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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學校或團體參觀湖山水庫 

最常發問的30個問題 

劉 松 烈(1)、陳 憲 儀(2)、王 稚 凱(3) 

(1)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湖山大壩工務所  副工程司 
(2)、(3)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湖山大壩工務所 工程員 

 

前言： 

湖山水庫，台灣第一座結合自然生態

保育與人文生態保留之新型態水庫，藉由

植物保存區、人工濕地、生態圍籬及動物

警示標誌等多項措施，達到保育動植物之

目的；並由中區水資源局配合協助鄰近社

區舉辦多場人文歷史回顧暨宣導活動，使

民眾詳加瞭解湖山地區歷史發展，搭配人

文志工培育訓練課程，讓當地居民能夠充

分對訪客訴說湖山過往，使逝去的時光仍

能留在後世子孫心中。將自然暨人文生態

融入水庫工程，使湖山水庫不僅只是一項

工程，而是帶領台灣水利建設邁向新紀元

之指標。 

指標性水利建設必定成為全國注目焦

點；經由現今便利的網際網路，湖山水庫

快速的現身於各大網路搜尋引擎上，鍵入

「湖山水庫」即可獲得多項資訊，更可到

湖 山 水 庫 工 程 計 畫 專 屬 網 站

(http://www3.wracb.gov.tw/)，獲得最即時

且最完整訊息。閱覽過網站上所有資料

後，也許還無法滿足對於湖山水庫之好

奇，甚至令網際網路訪客希望親身至湖山

水庫現地參觀。為服務關心國家建設之民

眾，專屬網站上特別設立「參觀申請」專

欄，詳細說明參訪湖山水庫之報名方式，

期使民眾更加瞭解湖山水庫。 

為因應機關團體或一般民眾參訪需

求，中區水資源局湖山水庫工務所特別成

立專業導覽小組，提供民眾導覽解說服

務，使各領域民眾皆能充分瞭解湖山水

庫。本導覽小組在經歷數十場次、上千訪

客蒞臨後，本小組成員特別整理出民眾最

常發問且最關心之湖山水庫 30 個問題，希

望經由此 30 個問題，為水利專業人員提供

一個範例，藉以瞭解民眾對於水利建設最

關心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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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何湖山水庫設計成土石壩而非混凝土壩？ 

答：湖山水庫採土石壩設計是受到下列兩

大主因影響： 

一、岩盤強度，壩址所在地之岩盤承載力

及壩座岩盤是否具備足夠強度，將是

決定水庫適合設計為土石壩或混凝土

壩之重要因素。湖山水庫在具備相同

蓄水量下，壩體如採重力式混凝土

壩，將因為壩體本身之重量太大，超

出基礎岩盤承載力，容易造成不均勻

沉陷，而導致傾倒之可能。 

二、經濟性，建造土石壩所需材料以利用

壩址週遭現存的土石為主，此種方式

不僅減少自外地運入土石材料所需之

運輸費及材料購買費，並且可以有效

降低大量砂石車運行所產生之空氣及

噪音汙染，降低環境保護相關費用；

而混凝土壩需使用大量鋼筋混凝土，

而鋼筋及水泥等材料是無法現地製

作，勢必需要大量運輸車輛載運鋼筋

及水泥，所衍生之運輸費及材料費將

是一筆龐大費用，湖山水庫設計成混

凝土壩，將不合乎經濟效益。 

故，綜合考量後，湖山水庫採用土石壩設

計 

2.湖山水庫是否需要排砂設施？ 

答：湖山水庫為離槽水庫，其砂源可以分

為引用水含砂及集水區砂源。 

首先是引用水含砂，湖山水庫蓄水區

位於雲林縣斗六市東方的斗六丘陵內，引

用水源則是在南投縣竹山鎮興建攔河堰，

藉由抬高濁水溪支流清水溪之水位，引水

經沉砂池後接引水路輸水至湖山水庫內。

引用水在進入湖山水庫蓄水前，已經於沉

砂池進行過沉澱處理，故湖山水庫引用水

之含砂量已降低。 

集水區砂源，依湖山水庫集水區特

性，經過考量地表土流失及一般降雨沖

蝕，集水區內之年泥砂產量估計約 6.58

萬立方公尺。 

綜合上述引用水含砂及集水區砂源，

推估水庫之年輸砂量為 9.87 萬立方公

尺，相對水庫有效容量 5348 萬立方公尺，

每年淤砂量僅佔庫容量的千分之 1.84，其

淤積量比例有限。而湖山水庫本身較不具

有水力排砂之條件，惟評估可以緊急河道

放水道、取出水工等設施排砂，並加強水

土保持處理、集水區治理及砂源控制等方

式，達成從源頭減少淤砂量，藉以取代排

砂設施。 

3.為何湖山水庫僅上游側有拋石層？ 

答：湖山水庫是土石壩，土石壩的特色仍

利用大量土石來堆填成壩，考量經濟

及環保，土石壩以就地利用鄰近壩址

之土石為最佳考量，故壩址附近是否

擁有足夠且符合施工需求的土石材

料，就成為主要之施工考量，然而，

湖山水庫壩址附近所擁有的塊石數

量並不足以供應大壩上下游側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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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拋石層。 

