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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A 國立成功大學 
 

摘要 

一、緣起及目的 

前期計畫「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檢討及發展規劃」已針對署內水旱災

防救應變業務完成落實應用檢討及未來發展規劃，其成果綜觀國內外防救科

技趨勢，及精確掌握當前蓬勃發展之資訊、視訊、通訊等防災關鍵先驅技術，

並擬具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提報中程綱要計畫。因此本年度計畫擴大辦理減

災、整備及復建業務落實應用檢討及未來發展規劃，倘其願景隨時日之遞進得

以漸次落實，則應能建構更臻自動化、主動化與行動化之水旱災防救科技體

系；從而有效提昇災防單位之應變能力，保障國人生命財產之安全。 

基於上述計畫願景及目標，本計畫本年度執行工作項目如下： 

(1)、國內外相關資料蒐集彙整 

(2)、計畫執行成果分類評析 

(3)、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撰擬研提 

(4)、下階段中程綱要計畫修正提報 

 

二、國內外相關資料蒐集彙整 

(1)、國內蒐集彙整國家科學委員會督辦 88-101 年災害防救科技計畫，包

括有「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應用運

作方案」及「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2)、國外蒐集超過六個國家水旱災災害及其防救災科技發展狀況，包括

中國、韓國、日本、美國、歐盟及其他等。 

(3)、水利署內蒐集 94-102 年 15 件中長期施政及科技發展計畫，包括水

資源永續政策規劃、人造雨技術發展長期策略擬定、水資源科技長期

發展計畫、公共給水質量提升與管理科技發展計畫、水環境與生態科

技計畫、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水旱

災救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河川流量自動化觀測科技發展計畫、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計畫、水資源經營管理科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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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水再生利用風險管理技術研發計畫、新紀元水利施政綱要計

畫(草案)、水文觀測技術提昇與發展計畫(草案)及防減災策略與施政

優先課題建議。 

 

三、水旱災防救業務沿革、挑戰及範疇 

(1)、沿革： 

我國自 60 年產業轉變快速，60 年輕工業代工、70 年重工業代

工、80 年高科技代工、90 年服務業快速發展，雖然我國為近代科技

高度發展國家之一，但產業快速發展所新生的災害課題，科技研發

速度及落實應用程度與其尚有段落差，未來還需持需投入防災科技

研究。 

(2)、挑戰： 

98 年莫拉克風災使水旱災防救業務面臨兩個主要挑戰，其一為

「複合型災害」的挑戰，土砂災害伴隨洪水災害發生，加劇災害規模

及影響範圍，使災害的搶救難度變高，以及災害管理的層面變複雜；

其二為「想定外災害」的挑戰，超過保護設計標準外的災害無可避

免，使得緩衝災害的手段需更多元，及其調度和應變時間操作的精

度要提高，還有空間規劃的解析度要提高。 

(3)、範疇： 

本計畫將水旱災防救業務自訂分類為「整備及應變」、「減災及

復建」及「政策研擬」三大項，各項子分類如下： 

 

1.整備及應變：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

提升、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

強化、各機關水和災防救資源協調、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

理、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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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災及復建：流域治理技術提升、都會防洪能力提升、海岸禦潮能

力提升、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

規劃、新水源開發技術、人造雨技術研發 

3.政策研擬：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

益評估、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 

 

四、水利署歷年執行成果分類及落實應用檢討 

本計畫依 18 項自訂架構分類署內 3474 件委辦計畫，然後對分類向內計

畫進行落實應用檢討，落實應用檢討參考各計畫自我評估表、摘要及成果報告

書(瀏覽超過 400 本代表性計畫)內容，分別羅列說明署內掌握技術的優點及其

使用限制，本計畫落實應用檢討結果請參考表一、二及三。 

 

五、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研提 

本計畫科技發展規劃研擬，從水旱災防救業務沿革及挑戰瞭解到科技發

展主要威脅「複合型災害」和「想定外災害」，然後透過落實應用檢討釐清署

內各科技的發展優勢及劣勢，再從國內外文獻中尋求精進技術的機會，最後以

「保持優勢、利用機會、強化劣勢，因應威脅」為原則，完成未來水旱災科技

發展規劃。最後彙整署內目前正在推動的中長期計畫，依各中長期計畫的願景

及目標，建議各項科技應於何項中長期計畫中推動。最後彙整水利署未來十年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方向如表四。 

 

