E 區內有 1 條水系。各分區崩崖、滑動體與水系
說明如表 1 所示。

（b）地質調查成果圖

圖2

研究區區域地質圖

圖3

八寶寮崩塌地判釋與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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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16、108/04/26、108/06/25、108/11/14、

技

國 106/01/09、107/01/03、107/05/10、107/07/18、

程

本研究以 12 次 UAV 空拍建立的三維數值地

工

（二）崩塌地分區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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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八寶寮各分區崩崖、滑動體與水系一覽表

程

分區

技
術
A

分區

B

崩崖（Scarp） 滑動體（Landslide）
A-S-1

A-L-1

BH-05CI 的上游邊坡範圍，A-R-1 水系源頭。

A-S-2

A-L-2

BH-05CI 處，經歷多次地表陷落。A-R-1 水系通過。

A-S-3

A-L-3

冠部陡峭，曾有陷落與張力裂縫產生。鄰近布置 BH-09CI。

A-S-4

A-L-4

冠部陡峭，曾有落石。通往 BH-01CW 的捷徑。

A-S-5

A-L-5

BH-07 鑽探場址，後續因滑動而毀損。若此區先崩塌，會影響 B 區 B-L-1
滑動體往 A 區滑動。

A-S-6

A-L-6

崩塌地東側邊界，冠部明顯，坡度近垂直，常發生解壓節理而崩塌，持
續有往源頭擴大之情形。

A-S-7

A-L-7

A-S-8

A-L-8

C

A-R-3 支流所形成的冠部與滑動體，透過空拍影像判釋多有滲水情形，
其向源侵蝕可影響其上方的 A-L-6 滑動體之穩定性，造成崩塌面積擴大。

水系（River）

說明

A-R-1

為崩塌地的主要坑溝，其向源、側向與加深等侵蝕嚴重，且邊坡常有滲
水情形，係主要坑溝治理的熱點區之一。

A-R-2

A-R-1 的支流，延伸至 A-R-4，邊坡常有滲水情形，透過第一期橫向排
水管工程有發揮其效益。

A-R-3

A-R-1 的支流，延伸至 A-R-7 與 8，邊坡常有滲水情形。

崩崖（Scarp） 滑動體（Landslide）

說明

B-S-1

B-L-1

BH-01CW 原位於平緩邊坡，經崩塌後，場址維持在陡峭的岩盤上。場
址地下水位淺，後續因第一期橫向排水管工程發揮效益，故降低了地下
水位面。

B-S-2

B-L-2

BH-06C 位於此滑動體上，民國 107/08/08 發現崩塌，場址毀損，而後修
復。

B-S-3

B-L-3

BH-06C 下邊坡的滑動體，民國 107/08/08 發現崩塌，故 B-L-2 與 3 兩滑
動體可擴大成一處。

B-S-4

B-L-4

B-S-5

B-L-5

B-S-6

B-L-6

B-S-7

B-L-7

分別為 B-R-1 與 B-R-2 兩支流衍生出的崩崖與滑動體，雙溝同源，符合
一潛在的滑動體之特徵。
受 A-R-1 側蝕影響而崩塌，屬於 B 區的坡址，而 B-L-7 為二期工程攔砂
壩右岸的邊坡，著實影響壩體的結構，故邊坡整治亦屬於重要的一區。

水系（River）

說明

B-R-1

A-R-1 於 B 區的支流，再分成 B-R-1 與 B-R-2 兩支流，雙溝同源，符合
一潛在的滑動體之特徵。

B-R-2
分區

說明

崩崖（Scarp） 滑動體（Landslide）

說明

C-S-1 ∼ C-S-3

C-L-1 ∼ C-L-3

C-R-1 至 C-R-4 水系源頭的冠部與滑動體。相對穩定，無崩塌情形。

C-S-4 ∼ C-S-7

C-L-4 ∼ C-L-7

C 區坡中的冠部與滑動體。相對穩定，無崩塌情形。

C-S-8

C-L-8

受 A-R-1 側蝕影響而崩塌，屬於 C 區的坡址，而 C-L-8 為二期工程攔砂
壩右岸的邊坡，著實影響壩體的結構，故邊坡整治亦屬於重要的一區。

C-S-9

C-L-9

BH-03C 處，西側有顯著的陷落特徵，故判釋為整體崩塌地的西側邊界。
目前屬於相對穩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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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River）
C-R-1 ∼ C-R-4

D

C-R-5

A-R-1 於 C 區的另一支流，通過 C-L-9 滑動體，且鄰近 BH-03C，目前
無顯著的災害特徵。

崩崖（Scarp） 滑動體（Landslide）

說明

術

分區

A-R-1 於 C 區的支流，再分成顯著的四條水系。

技

C

說明

程

分區

工

表 1 八寶寮各分區崩崖、滑動體與水系一覽表（續表）

D-S-1

D-L-1

透過空拍變遷分析，發現此 D-L-1 滑動體有逐漸擴大的情形，其冠部亦
有多處張力裂縫。

D-S-2

D-L-2

D-L-2 另一處範圍較小的滑動體。

分區
E

水系（River）

說明

D-R-1

A-R-1 於 D 區的支流，可使 D-L-1 與 D-L-2 滑動體產生坑溝侵蝕而崩塌。

水系（River）

說明

E-R-1

顯著水系為 E-R-1，平行 A-R-1，靠近下游之邊坡，兩水系目前有加深
侵蝕的情形，若兩者水系合併，造成攔砂壩下游水系有加寬之虞。E 區
整體坡面有多條坑溝，造成坡面坑溝侵蝕的情形。

（三）各分區地質鑽孔及監測站分布

物理探測、地下水流速等調查，以及 3 條地電阻

1. 地質鑽孔及水文地質試驗結果

影像剖面，彙整出八寶寮崩塌地內各鑽孔之滑動

崩塌地內共設置 9 孔地質鑽孔，鑽孔位於各

特徵，如表 2 所示；由表中可知，位於崩崖特徵

分 區 位 置 如 圖 4 所 示； 其 中，BH-02 鑽 孔 於 民

處 之 BH-01CW、BH-04、BH-05CI、BH-09CI 孔

國 106 年 0601 豪雨事件後隨崩塌地坡面滑移，

位，均發生地表陷落之災害，位於崩塌地最北側

BH-04 鑽孔於民國 107 年 5 月後發現井下 9m 處

之 BH-05CI 及 BH-09CI 鑽 孔 附 近， 地 表 伴 隨 張

之井體變形滑移，BH-07 鑽孔於民國 108 年 3 月

力裂縫產生。

現勘時發現發現井下 8.85m 處變形滑移，BH-08

2. 各監測站設置

鑽孔於民國 107 年 7 月發現井下 6m 處井體變形

為探究崩塌地地層滑動時之多項滑動徵兆因

滑移，故可作為後續孔內監測站使用之鑽孔為

子，以配置有效且相應的治理對策，本文於地表、

BH-01CW、BH-03C、BH-05CI、BH-06C 及 BH-

地層已知弱面、井體開篩區段、及研究區域已知

09CI 等 5 孔。

活動塊體中投入水質與地層變化觀測儀器，共配

為能更具體瞭解崩塌地之滑動特徵，本研究

置自動化雨量計 1 處、水質水位計 9 處、孔內變

引用張國欽等人（2019）及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

形計 12 處、自動化水位計 1 處、GPS 地表位移觀

持局南投分局（2018）之成果，其搭配 9 孔地質

測站 5 處、微地震站 3 處及地表雙軸位移計 3 處，

鑽探調查，6 孔音射式孔內攝影調查、孔內地球

如表 3 所示。各監測站分布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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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八寶寮崩塌地鑽孔分布圖

表 2 八寶寮崩塌地地質鑽探及地球物理調查分析綜整成果
鑽孔編號

特徵 鑽探深度
（m）

土岩交界深度
（m）

剪裂帶深度
（m）

孔內地下水流速變化
深度（m）

地表災害

所屬滑動體
分區

BH-01CW

20

0.6

18.3 ∼ 20

無量測

地表陷落井管露出

B

BH-02

30

0.2

26.7 ∼ 31.2

無明顯流進流出區段

鑽孔場址明顯錯移

A

BH-03C

30

0.1

6.4 ∼ 10.5
24.9 ∼ 26.5

4（流出）
14 ∼ 18（流入）

地表陷落

C

BH-04

20

0.6

無剪裂泥

無量測

地表陷落

A

BH-05CI

55

1.6

3.8 ∼ 13.6
24 ∼ 25.4
39.5 ∼ 44.7

28 ∼ 30( 流出 )
36 ∼ 38( 流入 )

張力裂縫地表陷落

A

BH-06C

41

1

4.1 ∼ 5.7
33.2 ∼ 35.9

20 ∼ 24（流出）

地表陷落下邊坡崩塌

B

BH-07

60

0.4

8.5 ∼ 9.9
51.5 ∼ 55.3

無量測

地表沖蝕嚴重

A

BH-08

44

無土壤層

25.8 ∼ 28.7

無明顯流進流出區段

地表陷落

A

BH-09CI

44

無土壤層

無剪裂泥

16 ∼ 20（流出）
28 ∼ 32（流出）
36 ∼ 40（流出）

張力裂縫地表陷落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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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八寶寮崩塌地監測系統設置說明表

孔內變形
自動監測

GPS 地表位移監測

BH-05CI 附近

107/05/23 ∼ 109/12/31

A

BH-1CW BH-01CW 內（12m 深）

107/05/30 ∼ 109/12/31

B

BH-03C

BH-03C 內（18m 深）

106/06/01 ∼ 109/12/31

C

BH-05CI

BH-05CI 內（27.5m 深）

107/05/30 ∼ 109/12/31

A

BH-06C

BH-06C 內（3 個 深 度：23.5m、27.5m、 107/05/10 ∼ 107/07/30
40m）
107/10/15 ∼ 109/12/31

B

BH-09CI

BH-09CI 內（3 個
39.6m）

107/07/31 ∼ 109/12/31

A

BH-05CI

BH-05CI 內（4 個 深 度：1m、13m、41m、
107/07/06 ∼ 109/11/30
55m）

A

BH-09CI

BH-09CI 內（8 個深度：1.5m、4.5m、13.5m、
107/07/31 ∼ 109/12/31
19.5m、29.5m、35.5m、37.5m、43.5m）

A

CY-01

工寮

107/08/07 ∼ 109/12/31

-

CY-02

BH-02 附近

107/09/20 ∼ 109/12/31

A

CY-03

BH-06C 附近

107/09/20 ∼ 109/12/31

B

CY-04

BH-05CI 附近

108/06/28 ∼ 109/12/31

A

CY-05

BH-07 附近

108/06/28 ∼ 109/12/31

A

Rain

深

度：22m、32m、

地下水位自動監測站 BH-1CW BH-01CW 內
地震自動監測站
土壤水分計

108/06/03 ∼ 109/12/31

B

SGM-01

BH-05CI 旁

108/06/17 ∼ 109/12/31

B

SGM-02

崩塌地上邊坡上緣

108/06/03 ∼ 109/12/31

-

SGM-03

崩塌地下邊坡下緣

108/06/17 ∼ 109/12/31

-

SW-01

BH-06C 附近

108/06/04 ∼ 109/12/31

B

圖5

八寶寮崩塌地觀測儀器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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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及水位
自記監測

所屬滑動體分區

位置

技

雨量自動監測

觀測資料記錄時間
（民國）

儀器編號

程

監測系統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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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區

