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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貴會第 13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召開，政道代表臺北翡翠水

庫管理局向議長、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本局 108

年 1 至 6 月主要業務之重要工作成果及未來工作重點，至感榮幸。

各位議員對本局業務的關懷與支持，
政道

在此謹致敬意與謝忱。 

壹、前言 

翡翠水庫現供應大臺北地區約 500 萬人口民生與公共用水，

大壩安全與否不僅攸關下游民眾的生命及財產，供水的穩定與水

質的良窳亦直接影響大臺北地區民眾的生活品質。舉凡維護大壩

及其附屬設施之安全穩定、正確評估水情滿足原水需求、減少水庫

淤積延長水庫壽命、防制水庫水質污染等，均為本局業務推動之重

點工作。 

為充分掌握翡翠水庫大壩結構變化狀況，確保大壩安全，本局

除透過精密完善的大壩安全自動化系統監測外，並進行現地檢查，

以及辦理各項設施定期與不定期檢查和維修工作，以維各項設施

正常運作，另為強化大壩地震安全情況的掌握，建置大壩安全即時

同步監測功能，以達水庫安全百分百。 

108 年 1 至 4月翡翠水庫集水區降雨量偏少，該期間累積雨量

僅約為歷年同期平均值 84%，但由於翡翠水庫運轉調蓄得宜，充分

發揮蓄豐濟枯效能，使翡翠水庫 108 年上半年水情維持正常，108

年至今水位皆在下限水位之上，大臺北地區未有缺水情況。下半年

為颱風季節，本局將持續審慎操作運轉，儘量攔蓄洪水量，協助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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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下游洪患發生機率，更將攔蓄洪水量採供水附帶發電方式使用，

達成有效利用水資源目的。 

為防止翡翠水庫庫區崩坍地擴大，減少坍方土石流入水庫形

成淤積，以維持水庫有效蓄水量，本局賡續施作水土保持工程，減

少山坡地裸露面積，並針對水庫上游媽祖林等地區收回之占墾地

進行復舊造林作業，以加強水庫水源涵養及水土保育，避免表土沖

刷，減緩水庫淤積。並持續辦理水庫蓄水範圍之漂流物清除工作，

以防止水質污染，並進而提升原水水質。另推動在地連結，與當地

居民攜手共護水源，積極推廣農藥罐回收，以避免影響水質。 

水資源及生態保育工作，需要全民共同參與。本局除辦理水資

源生態保育教育活動外，並提供各機關團體、學校環境教育的學習

場所，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散播水資源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的理

念，導引民眾親翡翠、愛水庫，期喚起更多民眾對水資源生態及環

境保育之重視，共創質優量豐的飲用水環境。  

貳、108年 1至 6月重要工作情形 

一、水庫安全維護 

(一)審慎監測評析，確保大壩安全穩定 

翡翠水庫大壩安全攸關水庫供水及下游數百萬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為確保大壩絕對安全，持續透過已建置精密完

善的大壩安全自動化監測系統每日監測，並配合現地檢查，

進行安全評析以充分掌握大壩變化狀況。108 年 1 月至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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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辦理大壩現場檢查 85 次，大壩儀器自動監測 108 萬

8,624 筆及人工量測 1 萬 1,781 筆，檢查評析結果，確認大

壩結構、基礎及設施均安全穩定（圖 1）。 

   

圖 1:翡翠大壩壩座傾斜儀量測 

 

(二)嚴謹檢查維護，確保水庫功能正常 

為確保翡翠水庫發電廠、閘門、電源系統等相關設施安

全，本局平時即依據翡翠水庫安全檢查作業規定實施各項設

施之定期與不定期檢查和維修工作，108 年 1 至 6 月共辦理

51 次，於汛期前完成 27 項次水工機械閘門特別檢查及試操

作，確保各項設施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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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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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沖刷道及發電進水口閘門檢查維護及啟閉試操作 

 

