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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翡翠水庫管理局 

一、110年施政計畫重點 

（一）強化大壩安全：推動「提升安全監測效能」、「更新水工機械閘門基礎設

施」中程計畫、大壩安全管理計畫、翡翠電廠操作營運及設施更新計畫

等，完善大壩重要基礎 設施功能，確保水工機械及翡翠發電廠運轉操作

正常；同時縝密執行大壩安全監測及現地檢查，確保大壩安全穩定，達

成「大壩設施妥善率」大於99.65％及「大壩安全監測達成率」等於100%

之施政目標。 

（二）加強水源管理：完備翡翠水庫穩定供水計畫，強化水資源運用，提供大

臺北地區民眾質優量足的飲用水水源，達成「水庫水源利用率」89.86%

之施政目標；同時加強水庫蓄水域水陸巡邏，持續推動集水區權責機關

跨域合作，辦理聯合稽查，杜絕外來非法活動，防治水庫上游各項污染

行為；並完善翡翠水庫水質管理與監測計畫，持續辦理翡翠水庫藻類與

水質關係調查，推動水污染防治工作，以達成「水庫優養化指標」小於 

37.10（無優養化）之施政目標，提供市民優質的飲用水水源。 

（三）強化防洪減淤：推動水土保持中程計畫，加強水庫周邊水土保持工作，

減少因暴雨沖刷表土流入水庫之泥砂量，同時持續辦理占墾地造林補植

及割草撫育，涵養水源及強化保水固土能力，並利用翡翠水庫泥砂運移

模式，提升水庫蓄清排渾功效，以有效減緩水庫淤積，達成「水庫年淤

積率」小於0.758‰之施政目標；並強化水庫防洪運轉作業，發揮水庫蓄

洪效能，以達成「水庫洪峰消減率」大於70.30%之施政目標。 

（四）推廣環境教育：持續推動水資源保育及環境教育工作，加強服務品質及

滿足民眾及學生需求，使參訪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心的「參與環境教育

民眾滿意度」達 95.5% ；並提升志工專業知能，辦理「志工專業訓練後

評量合格率」大於 98.9%，以強化導覽志工解說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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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庫營運管理 

（一) 水庫安全維護 

1.審慎監測評析，確保大壩安全穩定 

  為確保翡翠大壩安全穩定，保護下游大臺北地區 600 萬市民的生命

與財產安全，翡翠水庫於興建大壩至今埋設 20 種計 345 組項監測儀

器，監測大壩之安全狀況。為提升安全監測品質與評析作業效率，本

局乃針對大壩安全評估之主要監測儀器，運用先進技術發展自動化監

測與分析系統，可立即診斷大壩安全性，除有效縮短作業時間、增進

分析研判正確性外，更提升水庫預警與應變能力，確保大壩安全。 

110 年共計辦理大壩區現地檢查計 708 人次，儀器監測計 215 萬

8,793 筆，檢查評析結果，確認大壩結構、基礎及設施均穩定安全。 

  

照片 1大壩壩座傾斜儀量測 照片 2大壩現地檢查 

2.嚴謹檢查維護，確保水庫功能正常 

為確保大壩相關監測儀器與設施正常穩定及永續使用，每年均定期

委託專業廠商實施檢查與維護，並於颱風季節前、後進行特別檢查與

水工閘門試操作。110 年共辦理相關監測儀器設備維護計 8 次、廊道

排水系統與通風系統維護計 12 次、壩區照明系統維護計 12次、攔木

浮柵維護計 4 次、翡翠電廠相關設施與設備計 12 次、大壩水工閘門

設施維護計 12 次，以及各項水工閘門測試計 2 次，確認各項設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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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維持正常運轉操作，可正常發揮蓄水、供水、防洪及附帶發電功能。 

 

 

照片 3沖刷道擋水閘門檢查維護 照片 4溢洪道閘門試操作 

3.建立翡翠大壩變位模型及預測分析 

運用結構分析軟體建立翡翠大壩三維有限元素模型，掌握翡翠大壩

受水位、溫度及潛變效應等因素所造成之變位比重，並預測大壩未來

各個特定運轉年之長期變位趨勢及優化管理值，強化大壩安全管理。 

  

照片 5大壩潛變分析及預測 照片 6優化大壩變位管理值 

4.完成壩座地下水位及水壓力自動監測 

  完成壩座地下水壓力監測全面自動化，並整合於大壩安全監測系統

中，提升安全監測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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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壩座地下水壓力孔 照片 8壩座水壓力監測全面自動化 