（四）各分區水文地質特性

程

本區無顯著災害特徵，除鄰近 BH-03C 鑽孔

1. A 區

技
術

本區滑動體位於八寶寮崩塌地之上邊坡，係

之區域，過去曾有崩塌與陷落的特徵，造成農路

歷年易致災區域，因本區風化岩層厚度約 3.8 至

中斷，根據歷年調查成果，該邊坡屬於相對穩定，

7.2 公尺，岩盤屬於泥質砂岩，歷經降雨事件，造

無顯著的地表變化、陷落等特徵。

成地表土體遭受沖刷侵蝕而流失，進而形成數條

4. D 與 E 區

侵蝕坑溝，並易於產生岩屑崩滑等災害；此外，

滑動體 D-L-1（如圖 3 內所示）於民國 107

坡面常有滲水、張力裂縫與陷落等情形，根據水

年度判釋崩塌範圍為 0.41 公頃，透過 UAV 變遷

位監測記錄，地下水位約位於深度 0.9 至 20 公尺

分析，發現崩塌範圍有逐年擴大之情形，且透過

之間，部分地表沖蝕嚴重區塊易因較高的地下水

正射影像判釋除了有崩塌情形，冠部亦有弧形的

位而讓邊坡穩定性降低。另於查核崩塌地邊界過

裂縫，經現地調查查核發現，多組裂縫確實已存

程 發 現， 北 側 的 BH-09CI 鑽 孔 於 民 國 107/07/16

在，故民國 109 年度於崩崖上設置 GI-03 地表雙

發現有弧形的張力裂縫與地表陷落的情形，於民

軸位移計，且能自動回傳觀測數值，以利於即時

國 108 年度部分土體已崩滑；東側鄰近 BH-05CI

瞭解位移資訊。南側邊坡主要為坑溝侵蝕為主，

鑽孔，則屬於地表變遷頻繁之區域，地表持續產

而位於主河道的固床工下游，則有淘刷加深的情

生張力裂縫及陷落等特徵；其下 A-S-6 崖面（如

形，影響固床工之穩定性。

圖 3 內所示）常有落石及岩屑崩塌等現象，該區
受民國 108 年 0614 大雨事件後的落石災害，持續

三、分區治理策略擬定

擴增向源侵蝕的情形，致使崩塌地邊界逐年擴大；
而此滑動體下邊坡部分，植生（檳榔樹）生長良

（一）各潛在滑動分區綜整分析
本研究採用多時期 UAV 空拍影像、孔內變形

好且農路亦無明顯崩塌特徵。
2. B 區

計、地表觀測、水質與水位觀測等來進行邊坡活

本 區 北 側 邊 界， 鄰 近 鑽 孔 有 BH-01CW 與

動性觀測，以及評估各潛在滑動體的穩定性及處

BH-06C。BH-01CW 鑽孔於民國 106 年度完成鑽

理對策。依據前述各分區之水文地質特性，八寶

探後，隔年度民國 107 年邊坡整體下陷，裸露出

寮崩塌地（冠部）位於向斜構造且其鑽孔岩心顯

井管，既有崖面發生崩塌事件，其潛在的滑動面

示多處剪裂帶（表 4），為容易造成坑溝侵蝕及

可能受深度 18.3 m 的剪裂泥影響；而 BH-06C 鑽

產生多處滲水的關鍵，因此整體邊坡不穩定性高

孔則於民國 107/07/16 發現有地表陷落的情形，

且易陷落及滑動。若檢視地下水位觀測資料，由

於民國 107/08/08 發現整體崩塌，包含表層岩屑

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的地下水位觀測資料（表 4）

與岩盤材料，其潛在的滑動面可能位於深度 4.1

顯示，地下水位最高值有降低之趨勢，最低水位

∼ 5.7 m 與 33.2 ∼ 35.9 m 的剪裂泥區段。本區

則呈現平穩現象。

下邊坡，亦即主河道右岸的邊坡，固床工的上游

根據影像分析成果亦瞭解八寶寮崩塌地整體

地區，歷年亦有崩塌的情形，坡腳侵蝕可能造成

於民國 107 年期間活動性最高（圖 6），且有明

滑動體有滑動，造成中邊坡與上邊坡有顯著的崩

顯的地表災害發生，該年之年雨量值亦為民國

崖特徵。

106 年至 109 年間最高；而後於民國 108 年八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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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面向多尺度工作項目之成果（表 5 與圖 8），

並且主流河道內土砂淤積增加且邊坡趾部亦有側

可精緻化瞭解不同滑動體之破壞機制，進而針對

向侵蝕（照片如圖 7），淘刷坡趾，可能使邊坡

各分區滑動體進行治理策略建議。

月之活動性評估結果，目前 D 區仍為八寶寮崩塌
地內主要之移動塊體。
綜觀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八寶寮崩塌地各分
區之活動性顯示，八寶寮崩塌地符合大規模崩塌
的運動行為，其活動性通常較為緩慢，偶爾會反

本研究之治理方向以提升崩塌地穩定性、降
低地下水位及改善地表排水系統為主要目標，綜
合歸納調查以及監測成果，進而探討各滑動體致
災原因及其活動性，滾動式提出崩塌地整體整治
規劃建議，並研擬相關治理策略，如圖 9 所示。

覆加速減速情形（王文能，2016），故無法輕忽

圖 9 中，雖然 A 區至 E 區之破壞機制相同，惟根

各分區滑動體活動趨勢。

據崩塌地不同區位不同地貌，仍須對應適合之治
理對策而會有所不同，原則上上邊坡以源頭治理
為主，坡中則為提升坡地穩定性，而坡趾則是下

（二）治理策略規劃方向
根據上述八寶寮崩塌地變遷分析成果，可依

游邊坡護岸保護。

表 4 八寶寮崩塌地歷年鑽孔地下水位、弱面位置
BH-01CW

民國 106 年度
水位 (m)

-

BH-03C

BH-04

-0.68

-1.76

至 -4.15

至 -5.15

BH-05CI

BH-06C

BH-07

BH-09CI

-

-

-

-

民國 107 年度

-3.94

-0.32

-5.9 至 -9.12

-11.98

-18.02

-12.38

-16.4

水位 (m)

至 -9.83

至 -4.22

以下

至 -20.25

至 -20.32

至 -14.63

至 -18.93

民國 108 年度

-4.66

-0.6

水位 (m)

至 -10.24

至 -4.15

民國 109 年度

-5.50

-0.71

水位 (m)

至 -10

至 -4.06

-

-16.73

-17.6

至 -20.37

至 -19.68

-17.70

-18.10

至 -19.91

至 -19.91

-3.8 至 -5
岩心判釋剪
裂帶位置 (m)

-18.3 至 -20

-26.7

-6.4 至 -10.5

至 -31.2

-24.9 至 -26.5

-6.6 至 -13.6

-4.1 至 -5.7

-24 至 -25.4

-33.2 至 -35.9

-39.5 至 -44.7
井管變形
位置 (m)
所屬潛在
滑動體
所屬崩塌地
部位

-8.5 至 -9.9
-48 至 -49.5
-51.5 至 -55.3

-18.51
至 -19.35
-18.33
至 -18.82
-25.8
至 -28.7

-

-

-9

-1

-1.6

-8.85

-

B

C

A

A

B

A

A

冠部

趾部

坡中

冠部

坡中

坡中

冠部

註：鑽孔 BH-04 及 BH-07 已損壞，故無法進行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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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中區域的 D 區呈現些微的活動性變化（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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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區的崩塌機制進行分區整治。綜觀本計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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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上邊坡（A、B 及 C 區）無明顯的變化，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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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圖7

各分區之各期影像間日平均水平位移速率

八寶寮崩塌地下游防砂壩工程空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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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多尺度調查技術於治理規劃之應用說明

面

圖8

治理規劃應用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雨量觀測
地表地質調查
地表雙軸位移計
地振動觀測
地表變形觀測（GPS）
孔內水文地質調查
土壤水分觀測
地表及地下水體採樣分析
孔內觀測（地下水位、水化學、孔
內變形）

根據歷年的鑽探及水文地質調查，以 提供滑動面位置及深度、水
及 水 化 學 調 查 成 果， 可 具 體 的 掌 握 體來源、破壞機制及崩塌地
地層弱面位置，以及水體來源與組成 之位移量及活動性線
特性；再藉由長期地表及孔內觀測系
統之建置，進行物理形變資料及化學
變化特性之觀測，掌握崩塌地滑動徵
兆。

1.
2.
3.
4.

地質剖面
地球物理探測（RIP）
降雨引致邊坡破壞機率模型建立
水化學概念模型

整合坡體滑動時之物理機制觀測資料 提供滑動面位置及深度、水
及滑動前之水化學（導電度）變化徵 體來源、破壞機制
兆，掌握發生滑動的時間、位置及深
度，此有別於傳統觀測在垂直深度剖
面無連續資料的情況。

1. UAV 空拍（崩塌地三維時空變遷分 可全面的瞭解八寶寮崩塌地主要的活 依滑動體分區進行治理
析）
動區塊，以及地表侵蝕區域。
2. 滑動體圈繪

圖9

八寶寮崩塌地細緻化分區及多尺度調查技術

各潛在滑動體破壞機制及建議治理工程

（三）各分區治理策略擬定說明

降雨發生時，形成極佳的降雨入滲之土體的通道，

1. A 區

故建議可於冠部裂縫進行裂縫填補，防止繼續擴

A 區內既有之橫向集水管會不定時排水，雖

大坡面，沿等高線設置橫向地表排水，將滑動體

有降低地下水位的效果，但現地地表排水為自由

A 區內地表水導排至新設置縱橫向排水設施或者

排水，仍無法有系統性達到導排功能，且根據現

滑動體區外之農路排水溝中，以防止地表水下滲；

地調查及崩塌地變遷分析，顯示此滑動體於 BH-

坡頂設置橫向截水溝應可有效減緩水流於坡面亂

05CI 鄰近鑽孔受到土壤潛變（creep）影響產生許

竄，將水流導入坡面既有坑溝為原則，若無適當

多張力裂縫及陷落等特徵，而這些裂縫有可能在

坑溝可供排出時，則做人工排水溝，最終排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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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 區

程
技
術

露坡面則加強坡面保護，以穩定邊坡安全性。另

E 區由圖 7 可知，八寶寮下邊坡近河岸處明

外，根據過去地球物理探測及孔內水文地質調查

顯可見河岸受到嚴重侵蝕，顯見沖刷情形；為了

結果顯示，此區可能有來自區外的水體來源，建

減少河岸沖刷且增加其上防砂工程（防砂壩及固

議應加以調查後，再視情況需要進行地下水來源

床工）的工程效益，故建議於下游崩塌地坑溝邊

之整治。

坡裸露區段進行野溪治理工程，以有效地銜接下

2. B 區

游中埔鄉公所施作之護岸工程，並防止河道侵蝕、

B 區於民國 107 年汛期後整體崩塌，包含表
層岩屑與岩盤材料，其潛在的滑動面可能受深度
4.1 ∼ 5.7m 與 33.2 ∼ 35.9m 的剪裂泥影響，而民
國 107 年汛期後直到 109 年 6 月為止，根據 UAV

淘刷與崩塌，以控制土砂生產，達成保護河岸及
穩定坡腳之功效。
依據上述之治理策略建議，各分區之治理策
略空間配置規劃如圖 10 所示。

影像平面位移分析顯示為無明顯位移，而由民國
109/10/07 空拍影像可判釋 BH-06C 鑽孔附近的崩

四、結論與建議

塌已有植生復育，而 B 區近坡趾處則有新增坑溝
侵蝕，故建議短期策略於其冠部裂縫建議進行噴

為了能更有效的提升崩塌地區域之治理成

漿或就地取材進行填補，防止繼續擴大坡面，並

效，本文提出以崩塌地細緻化分區概念，綜整各

持續觀察活動性。另外，B 區滑動體雖無明顯活

分區之水文地質特性及相關崩塌地監測成果，分

動性，但該區內鑽孔 BH-01CW 水位屬八寶寮崩

別針對各滑動分區提出治理對策建議。

塌地較高者，故建議可於 B 區滑動體冠部增設橫

於八寶寮崩塌地治理工程手段方面，建議以

向水管，可排除多餘的地下水體，以維護八寶寮

提升坡中之穩定性為優先考量，由既有固床工往

崩塌地邊坡穩定性。

上游直到 A 區與 B 區、D 區交界處，增設防砂工

3. C 區

程，以穩定及防止上游及邊坡的土砂生產。而針

檢視此區過去雖曾有崩塌與陷落的特徵，造成

對提升 B 區之坡體穩定性，新增橫向排水管，以

農路中斷，根據歷年調查成果，此區無顯著的地表

降低 B 區地下水位可能於降雨頻繁時期恐抬升至

變遷，尚屬穩定；然邊坡趾部下游多有側向侵蝕、

警戒水位以上之餘慮，而造成邊坡恐失穩情形。

坑溝刷深情形，建議於下邊坡處河道兩岸進行野

E 區坡趾處明顯可見河岸兩邊受到嚴重侵蝕，

溪治理工程，防止河道侵蝕、淘刷與崩塌，以控

顯見沖刷情形，建議進行野溪治理工程，防止河

制土砂生產，達成保護河岸及穩定坡腳之功效。

道侵蝕、淘刷與崩塌，以控制土砂生產。

4. D 區

本研究從點線面多尺度工作項目成果，精緻

D 區於民國 108/04/26 至 108/06/25 期間有明

化瞭解不同分區滑動體之破壞機制，整合坡體滑

顯平面位移，於民國 109 年間此區亦有持續的變

動時之物理機制觀測資料變化徵兆，掌握發生滑

化，邊坡趾部下游多有側向侵蝕、坑溝刷深情形，

動的時間、位置及深度，以分別進行崩塌地內之

故建議於下邊坡處設置防砂工程，以防止土砂繼

各滑動分區治理規劃策略。後續建議可延伸建立

續生產，另設置地表雙軸位移計（儀器編號：GI-

三維地質模型，增加調查維度，更提升對於崩塌

03），持續觀察其活動性。

地滑動機制及特性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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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八寶寮崩塌地各分區治理工程策略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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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及其應用於邊坡穩定分析

技

摘

要

具有滑動潛勢的邊坡，因為地質構造、邊坡幾何、地表風化、地下水等不利因素之影響，易發生致
災性的坍塌或土石流活動，若崩塌處鄰近鐵、公路等運輸系統，其整體影響層面是不容小覷的。本研究
擬藉由離散元素軟體 3DEC，提出利用數值地形模型 DTM（Digital Terrain Model），建構三維數值網格，
將點雲資料轉化為具有地形特徵的空間曲面，並進一步生成由四面體所組成的三維網格模型。生成的模
型，可進一步的利用離散裂隙的節理單元（joint element），將地質構造直接建構於三維模型中，最後
透過合理的力學參數設定，模式可以針對特定邊坡，呈現由初始穩定，進入到邊坡失穩，以至於發生大
規模坍塌之物理現象。透過數值分析的後處理手段，模式可針對坍塌土方進行塊體運行軌跡路徑及影響
範圍的探討，透過分析結果可視化的呈現方式，模式中預判的塊體滑動現象與預期相符。上述建模及運
跑流程，可以藉由程式編寫將分析流程系統化，冀望透過本研究，將此項技術應用於公路系統之災前預
警與災後評估。
關鍵字：離散元素法、數值地形模型、大規模崩塌