 (三) 辦理水庫整備維護檢查，榮獲中央考核評定為優等 

於 108 年 5月 15日辦理「108年度翡翠水庫整備維護檢

查」，本次除進行各項設施妥善性檢查外，另包含高司推演及

實員演練兩部分，由於翡翠大壩左壩座滑動為風險相對較高

之破壞模式，故本次高司推演即以左壩座受強烈地震影響發

生滑動為主題；實員演練方面，為防範人為恐怖攻擊，本次

以武裝暴徒入侵水庫，意圖開啟或破壞閘門洩放庫水造成社

會恐慌為主題，並聯合本府警察局特勤中隊及商請刑事警察

局偵五大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與消防局等單位共同參與演

練，以提升整體緊急應變能力，演練成果榮獲中央考核評定

為「優等」，且為本(108)年度唯一獲評定「優等」之受檢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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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8年度翡翠水庫整備維護檢查高司推演 

 

圖 4：108年度翡翠水庫整備維護檢查實員演練—特勤人員垂降攻堅 

二、水庫操作運轉 

(一)滿足民生用水需求，紓解區域供水壓力 

108 年 1 至 4 月翡翠水庫集水區降雨量偏少，該期間累

積雨量僅約為歷年同期平均值 84%，惟在本局運轉調蓄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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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發揮蓄豐濟枯效能，108 年上半年之水庫蓄水量皆保持

於蓄水正常範圍，水位約在 158至 168公尺之間，均高於下

限水位，亦皆高於歷年平均水位，108 年上半年的水位變化

如圖 5所示。除充分滿足臺北市民用水需求外，並配合經濟

部水利署水源調度，全力支援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1 區處及第

12 區處用水需求，有效舒緩石門水庫供水壓力，穩定新北市

用水需求。108 年上半年售予北水處的原水售水量達 1 億

3,817 萬餘立方公尺，並將餘裕水量支援新北市板新地區，

總計 108年上半年北水處透過自來水管網聯通共支援台水公

司清水量達 1 億 536 萬餘立方公尺(詳表 1)。 

 

 圖 5:翡翠水庫 108年 1至 6月日平均水位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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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翡翠水庫 108年 1至 6月運轉資料統計表 

 

(二)縝密水質監測，提供優質水源 

108 年 1 至 6 月持續嚴謹密集檢測翡翠水庫水質變化，

依據檢驗結果，葉綠素 a 平均測值為 1.96微克/公升、透明

度平均測值為 5.92 公尺、總磷平均測值為 8.92微克/公升、

卡爾森優養指數(CTSI)平均為 34.78，屬於貧養等級之良好

水質(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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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份
降雨量

(毫米)

進水量

(立方公尺)

放水量

(立方公尺)

原水售水量

(立方公尺)

支援台水公司

清水量

(立方公尺)

1月 181.9 83,174,148 96,602,148 8,840,207 20,399,343

2月 94.4 24,671,872 47,323,872 42,410,519 19,598,410

3月 164.7 43,557,728 49,204,728 34,991,205 20,853,512

4月 159.0 32,902,908 56,134,908 36,677,369 17,462,968

5月 373.9 82,887,668 73,438,668 2,418,700 14,328,899

6月 321.9 87,519,816 106,662,816 12,834,759 12,726,156

合 計 1295.8 354,714,140 429,367,140 138,172,759 105,36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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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翡翠水庫 108年 1至 6月水質優養指標統計表 

月份 葉綠素 a 

(微克/公升) 

透明度 

(公尺) 

總磷 

(微克/公升) 

卡爾森 

優養指數 

(CTSI) 