5.完成水庫排洪隧道控制閘門及擋水閘門大修 

  執行排洪隧道閘門之水封、壓板更新及導輪檢修、中間桿拆解檢

修、控制閘門壓油系統電磁閥及壓油泵更新、除銹油漆處理等大修工

作，確保排洪隧道閘門運轉可靠度。 
        

  

照片 9控制閘門水封施作 照片 10 擋水閘門除銹作業 

6.強化水庫資安管理與防護能力 

翡翠水庫肩負供應大臺北地區 600 萬人口飲用水安全之重責，為一

級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為健全資訊基礎建設與提升水庫資安防護能

量，並因應翡管局資安責任等級由原「C」級提升為「B」級，翡管

局於 110 年辦理資安偵測系統建置與網路設備汰換，積極強化水庫資

安管理與防護能力，完成老舊光纖、網路線及網路交換器汰換及資安

偵測與網管軟體的安裝部署，提升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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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安偵測系統示意圖 圖 2 網路設備狀態即時監控圖 

                

（二) 水庫操作運轉 

1.滿足民生用水需求，紓解區域供水壓力 

  110 年 1 至 6 月翡翠水庫集水區降雨量偏少，7 至 12 月降雨恢復正

常，在本局審慎操作下，除充分滿足臺北市民用水需求，仍持續配合

經濟部水利署水源調度，支援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1 區處及第 12 區處

用水需求，以減少石門水庫供水壓力，使石門水庫有能力調配水源南

向支援新竹，以穩定新竹科學園區用水。翡翠水庫全年之水庫蓄水量

皆保持於蓄水正常範圍，水庫水位至年底達 168.16 公尺，有效蓄水

量為 3 億 1,821 萬餘立方公尺，有效蓄水百分比為 94.85%，有關全年

水庫運轉水位歷線，詳圖 3。 

 

圖 3  110 年翡翠水庫運轉水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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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水兼發電，綠色好能源 

翡翠水庫除充分供應大臺北地區民生用水外，為充分利用水資源，

於大壩下游側設有一座 7 萬瓩水力發電廠，於供水時附帶發電。全年

經翡翠發電廠產生之綠色能源總電量達 2 億 840 萬 6,105 度，減少約

10.8 萬公噸排放量（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告 108年我國電力排放係數

計算)，相當於 360 座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產生之年吸碳量，其經過

發電廠之水量為 8 億 878 萬餘立方公尺，佔全年水庫總放水量 8 億

5,370萬餘立方公尺之 94.74%，除有效運用水資源外，也為減緩地球

暖化盡一份心力。 

 

  

照片 11 翡翠水輪發電機組運轉發電 照片 12 翡翠發電廠發電放水 

 

3. 縝密水質監測，提供優質水源 

  依據 110 年翡翠水庫水質檢驗結果，葉綠素 a 年平均測值為 2.31

微克/公升、透明度年平均測值為 4.45 公尺、總磷年平均測值為 10.08

微克/公升、綜合卡爾森優養指數(CTSI)為 37.71，屬於貧養等級之優

良水質(如圖 4)。同時水庫放流水未曾檢測到銅綠微囊藻，亦未受農

藥、塑化劑、汽油添加劑、重金屬及環境荷爾蒙等污染，翡翠水庫供

水的水質優良且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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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翡翠水庫歷年卡爾森優養指數(CTSI)變化趨勢 
 

 

註釋：水庫水質的好壞通常係以卡爾森優養指數(Carlson’s Trophic State Index，簡稱 CTSI)來
評定，指數越低表示水質越好，指數越高表示水質有優養化趨勢。指數係以透明度
(SD)、葉綠素 a(CHa)與總磷(TP)三項水質測項所計算出的單項優養指數加總後平均所

得，即 CTSI=[TSI(TP)+TSI(SD)+TSI(CHa)]/3。  

  當 CTSI>50，屬於優養，表示水質較差，水質已優養化。 

  當 40≦CTSI≦50，屬於普養，表示水質普通。 

  當 CTSI<40，屬於貧養，表示水質良好。 

 

 

 

4.防淤減淤成效良好，有效延長水庫壽年 

翡翠水庫設計當時推估北勢溪年輸沙量為 113.6 萬立方公尺，110

年水庫淤積量僅 30.5 萬立方公尺，換算年淤積速率為水庫初期總容

量千分之 0.75。自 73 年 6 月水庫初期蓄水至 110 年底止總淤積量約

為 2,744.4萬立方公尺，約佔水庫初期總容量（4 億 600萬立方公尺）

之 6.76%，蓄水總容量仍保有 93.24%，年平均淤積量為 73.2 萬立方

公尺，近 10 年(101 至 110年)平均淤積量為 36.8萬立方公尺，顯示集

水區水土保育成效良好，翡翠水庫淤積輕微，有效延長水庫壽年   

(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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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水文氣象測報系統更新改善 