一、前卟言

當程度的財損與人員傷亡。因此，山崩、土石流
等相關破壞機制與潛勢的探討，以及事前的規劃

山崩為臺灣常見之天然災害，尤其在颱風與

與整治方法一直以來都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

地震事件之後，同步發生大規模災害之機率大幅

利用數值模型進行邊坡穩定的探討為常見的

提升，其中山崩事件發生頻率最高，鄰近都會區

分析手段，其中以離散元素法（Discrete Element

周緣或高山區之交通路網，近年來所發生之重大

Method）在邊坡穩定的應用更為廣泛（Wu et al.,

邊坡災害包含紅葉村土石流掩埋事件、國道三號

2018）。然而，不規則邊坡幾何之呈現方式具有

崩塌事故、九份二山崩塌事件、蘇花公路 115.9k

一定的難度，不同數值模型使用的建模方式也不

山崩等，均直接衝擊下邊坡保全對象，並造成相

盡相同，地表幾何所表現的地形起伏程度也會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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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值建模流程說明

響邊坡分析之結果。林承翰（2014）與李忠勳等

程

人（2019） 利 用 PFC（Particle Flow Code） 顆 粒
模型分析邊坡滑動機制與影響範圍，以幾何物件

本方法所使用的建模流程共分為下列四個步

技
術

直接模擬邊坡地表地形來達到簡化地形的效果，

驟：

並藉由顆粒在幾何物件表面之流動來模擬塊體之

（一）將數值地形資料（點雲資料）轉成由三角

滑動行為，Brideau et al.,（2011）則是利用八元

形所組成的空間曲面；

樹 塊 體 切 割 法（Octree block cutting process） 來

（二）由三角形空間曲面建立三維六面體網格；

重現邊坡災害事件並檢視破壞機制。上述邊坡模

（三）匯出地表規則三角形網格，並將網格匯入

型係應用數值地形資料建立三維地形模型，整體
地形結構由接近立方體形狀之規則塊體組合而成
（圖 1），此種模型建置方式需要配合使用地表

至 3DEC 內；
（四）於 3DEC 模型使用投影法將三角形變為三
角柱。

地形資料來擬合邊坡地表起伏趨勢，其缺點為地

每個步驟之執行方法將詳述如下。

表邊坡始終存在階梯式的不連續幾何形狀（圖

本說明範例所使用之數值地形資料係透過政

1）。Wang et al., （2020）則是使用強度折減法針

府資料開放平台取得（內政部 20 公尺網格數值

對 3DEC 邊坡模型進行安全係數的計算，然而並

地形模型資料），相關資料網址請詳後面連結

未對邊坡滑動後的行為進行探討。

https://data.gov.tw/dataset/35430。 於 該 網 站 內 可

本研究所提出之邊坡數值模型建模方法係以

以查詢並下載 ASCII 格式之全國地形資料，圖 2

點雲資料為基礎，進而將其轉換為空間地表地形，

所示為地形資料之格式範例，包含平面座標資料

最後利用投影法來建構不規則三維地形模型。此

（TWD97 格 式 ） 與 高 程 座 標 資 料（TWVD2001

方法可以克服階梯式地表的缺點，讓地表地形平

格式）。

滑化且趨近於實際之地表線型。詳細的建模流程
將論述於第二章，第三章將說明邊坡模擬的步驟
及所需考量要素，最後將以實際案例應用來驗證
本文所提之邊坡建模與分析方法的適用性，並於
第四章探討分析所得結果。

圖1

圖 2 內政部數值地形資料格式範例
（數據龐大，僅顯示前 20 行）

利用八元樹塊體切割法模擬邊坡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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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數據點之空間分布趨勢（圖 3），每個點在 X

方向之網格數量則可以視需求進行調整，此範例

方向與 Y 方向之距離均為 20 公尺。接著利用繪

將垂直方向的網格數量設為 16。

技

圖軟體之指令「MeshFromPoint」即可把點雲資料

術

轉為三角形空間網格資料，結果如圖 4 所示，黃
色格點為初始點雲資料，最後將三角形網格資料
（由黑色線條組成）存為 stl 檔（StereoLithography
File）。上述步驟所得之地表地形乃由多個大小不
一的三角形組合而成，需要將其轉換為大小均勻
之三角形，方可進行三維地形模型建置。
將 上 個 步 驟 所 得 之 Stl 檔 匯 入 至 FLAC3D
內，程式即自動將其認定為幾何物件（geometry
object），可以藉由幾何物件函數運算得到該物件
的幾何空間範圍分布，也就是 X、Y 與 Z 方向的
最小值與最大值（圖 5A），藉此可以獲得幾何物

圖3

件之尺寸：

將點雲資料匯入 CAD 軟體（本範例所使用的
CAD 軟體為 Rhino6.0）

新的網格係基於底部規則網格向上投影而生
（1）

成，因此投影於地表所形成的網格形狀亦保持其
原有之規則形狀，我們可將地表的每個四邊形網

掌握該物件之尺寸後，即可在物件下方產生
一個由六面體組成的規則網格（圖 5B），此規
則網格之長與寬以不超過上方物件之平面範圍為
原 則， 也 就 是 L< Xdim、W < Y dim。 另 外， 規 則 網
格之厚度（H）以及其上表面與幾何物件之距離
（h），可根據模式需求將其設定於合理範圍內，
圖 5B 所示之 h 與 H 分別為幾何物件最大邊長之
0.2 與 0.1 倍（可視需求進行調整）。接下來使
用 FLAC3D 之網格投影功能，由規則網格之上邊
界向上投影至幾何物件表面，產生介於規則網格
與幾何物間之間的新網格，如圖 5C 所示之黃色
網格。由於規則網格之平面範圍比幾何物件要小
（L< Xdim、W < Y dim），因此，使用向上投影功能

程

（mesh size）與基底規則網格數量相同，而垂直

工

將上述點雲資料匯入 CAD 軟體即可得知地

格面再劃分為兩個三角形網格面，藉此產生新的
三角形規則地表網格。如圖 6 所示，對比前後地
表網格形狀可發現，經由上述操作流程，可將原
本由不規則三角形所組成之地表網格轉變為具有
相同地表起伏特徵之規則三角形網格。我們可將
新的規則地表網格匯入至 3DEC，並將其儲存為
新的幾何物件，同樣利用幾何物件的語法邏輯，
對每一個三角形網格進行迴圈搜尋，並依序將每
一個三角「面」拉伸為三角「柱」，完成邊坡地
表地形的三維模型建置，結果詳如圖 7。需注意
三角形拉伸深度需要大於實際滑動面的深度，令
內部塊體在滑動過程當中有足夠的空間形成滑動
面，整體邊坡模型建置流程詳如圖 8。

時，可確保投影範圍會落於幾何物件之內。如圖
5C 所示，產生的新網格之水平方向的網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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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將點雲資料轉為三角形空間網格
圖7

於新的幾何物件內部產生四面體網格（於
3DEC 環境下產生）

圖 5 A）將幾何物件匯入 FLAC3D 並計算該物件
之範圍；B）在幾何物件下方產生由六面體組成之
規則網格；C）並將之投射於地表

圖8

模型建置與分析流程圖

三、3DEC 數值模型
3DEC（3 Dimensional Distinct Element Code）
係由 Itasca 公司所發行的商用離散元素分析軟體，
主要用來處理與裂隙岩體相關的岩石力學問題，
圖6

3DEC 的基礎元素包含剛性塊體（rigid block）、

產生包覆於六面體網格外之幾何物件
（於 FLAC3D 環境下產生）

可變形四面體網格（deformable tetrahedr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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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裂 隙 元 素（joint element）。 剛 性 塊 體 可 被

程

網格化為多個可變形四面體元素，任何剛性塊體
間的接觸面都被視為裂隙元素，所有的裂隙元

技

素都具有不連續面的特性，根據裂隙面上給予

術

的力學強度參數（凝聚力、拉力強度、內摩擦
角、膨脹角），可呈現塊體間的剪切位移（shear
displacement） 與 剪 脹（shear dialtion） 特 性， 本
研究擬利用各個塊體的可分離（separation）特性
以及塊體間透過裂隙元素的互制（interaction）特
性來模擬大範圍的邊坡滑動機制。

圖9

具有滑動潛勢之範圍

圖 9 所示由四面體元素（tetrahedron element）
所組成之 3DEC 邊坡模型，並於圖上標示出具有
滑動潛勢之關鍵岩體範圍，掌握關鍵岩體的形狀
與範圍後即可使用切割法將具有滑動潛勢區域由
邊坡模型中區分出來（圖 10），根據需求（結合
現地調查結果）可以適度的在關鍵岩體中增加節
理弱面，如圖 11 所示，本範例在關鍵岩體內增加
3 組節理弱面。圖 11 所使用的關鍵岩體之形狀、
範圍，以及岩體內的節理弱面位態均為假設值，
其目的係為了以視覺化方式展現此數值模型應用
於邊坡滑動的適用性，若要將此物理模型應用於
邊坡工程時，則需根據現地量測結果以及室內實
圖 10

驗資料作為相關參數設定之依據。

圖 11

使用切割法切割出滑動潛勢區之形狀

在滑動潛勢區岩體內部置入節理構造

四、案例分析

例，套用上述之數值分析流程，進行邊坡崩塌反
演分析。本事件發生於 2020 年 6 月 12 日早上 9

本文以台 8 臨 37 便道 22.5K 之崩塌事件為範

點左右，台 8 線臨 37 便道（中橫便道）22.5k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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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重大豪雨的狀況下發生邊坡崩塌，造成青山

而是由程式根據地表地形特徵、裂隙分布與裂隙

上、下線及台電道路中斷。

強度等因子，透過力與位移的分析疊代計算而

技
術

根據災後的現地勘查結果顯示，此事件之邊

得。因此，由每個三角形向下拉伸所得之塊體深

坡崩塌地點位於青山上線與台電道路間，崩塌範

度（35 公尺），必須要大於實際邊坡之滑動深度

圍長約 75 公尺、寬約 30 公尺。地表地形建置所

（大約 20 公尺），讓模擬塊體得以在滑動過程中

需的點雲資料精度與邊坡模擬的範圍有關，利用

有足夠的空間形成滑動面，此分析案例之網格產

本方法所建置的邊坡模型，其目的係為了處理大

製流程整理於圖 12。最後所得之 3DEC 模型總寬

規模崩塌之反演分析，點雲的解析度只需足以描

度約 200 公尺（沿著邊坡傾向方向）、總長度約

述地表起伏趨勢即可，過於密集的點雲資料（高

500 公尺（沿著邊坡傾角方向）、垂直方向尺度

解析度點雲），會大幅提高繪圖軟體的幾何運算

約 370 公尺（模型最高點與最低點之垂直距離差

困難度，而無法順利的產製出三角形網格資料。

異），共包含約 82000 個剛性塊體。邊坡模型建

實際應用時，可依據崩塌寬度範圍粗估點雲之精

置完成後，我們進一步利用災後之點雲資料，與

度。原則上，崩塌寬度範圍內至少需包含 50 個

建置完之三維模型進行套疊，藉以圈選出位於此

資料點，即足以符合力學分析所需之地表起伏

次滑動區域範圍內之塊體，圈選結果詳如圖 12C

特徵精確度。根據本崩塌範圍大小，本研究使

之綠色塊體。另外，本團隊在進行災後邊坡現勘

用 1 公尺精度之點雲資料進行三維邊坡力學模型

時發現，此次之崩塌事件，亦造成崩塌區域上方

的建置。值得一提的是，此步驟需使用災前點雲

塊體發生坡趾出露現象，且呈現向下游位移之趨

資料，以利詳實呈現災前之地形地貌。利用本文

勢。我們進一步檢視現場地形發現，崩塌區域左

所提出之邊坡模型建置方法，可將獲取之點雲

右兩側有明顯的侵蝕溝痕跡，且侵蝕溝有向上游

資料，依序轉化為三角形地表網格（triangulated

發展趨勢，因此，位於崩塌區域上方且包覆於兩

topography）以及三維的三角形柱狀塊體（solid

側侵蝕溝之間的塊體有可能發展成新的崩塌料源

rigid block）。使用分離元素模型進行邊坡穩定分

（請詳圖 12C 藍色塊體），有鑒於此，本研究也

析時，不需要於分析前進行滑動面位置之假設，

特別針對此區域進行情境分析。

圖 12

台 8 臨 37 線邊坡模型建置流程：A）點雲資料；B）三角形地表網格；C）邊坡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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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崩塌事件所在之邊坡，係為一節理發達

程

之岩坡，根據災後現場露頭調查解果顯示，此邊
坡共有四組不連續面，其位態分布情形詳如圖

技

13，其中 J1 與 J2 節理組之傾向（dip direction）

術

與傾角（dip angle）分別為 3°/33° 與 7°/85°，而
層面節理組（bedding）之傾向則接近侵蝕溝發展
之方向，JR 節理組為一高傾角節理（83°），且
傾向方向與邊坡坡面同向，此 JR 節理組易在邊
坡失穩的過程當中，產生張力裂縫致使邊坡產生
傾倒式破壞（toppling）。我們把上述四組節理
組作為塊體切割依據，同時考量現地調查所獲取
的 裂 隙 間 距（spacing） 與 連 續 性（persistance）