故採上游側拋石，保護大壩，避免波

浪及浮木衝擊壩體；而下游側則以綠坡植

草、設置戧道，利用植物本身固土保水的

能力，防護下游側，避免遭受降雨沖刷損

害壩體。

4.大壩的墊層有什麼功用？ 

答：墊層為介於拋石層與濾層間之漸變

層，依照湖山水庫計畫大壩工程施工

規範之規定，拋石層由粒徑介於 30

至 110 公分之塊石組成，墊層為最大

粒徑 7.62 公分之砂礫混合料，濾層

則是最大粒徑為 4.76 公釐之砂料組

成。 

由粒徑尺寸可觀察出，若是拋石層與

濾層間無墊層存在，則水庫完工並蓄水

後，波浪及水流將經由拋石層間之孔隙，

淘刷並沖蝕濾層，造成濾層之逐漸破壞，

進而影響壩體結構造成損壞。而墊層之存

在，令拋石層與濾層間粒徑逐漸改變，使

拋石層間孔隙可獲得適當粒徑砂礫之填

補，達到保護濾層，避免濾層遭受波浪及

水流之破壞。

5.下游培厚區是必要的嗎？ 

答：確有必要，下游培厚區主要功能有二： 

一、做為不適合填壩材料之堆填區，使土

方皆位於庫區內，達到土方不外運，

減少因為運輸土料而造成空氣、噪音

及振動等汙染，避免影響鄰近居民生

活品質。 

二、提高大壩安全係數，藉由培厚區之土

方重，使湖山水庫壩體下游側增加一

處助力，使大壩蓄水後可以擁有更高

的抗滑動及抗傾倒能力，使湖山水庫

更加安全。

6.為何不同土層要用不同滾壓機？ 

答：依據土料之材質，選用不破壞其性質

之滾壓機，滾壓機依據其本身重量、

滾輪型式及輾壓振動方式，可以產生

不同之輾壓能量及效果。 

而為避免輾壓造成含泥量過高、土石

料粒徑遭受破壞以及避免滾壓機施加之能

量過大，穿透填壩材料傳達至壩基岩盤，

造成岩盤破碎形成透水路徑等不良影響。 

故需依照土石料性質選用適當重量、

滾輪及輾壓方式之滾壓機，才能達到確保

施工品質的目標。

 

 

 

 

心層 1a、1b 輾壓機具-羊腳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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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層 1c 輾壓機具-震動膠輪滾            殼層及濾層輾壓機具-震動鋼輪滾 

7.壩體下游側濾排水層尾端截水牆具備何種功用？ 

答：此處截水牆為攔截流經三明治濾排水

層及壩體邊坡之滲水，並匯集至截水

牆下方集水管後，將滲水集中至滲漏

室進行觀測，藉以紀錄各壩體之滲水

量，瞭解各壩體滲水情形。 

8.壩體各區土料之滲透係數(K 值)各為多少？ 

答：詳如下表： 

9.心層、殼層、拋石層、墊層及濾層之功用？ 

答：請參閱下方「湖山水庫壩體斷面圖」 

心層（1a、1b、1c），由滲透係數相

當小的黏土料所組成，主要的功用為

阻絕心層上游側之滲水，並延長滲透

路徑。 

殼層（2、3a、3b ），由庫區內開採

之砂岩及泥質砂岩等土料所組成，主

要功用為組成重力式壩體，抵擋水壓

力。 

拋石層（5a、5b），上游擋水壩拋石

層為粒徑大於 15 公分之石料所組

成，而大壩上游拋石層則是粒徑介於

30~110 公分之石料組成，其功用為降

低波浪淘刷能量及承受漂流浮木之

衝擊，保護壩體不受破壞。 

墊層（4a＇），為最大粒徑 7.62 公分

之砂礫混合料，主要功用填充拋石層

孔隙，保護濾層免受淘刷流失。 

濾層（4a、4b、Fa、Fb），為最大粒

徑 4.76 公釐之砂料，功用為排除壩

體內滲流水及防止壩體殼層細小土

壤顆粒受到滲流力影響而流出壩

材料分區 水平滲透係數 Kh(cm/sec) 非等向滲透性比(Kh/Kv) 