110 年 10 月完成翡翠水庫大壩水位計、集水區 6 站雨量計及控制

站軟硬體設備更新，以提升翡翠水庫集水區水文、雨量測報效能，確

保水庫操作運轉安全。 

  

照片 13 大壩站雨量計完成更新 照片 14 水文測報系統完成軟體更新 

 

 

 

圖 5 翡翠水庫歷年淤積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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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庫經營管理及水源保育 

1.水電營運，充裕市庫 

(1)原水供應收入 

翡翠水庫為民生供水單一目標之水庫，水庫攔蓄北勢溪水量與南勢

溪天然流量合併利用，供應大臺北地區民眾自來水原水需求。110年

供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原水量為 3 億 533 萬 1,820立方公尺，售水收

入為 4 億 532 萬 7,991 元。 

(2)發電收入 

翡翠水庫設置水力發電廠一座，於供應民生用水同時產生綠色電

能，除降低二氧化碳產生，減緩地球暖化外，更將電廠所發電力售予

台電公司挹注市庫，110 年售電量 2 億 689 萬 9,313 度，售電收入 3

億 1,621 萬 7,389 元。 

110 年度售水售電合計 7 億 2,154 萬 5,380 元，預算達成率 114.98

％(歲入預算 6 億 2,756 萬 2,334 元)，如圖 6。 

 

 

 

 

 

 

 

 

 

圖 6  110 年售水售電統計圖 

 

2.保護水質安全，強化水域管理 

為確保大臺北地區 600 萬居民飲用水原水水質及用水安全，本府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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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局保安警察大隊不定期、不定時執行水域巡邏查察任務，加強取締

違規釣魚、非法船筏及污染水質事件，並配合執法單位以不定期水、

陸聯合巡邏方式加強取締，預防非法行為發生。110 年計舉發違規釣

魚及捕撈 7 件，並移送經濟部水利署進行裁罰在案。另為維護水庫水

源水質，每月與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農業局、坪林區公所等）及經

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等單位進行露營區及養鹿場聯合

巡查，110 年共執行巡查露營區（含休閒農場）2 次計 8 家次（因新

冠肺炎疫情，露營區暫停營業，4～11 月暫停巡查），養鹿場 21 次計

78 家次，未發現污染水質情事。 

 

照片 15「坪林區養鹿場」聯合巡查 

 

 照片 16 舉發違規釣魚 

3.加強水土保育，減緩水庫淤積 

(1)水土保持工程 

為加強治理因颱風與豪雨造成水庫蓄水域周邊區域、道路邊坡及庫

區範圍內之崩坍地，減少坍方土石流入水庫形成淤積，以維持水庫有

效蓄水量，110年度水土保持工程共完成 3處邊坡整治及 1 處排水改

善，有效發揮穩固鬆動土砂、防止崩坍地擴大及土石流入水庫，以達

減緩水庫淤積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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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庫漂流木清除 

  110 年受烟花颱風及豪雨影響，造成水庫上游漂流物流入水庫，全

年累計清運 526.26 公噸漂流物，有效防止水庫水質污染。 

  

照片 17 骨材道路崩塌邊坡整治 照片 18 漂流木打撈清除 

4.占墾地造林復舊撫育，加強水源涵養 

近年針對水庫蓄水域周邊占墾地進行復舊造林，合計完成 12.5 公

頃植樹造林，種下約 2 萬 1,000 株臺灣原生樹苗，110 年持續辦理造

林地撫育工作，加強水源涵養及水土保育，以維護水庫水質及減少淤

積，進而延長水庫使用壽年。 

  

照片 19 占墾地復舊造林情形 照片 20 定期割草撫育 

5.應用無人載具(UAV)空拍調查，掌握水庫環境變化 

為掌握水庫水域邊坡的環境變化，於 110 年 10 月完成全區空拍及

庫區環境變異分析，水庫水域範圍天然邊坡無明顯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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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水庫水域範圍天然邊坡無明顯崩塌 

 

6.辦理高風險邊坡自動監測，掌握邊坡變異 

110年完成翡翠水庫3處高風險邊坡自動化地中傾斜儀建置，並透過

廣域網路環境回傳監測資料，有效掌握高風險邊坡變異，以利及早應

變。 

7.辦理人工邊坡調查與分級，提升管理效能 

110年完成庫區人工邊坡調查及風險分級，計有203處人工邊坡，其

中包含16處中風險邊坡及187處低風險邊坡，有效強化邊坡管理。 

  

