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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蓄水庫之面積容量曲線 

在決定蓄水庫之蓄水容量後，必須從蓄水庫之高程與面積、容量之曲線去估計最大淹沒高

程、範圍、面積，及在變更淹沒高程所增加或減少之蓄水量。蓄水庫之面積容量曲線可利用地形

圖估算及繪製，其步驟為： 

利用求積儀在地形圖上，求得在不同高程下之面積。 

設庫底與第一（最低）等高線之距離為 h1，其餘等高線之距離分別為 h2,h3,h4,...,hn（通常

h2,h3,h4,...,hn為相等）。 

設第一、第二、第三、第 n等高級（E1、E2、E3...En）所包含之面積分別為 a1、a2、a3...an

（如圖 5所示）。 

 

圖 5 蓄水庫地形圖與高程圖示意 

 

依下式之一計算在不同高程下之蓄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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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高程 E1、E2、E3...所對應之面積 a1、a2、a3...及所對應之蓄水容量 V1、V2、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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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繪出其高程與面積容量曲線，如圖 6所示。 

 

圖 6 蓄水庫之高程與面積容量曲線 

 

利用求積儀在地形圖上可求出面積，並繪出高程與面積之曲線；同理，利用求積儀在高

程與面積曲線圖上，亦可求出不同高程之蓄水容量，而繪出高程與容量之曲線。繪出蓄

水庫之面積容量曲線後，由需要之蓄水量可決定埧之高程，由圖 6 可知，埧高增加一點

點，但蓄水容量卻可增加相當多。通常，水庫之埧頂高程應為計畫蓄水容量所需之基本

高度再加上必要的 1～3公尺出水高（Free board），以防風浪之影響。 

1-7 蓄水庫位置之選擇 

蓄水庫之位置、壩址及壩型應就不同地點多方調整研究，以選取符合建造目的，安全且經濟

者，並應符合下列條件：能以最小之規模獲得所需要之蓄水量，地質良好、地形適宜，用

地容易取得，且補償費少，水力條件佳，流域面積大且對水土保持及水源涵養有利，建造材

料容易取得，水文氣象條件良好，交通條件優越，施工容易，對地震之安全性高，維

護管理容易，對環境之衝擊少。應考慮之因素如下： 

地形：腹地要大，地形要愈陡愈好，理想之位置為一山谷前放寬之平原，其四周則為陡

坡，平原下游收縮為一狹窄之缺口，形成一優良之築壩地址。 

對埧言，埧體積與水庫容積比，愈小愈好；對蓄水庫言，水庫容積與埧體積之比值，

愈大愈好。 

水庫表面積小，以減少蒸發量。一般水庫滿水位之表面積(a)與全流域面積(A)之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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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在 5～10％間，最好能低於 5％。台灣地區由於優良水庫位址多已開發興建，