六、下階段中綱計畫的修正 

本計畫以本年度規劃的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內容為基礎，配合水利防災

中心及水文技術組隨環境資源部成立後的整併，針對水文防災組的四個科室

新立四個科技發展目標，規劃未來四年科技發展的 11 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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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相關計畫落實應用檢討彙整表(1/3) 

整備及應變 

1.水情及災情資

訊來源之擴充 
2.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 3.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4.水情及災情傳

遞管道之強化 

5.各機關水旱災

防救資源協調 

6.水利用地及洪

氾區檢討與管理 

7.水資源供需及

調度檢討與管理 

技術優點： 

 光學衛星影像

處理技術及其

相關業務上的

應用(光學衛

星：SPOT、

FORMSATII、

MODIS) 

 雷達衛星影像

處理技術及其

相關業務上的

應用 

 無人載具影像

及其災後勘查

的應用 

技術優點： 

 陸域水文觀測

網已建置 

 地下水文觀測

網已建置 

 近海水文觀測

網已建置 

 水文自動化傳

輸及其資料發

布平台已建置 

 流速觀測研發

(ADCP、UHF) 

 斷面觀測研發

(GPR) 

 泥砂觀測研發

(TDR) 

技術優點： 

 FEWS系統已建

置，FEWS系統

擴充性高，未

來可採用不同

洪水模式、淹

水模式 

 介接氣候法定

降雨預報、

WRF定量降雨

預報、

QPESUMS、

ETQPE預報 

 DRAINS 系統

已建置(地文

性淹水、

NEWC) 

技術優點： 

 全島淹水潛勢

圖資完成 

 全島水災脆弱

度及風險圖完

成 

 全島海嘯溢淹

圖資完成 

 旱災潛勢圖資

完成 

 旱災指標訂定 

 河川水位警

戒、區排水位

警戒訂定 

 

技術優點： 

 水災及旱災災

害防救業務計

畫已核定 

 水災、旱災及

緊急應變小組

協力機構團隊

成立 

 各組室已因應

業務需求建構

資料庫及資訊

發布平台 

技術優點： 

 水文觀測設備

傳輸自動化已

建置 

 災情傳遞管道

僅有電話、網

路及 3G通訊

管道 

技術優點： 

 移動式抽水機

等防救災資源

已經擴充 

 流域水情中心

(淡水河)、中

區水情中心已

建置 

 CCTV監視系

統應用水災判

釋技術掌握 

技術優點： 

 洪氾區管制已

建置 

 

技術優點： 

 完成區域水資

源調查 

 完成區域水資

源供需調查 

應用限制： 

 光學衛星易受

雲遮蔽 

 雷達衛星自主

性低 

 缺乏航空影像

處理技術 

 缺乏多元影像

處理技術 

應用限制： 

 極端水文現象

觀測精度不足 

 水文站網應對

任務需求及水

文環境變遷做

檢討 

應用限制： 

 DRAINS 系統

缺少土砂運移

模式 

 FEWS系統地

形資料鎖定，

限制模式地文

參數 

應用限制： 

 災害潛勢評估

模式有其適用

性及限制性 

 環境資料庫地

理資訊化不完

整(區排系

統、下水道系

統) 

 

應用限制： 

 災害防救業務

應配合潛勢及

預警值檢討做

修正 

 災害防救業務

運作效率應檢

討 

 緊急應變系統

尚未能整合署

內各種數據庫

及模式庫 

應用限制： 

 防災專用頻道

建置職掌在災

害防救署，但

災害發生時，

如何確保傳輸

不中斷尚待研

究 

 災害發生期

間，電話、網

路及 3G通訊

極不穩定 

應用限制： 

 地方水情中心

建置不完全 

 防救災資源調

度掌握不完全 

 CCTV監視系

統應用水災判

釋技術尚待落

實於地方水情

中心 

 署內水情中心

尚未建置 

應用限制： 

 天然災害綜合

保險(水災保

險)推動可行

性尚待研擬 

應用限制： 

 水資源調度效

率、精細度…

等有待加強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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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相關計畫落實應用檢討彙整表(2/3) 