照片 21 高風險邊坡自動監測 照片 22 人工邊坡現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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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資源生態保育宣導及環境教育 

翡翠水庫長期扮演大臺北地區民生用水供應者的角色，確實達成大

壩安全、不缺水、水質佳、淤積少等目標，本局深刻了解水資源保育

必須紮根於教育，因此成立了「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心」，藉由辦理

各項水資源教育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培養民眾愛水、惜水理念，

期喚起社會大眾對水資源及環境保育之重視。 

110 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5 至 7 月暫停受理各項水資源教育

活動，民眾報名各項活動不復往年踴躍，本局亦配合市府防疫政策進

行活動人數管制。110 年參與水資源教育及環境教育之機關、團體及

一般民眾共 109 團，合計 5,695 人次，分述如下： 

 

表 1  110年水資源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參訪人數統計表 
 

項 目 內 容 人  數 

市政參觀 17 團 1,242 人 

一般參訪 62 團                                                2,545 人  

環境教育課程 4 團                                     170 人 

學生導覽 19 團                                     947 人 

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 4 團 740 人 

解說志工進階訓練 3 團 51 人 

合計  109 團 5,69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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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認識活水源頭 

「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於 110 年 3 至 4 月及 11 月利用週休假日

辦理，每梯次有 200 個名額供民眾網路報名，11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總計辦理 4 梯次活動，經由志工全程帶領健行及解說導覽，使民

眾暸解水資源及認識水庫自然生態環境，進而更加愛護珍惜水資源。 

  

照片 23 110.11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 照片 24 110.3 民眾與愛翡翠意象合影 

 

2.啟動環教列車，水資源保育向下扎根 

本局為國小高年級學生辦理「學生導覽」生態保育環境教育活動，

並提供各學校 43 輛接駁專車，期以學童為種子，使水資源保育及環

境教育向下扎根。 

參加對象為臺北及新北市水源特定區國小高年級學童，藉由翡翠水

庫與週邊環境設施這一座廣大的戶外體驗營，透過戶外教學與現地體

驗，深刻瞭解水資源與生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以寓教於樂之方式，

達到水資源及生態保育知識傳承的效果。 



17 
 

 

 

 

照片 25 110.10臺北市國小學生導覽 照片 26 110.12翡翠水庫虛擬實境體驗 

 

 

3.培育教育種子，辦理解說志工進階訓練 

110 年「解說志工進階訓練」共辦理 3梯次訓練課程，以加強本局

志工之多樣性知識，講授庫區植物生態與大壩模型導覽解說技巧，有

利志工未來對民眾導覽解說，強化本局環境教育導覽品質。 

  

照片 27 110.4 解說志工進階訓練 照片 28 110.12大壩模型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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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構護水基地，推展環境教育 

  翡翠水庫環境學習中心以「低碳、綠能、生態」為核心理念，規劃

有 4 項主題式環教課程以及 6 項分齡互動式課程，課程精神強調分

齡、互動及體驗，搭配水資源生態教育館的各項情境、體驗式設施，

使民眾從做中學習，將愛水、惜水、護水的理念內化至心中，進而實

踐於日常生活上。 

 

 

照片 29 110.05環教課程(戶外體驗) 照片 30 110.04環教課程(室內課程) 

 

 
 

5.建置翡翠水庫環教智慧導覽系統 

110 年啟用翡翠水庫環教智慧導覽系統，將環境教育與科技結合，

運用虛擬實境(VR)及互動牆技術來介紹翡翠水庫保育成果與新店溪

流域上、中、下游的各項水利設施及生態、歷史或人文景點；擴增實

境(AR)技術讓民眾在庫區能自行透過手機或平板來學習庫區水利及

生態設施的相關知識，建置創意攝像館，讓民眾能拍出具有水庫意象

的趣味自拍照，透過上述新實境技術增加環境教育的趣味性、互動性

並擴大整體學習效益，提供民眾更豐富充實的水資源環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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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 110.5 翡翠水庫虛擬實境(VR) 照片 32 110.3 體驗新店溪流域互動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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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施政重點 