圖 13

等特徵參數，即可將塊體切割程序（block cutting
process） 套 用 於 主 要 事 件 與 情 境 事 件 之 塊 體
中，將崩塌區域之塊體切割成細小的破碎岩體
（fractured rock mass）。為了提高運算效率，模
擬過程中，只允許主要事件與情境事件之塊體
產生位移，其餘塊體均設置為固定不動。基於
岩石邊坡滑動特性，本研究使用剛性塊體（rigid
block）來模擬大規模的塊體運移行為，每個塊體

邊坡節理位態示意

根據主要事件的模擬結果顯示，邊坡產生不
穩定現象時，首先於坡趾處出現零星的小顆粒塊
體剝落並沿著坡面滑動（圖 14A），坡趾的鬆動
促使邊坡中段位置的高角度節理組（J2 與 JR）
產生一系列的拉力破壞，拉力破壞面沿著垂直節
理組發展，並將邊坡之岩體變成近乎岩柱（rock
pillar）型式之分布。與此同時，在斜坡下部形
成弧形的破壞面，並向上游延伸至岩柱群所在位

單元可透過裂隙元素（joint element）與其他塊

置。最後，岩柱發生連續的傾倒破壞，導致滑動

體單元產生接觸，程式則根據接觸勁度（contact

面持續擴張並向上延伸至邊坡上方區域，上述分

stiﬀness）參數設定值來計算對應之力─位移反

析所得之破壞機制與現場觀測結果一致。鬆動之

應。本研究使用 Barton （2002）建議之經驗公式，

塊體脫離原崩塌區所在範圍，沿著地形的凹陷處

透過 Ja（裂隙填充物指標）與 Jr（裂隙粗糙度指

向下游移動，最終停駐於大甲溪河床並造成推積

標）值來推估裂隙之內摩擦角。經評估，本研究

（圖 14B）。透過 3DEC 塊體運移路徑分析，我

所在邊坡之 Ja 與 Jr 值分別為 6 與 1.5，所對應之

們可以得到崩塌影響範圍，數值分析之影響範

內摩擦角約為 21°。進行模擬分析時，將以此內

圍結果與災後 DTM 影像分析結果大致吻合（圖

摩擦角作為分析初始值，並透過逐步調降內摩擦

14C）。實際上，塊體在運移過程當中，運移速

角的手段，來達到裂隙因風化作用導致剪力強度

度會因為地表植被的阻礙而有所降低。而數值模

降低的效果。為了讓模式更容易產生傾倒式的破

型中，塊體僅透過接觸摩擦力進行能量消散，並

壞機制，我們主要針對 JR 解壓節理組進行裂隙

無法考慮地表植被影響。因此，數值分析所呈現

強度參數的折減，數值分析模式所使用的裂隙參

之塊體最後停駐位置幾乎都集中於河床處，導致

數詳如表 1。

該處的影響範圍有被高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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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主要事件分析結果：A）邊坡破壞型式；B）塊體運移趨勢；C）影響範圍比較

如前所述，此崩塌事件，造成其上方邊坡岩

境事件大多數塊體最終會運移至大甲溪河床（圖

體解壓，有可能引發後續的滑坡事件。因此，我們

15B）。主要事件兩側的侵蝕溝若持續向上游發

進一步進行情境事件模擬，評估若上方邊坡發生新

展，可能導致後續的邊坡失穩，建議這些地區應

的崩塌事件時，對於整體邊坡之影響。情境事件的

列為防災減災之重點監測區域。

滑動區域位於主要事件上方邊坡，且包覆於兩側侵

表 1 裂隙力學參數表

蝕溝之間。情境事件之邊坡滑動機制與主要事件略

單位

值

裂隙正向勁度

Pa/m

1*109

岩塊流失，導致上邊坡坡趾見光，其塊體滑動方式

裂隙剪切勁度

Pa/m

1*109

較接近平移滑動，且形成的滑動面亦更為明顯（圖

凝聚力

Pa

0

15A）。我們也進一步計算兩個事件所造成的崩塌

拉力強度

Pa

0

為不同，由於主要邊坡滑動事件，造成大量的邊坡

量體，主要事件和情境事件分別造成了 13,901 和
8,627 立方公尺的量體損失。與主要事件相同，情

圖 15

參數

膨脹角

°

0

內摩擦角（JR）

°

10

內摩擦角（J1, J2, bedding）

°

20

情境事件分析結果：A）邊坡破壞型式；B）塊體運移趨勢；C）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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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坡失穩的物理現象，本研究案例主要係透過弱

本研究提出利用數值地形資料建立不規則三

模型，上述步驟可以透過 3DEC 的巨集語言（FISH
language）將其系統化，以增加建模的效率，同
時適當的增加基底網格數量可以提高數值模型與
實際邊坡之擬和程度。
本研究也將建置之數值模型進行邊坡穩定分
析之運跑，影響邊坡穩定之主要因素包含邊坡幾
何形狀、節理構造特性（位態、間距、連續性）、
裂隙材料參數、地下水等因素。其中，節理構造
可以利用 3DEC 之裂隙元素（joint element）直
接將其置入於模式中，並透過合理之參數設定，
來呈現邊坡逐漸失穩以至於演變為大範圍滑動之
過程。本研究並以台 8 臨 37 線的崩塌事件為範
例，套用本研究所提出之模擬流程進行大規模邊
坡滑動的模擬，以驗證模所提出方法與流程的適
用性。
本研究所展示之模擬結果，可以合理的呈現

參考文獻

術

間曲面網格，再透過投影方式建立三維數值邊坡

的破壞機制對於邊坡穩定之影響。

技

維數值模型，首先利用點雲資料並將其轉換為空

未來可以納入地下水與地震力之影響來探討不同

程

化裂隙的強度參數來達到驅使邊坡失穩之目的，

工

五、結論與建議

李忠勳、柳鈞元、林銘郎（2019 年 10 月）。以離散元素
法分析崩塌引致人工結構物破壞研究。2019 海峽兩岸
工程地質研討會，香港，中國。
林承翰（2014）。應用斜坡單元及分離元素法探討大型崩
塌之演育。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Brideau, M.A., Pedrazzini, A., Stead, D., Froese, C.,
Joboyedoﬀ, D., and Zeyl, D.V. (2011). “Three-dimensional
slope stability analysis of South Peak, Crowsnest Pass,
Alberta, Canada”, Landslides, Vol.8, pp. 139-158.
Itasca ICG. 3 Dimensional Distinct Element Code. (2013)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
Wang, H., Zhang, B., Mei, G., and Xu, N. (2020). A statisticsbased discrete element modeling method coupled with
the strength reduction method for the stability analysis of
jointed rock slopes. Engineering Geology, 264, 105247.
Wu, J.H., Lin, W.K., and Hu, H.T. (2018). “Post-failure
simulations of a large slope failure using 3DEC: The Hsien
–du-shan slope”, Engineering Geology, Volume 242, pp.
92-107.

77

中興工程．第156期．2022年7月
http://www.sinotech.org.tw/journal/

工
SINOTECH

程
技
術
* 鳶山堰閘門更新改善工程

用技術落實對安全及永續的執著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承辦鳶山堰21門排砂道及排洪道閘門
以及取水口閘門與機電設備更新工程之設計及監造工作
對於設備安全性、排洪及取水操作穩定性
於設計及施工規劃上，展現創新及周延性之特色
曾榮獲工程會第18屆公共工程金質獎設施類佳作肯定

結構工程團隊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105409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 2769-8388 傳真：(02) 2763-4555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正派經營 . 品質保證 . 追求卓越 . 創新突破

78

79-85

中興工程．第156期．2022年7月．PP. 79-85
http://www.sinotech.org.tw/journal/

濁水溪流域智慧化管理之發展
童正安 * 卟陳進興 ** 卟李友平 *** 卟黃皇嘉 **** 卟邱奕霖 ****
要

經濟部水利署於民國 107 年度因應所屬業務、機關、團體及地方民眾等資訊運用需求，導入物聯網
及人工智慧技術推動所屬機關數位轉型工作，以達成資料共享及即時監控之目的。故經濟部水利署第四
河川局亦依其管理需求規劃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發展藍圖，作為推動局內河川管理及防汛應變業務數位
轉型之依據。並於民國 108 年至 109 年度初步完成感知器布設及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整合系統整合開發
工作，針對關鍵議題開發輔助功能，已具備初步成效。惟因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發展涉及前端感知器開
發運用、物聯網傳輸技術之導入、後端人工智慧之運用及後續資安問題等領域，故仍需跨領域各路人才
一起加入互相合作，才能有效提升河川管理效益。
關鍵字：物聯網、人工智慧、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河川管理、防汛應變

一、前

言

「數位建設計畫─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水資源
物聯網」項下，因應所屬業務、機關、團體及地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以下簡稱四河局）

方民眾數位需求，導入物聯網及人工智慧技術推

主管濁水溪流域及彰化海堤之管理及防汛業務，

動所屬機關數位轉型工作，以解決資料共享及即

其中濁水溪流域面積達 3,156.9 平方公里，而彰化

時監控之目的。故四河局亦依據需求規劃濁水溪

海堤海岸線亦達 65.4 公里，管轄範圍寬廣，為有

流域智慧管理發展藍圖，以推動符合四河局河川

效提升河川局業務範疇，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

管理及防汛應變業務需求之數位轉型工作。

稱水利署）相關單位亦逐年開發河海區排管理及

二、原有系統說明

防汛應變等相關系統因應。但因各系統採獨立需
求開發，造成基本資料無法同步更新問題。且考
量防汛應變之即時需求，皆會造成河川局龐大人
力及經費負擔。
水利署於民國 107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之
*
**
***
****

四河局河川管理主要採用水利署開發之「河
海區排管理系統」，協助管理河川使用許可業務、
河川巡防業務、違法處分業務等案件控管與開立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正工程司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規劃課課長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局長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工程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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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單收據紀錄等。目前系統已建置包括河川用

三、智慧管理發展藍圖

地管理（許可、違法、移送及追繳管理等）、巡
防管理、機具管理、統計報表、砂石管理、其他

濁水溪智慧化管理，主要係期能利用即時監

業務管理（水利建造物、揚塵改善措施等）、知

測及預報資料，自動預警及研判相關防災或河川

識庫及基本資料維護等功能，示況畫面如圖 1 所

管理事件，並提供最佳應變或管理作業流程及整

示。

合提供民生相關資訊，達到提升濁水溪防汛及河

案例／計畫報導

川管理成效之目標，發展藍圖如圖 3 所示。而要
滿足此智慧化系統有三步驟─監測（現地感知器
布設及資料蒐集）、分析（資料加值運算處理及
邏輯推理判斷）、反應（最佳化策略），透過大
量布設感知器即時蒐集流域現地資訊，再藉由大
量數據分析及資料探勘以萃取有用資訊，最後透
過最佳化分析提供智慧化之決策支援。
然智慧化過程並非一蹴可幾，故四河局初步
圖1

河海區排管理系統展示介面

規劃分短、中、長期三階段逐步進行，初期為資

而防汛應變則採用於民國 105 年度建置之「第

料蒐集及輔助功能建置，先逐步完善流域內各項

四河川局自動化防災應變作業及決策輔助系統」，

前端感知器之布設，再針對轄區關鍵議題規劃建

協助，整合轄區水情及防救災相關資訊，透過系

置輔助功能，以提供智慧管理所需資訊及建議，

統與資通訊技術達成整備、監控、預警、通報、

再由人工判定後進行運作；中期為人工智慧系統

應變、決策等任務，為防災值勤人員之最佳資訊

導入，建置 AI 模組並由人工輔助機器學習，由

與應變輔助工具，可於災前、中、後即時提供最

AI 提供最佳策略並自動進行應變，惟自動運作前

新預報預警資訊及各類統計分析報表，供四河局

仍需先通知人員確認；長期為智慧化系統自動運

作為災害應變決策之參考。目前該系統主要功能

作，即 AI 模組自我學習優化系統參數，並全由系

有防汛作業所需之查詢展示、應變作業、決策輔

統自動運作後，再輔以人工協助確認系統運作正

助及功能（權限、警戒值、簡訊及傳真通報群組

常，以減少人力及經費負擔，如圖 4 所示。

等設定）管理等，示況畫面如圖 2 所示。

（一）感知器布設規劃
經盤點濁水溪流域現有水文觀測設備、水利
構造物、水資源管理資訊及監測需求後，初步規
劃增設 12 項感測項目 141 站（如圖 5）。主要為
防汛即時監測站，共計 9 項感測項目 110 站。

（二）關鍵議題規劃
依據濁水溪流域特性，目前主要關鍵議題包
圖2

第四河川局自動化防災應變系統展示介面

含揚塵、內水淹水、外水沖刷潰堤、河川管理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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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發展藍圖

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發展期程

法事件及土砂堰塞湖災害等（如圖 6 所示），故

圖6

濁水溪流域河川管理關鍵議題

就預警、監控及應變所需之輔助系統功能發展初
步規劃如圖 7。

圖5

濁水溪流域感知器布設規劃成果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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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議題輔助功能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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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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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子系統為輔建構而成，如圖 9 所示。系統架構

四、近年發展成果

如圖 10 所示。
四河局依據濁水溪智慧管理發展藍圖辦理民
國 108 年至 109 年之感知器布設及濁水溪流域智
慧管理整合系統開發工作，並針對關鍵議題開發
輔助功能，已具備初步成效。