整備及應變 減災及復建 政策研擬 

8.民眾參與水旱

災防救業務 

1.流域治理技術

提升 

2.都會防洪能力

提升 

3.海岸禦潮能力

提升 

4.防洪構造物耐

災能力檢討與提

升 

5.水資源設施永

續運作規劃 

6.新水源開發技

術 

7.人造雨技術研

發 

1.氣候變遷課題

研究及對策研擬 

技術優點： 

 防汛志工隊已

成立 

 水災自主防災

社區已成立 

技術優點： 

 環境永續，生

態工法概念已

俱備 

 流域整體治理

概念已俱備 

 綜合治水概念

已俱備 

 集水區逕流管

制 

技術優點： 

 環境永續，生

態工法概念已

俱備 

 綜合治水概念

已俱備 

 區域排水資料

庫建置 

 區排系統 25

年重現期不溢

堤防洪標準已

規劃 

技術優點： 

 環境永續，生

態工法概念已

俱備 

 綜合治水概念

已俱備 

 海堤資料庫建

置 

 

技術優點： 

 河海堤工程建

設技術已掌握 

 水資源設施建

設技術已掌握 

技術優點： 

 庫區及其上游

土砂特性評估

技術已發展 

 庫區清淤技術

已發展(空庫

清淤、水力排

砂、機械排

砂、繞庫排

砂) 

技術優點： 

 人工湖開發技

術已掌握 

 水庫建設技術

已掌握 

 伏流水擷取技

術已掌握 

 跨域調水技術

已掌握 

 水資源聯合操

作技術已掌握 

技術優點： 

 造雨設備國土

化 

 地面造雨技術

已掌握 

 空中造雨技術

已掌握 

技術優點： 

 氣候變遷對水

環境之衝擊已

經掌握 

 氣候變遷對水

環境調適對策

研擬中(淡水

河、濁水溪、

曾文溪及高屏

溪辦理中) 

應用限制： 

 防救災講師需

求大量增加 

 防救災演練及

演習辦理耗時

費力 

 民間組織成員

複雜，整合運

作不易 

 自主防災社區

永續運作方案

尚待檢討 

應用限制： 

 流砂一貫概念

尚未落實至流

域治理 

 想定外災害因

應對策尚未落

實至流域治理

(確保溢淹在

規劃範圍內，

相同規模歷史

災害不再發生

等理念未落

實) 

應用限制： 

 已規劃的區域

排水系統工程

因受限土地徵

收及工程預算

進度有限 

 耐水都市概念

尚未落實至都

會區(多重防

線的耐洪策略

等理念未落

實) 

應用限制： 

 流砂一貫概念

尚未落實至流

域治理 

 想定外災害因

應對策尚未落

實至海岸治理

(確保溢淹在

規劃範圍內，

相同規模歷史

災害不再發生

等理念未落

實) 

應用限制： 

 水利設施防禦

土砂衝擊技術

尚待精進 

 河海堤防禦能

力尚待提升

(確保溢堤而

不潰堤等理念

未落實) 

應用限制： 

 原水濁度飆升

後快速復原技

術尚在研究 

 庫區清淤方案

多元，整合方

案尚待研議。 

應用限制： 

 因應旱災緊急

備用水源待規

劃(建議開發

山區地下水) 

應用限制： 

 雲物理機制尚

待研究 

 雨雲監測系統

尚待建置 

應用限制： 

 想定外災害因

應對策尚未落

實至流域治理

(確保溢淹在

規劃範圍內，

多重防線的耐

洪策略，確保

溢堤而不潰

堤，相同規模

歷史災害不再

發生等理念未

落實)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F 國立成功大學 
 

表三、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相關計畫落實應用檢討彙整表(3/3) 

政策研擬 

2.水旱災防災措

施推動效益評估 

3.國際水旱災防

救政策比較研究 

技術優點： 

 工程效益評估

技術已掌握 

技術優點： 

 署內已建立日

本、中國、美

國、韓國等國

際交流管道 

應用限制： 

 效益評估目的

是為規劃最小

災害損失的災

害調適對策，

以此為目的的

效益評估方法

尚未建立 

 

應用限制： 

 現階段國際交

流是以進口國

外技術提升我

國防災能力為

主，未來應提

升本土化防災

技術，改將技

術出口至其他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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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本計畫研擬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未來十年推動方向 
目