（一) 水庫安全維護 

1.辦理大壩與附屬設施之安全檢查維護 

  持續針對大壩進行結構安全檢查與安全監測評析，預計辦理各項附

屬設施定期檢查維護工作及汛期後水工機械閘門特別檢查及試操

作，同時加強水庫防颱相關作業，以確保大壩運轉安全。 

2.推動翡翠電廠大修工作 

  111 年辦理翡翠電廠主變壓器、廠用變壓器及#750、#690 變比器汰

換、發電機組與水輪機組拆裝檢修、附屬設備整修及發電機性能評估

等工作，確保機組發電可靠度與安全性，穩定發電效能，增加市庫收

入。 

（二) 水庫操作運轉 

1.審慎水庫運轉操作，發揮蓄豐濟枯效能及減少水庫淤積 

持續依據「翡翠水庫操作運轉作業規定」辦理水文氣象、水質監測

及淤積調查，以蒐集完整資訊，做為水庫運轉操作之參考依據，達到

水資源充分利用之目標；同時配合操作運轉策略，在不影響自來水淨

水場原水處理機制下，以「蓄清排濁」與「水力排沙」方式，適時適

量排除較混濁之庫水，以提升水庫水質，減少水庫淤積，並透過詳細

淤積測量以掌握水庫淤沙情形，且適時協調相關管理機關因應處理，

確保翡翠水庫最大蓄水效益。 

2.辦理資訊機房環境改善 

配合重要伺服器及重要網路資安設備集中至水資源教育館資訊機

房，111 年重新區劃資訊機房空間配置，使資訊機房空間配置符合資

訊設備、電力設備、管理人員操作空間等需求，另加強門禁及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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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備，以強化資訊機房環境安全控管，符合資訊安全相關規定。 

3.辦理大壩區水質分層自動監測系統更新改善 

111 年辦理翡翠水庫大壩區水質分層自動監測系統更新，以發揮水

庫蓄清排渾效能、減少水庫淤積，並提升水質監測預警效能。 

(三)水庫經營管理及水源保育 

1.加強水土保育，減緩水庫淤積 

  持續推動水土保持工程，111年辦理9處翡翠水庫蓄水範圍邊坡整治

及排水改善，防止土石崩坍造成水庫淤積，維持水庫有效蓄水量。 

2.辦理高風險邊坡GNSS監測系統建置 

  為利及早掌握翡翠水庫3處高風險邊坡淺層崩塌災害，111年應用全

球衛星導航系統技術(GNSS)進行自動監測，以利及早掌握變異徵兆

與因應，減少水庫淤積。 

3.賡續辦理占墾地造林復舊撫育 

  持續進行水庫蓄水域周邊占墾地復舊造林12.5公頃之後續撫育，強

化水源涵養及水土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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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 年大事紀要 

 

時間 項  目 

110.1.21 
110 年度水土保持工程(預約式)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

決標。 

110.3.10 110 年度水土保持工程(預約式工程)決標 

110.3 至 11 月 
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活動於週休假日舉行，全年共辦

理 4 梯次。 

110.4.12 辦理「異地備援遠端閘門操控系統」測試。 

110.4.27 
舉辦 110 年度水庫颱洪操作演練，進行各項水庫操作

整備與操演，以確認汛期之水庫颱洪操作安全無虞。 

110.4.26 完成大壩水工機械閘門颱風季前試操作。 

110.4 至 12 月 學生導覽活動，全年共辦理 19 梯次。 

110.4 至 12 月 解說志工進階訓練，全年共辦理 3 梯次。 

110.07.21 
烟花颱風(7 月 21日至 7 月 24日)來襲，各設備與系統

正常，順利執行水庫防洪運轉作業。 

110.09.11 
璨樹颱風(9 月 11 日至 9 月 12 日)來襲，各設備與系統

正常，順利執行水庫防洪運轉作業。 

110.10.11 
圓規颱風(10 月 11日至 10 月 13日)來襲，各設備與系

統正常，順利執行水庫防洪運轉作業。 

110.10.12 翡翠水庫資安偵測系統建置與網路設備汰換驗收合格 

110.10.15 壩座地下水位及水壓力自動監測更新案驗收合格。 

110.11.11 水文氣象測報系統更新改善驗收合格 

110.11.15 翡翠廠房及操作大樓起重機大修案驗收合格。 

110.11.18 電廠控制系統卡片及模組購置案案驗收合格。 

110.11.18 翡翠機組動輪軸襯套及聯結螺栓購置案驗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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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23 翡翠排洪隧道控制閘門及擋水閘門大修案驗收合格。 

110.12.02 翡翠水庫邊坡自動化監測系統建置驗收合格。 

110.12.03 110 年度水土保持工程(預約式工程)完工。 

110.12.10 110 年度翡翠水庫人工邊坡檢查與管理驗收合格。 

110.12.22 完成大壩水工機械閘門颱風季後試操作。 

110.12.28 
建立翡翠大壩變位模型及預測分析之研究案驗收合

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