優養程度 

1月 0.95 8.62  6.67 30.19 貧養 

2月 1.10 6.27  9.83 34.06 貧養 

3月 1.23 6.47  8.33 33.49 貧養 

4月 0.42 4.75  7.33 30.81 貧養 

5月 4.25 4.75  11.17 40.43 普養 

6月 3.82 4.67  10.17 39.71 貧養 

平均 1.96 5.92 8.92 34.78 貧養 

(三)強化翡翠水庫集水區降雨預報系統 

本局於 107年底完成「多尺度預報降雨模式應用於翡翠

水庫集水區之研究｣後，隨即進行翡翠水庫智慧決策系統功

能精進，完成翡翠水庫集水區降雨預報系統，以強化翡翠水

庫集水區降雨預測能力，降低水庫防洪運轉風險。 

 (四)強化防洪操作與流域整合效能 

為加強翡翠水庫下游新店溪防洪安全，108 年上半年本

局將南勢溪重要水情資訊，如水位、流量、濁度等資訊介接

至翡翠水庫智慧決策系統，使本局進行翡翠水庫颱洪操作時，

能即時掌握水庫下游新店溪的水情變化資訊，強化水庫防洪

操作的效能，協助保障下游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水庫經營管理及水源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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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水附帶發電，有效利用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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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萬瓩發電廠附帶發電。統計

108 年 1 至 6 月售水量 1 億 3,817 萬 2,759 立方公尺，售水

收入 1億 8,342萬 4,338元；售電量為 1億 738萬 1,283度，

售電收入 1 億 6,536 萬 2,988 元，108 年 1 至 6 月售水售電

收入合計實收 3 億 4,878 萬 7,326 元，預算達成率為 59.16

％。 

(二)加強水土保育，減緩水庫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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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水土保持工程分二

期辦理，預計整治 6 處邊坡及 2處排水改善，完工後可發揮

穩固鬆動土砂、防止崩坍地擴大及坍方土石滑動流入水庫，

以達減緩水庫淤積之功效。(圖 6) 

 

 

 

 

 

 

 

圖 6:壩址通達道路排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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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占墾地造林復舊撫育，加強水源涵養  

近年本局針對水庫蓄水域周邊占墾地進行復舊造林，合

計完成 11 公頃植樹造林，種下約 18,000 株臺灣原生樹苗，

108 年 1 至 6 月持續辦理造林地復舊撫育工作，加強水源涵

養及水土保育，以提升水庫水質及減少淤積，進而延長水庫

使用壽命。(圖 7) 

 

 

 

 

 

    圖 7:水庫上游造林地撫育 

四、水資源生態保育宣導及環境教育 

(一)多元的環境教育課程及活動 

翡翠水庫是大臺北地區的水源命脈，本局以「大壩安全、

不缺水、水質佳、淤積少」為核心理念，受理市政參觀，並

辦理學生導覽、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水資源保育研習營及

環境教育課程等多元化活動方案，以寓教於樂方式，強化日

常生活中實踐愛水、惜水、護水的親水觀念，進而落實水資

源生態的保育工作（圖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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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 1 至 6 月參與水資源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之機

關、團體及一般民眾共 86 團，合計 5,900人（表 3）。 

 

圖 8：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活動 

 

 

圖 9：臺北市政建設參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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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8年 1至 6月水資源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參訪人數統計表 

 

 

 

 

 

 

 

 

 

 

(二)新店溪流域環境教育策略聯盟 

本局與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及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合作，建立新店溪流域環境教育策略聯盟，以「全

流域」概念推動水環境教育，108 年 6 月 3 日邀請兩單位召

開「環境教育策略聯盟夥伴合作共識會議」，108 年 7 月 3、

4 日與兩單位合作辦理本局水資源保育研習營，結合三單位

的特性與資源，提供臺北、新北二市國小高年級學童豐富的

水環境教育之旅。 

 

 

 

日  期 項 目 內 容 人  數 

1-6月 市政參觀 14團 1,666人 

1-6月 一般參訪 44團                                                1,951人  

1-6月 環境教育課程 11團                                     535人 

1-6月 學生導覽 9團                                      501人 

1-6月 大臺北水源故鄉巡禮 6團 1,200人 

1-6月 解說志工進階訓練 2團 47人 

合  計 86團 5,9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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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工作重點 