標 

策略 主要目的 辦理內容 建議行動計畫 建議配合的水利署中長期計畫 

I、整

備及

應變 

I-1、水情及災情

資訊來源之擴

充 

克服廣域災害導致

的水情及災情資料

無法取得課題 

(1)、發展多元遙測技術及相關處理應用 

(2)、提高遙測影像的空間解析度 

(3)、縮短遙測影像的取得時間 

(1)、雷達影像應用於災後水利設施損壞快速評估 

(2)、UAV 影像應用於災害緊急調查作業 

(3)、MODIS 影像應用於旱災期間潛勢評估 

(4)、航載光達/雷達影像建置全省河海堤及區域排水資料庫 

- 

I-2、水文觀測及

預報技術之提

升 

降低水旱災防救業

務決策的誤判 

(1)、提高水文觀測精度，降低時間及空間導致的觀測誤差 

(2)、應用水文觀測資料，降低預報模式空間演算的誤差 

(3)、擴充預報模式功能，並降低預報模式演算的時間 

(4)、更新環境資料庫，使預報模式演算情境符合現況 

(1)、防災導向水文觀測站網規劃檢討及更新 

(2)、短延時強降雨水文觀測技術提升 

(3)、極端事件高低流量水文觀測技術提升 

(4)、高濃度泥砂觀測技術提升 

(5)、低空降雨雷達觀測資料應用於河川洪水預報和淹水預

報系統 

(6)、都會區(建物、下水道及地下空間)淹水模式研發及應用 

(7)、整合既有預報模式並持續研發精進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104-108) 

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展計畫(103-106)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 (104-

107)(本計畫新提) 

I-3、防救資源整

合及應變作為

之提升 

提高水旱災防救業

務運作的效率 

(1)、持續檢討及更新災害潛勢圖資和警戒機制 

(2)、針對複合型災害及想定外災害挑戰，修正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及災害緊急應變作業 

(3)、整合災害防救業務及緊急應變作業資料庫和系統平台 

(1)、水災潛勢圖資檢討及更新 

(2)、河川水位及淹水預警機制檢討及更新 

(3)、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及更新 

(4)、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及更新 

(5)、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強化 

(6)、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檢討及整合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 (104-

107)(本計畫新提) 

I-4、水情及災情

傳遞管道之強

化 

縮短水情及災情交

換的時間 

(1)、發展多元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 

(2)、提高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能量 

(1)、災害通報作業流程檢討及更新 

(2)、水情多元傳遞及發布管道強化 

(3)、即時淹水區位研判機制之研發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104-108) 

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展計畫(103-106)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 (104-

107)(本計畫新提) 

I-5、各機關水旱

災防救資源協

調 

縮短水情及災情蒐

集及研判的時間 

(1)、加快各機關水情中心的建立 

(2)、發展主動式及自動化災情蒐集及研判技術 

(1)、CCTV 影像監視系統資源整合應用於水情及災情研判 

(2)、中央及縣市的水情和災情資訊整合及加值運用規劃 

(3)、抽水機調度規劃方案檢討及更新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 (104-

107)(本計畫新提) 

I-6、水利用地及

洪氾區檢討與

管理 

降低不當土地利用

造成的災害衝擊 

(1)、建立土地利用標準，並加快相關法規的檢討及政策推

動 
(1)、綜合天災災害保險可行性研究 

納入未來優先辦理計畫，期程規劃建議為

104-113 年 

I-7、水資源供需

及調度檢討與

管理 

提高緊急水資源的

調度量 

(1)、提高水資源供需在空間分布上的解析度 

(2)、提高水資源觀測在時間分布上的精度 

(1)、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2)、水資源總量管制機制建立 

(3)、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修訂 

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區域水資

源經理基本計畫(102-111) 

水資源經營管理規劃(102-111) 

I-8、民眾參與水

旱災防救業務 

提高民眾參與防救

災活動的次數 

(1)、擴充國內防災講習師資，並培育防災專職人員 

(2)、持續對災害潛勢區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強化民眾防救

災活動的參與度 

(1)、防救教育課程規劃及種子教師培訓 

(2)、水旱災防救演練情境模擬系統研發 

(3)、民間及企業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方案及模式檢討及更

新 

(4)、自主防災社區成立及運作方案檢討及規劃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 (104-

107)(本計畫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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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策略 主要目的 辦理內容 建議行動計畫 建議配合的水利署中長期計畫 