因此甚難再找到符合 a/A在 10％以下者，造成水庫會延得很長，地點不理想。 

水庫四周邊愈陡、愈深愈好，以使旁邊不易生長水草、植物等。 

由於同一面積之水庫，平均水深（have）與最大水深（hmax）比值高者，蓄水量較大，

因此（have/hmax）應在 0.3～0.6範圍內，且愈大愈好。此處所謂平均水深，係以水庫蓄

水容量(V)除以水庫滿水位之表面積(a)所得者。 

地質：地質問題因與水庫水之滲漏及壩址安全有關，因此地質應分三方面調查研究： 

流域地質：流域整個地質情形對於逕流量影響甚大，如遇滲漏地層，則水量勢必漏失

極多。 

蓄水庫本身之地質：如大量漏水則不甚適當。如含溶解性礦物與過多之有機物，則將

影響水質。地下蓄水之有無，可能對蓄水量有相當關係。透水地層之地下蓄水量約相

當於水庫蓄水量之 5％～20％，其重要價值在抵消蒸發量，而使全部蓄水成為有用。 

壩址之地質：須適宜於建築永久性之攔水壩，不可設於斷層地質上，此點因關係最大，

應經地質專家勘察鑽探以決定之。 

水質：最好是沒有人煙處、有機物少處及未開墾處；若為已開發或低密度開發處，則應

根絕流域內之污染來源。污染之主要來源常為人畜之排洩物，故水庫流域內之房屋應一

律遷移；其次為生物對水質之影響，故淹沒區內之樹木、權木叢及雜草等應在整理期內

清除之，藻類等之生長則藉灑散藥物加以控制。 

經濟及其他問題： 

經濟價值之比較：包括壩之長度、高度，淹沒之土地、房屋、田地之價值，農業損失，

交通道路之變更設計長度及其建設費用。 

水權問題：水權應合法登記取得，為了下游用水，應補償一部分水予下游，並經由協

議或仲裁方式解決之。 

管線輸送距離：水庫與供水地區之距離，愈近愈佳。 

壓力或落差：有適當高差，能藉重力自然流下。 

施工問題：材料來源最好能就地取材，並考慮運輸是否方便。 

維護問題：考慮水文是否會大幅改變，是否有沖刷、淤積等問題，對水質水量之維護、

管理問題等。 

1-8 蓄水庫庫址之整理與水質維護 

全部庫址之整理： 

拆除全部建築物，並將樹木、灌木叢等砍掉、草拔掉。 

沼澤低窪之地，宜將積水排除、抽乾，再填以泥土砂石。 

清除庫址內之廁所及牲畜之糞堆等。 

有機質含量高之表土，如泥煤地、可耕地除須去，以減少有機質腐爛之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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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叉、分路處，水若會流出水庫，應將之封閉起來。 

高水位以下 6 公尺內水庫邊緣地帶之特殊處理：因為這一帶問題最多、沖刷最嚴重，其

要項包括： 

將 6公尺內之殘枝樹根除去，必要時，將表土挖掉換土（Soil stripping），特別是含有

1～2％有機物之表土。 

保持庫邊水深在 2公尺以上，以免水草滋長。 

在坡度較大地帶加做護坡，以防風浪侵蝕與雜草生長。 

水質維護：新建之蓄水庫，因為有機物之腐敗分解，會逐漸釋出營 

養物質（Nutrients），造成優養化之環境（Eutrophying environment），助長藻類及微生

物之生長，致有嗅及味（Taste and odor）等問題，其作用期通常須經過 10～15年方漸趨

穩定，之後，水質才漸可改善與穩定。另水草之過度滋長，亦會影響水庫之有效容量與

水質，死亡後亦成為新的污染源。藻類之控制應從氮、磷之來源控制做起，避免污染物

排入水庫；若控制後仍有藻類之優養（Eutrophication）問題，可用 Cl2、CuSO4等殺藻類，

或將光線阻隔，抑制其之繁殖。 

水體溫度之分層（Temperature stratification），如圖 7所示，夏季時 ，水庫表面水溫度較

高、密度較小，呈水溫之正列成層；冬季時， 水庫底部水溫度較高，且水溫 4℃時密度最

大，呈水溫之逆列成層。 因此，在春、秋兩季，水庫水會呈現上、下循環翻滾（Overturn）

 之現象。由於水庫水體溫度之分層，水庫水停滯，故造成水中溶氧 之傳送困難，深水層

若缺乏溶氧，就造成厭氧狀況（Anaerobic condition）， 細菌分解有機物之產物多為 CO2、

CH4、NH3、H2S 等氣 體，過多之 CO2溶解水中會使 pH 下降，造成庫底淤泥中之鐵、 錳

等氫氧化物溶解之現象，故水中之 NH3、H2O、CH4、Fe2＋、 Mn2＋、色度等會增加、水質

惡化，此情況在夏季水溫高，有機物 分解速率快時特別嚴重。水庫水溫度之分層可以曝

氣方式破壞溫度 之分層（Destratifiation）。 

 

圖 7 水庫水溫度之分層 

 

蒸發之控制：減少蒸發量就等於是減少水量損失，台灣地區之年平均蒸發量約 75.5cm/yr。

蒸發控制之方法計有：加蓋，但祇適合用在小水庫；在水庫周圍種植防風林；水

面上散布單分子膜（Monomolecular film），例如 C16OH、C18OH、C15COOH、C17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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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厚約 3μm，每公頃水面散布 50g左右，蒸發減少率可達 10～25％。 

其他維護措施： 

巡邏制度：是否有違反破壞水庫之情形？ 

水土保持：保持水量，減輕沉砂淤積問題以延長壽命、增加埧之安全。 

檢查操作物：閘門、攔污柵、溢洪道等之檢查。 

附近墾植之控制：注意農藥、肥料之種類與使用量。 

娛樂控制：不可污染水質，必要時應禁止遊憩活動。 

法律規章：制定相關之經營管理規章，水質保持措施、辦法等。 

水文記錄：觀測、保存水位觀測站、雨量觀測站等記錄。 

警報設施與制度：應設有排洪警報設備及有線、無線通訊設備等。 

表 8所示為台灣地區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成效評估項目表，共分為防砂工程、種樹造林、

農地水土保持、道路水土保持、淤積浚渫、水庫保護帶、崩塌地處理、野溪蝕溝治理等

八項，分別進行評估。 

 