一、水庫安全維護 

(一)賡續更新及改善大壩監測儀器設備 

辦理大壩擺線儀(第三期)設備汰換，以持續確保大壩儀

器精確度與整體監測品質。 

(二)辦理翡翠大壩沖刷道控制閘門及擋水閘門大修 

沖刷道控制閘門及擋水閘門大修工作包括閘門之導輪、

水封、壓版更新，控制閘門吊門機油壓系統拆解保養，擋水

閘門支撐架、通水閥整修，以及閘門鋼襯護防蝕處理等，以

確保沖刷道閘門啟閉可靠度。 

(三)建置壩區 GNSS 監測站及基準站 

應用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技術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簡稱 GNSS)，於 108年設置 GNSS 監測站

及基準站，強化對大壩變位及壩座邊坡位移之分析技術，以

確保翡翠大壩安全穩定。 

(四)辦理翡翠水庫邊緣坡地崩塌潛勢調查 

為防範水庫淤積，確保水庫安全，於水庫蓄水 30餘年後

重新檢討翡翠水庫邊緣坡地之崩塌潛勢，運用衛星影像、航

照正射影像及地形圖等圖資套疊判釋，配合現地查勘確認，

檢視水庫周邊各邊坡單元崩滑潛勢情形，製作現況之崩塌潛

勢分級表，並研擬後續整治對策，作為本局未來水域邊坡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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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及整治之依據。 

二、水庫操作運轉 

(一)建置翡翠水庫低功率環境監測應用資訊系統 

運用已建置之低功耗廣域網路基礎設施，建置翡翠水庫

低功率環境監測應用資訊系統，包含邊坡監測、水文水質監

測及生態監測，擴大廣域網路環境應用範圍，提升水庫管理

效能，強化水庫智慧管理之工作。 

 (二)更新水質監測儀器，提升濁度監測效能 

為發揮水質監測與預警功能，並提升原水濁度監測效能，

108 年度將水質濁度儀器之監測能力由 4,000NTU 提升至

10,000NTU，以提升水庫蓄清排渾操作效能，達成維護水庫水

質、減少水庫淤積及供水穩定之目的。 

 (三)供水兼顧防洪，確保水庫下游防洪安全 

下半年 8、9 月份為颱風最易生成時間，本局除審慎操

作運轉、確保供水無虞外，亦必須因應颱風侵襲，適時調整

水庫水位，以預留適當的滯洪空間，協助減少下游洪水災害

損失。 

三、水庫經營管理及水源保育 

(一)賡續辦理水土保育，減緩水庫淤積 

持續施作水庫蓄水範圍內崩坍地保護設施，維護壩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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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道路、辦公區道路及骨材道路沿線邊坡與通行安全，防止

邊坡崩坍土石流入水庫形成淤積，維持水庫有效蓄水量。 

(二)賡續辦理占墾地造林復舊撫育 

持續進行造林地復舊撫育，強化水源涵養及水土保育。 

四、強化水資源生態保育宣導及環境教育 

        本局推廣水資源保育及環境教育工作，歷年來成效良好，

未來將持續辦理多元化水資源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並充實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軟硬體設備及環境教育課程優化，持續

宣導民眾了解水源保育、水庫運作管理、重視水資源及生態

環境的正確觀念，進而珍惜水資源及愛護生態環境。 

 

肆、結語 

翡翠水庫係供應大臺北地區家用及公共給水之重要水源，本

局秉持專業與創新精神，適時改善自動化監測設備，確保大壩安

全；強化水文氣象、水質及淤積調查，掌控供水調控與颱洪操作，

並協調經濟部水利署、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台灣自來水公司等單

位，在既有的業務基礎上，精進翡翠水庫永續經營的工作，全力以

赴為「成為優質永續水庫」的願景而努力，以達成大壩安全、不缺

水、水質佳、淤積少之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