II 、

減災

及復

建 

II-1、流域治理

技術提升 

提高洪峰和土砂的

控制及分配能力 

(1)、在不改變流域既有保護標準設計規劃下，提高洪峰和

土砂分配在時間操作上的精度和空間規劃上的解析度 

(1)、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 

(2)、流域土砂運移模式研究 

(3)、土砂災害高潛勢河川敏感河段監測設施及機制建立計

畫 

(4)、土砂災害高潛勢河川之土砂沖淤管理規劃 

(5)、流域土砂移動監測系統研究及建置 

(6)、河川集水區產砂與河道沖淤趨勢評估機制研究 

(7)、重要河川流域土砂調控機制之研究 

(8)、辦理集水區逕流管制示範區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II-2、都會防洪

能力提升 

提高地表逕流的控

制及分配能力 

(1)、在不改變都會區既有保護標準設計規劃下，提高地表

逕流分配在時間操作上的精度和空間規劃上的解析度 

(1)、流域上中下游河段及排水保標準檢討與整合 

(2)、都會區排水系統與滯蓄洪設施連接之研究 

(3)、公共設施滯洪多元化應用研究 

(4)、土地利用變遷對逕流影響之評估研究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維護管理計畫

(103-108) 

都會區防洪科技計畫(103-106) 

II-3、海岸禦潮

能力提升 
提高暴潮防禦能力 

(1)、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調適海岸防護策略 

(2)、提升海岸防護技術，加強工法研發與應用 

(1)、海岸環境變遷趨勢分析 

(2)、海岸防護區劃設檢討與規劃 

(3)、海岸防護基本資料調查暨資料庫更新 

(4)、海岸防護新工法研究應用 

(5)、提升養灘技術與養灘成效評估 

(6)、提升海岸漂砂觀測技術及分析能力 

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海嘯(暴潮)造成海岸水利設施損毀即淹水

災害緊急應變計畫(105-107) 

II-4、防洪構造

物耐災能力檢

討與提升 

提高水利及水資源

設施維持或回復既

有設計標準的能力 

(1)、發展構造物安全即時監測技術 

(2)、發展非破壞性構造物安全檢測技術 

(1)、防洪設施因應土砂災害技術規範研究 

(2)、高性能修補材料及工法於高沖刷水工混擬土構造物之

應用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II-5、水資源設

施永續運作規

劃 

提高水利及水資源

設施維持或回復既

有設計標準的能力 

(1)、生物凝劑對原水濁度降低效益評估 

(2)、多元庫區清淤方案規劃 

(1)、新興原水濁度處理技術研發及應用 

(2)、水力排砂、機械排砂及繞庫排砂聯合操作之研究 
水資源經營管理規劃(102-111) 

II-6、新水源開

發技術 

提高緊急水資源的

調度量 
(1)、發展山區水資源開發技術 

(1)、台中盆地地下水資源利用 

(2)、名竹地下水資源利用 

台中盆地地下水資源利用(104-106) 

名竹地下水資源利用(104-106) 

II-7、人造雨技

術研發 

提高緊急水資源的

調度量 

(1)、強化雨雲觀測技術 

(2)、持續研發種雲技術 
(1)、雨雲物理機制與觀測系統建置之研究 

納入未來優先辦理計畫，期程規劃建議為

104-113 年 

III、

政策

研擬 

III-1、氣候變遷

課題研究及對

策研擬 

指導我國水旱災防

救業務的走向 
(1)、加速全國各流域氣候變遷調適方案的擬定 (1)、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評估研究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評估研究(103-

107) 

III-2、水旱災防

災措施推動效

益評估 

使水旱災害的損失

最小化 

(1)、制定水旱災防救效益評估方案 

(2)、據以水旱災防救效益評估對水旱災防救措施定期進行

檢討及調整 

(1)、防救業務及科專計畫辦理成效評估及策進規劃 
納入未來優先辦理計畫，期程規劃建議為

104-107 年 

III-3、國際水旱

災防救政策比

較研究 

提升我國防災技術

產品化及本土化能

力 

(1)、定期辦理國際交流及國際自然災害調查，以釐清防災

市場需求 

(2)、推動防災技術產品化及本土化 

(1)、國際水旱災災害調查及防救災技術合作 
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展計畫(103-106)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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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es in climate trends impacting the scale and frequency of disasters 

continuously improve. Furthermore, a single natural extremely phenomena can 

produce multi-disasters in the same time. In 2009, deep-seat landslide, debris flow 

and floods so called compound disasters were triggered by more than 3,000 mm of 

accumulated rainfall at 48 hrs during Typhoon Morakot. It results that challenge of 

compound disasters and extremely event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become a new 

topic for Inundation and draught disaster preven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plan, it reviewe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prevention in Taiwan from 1998.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for 

hazard mitigation was implemented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from 1998 to 2006. 