案例／計畫報導

（一）感知器布設成果
優先針對河川管理及防汛應變業務所需之現
地感知器辦理布設，並於民國 109 年完成路面淹
水感知器、水位警示看板、危險潛勢堤段、閘門、
出入口管制、揚塵監測等 6 項感測項目 64 站，如
圖9

圖 8 所示。

圖8

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整合系統建置成果

濁水溪流域感知器布設成果

（二）系統整合開發成果
「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整合系統」係以既有
「濁水溪逕流測預報系統」、「第四河川局自動
化應變作業及決策輔助系統」及「第四河川局空
間資訊服務平台」為基礎；整合水利署「河海區
排管理系統」、「水資源物聯網感測基礎雲端作
業服務平臺」（Internet of Water, IoW）、「政府
資料開放平台」（Open Data）及其他相關單位提
供之資料服務；並依據四河局之作業需求，以流
域「河川管理」及「防汛應變」為主軸，並搭配
「感知器監控」、「遠端操作」、「空間資訊服務」
（圖資查詢）及「平台維護管理」（帳號、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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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濁水溪流域智慧管理整合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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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助功能開發成果

人員，並自動啟動現地抽水馬達進行灑水抑

四河局除針對前述關鍵議題辦理各項輔助功
能開發外，為確保資料完整及正確性，亦針對外

制揚塵發生。
2. 內水淹水應變作業

部資料介接狀態、即時感知器感測狀態進行即監

利用事先掌握之內水可能致災點及淹水預報

控，並於監控發現資料異常時，自動發送簡訊通

模式，配合 DTM、現地淹水感知器及移動式抽水

知維護人員進行處理，如圖 11 所示。

機等資料，透過系統自動分析研判，提供淹水預
（1）現況運作：目前系統已整合歷史淹水熱點
資訊、水利署二維淹水預報資料（FEWS_
Taiwan 之 Sobek 模式）及水利署防災中心
降雨淹水警戒值資訊，可提供淹水感知器、
移動式抽水機預布及淹水預警參考；另已利
用現地淹水感知器即時資料，搭配警戒值建
置淹水警戒通報模組，於水位達 10cm 時通
知內部人員；30cm 時通知權責單位及鄰近
村里長；並將淹水災害分析及應變時間由 4
小時縮短至 20 分鐘內，如圖 13 所示。
（2）後續發展（建置中）：針對高風險淹水潛勢

圖 11

感測監控子系統

地區，建置移動式抽水機調度模組，透過事
先分析淹水深度及範圍，並透過現地調查找

另關鍵議題輔助功能開發成果，說明如下：

出合適之抽水機設置地點。整合相關分析資

1. 揚塵事件應變作業

料及即時資訊（淹水感知器即時水位資訊、

利用空氣品質預測及監測資訊，進行揚塵防

移動式抽水機即時分布資訊）建置抽水機調

治之通報及灑水抑制等應變作業，以降低揚塵對

度模組（自動分析交通路線、所需抽水機數

民眾之影響。

量、預估退水時間等資訊）。

（1）現況運作：目前系統已整合環保署空氣品質
觀測資料及四河局於濁水溪下游堤防設置
之 空氣品質監控站（懸浮微粒 PM10），並
可運用監測資料進行空間及時間分析，掌握
揚塵來源及影響範圍，如圖 12 所示。
（2）後續發展（建置中）：針對揚塵好發之河川
裸露地設置即時監控設備，包括風速、土壤
含水量、PM10 濃度等感知器，並透過資料
分析建立揚塵啟動警戒參考值；於感知器監

圖 12

測達警戒參考值時，透過系統主動通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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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事件應變作業運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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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災情掌握及防救災調度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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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外水防汛應變作業輔助模組操作畫面

4. 違法事件應變作業
利 用 即 時 影 像 監 視（ 點 ）、 重 要 路 口 管 制
（線）及空拍監測等方式，建置點、線、面監控
系統，杜絕違法事件發生。
圖 13

（1）現況運作：已針對疏濬工區、廢棄物丟棄熱

內水淹水應變作業運作成效

點、重要路口等地點設置 CCTV 影像監控，
及重要出入口設置管制站；另亦有安排河

3. 外水河防應變作業
利用外水可能致災點及沖刷監測設備建置外

川巡防人員及防汛志工協助河川巡查；此

水破堤預警系統，並搭配防汛應變輔助模組提供

外水利署亦有建置運用衛星影像科技及遙

搶險調度建議。

測技術辨識變異點（利用前、後期 UAV 或

（1）現況運作：已依據河道特性及歷史堤段受損

衛星影像進行差異辨識）。於出入口管制

資料等進行分析，並於系統建立破堤警戒流

站建置前，134 號越堤路常有廢棄物傾倒情

量參考值，結合濁水溪洪水預報系統之預報

形，管制站建置後已無類似為違法情形發

流量資訊，作為未來洪水可能破堤之預警；

生，如圖 15 所示。

此外系統亦已建置外水防汛應變作業輔助模

（2）後續發展：可利用路口管制系統、CCTV 監

組，可透過使用者設定災害規模及選擇搶修

控，針對異常時段進出或異常停留等行為

險方案，自動概估所需投入經費、設備數量

之車輛進行辨識，並發送異常通知予巡防

及時間，並提供災點與防汛備料場之調度建

人員提醒前往查看確認；另建議整合監控

議（依交通距離、備料數量）
，如圖 14 所示。

資訊，建置河川巡防管理模組，除提供巡

（2）後續發展：目前四河局已陸續針對高風險河

防人員查詢異常通報資訊，亦可透過即時

段設置堤防沖刷粒子、傾斜變位儀等監控設

拍照、上傳圖片、及填報查看情形等即時

備，故相關監測資訊可整合納入系統進行堤

資訊回報功能。

防安全預警監控，於沖刷粒子遭洪水沖出時

5. 土砂災害應變作業

或監測堤防傾斜時，透過系統警示及簡訊

利用既有水位站及影像監視資訊，即時判釋

通知相關管理人員，提前進行搶修險應變調

堰塞湖之狀況，並搭配堰塞湖應變作業模組，進

度。

行緊急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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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目前於濁水溪流域智慧化管理之發展，雖仍
屬於第一階段之感知器布建、資料蒐集及決策輔
助系統發展，但其帶來之實質效益，於流域現況
之掌控、應變作業效率提升，已明顯可見。
感知器有如人們對外界之感官之延伸，大規

重要出入口管制站運作成效

模布建，除可有效掌握流域現況外，透過資料探
（1） 現況運作：已盤點流域內堰塞湖高潛勢區，
並針對堰塞湖高潛勢區訂定堰塞湖潰壩緊
急應變計畫，建置 CCTV 影像監視及安排
志工協助巡視；另透過監控鄰近雨量站累
積降雨量是否達土石流警戒值進行預警判

勘找出關鍵因子，再導入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
技術之應用，將可顯著提升河川管理效能與效率。
因涉及多方專業技術及資訊整合，仍有待我輩工
程師及跨領域各路人才一起加入互相合作，腦力
激盪發揮創意思考運用。

斷，及監控水位站有無異常劇降情形，分
析是否有堰塞湖發生；此外目前系統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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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險潛勢區，若發生堰塞湖時所需之作
業流程，於系統建立標準化作業程序，提
供使用者可查看歷年針對高危險潛勢區之
分析資料，及逐一檢視確認相關作業程序
是否完成，如圖 16 所示。
（2） 後續發展：針對堰塞湖是否發生之判釋，
可結合影像辨識技術，搭配現場設之 CCTV
影像，判釋地形變化或上下游水位差等，
分析是否發生崩塌堰塞湖，並進行即時通
報。

圖 16

堰塞湖應變作業輔助模組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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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能工程施工管理案例分析
張宸 * 卟陳信宏 ** 卟廖正堅 *** 卟李君超 ****
蘇崇仁 **** 卟魏德輝 ***** 卟林根勝 ******
要

國內太陽能產業的發展是由 2000 年開始推動，一直到 2010 年政府推動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機制後，安裝數量才有顯著成長。另外，建置成本大幅下降，也是 2010 年後成長的主因。
截至 2021 年 7 月底，臺灣太陽光電累計裝置容量為 6,764.05 千瓩（6,764 MW），占全部再生能源裝
置容量的比例為 61.7%，2021 年 1 ～ 2 月發電量為 8.06 億度（0.806 GWh），占可再生能源發電比
例為 34.9%，占總發電 1.95%。國內 2020 年新增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為 1.67 GW，占全球新增比例為
1.31%。
由於產業結構的轉變，吸引了大量外商的投資，但國外廠商的管理思維與國內的慣例不同，便也出
現了許多在管理上的問題，如本案業主相當重視工作前的風險評估，常藉由腦力激盪的模式來找出關鍵
因子，但由於會影響成本較大的關鍵因子，大多發生於施工階段，在缺少施工廠商的參與下，便使得議
題無限發散，造成會議冗長的情形。雖然國內也在大力地推展統包制度，但礙於現今的法規制度，只能
由施工廠商主導統包案的進行，而使得設計標準及品質堪慮，所以在制度面尚未健全之下，類似的工程
發包模式應會持續發生。故期望藉由此次的案例檢討，衍生出新的管理思維，以做周全的因應對策。
關鍵字：太陽能工程、施工管理、發包策略、關鍵因子

一、前卟言

場，這時臺灣太陽光電的建置量才有了顯著的成
績。

國內自 2000 年起便開始推動太陽能光電，

本案的業主韋能能源（Vena Energy）即是隸

在發展初期因相關產業的廠商數不足，且法令制

屬於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集團在新

度尚未完善，而使得再生能源的發展遲滯，一直

加坡所設立的再生能源公司，韋能能源公司（以

到 2010 年政府大力推動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下簡稱為業主）目前是亞太區最大的再生能源開

Tariﬀ, FIT）機制後，提高了廠商的投標意願，才

發商，2015 年在臺灣設立分公司，在本案啟始

吸引了大量外商進場，活絡了整個再生能源的市

前已在臺灣建置了兩座地面型太陽能發電廠，總

*
**
***
****
*****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機電監造工程部工程師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機電監造工程部計畫經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機電監造工程部技術經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機電監造工程部計畫副經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機電監造工程部協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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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容量達 90MWp，本案的裝置容量約為 272

使得同仁在整個過程中，無不絞盡腦汁，尋求可

MWp，韋能能源公司預計在 2022 年達到總裝置容

利用的資源，來達成業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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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412MWp（Mega Watt Peak，峰值輸出功率）。

韋能能源公司的發包策略有別於以往傳統工

本案選址之初，適逢政府大力推動「達成民

程的模式，本案施工廠商的發包模式係採取發

國 114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的目標」及「民

小包的做法，因此在以往大包的管理工作，就

國 109 年太陽光電 6.5 GW 達標計畫」，且韋能

落到了 EPCM 團隊同仁的身上，而且業主的決

能源公司順利於經濟部工業局辦理「雲林離島式

策模式也是隨著環境不斷地在改變，所以在本

基礎工業區新興區東二區土地設置太陽能發電設

案的同仁除了須扮演傳統專案管理及監造的角

備開發案」中取得開發權，便造就了此案的誕生。

色外，還得負責帶領廠商推展工作，幾乎囊括

該基地位處於雲林縣台西鄉，案場全區皆屬填

了 所 有 的 管 理 工 作， 故 此 PCM 已 不 是 Project

海造陸地形，基地位於台西鄉的北側，北臨麥寮工

Control Management， 而 是 Project Construction

業專用港，東接台西海埔新生地，南邊有四湖工業

Management。為了配合此專案的獨特性，在發包

專用港預定地（尚未開發），與澎湖群島相對，案

文件及計畫書的撰寫過程中，也發生了些許的矛

場全區占地約 226 公頃，海拔標高 4.5 公尺。該土

盾，在 EPCM 團隊人力的職掌及工作範圍被擴大

地早在 2016 年便已規劃為綠能專區，且土地面積

後，即出現許多行政程序無法一體適用的狀況，

遼闊亦平整，當時在整個西部海岸區，要找到第

在施工階段中仍有部分細項需視情況調整。

二個單一土地面積達 200 公頃以上的土地，也難出

在初期規劃階段還有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

其右；在如此天時地利的條件下，便推促出堪稱全

就是業主供料的材料管制規劃工作，由於業主發

東亞單一案場最大裝置容量的太陽能發電廠。

包模式的關係，所以還需協助業主將所提供的基
樁、支架、模組等主要材料作詳盡的規劃，除了
材料的數量（含損耗）外，還有進場時程、運輸

二、初期規劃設計階段施工檢討

車輛動員及動線規劃、包裝材料運棄評估等工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以下簡稱中興公司）在

作皆屬於規劃的範圍；在過程中大量的運用了

前期便與本案業主韋能能源公司簽訂前期施工規

工作分解架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簡稱

劃技術服務合約，期間依業主需求，由中興公司

WBS）的方法，將工區、車輛動線、動員人力等

安排時程、PV 機構、PV 機電、昇壓站機電、物

做層層分析，以期望在實際施工時能順利將材料

料管理等專業人員，協助業主依據發包文件、設

提供給施工廠商。

計圖說及相關法規、規範……等文件及要求，進
行前期施工管理規劃及相關管理、品質計畫書編
製；在進入施工檢討工作時，便依據業主方及設
計部門陸續提供之圖說規範作逐一地檢討及施工
風險評估，該階段主要工作重點在於發包文件及
計畫書的編排、業主提供物料的工作流程安排、
PV 區的施工順序及 KPI 的檢討，過程中業主所
提出的要求，大多屬於施工廠商才會考慮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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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施工範圍規劃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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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完材料問題後，就進入了主軸的施工管