心層(1 料) 1*10-7 4 

上游殼層(2，3a) 5*10-5 4 

下游殼層(3b) 1*10-4 4 

排水層(Fb) 1*10-1 1 

濾層(Fa) 1*1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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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達到保護壩體之功用。

 

湖山水庫壩體斷面圖 

10.湖山水庫興建完成後將可供給多少水量？ 

答：湖山水庫興建完成後，於滿水位時，

預期可供應雲林地區每日 26 萬立方

公尺之民生及公共用水量；另外，湖

山水庫與集集攔河堰聯合運用，豐水

期優先使用集集攔河堰的川流水，若

濁度太大或枯水期水量不足時，再使

用湖山水庫乾淨的水，預計可以達到

每日最高可供應 69.4 萬立方公尺之

水量。 

11.湖山水庫之壩體填築施工期間為何長達六年？ 

答：湖山水庫為土石壩，土石壩施作受降

雨影響非常大，此仍土石壩之土料皆

需要進行含水量控制，才可使土料達

到施工規範所要求之含水量及壓實

度，土石壩之施工品質才可達到標

準，也才能夠使湖山水庫成為一座安

全的土石壩。 

而根據歷年降雨資料，湖山地區每年

可工作天約僅有 192 天(如下，可施工

日數估計表)，即在雨季期間，水庫工

程是幾乎無法施作，因此水庫工程之

工期才長達 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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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何防止填築區積水？積水後如何處理？ 

答：藉由設置截水溝來防止邊坡逕流進入

填築區，並於降雨前進行填築區封

面，使填築區表面利於排水。 

積水後則以抽水機進行抽水，並於抽水結

束後刮除受汙染土方，並翻曬土方至施工

規範准許之含水量後，始準繼續填築。

 

13.請問湖山水庫所有的全台最大挖土機 PC-1250 及裝載車 773F 之容量是多少？ 

答：PC-1250 挖斗之設計容量為 5.4 方，

開挖容量可達到 6方以上，一般常見

挖土機之容量約在 0.7 方至 1.6 方之

間，故 PC-1250 之挖斗容量約是一般

挖土機 3倍以上。 

773F 之料斗裝載容量可達 30 方左

右，一般砂石車之容量約 10~15 方

間，故 773F 之容量是一般砂石車的

2~3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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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機具 PC-1250 挖斗與身高 170 公分之人員比較 

 

大型機具 PC-1250 整體展示 

 

 

 

 

 
大型機具 773F 與身高 170 公分之人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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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湖山水庫基礎處理之目的為何？ 

答：基礎處理要滿足下列四種目的： 

一、滲漏量減至最低，基礎處理完善，可

避免滲漏量過高造成湖山水庫無法發

揮蓄水功用。 

二、防止管湧發生，即避免壩體與基礎間

產生管湧，造成壩體土料被水流淘刷

破壞，進而導致潰壩。 

三、限制過量沉陷，壩體沉陷將容易造成

庫水溢頂，危及壩體安全。 

四、確保壩體與基礎間有足夠摩擦力及穩

定性，避免壩體傾倒或滑動發生。 

15.湖南壩上游側的水池功用為何？蓄水量是多少？ 

答：此水池提供施工用水，包含鄰近交通

道路清洗、避免庫區內揚塵之灑水及

調節土方含水量之用水。具備相同功

用的水池於庫區內共有兩處，分別是

位於湖南壩上游及湖山主壩上游

側，總蓄水量約為 5000 ton。 

 

湖南壩上游蓄水池 

 

 

 

 

 

 

 

 

 

 
湖山主壩上游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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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導水隧道之功用為何？ 

答：湖山及湖南導水隧道主要目的為導出

庫區內因降雨所產生之大量溪水，使

擋水壩上游側之積水排出，避免庫區

內施工道路及各項施工機具浸水，造

成施工能量降低，影響工程進展。導

水隧道皆以 50 年洪水頻率設計，兩

座導水隧道之排洪量同為 90cms，共

可達到 180cms 之排洪能力。

 

湖南壩導水隧道入口 

17.為何建造土石壩，其土方需要暫置？ 

答：暫置的目的為調節各填築材料之料源

供應，確保填築工作不間斷，可分為

下列四項考量： 

A.作為築壩材料之安全儲備，防止因

材料供應不穩定而導致填築工作

中斷。 

 