The theories and models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preventions was established by 

the program. Then, Program for enhancing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was carried out by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from 2007 to 2010.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pplied these 

techniques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preventions for practical works. In recentl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cooperated to promote program for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disaster reduction from 2011. For all of these program, Taiwan have been developed 

abundant and gre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prevention.   

However, the circumstances of environment and politic has been changed 

recently. Typhoon Morakot, which attacked and damaged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is an obvious evidence to illustrate that climate change have influenced and 

varied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logy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and Resident will 

need more powerfu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reduction . 

Furthermore, governm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09. The context 

of works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reduction should be adopted on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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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innovation. Hence, the roadmaps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inundation and drought reduction should be reviewed and revised. 

In conclusion,「The Research for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revising the 

roadmap i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inundation and drought (1/2)」 reviewed 

projects of Water Resource Bureau in disaster prevention from 2002 to 2011. In the 

consequent, it points out w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reduc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in next generation. Depending on these requirements, 

the revised roadmap of inundation and draught reduction integrated lat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televis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n, the revised 

roadmap was divided to middle term and long term schedule for Water Resource 

Bureau to implement. We except that the revised roadmap will enhance inundation 

and draught reduction very much. 

 

Key Words：Flood、drought、disaster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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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1-1  計畫緣起 

近年來，適值全球氣候變遷情形加劇，極端複合型災害雜沓紛

呈且接踵而至；復以其規模逾常與猝不及防之勢，動輒踰越現階段

防災體系所得及時因應妥處之能量範疇，而釀致重大災損。 

爰此，為擬具今後數年間嚴謹具體且適切可行之中長程水旱災

防救整體策略暨單項計畫，旁徵博引廣納諸端固有所需，去蕪存菁

俾為己用尤屬至要。倘欲達此標的，國內各部會間乃至其所轄單位

之現行防救災體系與執行成果實有可資綜覽疏理之處；而國外近年

防救災政策方針之研訂趨勢亦殊堪援引借鏡。此外，經濟部水利署

近 10 年所賡續推動之防救災相關計畫亦應藉此機緣一併綜整盤

點，並細究其執行得失與實際應用成效，俾為後續調整改善之重要

依據。 

以上述彙整精鍊與研析演繹之成果為基，冀釐清比對前揭各單

位所執行相關計畫實質內涵之優劣異同；復由提綱挈領盡悉其要

旨，以免致結構疊床架屋與資源重置虛擲之弊。而經審慎截長補短

並擇其精要後，應有助歸納今後確適經濟部水利署業務屬性之防災

科技發展方略，進而引領未來水旱災防救科技領域之軌跡與進程。 

前期計畫已針對署內水旱災防救應變業務完成落實應用檢討

及未來發展規劃，其成果綜觀國內外防救科技趨勢，及精確掌握當

前蓬勃發展之資訊、視訊、通訊等防災關鍵先驅技術，並擬具發展

策略暨行動計畫、提報中程綱要計畫。因此本年度計畫擴大辦理減

災、整備及復建業務落實應用檢討及未來發展規劃，倘其願景隨時

日之遞進得以漸次落實，則應能建構更臻自動化、主動化與行動化

之水旱災防救科技體系；從而有效提昇災防單位之應變能力，保障

國人生命財產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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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的 