前材料規劃的分區模式，將整個工區分南北兩大

理問題，由於本案的業主是外商公司，強調的是

區，再將其各分為 16 小區，所以整個工區共分

效率及重點式管理，雖然少了繁文縟節，但訊

32 區，再將各分區的主要材料做統計，作為日後

息是瞬息萬變的，且 EPCM 團隊大多是監造背

各項進度計算的依據。
首先要計算的部分就是三大主要工項每一小

教了，在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後，決定綜合業主

區的施工時程，在我們參考了業主的想法及經驗

熟悉的管理模式，配合專案的設計，將太陽能模

後，即規劃出了第一版的工期規劃（表 1），並

組的規格導入施工進度規劃中，藉此來計算 PV

以此發展後續的各項表單及施工排程，在當時所

區 各 項 工 程 的 關 鍵 績 效 指 標（Key Performance

討論的結果為基樁每日施工數量為 135 支，支架

Indicators，簡稱 KPI）。

4 組，模組 480 片，在藉由訂定 KPI 的模式下就

PV 區的工作重點共有 3 項工程，有基樁、支

可推估，在以上的條件下，基樁每區需施工 22 天，

架及模組工程，而 KPI 的計算方式即是以單片模

支架及模組為 45 天（機電工程因量化不易，係採

組為 400W 為基準，支架則有兩種規格，一種是

經驗法則估算，在此不做討論）。

4V30，另一種是 4V15，而 4V30 有 120 片模組，
4V15 則有 60 片模組，最後是基樁工程，前項所

表 1 PV 工程施工數量統計表

提及兩種規格的支架，在基樁數量上也有所不同，
4V30 是 16 支基樁，4V15 是 10 支基樁，以上便
是 PV 區主要工項的基本計算資料，詳細的計算
式如下：
基樁：4V30 ＝ 16 支基樁；4V15 ＝ 10 支基樁。
模組：4V30 ＝ 120 片；4V15 ＝ 60 片。
除了運用 KPI 來計算時程外，另外 EPCM 團

（400W ＝ 0.4MW）
（一）基樁工程：

隊也努力將運算結果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希望

4V30 ＝完成基樁數量 /16*120*0.4/1000（MW）

能及時的呈現工地現況進行到什麼階段，初始的

4V15 ＝完成基樁數量 /10*60*0.4/1000（MW）

想法是以 Excel 表單（圖 2）描繪出工地形貌，再

（二）支架工程：

以顏色區分施工階段，例如基樁完成為紅色，支

4V30 ＝完成支架數量 *120*0.4/1000（MW）

架完成為黃色，模組完成為綠色的方式，讓人一

4V15 ＝完成支架數量 *60*0.4/1000（MW）

眼就可看出目前的施工進度。
有了管理工具之後，接下來令人傷腦筋的部

（三）模組工程：
＝完成模組數量 *0.4/1000（MW）

分，即是要解決人的問題，本案的 EPCM 團隊人

（Mega Watt，功率的單位）

員編制共 54 人，要想能在短期內將工序安排順
遂，就必須要有共同的語言，才能實現在此表單

有了以上基本的計算方式後，就開始進入了

下進行共同作業，為此，在與部門主管溝通後，

各項的計算模式，在開始規劃之前我們參考了之

徵詢資訊部門的協助，而此想法後來也得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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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每當談到施工細節時，就免不了要向業主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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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認同，在資訊部門的大力協助下，更優化

容易產生矛盾，以下便針對物料、施工、管理人

的將此圖型建置在 PMIS 的平台上（如圖 3），

力三方面的關鍵事件做說明：

結合施工查驗程序來顯示狀態，此作法不但實現
了共同作業的想法，亦同步展示圖像管理的成果，
雖然後續因種種因素，未能完全實踐，但也算是
現場施工管理的一大突破了。

（一）物料管理方面
進入施工階段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物料問
題，本案因分包過細的緣故，廠商的對口人數眾

案例／計畫報導

多，且在施工階段 EPCM 團隊同仁還需協助業主
管理吊裝作業，加上各家施工廠商的施工效率有
別，本來在物料管理的工作負擔就不小，再加上
疫情的影響，更衍生出進口貨物塞港的情形，甚
至衍生因國際價格波動過大，供應商停止出貨等
事件。
為了因應這多變的狀況，現場只能採取較機
圖2

動地的做法，例如：對廠商方面，EPCM 團隊的
自主檢查及施工查驗分區圖

系統工程師必須協助物料工程師，在現場指揮調
度物料的分配；而在對業主的採購方面，則須時
時掌握最新進度，無論是在會議中追蹤，或是與
業主採購密切的聯繫，都是必要採取的手段，才
能即時的將物料訊息傳達給施工廠商，來降低施
工廠商的人力成本損失。
在物料管理方面，影響施工進度的關鍵因子
有：
1. 業主供料項目，受國際物價影響，物料採購

圖3

前的沙盤推演多變且繁瑣。

PMIS 施工進度展示圖

2. 施工廠商發包數量須配合供料的排程決定。

三、面對滾動式管理的關鍵影響因子

3. 施工廠商履約能力不同，影響物料需求及物
料堆置和保管問題。

太陽能工程的發包模式有別於一般工程，在
材料方面，主要的材料設備皆由業主提供，如基

4. 物料分配原則，需視施工廠商實際進度不斷
地檢討，使得協調的工作增量。

樁、支架、模組等材料，施工廠商的部分也採取
系統分包模式，案場發包模式概分為土木、支架

（二）PV 工區施工管理方面

/ 模組、機電、變電站等包商，這種分包模式對於

PV 工程是整個太陽能發電廠的重點工作，只

現場管理的工作負擔比較大，且業主在成本管控

要完成了基樁、支架及模組的施工，就等同於完

又特別在意，對於過程中的變化，皆須逐一研討

成了整個電廠 80％的工作，因此，如何將 PV 工

及控制，此作法對於傳統監造而言，工作模式就

程加速完成，就成了此專案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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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基樁工程，PC 樁材料是由越南進口，

1. 前包的工作停滯，影響後續施工。

施工廠商則是分別由兩家營造廠所承攬，施工範

2. 基樁垂直度不佳，影響支架組裝。

圍則以東西兩側做分界，由於兩家在施工效率及

3. 模組安裝後，線路接點護蓋交接問題。

狀況排除的能力不同，造成材料分配及 EPCM 團

4. 材料吊裝時，道路使用權的協調問題。

隊人力佈屬的問題；另外在材料方面，由於製造

5. 包材廢棄物清運，常有權責認定問題。

工廠設立在越南，所採用的檢驗標準及數據，原

（三）EPCM 團隊人力管理方面

基地，在遇到地下物不可抗力的因素時，就產生

由於本案施工廠商係採用分段發包的模式，

了設計標準核對的問題，而且後續相關試驗是在

以及業主對於工作前的沙盤推演及風險管控格外

臺灣做，檢驗結果與原產地試驗報告該如何認定 ?

的要求，使得工作團隊在對專案的任務需求，偏

所幸後續藉由團隊及業主的協助下，以上的困難

向於 EPCM 的新模式（EPCM：即 Engineering（設

皆能有合理的解決方案。

計）
、Procurement（採購）、Construction（施工）、

另一個部分就是支架及模組方面，在本案是

Management（管理）的組合），但實際上又沒有

將支架及模組的組裝發包給四家廠商，初期係將

施工廠商的協助，使得許多工作都是藉由憑空想

北區劃分成四大塊，經由實際施工結果，來考核

像，再經實務執行後驗證，逐步地調整至最佳模

廠商履約能力，藉此決定南區數量分配的問題，

式，這樣的團隊工作模式存在著許多的不確定性；

此作法在前期規劃時即有共識，只是在當時，規

再加上 EPCM 工作團隊大多為新進同仁，對於公

劃的廠商是六家，來因應趕工的需求；材料的部

司制度的運用靈活性不足，使得在實際執行時也

分，支架是由中國大陸進口，模組則是由臺灣加

產生了些許摩擦。

工製造的，進口品的部分一樣有受到疫情的影響，

EPCM 工作團隊分組模式，原始構想是依照

航運的時間很難掌握，運輸的調度須時時配合最

分包模式做分配，共分為土木、支架 / 模組、機電、

新的狀況作調整；模組的部分，雖是由臺灣製造，

物料、安衛、行政六組，各組再依發包數量做分

但由於原物料的進口不易，造成了價格波動過大，

工，並推派組長做整合工作，但由於本次的工作

差點影響整體的施工進度。進入到施工階段後，

範圍亦涉及施工管理方面，加大了工程師的壓力，

所產生的問題，大多為施工界面的問題，因為施

而且公司制度在對於小組長的職掌中也沒有實際

工廠商數量較多，在水平整合部分，各廠商間對

的職權，當遇到意見分歧時，就必須回到工地主

於施工查驗標準、施工順序、材料分布情形，皆

管做協調，無形中也影響了工作效率。

有不同的想法，再加上廠商素質問題，只能藉由
循循善誘的方式，慢慢導入業主期望的模式。

四、結論與建議

另外在垂直整合方面，則是有工作交接的問
題，支架 / 模組廠商的工作角色，是處在一個中

本專案是首次嘗試由傳統監造團隊來執行

間的位置，他須等基樁完成後才進場，將支架 /

EPC 統包工作的初始案例，雖然在工作面來說不

模組施工完後，還要交給機電包商，所以在此階

盡相同，亦沒有施工建造上的壓力，但由於現在

段須處理大量的界面協調工作，常發生的關鍵因

大環境的轉變，許多的業主對於工程發包的經營

子有：

模式也大不相同，所以仍然可藉由此專案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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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與臺灣不同，再加上本案基地屬填海造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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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無論是在制度面或是工作面，做一個完整

通的語言。
2. 工作分配須清楚明確，避免模糊地帶無人可

案例的檢討，以供後續類似專案做參考。
有鑑於本專案執行至今的成果，有以下幾點

管。
3. 落實新進團隊人員之勤前教育，使其了解專

建議：

案屬性及相關要求。
4. 深化代理人制度，同組人員須熟悉彼此業務

（一）制度面

案例／計畫報導

1. 專案執行前，應先就專案的特性，先找出其
中的矛盾點，再與管理階層溝通可行之執行
方案。

內容。
5. 過程中視工程師專長及特性，適時調配工作
內容。

2. 將溝通成果及可預期的風險編入工作計畫書

6. 善用雲端管理工具，避免資訊交流中斷。

叢 書 訊 息

7. 運用通訊軟體群組功能，加強彼此溝通，並

中，供後進的工程師作執行依據。

3. 將工作職掌及權責公示化，讓各主辦能在各

藉此學習非自身專長項目。

(一)
高岩覆對隧道設計與施工影響研究(二)
工作崗位中發揮功能，並盡量做到賞罰分
參考文獻
明。脆性破壞特性評估與因應對策

蕭富元、林金成、蔡明欣等 編著 行政院（2019）重要政策，全力衝刺太陽光電
2017年10月初版
https：//
4. 強化工程師的心理素質，在投入工作前，需
先做好職前教育，強調工作背景及經歷無關

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4413b4165f1e-419b-9a39-5a02c8a3ba8c
經 濟 部 工 業 局（2020）109 年 1 月 份 重 要 施 政，https：
//www.moeaidb.gov.tw/external/ctlr?PRO ＝ announce.
2016年10月初版
rwdAnnounceView&id ＝ 3748

工作分配，並於過程中視工作內容做適當的
(二)
流體注儲行為之力學機制研究與工程應用
調整，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俞旗文、譚志豪、雷世璋等

編著

（二）工作面

(三)
應用雷達影像評估坡地災害
1. 初期優先發展管理工具，以期專案過程有共
林柏勳、蕭震洋、鄭錦桐、
陳俊愷、李易叡等 編著

2016年10月初版

新 書 推 介
(一) 廢污水生物急毒性檢測與應用評析
許國恩、林宜璇、吳佳娟、
鳥春梅、林淑滿等 編著

2020年11月初版

(二) 台灣地區巨積混凝土配比與熱學特性之研究
詹穎雯、陳育聖、邱暉仁、
何季軒等 編著

2020年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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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安全智慧監測平台之初期研究
朱蕙蘭 *

江政恩 **

一、前卟言

郭瑋明 ***

吳嘉賓 ****

數據直接研判結構物安定性或異常變化，因此一
般藉由試算表軟體（Microsoft Excel, EXCEL）繪
製歷時曲線，此項工作十分繁瑣，又耗費人力，

庫管理單位較少，僅有隸屬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

且考量每個水庫因有其特性，且執行人員繪圖習

局的一、二級水庫方有建置水庫監測平台（例如

慣不同，產出之繪製成果將影響其易讀性、代表

石門水庫、湖山水庫與曾文水庫……等等），其

意義及解釋。

水庫監測平台僅是蒐集監測資料並繪製圖資，並
無蒐集其他相關資料建置於平台內，水庫管理單
位需花費龐大時間找尋過往資料，導致工作效率
降低。而隸屬於台灣電力公司及台灣自來水公司
因經費嚴重不足，無法建置水庫監測平台，僅能
用紙本記錄或個人電腦進行相關資料建檔，例如
台電公司之明潭下池水庫……等等，如此混亂的
龐大資料使得安全評估受託單位痛苦不堪，光整
理歷年監測資料就需花費龐大人力處理，且監測
資料讀數因錯誤無法整合，無法及時反應監測資
料問題，導致無法進行監測資料分析。另因中興