表 8 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成效評估項目表 

分項工程 分級評估項目 成效指標 

防砂工程 防止河道溯源沖刷 防止邊坡崩塌 控制流心 得分/15 

種樹造林 涵養水源減少逕流 防止土壤沖蝕 景觀美化 得分/15 

農地水土保持 防止土壤沖蝕 便利農業經營 增加經營收益 得分/15 

道路 

水土 

保持 

邊坡處理 防止邊坡滑動崩塌 景觀綠美化 維持交通運輸 得分/15 

綠化植生 防止邊坡滑動崩塌 景觀綠美化 維持交通運輸 得分/15 

排水設施 防止邊坡滑動崩塌 景觀綠美化 維持交通運輸 得分/15 

淤積浚渫 棄土再利用效益 減少底泥營養再釋出 － 得分/10 

水庫保護帶 防止砂石進入水庫 減少農藥進入水庫 － 得分/10 

崩塌地處理 減少泥砂來源 景觀綠美化 － 得分/10 

野溪蝕溝治理 減少溪流沖刷 控制流心 － 得分/10 

 

1-9 進水口設計原則 

進水口（Intake）及進水設施為採用地面水為水源時，所須之集取工 程。地面水集取工程設

備在規劃時應先調查水體水質、流量及水位等水 文資料，以能引取水量充足、水質優良之自來水

水源，其計畫取水量以 計畫最大日需水量加取水輸送損失及淨水場操作用水為原則，並應考量 

水源種類、取水地點、取水量等，就取水堰、取水塔、分水門、取水管 渠、取水格框（Submerged 

crib）及柵門（Grating）、開口（Opening）、濾 除設備（Strainer）型式等取水設備中，選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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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者。若水源水質穩定 ，可採連續取水（Continuous draft）方式；若一年中水質有時好、有時

 不好，可將水質好時儲存起來，水源水質不好時再拿來用，此稱選擇性 取水（Selective draft）。

以河川溪流為水源時，進水口之設計原則如下： 

位置之選擇： 

水質最佳地點：河川上游污染較少。 

避免污染地點：避開廢水、污水放流口之位置、海水倒灌或感潮河段。 

地形之考慮：在直線地方，不要在拐彎處進水，否則凸岸會淤積，阻塞取水口，凹岸

會易沖刷。 

地質之考慮：基礎穩固適於施作取水設備處，不可因豪雨、地震而沖毀。 

適當水深處：不妨礙航運，避免水被航運污染。 

取水設備應避開急流處，以免取水設備被破壞而中斷供水。 

上游是否有濫伐、盜採砂石而增加水中懸浮固體含量。 

外力之影響： 

浮力：浮力受水位之變化影響，最主要考慮枯水與洪水時之水位狀況。 

波浪壓力：會造成沖刷、淤積及風力，應詳細計算之。 

冰壓力：在寒冷國家水深度要深，並減慢水之流速，以防止冰塊進入，或將進水口降

低，以減輕冰壓力之影響。 

浮沉物體之撞擊力：如冰塊、廢棄物等。 

上述各外力，除浮力易計算外，其他諸力大小常不能準確算出，故設計時宜增大考慮安

全係數。如果發生冰凍時，其解除方法包括：用廢蒸汽之熱，用電之熱，在進水

口處用水反沖，用壓縮空氣攪動，以機械（如錨鏈）打碎等。 

進水口之開口： 

進水口須低於水面，以避免漂浮物擋住，及避免冰凍之阻礙。 

在河底上 1公尺以上，以防止泥砂進入，影響水質。 

可在不同高度設置進水口，俾可在水位變遷時，選擇其水質較佳之處進水。在水位變

化大，或湖泊、河很深時，每 5公尺要做一個取水口。 

進水速度應在 5～30cm/sec，藉以減少浮懸物體流入之機會，減 

少挾帶針冰，及避免魚類被水流帶入。 

進水速度要驗核低水位時之淨面積（Net area），V＝Q/Anet是否在 5～30cm/sec範圍內。 

攔污柵及移動篩：如河溪中常有浮懸物體，宜在進水口前設置攔污柵 （Bar rack）或移動

篩（Traveling screen）分別隔除之。攔污柵常為柵鐵 ，間距 3～5 公分（圖 8），柵除物

可採人工或機器方式清除，通常 採人工清除方式之攔污柵角度不能太大，宜在 30～60°

間。移動篩之 淨空約 0.3～1.5公分，視所需篩除物體之大小而定，篩除物則以噴水 （Water 

jet）沖出（圖 9）。另有開孔甚小之細微篩（Microstrainer）， 開孔僅 23μm，可處理水

源中之藻類等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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