誠如前節所言，未來水旱災防救業務體系有賴次世代的應用科

技來強化其運作效能，並在強健體制的保護傘下，使得國人生命財

產得以免受水旱災害之威脅。為促使次世代應用科技的引入、研發

及推廣至實務單位時，並得以符合中央地方政府業務及民眾生活環

境的需求，是故藉由本計畫的推動鑑往知來，以免科技的研發落入

閉門造車未是出門合轍之憾。 

因此本計畫除蒐集彙整國外水旱災防救科技領域資料，並對國

內各相關單位防救災科研成果與未來規劃資料蒐集，所得成果經適

當分類與彙整後，即得以釐清晰理解國內署外及國際先進國家水旱

災防救科技發展現況。 

接著，彙整盤點經濟部水利署 91 年後至今災害防救相關委辦

計畫(包含科專及一般委辦)，並以現行防救災各項業務職掌為依據

進行對應分類，針對上述計畫執行成果評估是否契合該項業務之執

行需求且分析其落實應用情形，評析經濟部水利署現況下水旱災防

救科技發展之優勢與弱勢。 

然後召開座談會彙整專家學者意見，針對防救災領域相關之特

定議題集思廣益，俾廓清防災科技發展之規劃方針及未來走向，再

依循前項工作蒐集彙整及分類評析結果，釐清水利署與其他單位於

防救災科研計畫推動方向之異同，並據以研析確認今後水利署防災

科技發展之整體策略架構與分項方案內容，研提短、中、長期之水

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其策略方案研訂後，針對行動

計畫詳擬工作項目、目標期程及績效指標，並具體揭示應探究與突

破之關鍵技術和規劃估列適當經費。最後，依據國科會相關規定及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規劃，提送下階段中程綱要計畫，以利經濟

部水利署未來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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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工作項目 

一、國內外相關資料蒐集彙整 

（1）蒐集國內各相關單位防救災科研成果與未來規劃，並進行

適當分類與彙整，以利清晰理解。 

（2）蒐集各國家或地區針對水旱災防救，執行中或仍規劃中之

相關政策方案或大型科技計畫，並進行適當分類與彙整，

以利清晰理解。 

二、計畫執行成果分類評析 

（1）檢視水利署 91 年至 101 年與災害防救相關委辦計畫(包含

科專及一般委辦)，並以現行防救災各項業務職掌為依據，

進行對應分類。 

（2）針對上述計畫執行成果，評估是否契合該項業務之執行需

求，且分析其落實應用情形。 

三、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撰擬研提 

（1）於現階段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動基礎上，召開座談會或彙整

專家學者意見，針對防救災領域相關之特定議題集思廣

益，俾廓清防災科技發展之規劃方針及未來走向。 

（2）依循前項蒐集彙整及分類評析結果，釐清水利署與其他單

位於防救災科研計畫推動方向之異同，並據以研析確認今

後水利署防災科技發展之整體策略架構與分項方案內容。 

（3）因應氣候變遷之效應與極端複合型災害之衝擊，撰擬並研

提短、中、長期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草

案)。其中針對上述策略方案研訂工作項目、目標期程及

績效指標；此外具體揭示應探究與突破之關鍵技術，規劃

估列適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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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階段中程綱要計畫修正提報 

（1）依據國科會相關規定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規劃，協助

完成下階段中程綱要計畫提報，並配合進行必要之內容修

正作業。 

（2）協助各項行政作業，支援相關計畫或資料之彙整、研提及

修正等庶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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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畫執行架構 

本計畫工作執行項目包含有「國內外資料蒐集彙整」、「計畫執

行成果分類評析」、「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撰擬研

提」以及「下階段中程綱要計畫修正提報」等四大項目。 

計畫執行首要釐清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之範疇，並據

以鑑別署內外部會單位於水旱災防救業務中任務執行的差異性，以

此來劃定科技發展範疇，接著盤點分類署內近 10 年與水旱災防救

業務相關之科專及一般委辦計畫，並檢討各組室於其業務職掌下科

研成果落實應用情形，經以上工作之彙整成果來掌握經濟部水利署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現況；由於科技發展的目的是為滿足業務執行

上的需求，是故為能規劃符合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需求的

科技發展項目，本計畫將彙整署內相關施政報告及規劃，具以釐清

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面臨的挑戰，並探其詳究業務推動過

程中遇到的問題，以此做為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的研擬方向；

當研擬方向確立後，即進行國內外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經驗的回

顧，國外包括日本、韓國、美國、中國及歐盟等先進國家，國內部

分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歷年防救災科技推動辦理情形，藉由以上國

內外相關科研成果的彙整，掌握足以借鏡我國防災科技發展的先驅

技術，再據以對應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執行面臨到的課

題，定調未來經濟部水利署的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內容，最後，擇

定其計畫的期程規劃、預算評估及績效指標，撰提下階段中綱計畫

書(104 年至 107 年)。本計畫執行流程及架構繪製如圖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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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歷年委辦資料
國內相關研究計畫
國外相關發展策略

水旱災防救業務 不列入分類

計畫分類
整備及應變、減災及復健、政策研擬

落實檢討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SWOT分析

優勢(S)

技術優點

劣勢(W)

應用限制

機會(O)

國內外
相關技術

威脅(T)

複合型災害
想定外災害

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

中綱計畫

NO

YES

計畫開始

計畫結束

 