因此，本案考量中興 PMIS 網站搭配資料庫
之方式，建置「水庫安全智慧監測平台」，儲存
水庫各項監測數據及檢查成果紀錄資料，提供工
程師與駐地人員利用雲端進行監測資料與巡檢紀
錄輸入，由平台系統自動產製監測歷線相關圖形，
且資料庫提供歷年監測資料查詢與水庫檢查等相
關成果，達到資料共享目的，將水庫檢查與監測
資料電子化保存於資料庫以永續利用，作為後續
智慧監測之大數據庫，提升水庫安全檢查與監測
工作成果品質。

長期辦理經濟部水利署、台灣電力公司及台灣自

二、平台系統簡介

來水公司十多個水庫設施之安全檢查與監測工
作，目前工作執行方式係由駐地人員進行現地巡
查與監測儀器觀測後，將巡查之檢查成果與蒐集

現今工程專案由於分工細密與規模龐大，資

之監測儀器資料，在個人電腦與部門計畫資料庫

訊傳遞的路徑眾多且分歧，使得計畫管理的複雜

進行建檔。由於監測資料數據龐大，不易由監測

度越來越高，隨著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與網際

*
**
***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工程師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技術經理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研發及資訊部組長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大地工程部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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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高度普及，如何結合資訊科技的運用，建

依 據 本 案 研 發 需 求， 利 用 中 興 PMIS 建 置

立更動態與更細緻的計畫管理模式，已成為現今

「水庫安全智慧監測平台」，結合資料庫伺服器

工程專案執行管控的必要作法。中興實踐上述理

（Database Server）儲存紀錄資料與觀測數據，採

念，以實務需求為導向，打造高延展性的計畫

用 Google Map 雲端服務提供空間資訊，使用者只

管 理 資 訊 系 統（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需透過網頁瀏覽器（如 IE、Chrome、Edge）即可

System, PMIS），具有因應計畫特性與工程內涵

存取相關資料，線上執行地圖索引資訊查詢、閱

進行客製化功能開發，並可彈性組合部署需要的

覽數位化文件、判讀監測儀器歷時曲線等，如圖

功能，快速建構合適之計畫管理資訊系統。在功

2 所示。

能架構可延展擴充的基礎上，開發人員可分工協
作提升效率，並從資訊關聯性建立功能串接整合
之機制，讓各子系統功能間可相互合作與支援，
資訊間可相互參照或拋轉，進而提高系統整體運
作的順暢性與便利性。

研發成果介紹

依照水庫安全檢查與監測工作之特性，監測
與檢查資料的繪圖與蒐集，是本案執行上最重要
的一環，利用中興 PMIS 用來管控現場工作、繪
製監測資料圖示及安檢成果照片與表單記錄管
理，在功能內涵設有異常監測紀錄問題與建議改
善事項之追蹤機制，協助工作團隊分類整理與備
忘提醒，進而評析水庫整體安全性。規劃本案子
系統功能串接與資料關聯之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2

平台系統整體運作模式示意

本案開發流程如圖 3，分為計劃階段、分析
階段、設計階段及實作階段，流程說明如下：
（一）計畫階段：於時程可行及技術可行範圍內，
進行系統範圍界定。
（二）分析階段：針對專案需求，分析系統所需
提供的功能。
（三）設計階段：確認硬體配置與組態設定、軟
體架構模型後，設計使用者介面、操作畫
面及系統功能。
（四）實作階段：進行資料庫建置、系統開發、
資料建置、系統測試等作業。

圖1

安檢與監測工作功能串接與資料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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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台系統規格
本平台系統的資訊服務採三層式架構（3-Tier
Architecture），前端之資料展現層（Presentation
Tier）以網頁瀏覽器為使用者操作介面；中間之應
用邏輯層（Application Logic Tier）為功能運作之
核心，佈署於應用程式伺服器中，除易於管理外，
當功能需求有修改時，其相關元件亦易於重新改
寫並機動抽換，不致影響系統整體運作或有不易
佈署之問題；後端之資料貯存層（Data Tier）提
圖3

開發流程

供資料庫與磁碟空間保存所有資料與文件檔案，
其資訊服務架構，詳圖 5。

平台系統是以「中興 PMIS 計畫管理平台」
為發展平台，再依系統分析與設計理念進行各子
系統與功能之客製化。「水庫安全智慧監測平台」
主要之系統架構依使用者區分為一個資訊畫面與

圖5

六個子系統，詳圖 4。

資訊服務架構示意圖

為有效降低建置成本與提供未來擴充能力，
統一使用 Microsoft .NET 相關技術，並採用 Visual
Studio 2017 作為網頁應用程式開發、測試與除錯工
具。伺服器硬體規格使用 HP DL380 或同級機架式
伺服主機，建置於機房中，硬碟容量 2T 以上，並
採用光纖線路連接 Internet，以確保系統運轉效能。
伺服器端作業環境採用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資 料 庫 系 統 採 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網站服務採用 IIS 7.0 網頁伺服器工具。

五、建置畫面展示
「水庫安全智慧監測平台系統」以中文視窗
圖4

平台系統架構圖

化介面進行網頁設計，已經方便使用者更直接、
直覺性的操作，本節僅展現此平台已建置好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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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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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需了解操作細節，請詳操作手冊。
（一）平台登入首頁
平台登入首頁是由「中興 PMIS 計畫管理平
台入口網站」連結，詳圖 6。

圖8

重要記事畫面

（四）監測資料
監測資料 : 含 4 個項目，監測儀器平面位置、
監測資料管理、監測熱點分析、地震資料，詳圖
9 及圖 10。

研發成果介紹

圖6

平台登入首頁畫面

（二）平台首頁
平台首頁模組包含「即時資訊」、「基本資
料」、「監測資料」、「安全檢查」、「影像紀錄」、
「安全評估」、「其他管理」七項功能。
即時資訊含 4 個項目，水庫水位、有效蓄水

圖9

監測儀器位置畫面（平面圖）

量、日雨量、蓄水量百分比量，詳圖 7。

圖 10
圖7

監測資料整理畫面（合併儀器展示）

平台首頁畫面

（五）安全檢查
安全檢查 : 含 4 個項目，定期檢查、特別（不

（三）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含 3 個項目，水庫簡介、重要記
事、三維模型，詳圖 8。

定期）檢查、異常事件、歷次安檢監測報告，詳
圖 11 及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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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圖 11

安全資料冊畫面

定期檢查畫面

（八）安全資料冊畫面
其他管理 : 含 3 個項目，中興帳號管理、相
關計畫連結、常用網址連結三項功能，詳圖 15 及
圖 16。

歷次安檢監測報告畫面

（六）影像紀錄

圖 15

中興帳號管理畫面

圖 16

常用網址連結畫面

影像紀錄 : 含 3 個項目，空拍影像管理、相
片管理、即時影像，詳圖 13。

六、結卟論
圖 13

相片管理管理畫面

（一）「水庫安全智慧監測平台系統」建置完成
項目為：即時資訊（水庫水位、有效蓄水
量、雨量、滲流量）、基本資料（水庫簡

（七）安全評估

介、重要記事）、監測資料（監測儀器平

安全評估 : 含 3 個項目，安全資料冊、安全

面位置、部分監測資料管理）、安全檢查

維護手冊、歷年安評報告，詳圖 14。

（定期檢查、特別（不定期）檢查、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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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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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卟議

事件、歷次安檢監測報告）、安全評估（安
全 資 料 冊、 安 全 維 護 手 冊、 歷 年 安 評 報
告）、影像紀錄（相片管理）、其他管理

（一）本平台為單個 PMIS 平台，目前先以永和

（帳號管理、常用網址連結）等功能，目

山水庫當作範例，未來將依各個水庫依此

前上述模組各項功能均可正常使用，且已

示範案例，進行各別水庫之相關平台及後

完成原計畫目標，並達成效益。

端資料庫內容之補充。

研發成果介紹

（二）本案俟平台完成範例建置（永和山水庫），

（二）本平台僅針對水庫檢查及監測，搭配水庫

將先提供本專案駐地工程師及中興內部相

安全評估等基本資料建立管理平台，本案

關參與人員使用，採中興信箱帳號 / 密碼

目前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續將再併入原

方式登入平台系統，亦會分級管制權限。

始資料、行政規則、水文水理評析、結構

（三）中興外部人員及水庫管理單位使用，需以

安定性評析、邊坡安定性評析及水工機械

個人提供信箱進行帳號申請，另由中興提

評析……等資料，可擴充為「中興水庫雲」

供密碼，以供案件合約執行期間使用本平

資料之架構，藉以強化中興在水庫工程核

台，並開放瀏覽權限，避免資安問題。

心技術之資料整合能力。

叢 書 訊 息
(一) 高岩覆對隧道設計與施工影響研究(二)
脆性破壞特性評估與因應對策
蕭富元、林金成、蔡明欣等 編著

2017年10月初版

(二) 流體注儲行為之力學機制研究與工程應用
俞旗文、譚志豪、雷世璋等 編著

2016年10月初版

(三) 應用雷達影像評估坡地災害
林柏勳、蕭震洋、鄭錦桐、
陳俊愷、李易叡等 編著

2016年10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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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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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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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書
名
台灣南部區域枯旱特性
河川水理輸砂模式 SEC-HY11
台灣地區地面水及地下水調查與運用
混凝土壩非線性分析商業化程式發展（一）
攔河堰二維水理分析軟體 SEC-HY20
敲擊彈性波技術應用在巨積混凝土結構物裂縫之檢測
近岸地形變化之數值模式
敲擊回音儀器改善開發及在混凝土波速與裂縫檢測上之應用
巨積混凝土非破壞品質檢測技術之研發
橋基側向侵蝕防治技術與設計指引（彩色版）
水平二維動床模式之應用
多座水庫系統聯合運轉模式（四）多目標水庫串聯系統與攔河堰聯合運轉
混凝土壩應力分析之工程應用模式建立（一）
即時逕流與河川演算人機介面模式
敲擊回音儀器改善開發及其在巨積混凝土裂縫與隧道襯砌厚度檢測上之應用
區域水資源系統即時操作模式之建立
混凝土壩非線性分析商業化程式發展（二）
混凝土壩非線性分析商業化程式發展（三）
河川水理、輸砂及污染質傳輸模式 SEC-HY11
混凝土非破壞檢測儀（Sino-NDT-IE）之改良
含自由液面之三維不可壓縮黏性流數值模式發展與應用
類神經網路於河川洪水預報系統
蝶閥啟閉過程中閥體受力之數值模擬
橋梁水理資訊系統
蓄水庫風險管理（二）風險辨識與風險控制及壩安全導則研訂
水平二維動床模式之研發及應用（二）岸壁沖刷
都市水岸縫合與環境改善研究－以美崙溪為例
宜蘭東澳地區海洋深層水多目標園區可行性研究
集集南岸三小水力發電計畫可行性研究
堆石壩靜態與動態行為研究（二）軟岩材料含量對工程性質之影響
大地工程流形數值分析方法之發展（一）流形方法之引進與大地工程上之應用
隧道設計整合系統之發展（一）隧道支撐設計
隧道水文地質調查準則（含解說）
基樁完整性檢測技術發展與應用
多功能壓密沉陷數值程式之開發、模擬與驗證﹝二﹞施工模擬與尺寸效應
軟弱土層特性與深開挖行為﹝三﹞深開挖施工訊息化系統
岩盤隧道施工資料自動化處理系統
鬆軟地盤改良作業之評估、設計與檢驗方法
Seismic Resistance Design of Earth Structures and Deep Foundation-（1）Dynamic Effective
隧道施工專家系統
節理岩體力學特性研究（二）實際工程岩體力學參數之評估與應用
大地工程流形數值分析方法之發展（二）節理岩體斷裂破壞程式發展
地震時潛盾隧道與既有建築物之互制分析
樁基礎分析及設計程式發展
粉土細砂現地觸探結果設計參數之 CPT 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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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R-HY-01-01
R-HY-01-02
R-HY-01-03
R-HY-01-04
R-HY-01-05
R-HY-01-06
R-HY-01-07
R-HY-02-02
R-HY-02-03
R-HY-02-04
R-HY-02-05
R-HY-02-06
R-HY-03-01
R-HY-03-02
R-HY-03-04
R-HY-04-02
R-HY-04-03
R-HY-04-04
R-HY-05-01
R-HY-05-04
R-HY-05-05
R-HY-07-02
R-HY-07-03
R-HY-09-01
R-HY-09-02
R-HY-10-01
R-HY-13-01
R-HY-14-01
R-HY-16-01
R-GT-01-01
R-GT-01-02
R-GT-01-03
R-GT-01-04
R-GT-02-01
R-GT-02-02
R-GT-02-03
R-GT-02-04
R-GT-03-01
R-GT-03-02
R-GT-04-01
R-GT-04-02
R-GT-04-03
R-GT-04-04
R-GT-05-01
R-GT-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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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大