B.材料均勻拌合調配及含水量的均

勻化。 

C.進行不符規範材料的去除作業，進

而提升壩體作業的安全性。 

D.開採場所機具運作調度與調節。 

 

土方暫置-1c 料暫置區(紅土部分)及濾料暫置區(圖右下方砂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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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暫置-砂石料暫置區(濾料及拋石料) 

 
土方暫置-拋石料暫置區(粒徑 30~110 公分之 5a 料) 

18.為何砂石車怎麼一直開進庫區？ 

答：位於湖南壩上游庫區內，南勢坑溪旁

設置一座砂石加工廠，處理專案申購

砂石料，使承包廠商能夠生產出符合

施工規範所要求壩體填築材料之粒

徑及配比，並且就近運輸砂石料至各

壩體填築區內，提高整體施工效益。

 
庫區砂石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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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如何標定大壩材料試驗點？ 

答：試驗點位置由里程、支距及高程標定。 

里程仍以各壩左岸為起點，依距左岸

之距離以公尺為單位標示距離。 

支距仍以各壩壩軸線為中心，依距壩

軸線上下游之距離，以公尺為單位標

示。 

高程即是海拔、標高，以公尺為單位

標示。

20.湖山水庫生態保育措施有哪些？ 

答：植物保育措施-樹木移植保育、稀特有

植物移植保育。 

動物保育措施-動物移地保育、生態圍

籬、生物穿越警示牌。 

棲地營造-自然生態保留及復育區之

生態造林、人工濕地、人工貯水箱、

人工巢箱。

 

稀有植物網室-培育「圓葉布勒德藤」 

及「岩生秋海棠」 

 

 

 

 
生物穿越警示牌-小心爬蟲類 

 
生物穿越警示牌 

-本月本路段發現路死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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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植物保存區有哪些植物？ 

答：依照湖山水庫庫區植物移植標準，共

分為五大類 

1.具綠美化潛力樹種：如香楠、大葉

楠、茄苳、杜英、江某、楓香等。 

2.觀賞蕨類：如筆筒樹、觀音座蓮。 

 

3.稀有植物：如圓葉布勒德藤、岩生

秋海棠等。 

4.大樹：如荔枝、芒果等。 

5.具鄉土情懷意義樹種：如柚木等。

 
植物保存區移植樹木現狀 

22.人工濕地具備何種功能？ 

答：人工溼地營造之功能在於生態系統、

生物微棲地之建立，以彎曲多變化及

平緩之池岸，提供水生植物生長，栽

植不同層次之挺水、沉水及浮葉植

物，並利用石堆、枯木營造多孔隙之

動物生存空間。健全的人工溼地可吸

引更多的動物聚集，達到補償性棲地

設置目的，並可降低棲地改變對物種

的影響。

 

植物保存區內之人工溼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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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圍籬解說牌暨生態圍籬 

 

生態圍籬 

生物逃出設施解說牌暨生物逃出設施 

 
嚴禁狩獵警示牌 

23.請問生態圍籬有何功用？ 

答：為避免動物在遷移、覓食或生殖時，因

穿越馬路而被車輛輾斃，造成路死現

象，故藉由生態圍籬引導及阻攔動物穿

越可能造成其遭受危害的區堿。 

圍籬的設計需考量車輛行走時所引起

的砂石飛濺碰撞、抗紫外線及抗風強度

等因素，同時達到生物阻隔功能及耐用

性。目前設置於北勢坑溪右岸道路旁。

設置總長度為 225 公尺。 

 

 

 

 

 

24.生物逃出設施的設計原則？ 

答：原則上以小於 30 度之緩坡設計，誤入排

水溝之生物，如兩棲爬蟲類，才有辦法

經由此處爬出排水溝，避免因無法逃出

排水溝，而受長期日曬或溺水，而造成

生物死亡。預計將設置二處。 

 

 

25.怎麼防止盜採盜獵？ 

答：由中區水資源局與雲林縣警察局及南投

林管處，共同合作，於水庫用地邊界設

置嚴禁狩獵警示牌，以嚇阻盜獵者進行

狩獵，並僱用巡山員定期巡視，以防山

老鼠盜採庫區內有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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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湖山水庫之使用壽命有多久？ 

答：保守估計，湖山水庫集水區年平均逕

流量 1,098.8 萬立方公尺，考量「擾

動地表土流失」及「一般降雨沖蝕」，

推估集水區年總輸砂量為 6.58 萬立

方公尺；攔河堰年平均引水 9,056 萬

立方公尺之情形下，攔河堰引水泥砂

帶入量則不考慮沉砂池對懸浮質之

沉降效益，則年入懸移質體積為 3.29

萬立方公尺，若水庫囚砂率以百分之

百計，年淤砂量共約 9.87 萬立方公

尺，預計湖山水庫總容量為 5,348 萬

立方公尺，推估湖山水庫使用壽命約

541 年。

27.壩體填築後是否會差生沉陷？ 

答：土石壩完成後必定會產生輕微沉陷，

故土石壩會加計餘填高度，依據 USBR

設計手冊之公式：S=0.001H
3/2 ，其中

S=工程完成後之沉陷量，H=壩高=76m

求得 S=0.663m<0.76m(1%壩高)，故取

76cm。 

但由於岩力試驗結果，大壩地區屬於

軟弱岩盤，壩基之沉陷亦需考慮，故

再加高 24 公分，因此餘填高度採用

100 公分。

28.塑性混凝土截水牆之性能及功用為何？ 

答：塑性混凝土截水牆，具有較佳之變形

性，得以避免牆體破壞，達到阻水效

果及耐久性，並延長滲流路徑，減少

滲流量，提高湖山水庫蓄水能力及安

全性。 

塑性混凝土之材料性質為透水係數

小於 5*10-7cm/sec，抗壓強度為 14~25 

kgf/cm2，彈性模數為 14000~41000 

kgf/cm2。

 
塑性混凝土截水牆之施作平台，溝槽內即為塑性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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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湖山水庫有斷層帶經過嗎？是哪些斷層帶？ 

答：湖山水庫壩體並無任何斷層帶經過，壩址附近主要斷層如下： 

斷層名稱 斷層長度(km) 離壩址距離(km) 

彰化斷層 32 13 

桐樹湖斷層 20 3 

九芎坑斷層 23 6 

車籠埔斷層 100 5.5 

梅山斷層 11 11 

其中，湖山水庫為因應斷層所可能引

發之地震，選定控制斷層為桐樹湖斷

層連接九芎坑斷層，總長度為 43 公

里，並採用 MCE 規模(ML)為 7.3，以

此標準設計湖山水庫。

30.湖山水庫有哪些監測壩體安全之系統？ 

答：壩基孔隙水壓計 

設置於截水牆上下游側，以監測截水

牆的阻水功能，偵測壩基的孔隙水壓

力，提供壩體建造過程及蓄水後有關

壩滲漏行為之變化資料，以為判斷大

壩安全與否之參考。 

壩體孔隙水壓計 

偵測壩體的孔隙水壓力，施工階段經

由孔隙水壓力之量測配合安定分析

方法檢討各填方階段之穩定性，以為

控制填方速度之依據；施工完成後，

於營運期間可測定蓄水中穩定滲流

時期之土壩各點孔隙壓力以確定其

長期穩定性有無變化；可顯示壩體不

同填築材料之孔隙水壓散佈情形，遭

遇突發地震時，可以表示其孔隙水壓

變化及計算土壓力，據以比較設計之

模擬數值與分析，並評估其安全性。 

水平變位計、測傾儀、邊坡傾斜儀 

利用測傾儀量測大壩施工及運轉期

間壩體沉陷與水平位移量及方向。於

壩體兩岸壩座設置水平變位計，利用

水平變位計偵測壩體靠近壩座處之

縱向變位。 

表面位移沉陷點 

於壩頂與上下游壩面設置表面位移

沉陷點，監測點量測將於左右壩座設

置固定參考基準點處採全測站方式

量測。 

水位觀測井 

湖山水庫下游雜填區設置傾斜儀以

監測水平變位之穩定性，並配合水位

計監測之地下水位變化參數，以回饋

本區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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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觀上列 30 個問題，可以瞭解現今參

訪民眾，不論是具備工程背景的專業人士

或是一般社會大眾，除了關心國家建設對

於工程品質是如何管控外，也將工程開發

過程中，對自然生態產生的破壞是否有適

當的回饋保育方式，表達高度關切，期望

政府機關在開發建設時，也能夠重視生態

資源的維護，令國家資源得以永續發展。 

資訊傳達便利的現代，民眾可以透過

許多媒介獲得不同領域知識，尤其是網際

網路的普及，讓許多民眾習慣經由網路獲

取訊息，針對此種趨勢，湖山水庫工程計

畫 專 屬 網 站

（http://www3.wracb.gov.tw/）提供了民

眾取得湖山水庫此國家重大水利建設的各

項資料，也間接增進國民的水利知識，令

民眾更清楚水資源開發過程中，水利專業

人員所需面對的各項問題。 

惟有充分且公開對外展示水利建設之

興建過程，才能夠化解民眾對於工程建設

的各項疑慮，使民眾更加信任國家建設，

增進國家公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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