地

工

程

類

環

境

工

程

類

序號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書
名
隧道交叉段力學行為與支稱對策
地理資訊系統於大地工程之應用（一）地質資料輸入、地質模型建立與地工分析模式發展
新興感測科技於環片計測之應用（一）
強震資料庫建置與維護及使用者平台開發（一）
預力混疑土既有應力非破壞檢測技術開發
柔性加勁擋土牆之設計參數與數值分析方法
台灣地區地震危害度分析程式發展與強地動衰減模式建立
強震資料庫建置與維護及使用者平台開發（二）台灣地區隱沒帶強震資料建立
暨有混凝土橋梁內部損傷監測資料無線傳輸技術開發及應用測試（二）無線音射資料感測模組研製
落石問題分析技術
隧道施工專家系統整合應用與改進
集水區土砂災害分析
遙測技術於土木水利工程上之應用（一）－台灣中部地區土石災害潛勢研究
景美礫石層降水工法於大台北都會區深開挖工程之應用
隧道前方地質弱帶探查技術
高岩覆對隧道設計與施工影響研究－完整岩盤隧道影響探討
隧道開炸振動環境影響評估與技術準則之研訂
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與評估技術之建立
隧道施工資料管理系統（二）－應用與改進
地下水補注敏感區判釋與評估技術之建立
流體注儲行為之力學機制研究與工程應用
高岩覆對隧道設計與施工影響研究（二）脆性破壞特性評估與因應對策
加速型溶劑萃取法萃取底泥樣品中有機錫
土壤樣品中 Cu、Cd、Hg 和 Pb 的直接分析-利用 USS-ETV-ICP-MS 法
粉狀活性碳在降低消毒副產物生成之應用
界面活性劑液相層析質譜分析方法
自來水水質生物穩定性評估方法
應用固相微萃取法偵測水中微量亞拉生長素
消毒系統在工業區廢水處理之應用
國內污水下水道管材使用現況與發展趨勢
去除染整廢水中色度及殘餘 COD 高級處理技術
石化業製程廢水及污泥處理技術
以 Fenton 法處理柴油污染之土壤
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提昇生物處理技術
下水道污泥之硒直接分析
粉狀活性碳對自來水中土臭味物質之控制應用
自來水處理之薄膜積垢物去除技術
空氣污染排放總量及背景空氣品質預測
利用陰離子界面活性劑移除土壤中重金屬
利用不要的米（Unwanted Rice）製造活性碳之技術研發
周界空氣中揮發性有機物分析 TO-14A 樣品製備及質譜鑑定分析
水中鹵化乙酸（HAA）之鑑定
幾丁聚醣擔體固定化細胞技術處理水中 VOCs
不明廢棄物棄置（掩埋）調查採樣計畫及污染判定標準程序訂定
以 HPLC/Fluo 分析環境空氣中真菌含量
空氣污染控制策略及成本效益分析
彰濱金屬區電鍍廢水高級處理與資源化技術
地下水 MTBE/BTEX 油品污染之物理處理技術
固定化微生物擔體於反應式阻牆技術之應用
以化學氧氣法處理受有機物污染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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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R-GT-05-03
R-GT-05-04
R-GT-06-01
R-GT-06-02
R-GT-07-01
R-GT-07-02
R-GT-09-01
R-GT-09-03
R-GT-10-01
R-GT-10-02
R-GT-10-03
R-GT-10-05
R-GT-10-06
R-GT-10-07
R-GT-12-01
R-GT-12-02
R-GT-12-06
R-GT-13-01
R-GT-13-02
R-GT-15-02
R-GT-16-01
R-GT-17-01
R-EV-01-01
R-EV-01-02
R-EV-01-03
R-EV-01-04
R-EV-01-05
R-EV-01-06
R-EV-01-07
R-EV-02-01
R-EV-02-02
R-EV-02-03
R-EV-02-04
R-EV-02-05
R-EV-02-06
R-EV-03-01
R-EV-03-02
R-EV-03-03
R-EV-03-04
R-EV-03-05
R-EV-03-06
R-EV-03-07
R-EV-04-01
R-EV-04-02
R-EV-04-03
R-EV-04-04
R-EV-04-05
R-EV-04-06
R-EV-04-07
R-EV-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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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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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序號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書
名
自來水供水系統微量臭味物質鑑定技術
塑膠管長期管剛性評估機制（一）
污染場址水文地質調查技術之發展
高錳酸鉀氧化技術於地下水污染整治之應用
薄膜海水淡化廠出水水質穩定化控制技術
含高濃度 BTEX 尾氣之處理技術評估
生物反應式透水阻牆整治工法應用研究－材質開發與模場驗證
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利用
三合系統於場址評估之應用與方法建立
塑膠管長期管剛性評估機制（二）
Bio-MF 應用於都市污水處理之探討研究
交通噪音振動改善措施研究
生物性緩釋材之開發與應用
MBR 薄膜系統原型機開發與應用
廢水處理廠生物即時監測系統
現地氧化試劑配方之快速評估程序開發
以截流式微過濾膜回收淨水場快濾池反沖洗水並產生污泥餅之研究
不同化學氧化法搭配生物復育技術降解土壤中 BTEX 污染物
生質物之造粒、裂解與氣化
中空絲超過濾膜膠體性阻塞趨勢與系統效能之評估
以末端過濾操作微過濾薄膜分離富含油脂之藻類
以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建立水中全氟化物及抗生素之分析方法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政策工具應用於能源技術服務之法規機制可行性評估
以雙槽式薄膜反應器（Dual MBR）進行小球藻培養及濃縮之研究
碳抵換合作模式分析研究
人工濕地作為低碳污水處理單元之生命週期研究－以高雄洲仔濕地為個案探討
添加生物炭對土壤污染之影響研究－針對重金屬污染土壤與酸洗後土壤改良之評估
廢污水生物急毒性檢測與應用評析
高壓阻尼器之研發
封閉式液流阻尼器結構減震之模型試驗
加長型單肋板補強梁柱接頭耐震行為與設計
鋼筋混凝土耐震結構性能設計法（二）直接位移法及其結構實驗
鐵路橋梁耐震設計可靠度分析（三）RC 連續橋梁地震反應分析
雙鋼管充填混凝土中空橋柱耐震行為（一）― 軸力與彎矩
斜張橋空氣動力穩定性之風洞實驗與數值分析
遲滯型消能器減震技術改良與應用加勁阻尼系統之結構耐震性能設計方法
預鑄混凝土橋墩之耐震行為（三）綜合應力行為
鋼骨箱型柱梁柱接頭耐震行為（一）鋼骨箱型柱肋板補強梁柱接頭耐震行為
地震工程性能設計法之應用（一）單自由度橋柱及建築物之耐震性能評析與設計
鋼筋混凝土耐震結構性能設計（三）消能隔減震系統之位移設計法
液流阻尼器全尺寸結構防振功能之振動台測試
雙鋼管充填混凝土中空橋柱耐震行為（三）中空雙鋼管混凝土柱與基礎接合耐震行為
斜張橋空氣動力穩定性之風動實驗與數值分析（二）
高韌性鋼橋柱耐震行為（一）－先期試驗
流場引致結構物振動之分析技術現況評析
垂提式閘門振動分析及評估指南
鋼骨箱型柱梁柱接頭耐震行為（二）箱型柱與鋼梁偏心接合耐震行為
載荷 100 噸級液流阻尼器特性試驗及技術推廣之預備工作
加消能裝置鋼構架位移設計法之試驗
建築結構之多振態性能評析與設計方法應用（一）考慮多振態之位移導向耐震評估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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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R-EV-05-01
R-EV-05-02
R-EV-05-03
R-EV-06-01
R-EV-06-02
E-EV-06-01
R-EV-06-03
R-EV-07-01
R-EV-07-02
R-EV-07-04
R-EV-07-05
R-EV-08-02
R-EV-08-03
R-EV-08-04
R-EV-09-01
R-EV-09-03
R-EV-10-01
R-EV-10-02
R-EV-11-01
R-EV-11-02
R-EV-12-02
R-EV-12-06
R-EV-12-08
R-EV-13-02
R-EV-13-03
R-EV-15-01
R-EV-16-01
R-EV-20-01
R-ST-01-01
R-ST-01-02
R-ST-01-03
R-ST-01-04
R-ST-01-05
R-ST-02-01
R-ST-02-02
R-ST-02-03
R-ST-02-04
R-ST-02-05
R-ST-02-06
R-ST-03-01
R-ST-03-02
R-ST-03-03
R-ST-03-04
R-ST-03-06
R-ST-03-07
R-ST-04-03
R-ST-04-04
R-ST-05-03
R-ST-05-04
R-ST-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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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防
災
科
技

其

他

序號
書
名
1
遙測技術於土木水利工程上之應用(二)－土砂災害資料倉儲系統建置及莫拉克災區案例分析
2
坡地災害風險管理及其應用(一)莫拉克颱風災區坡地災害研究
3

因應地質法與極端氣候研擬坡地防災調適策略－以坡地住宅及土地利用為例

編
號
R-DP-13-01
R-DP-13-02
R-DP-14-01

4

應用雷達影像評估坡地災害

R-DP-16-01

1

軌道運輸系統營運模式現狀評估

R-MS-01-01

2
3
4

半導體廠製程排氣設計方法(二)
捷運地下車站火災時人員安全避難容許時間之探討與分析模式
3C 最佳化風管設計方法

R-MS-01-02
R-MS-01-03
R-MS-02-01

5

發電系統穩定度

R-MS-02-03

6

寬頻接取技術現況與趨勢

R-MS-02-04

7

長隧道通風研究(一)列車隧道空氣動力模擬程式研發

R-MS-08-01

8

長隧道通風研究(二)隧道空氣動力模擬程式視窗展示前後處理軟體研發

R-MS-09-01

9

建築節能之被動冷卻系統分析法－FDS5 軟體應用指引

E-MS-12-01

10

台灣地區巨積混凝土配比與熱學特性之研究

R-M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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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TECH

* 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第C715標潭子系統交流道工程

構築快速公路網絡
本案設計採用變形Y型之交流道型式，銜接台74線
並在有限空間設計容納4條匝道之交流道
外觀設計呈現多層次交疊，宛如彩帶環繞飛舞之意象。
工程完工後可將國道3號、國道1號及台74線快速公路串連
成為臺中都會區高快速公路網絡。

公路建設& 監造團隊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1057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 2769-8388 傳真：(02) 2763-4555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正派經營 . 品質保證 . 追求卓越 . 創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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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TECH

* 桃園草漯市地重劃

綠色生態 .韌性防災 .循環低碳 .智慧典範
草漯市地重劃區位處於桃園市觀音區西北隅，地理環境條件優越
受農業區、埤塘、溪流及山丘之生態體系所包圍，中興團隊提出
「綠色生態、韌性防災、循環低碳、智慧典範」等四項發展策略
落實於工程，期達成宜居智慧莊園目標
並為桃園市政府首例導入循環經濟之示範區

土地開發工程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1057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 2769-8388 傳真：(02) 2763-4555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正派經營 . 品質保證 . 追求卓越 . 創新突破

SINOTECH

* 花東線鐵路月美段高架橋

縱橫四界的願景擘劃者
花東線鐵路電氣化關山~月美間高架橋
座落於台9線旁的花東縱谷，由簡潔橋梁結構與
綿延秀麗山脈及自然田園風光，打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
田園鐵道景觀，已於2014年6月正式營運通車。

鐵道建設工程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1057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 2769-8388 傳真：(02) 2763-4555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正派經營 . 品質保證 . 追求卓越 . 創新突破

SINOTECH

* 離岸風力發電業務

承風展翼 .綠色家園
綠色新能源“風能”可提供乾淨新能源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是全方位的工程技術單位
具有高專業技術，將持續推動綠色新能源之發展
並為人們打造節能減碳及永續發展環境持續前進

電力開發工程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1057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 2769-8388 傳真：(02) 2763-4555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正派經營 . 品質保證 . 追求卓越 . 創新突破

SINOTECH

* 新北淡江大橋
淡江大橋橫跨淡水河口，是全世界最長的單塔不對稱斜張橋
發想自雲門舞者之舞姿的單塔與燈柱造型整體設計構想
單塔於夏至時夕陽沒入水中的淡水側
又單塔造型有如雙手合十，象徵「祈福」良意
此橋是由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德國Leonhardt公司
及英國Zaha Hadid建築師事務所共同負責設計與監造

結構橋梁工程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10570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 2769-8388 傳真：(02) 2763-4555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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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TECH

* 大鵬灣濱灣泊靠遊憩設施整建

用技術落實對安全及永續的執著
辦理濱灣公園2號、4號碼頭新建及景觀整建工程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提供近全浮動獨立系統設計
減少連接件所造成之弱面，增加整體之穩定性
結合轄區內景點之開發及建設
塑造悠閒、環保及結合水域活動之觀光遊憩場域

海事工程團隊
水利、大地、電力、結構、建築、軌道、交通、系統
機械、環境、海岸及港灣、都市設計、工業城鄉開發
園區規劃等之規劃、設計與施工監造管理

105409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電話：(02) 2769-8388 傳真：(02) 2763-4555
E-mail : sinotech@sinotech.com.tw
https : //www.sinotech.com.tw

正派經營 . 品質保證 . 追求卓越 . 創新突破

10570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7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