圖1-4.1  工作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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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內外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文獻蒐

集 

2-1  國內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文獻蒐集 

依據 99 年「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100 年至 103 年)」，我

國整體科技發展的推動是由國家科學委員會職掌，科技的推動是透

過各部會署科技預算之編列與執行，以引導與落實政府科技發展政

策之成效。  

有關災害防救領域科技的發展，可溯源至 71 年由國家科學委

員會辦理的「大型防災計畫」，該計畫以五年為一期共計三期，此

期間內由於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快速，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

農委會等機關各自進行防救災相關課題之研究，缺乏統籌協調規

劃，致使部分課題重覆執行，且有些重要課題未能有效推動。為結

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上、中、下游科研工作，整合研發

成果轉化成可以落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86 年國家科學會委

員會議審議通過，正式成立「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因應計畫的

推動國家科學委員會同年成立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隨著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持續推動，90 年第六次全國科技會議建

議國家科學委員會能更進一步的協調、規劃及推動災害防救科技之

研發，並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協助、支援災害防救工作，遂於

92 年成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後，「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於 96 年完成防災研究基礎與工具開發，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為

將上述階段性成果加值、轉化、落實、應用至相關災害防救實際業

務，同年接續辦理「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然

而，98 年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中南部地區，因其災害影響範圍廣闊

及其水文事件異於往常，使得災害防救業務的執行難度大幅度提

高，防災資訊能否有效於各部會間整合、流通與交換成為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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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重點課題，是故 100 年國家科學委員會研提「災害防救應用

科技方案」來應對上述課題，該方案將預定於 103 年告一段落。 

從以上我國災害防救領域科技發展的回顧，近 10 年主要科技

發展計畫為「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

實運作方案」及「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擔有跨領域整合防救科研成果之職掌，已對「強化災害防救科技

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和「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歷年計畫辦理

成效撰提落實應用檢討報告，因此本計畫將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的落實應用檢討報告為基礎，彙整國內各部會水旱災防救科技研

究成果。 

依據「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落實應用檢討

報告，96 至 99 年期間各部會署參與單位共計有 17 個單位，其總

計畫執行數量達 422 件，於 100 年「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

運作方案」計畫推動時，各部會署參與單位數量提升到 19 個單位，

此年度計畫執行數量為 77 件。由於，上述計畫成果涵括水旱災防

救領域以外應用科技，譬如說地震災害、人為災害等等領域，因此

本計畫將依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範疇做為篩選條件，從上

述 499 件計畫中釐清與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有關之應用

技術共計有 12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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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有鑑於在台灣颱風與地震的災害事件是無法避免的，政府與人

民必須設法使災害事件所導致的生命與財產損失減至最低，國科會

於 71 年開始推動大型防災研究計畫，以五年為一期共推動三期，

如圖 2-1.1 所示，此時期災害防救工作辦理，主要係依據「防救天

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由於，強調的是天然災害發生後之處理，

並無整體災害管理（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之概念，相關應變

架構及運作機制亦係由警政體系主導。 

 

圖2-1.1  我國防災工作推展歷程圖(95 年前) 

83 年行政院頒訂「災害防救方案」針對美、日等國災害防救體

系及工作模式建構我國堪稱較具災害防救專業基礎之施政計畫，並

將非天然災害之重大災害亦納入考量，雖然對災害防救重視程度已

有所提昇，此時因 79 年行政院決議消防業務自警察系統分出並考

慮將「緊急救護」納入消防體系，因為「災害防救方案」強調的仍

是災後之緊急處理，84 年內政部消防署成立後由其擔任主要承辦

角色。 

即便此時期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等機關陸續進行

防救災相關課題之研究，但整體而言，缺乏統籌協調規劃，致使部

分課題重覆執行，且有些重要課題未能有效推動。為結合政府相關

部門，有系統地推動上、中、下游科研工作，整合研發成果轉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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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落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86 年 11 月國科會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正式成立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由災害防救相關單位共同規

劃課題、執行計畫，並以落實應用為導向，促使研發工作與實務緊

密結合。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以 88-90 年為第一期計畫執行期間，91-

95 年為第二期計畫執行期間。參與執行單位包括：國科會（永續

會、自然處、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內政部（消防署、建研所、

營建署、社會司）、經濟部（水利署、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科技顧問室、民航局、運輸研究所）、教育部（顧問室）、

財政部（保險司）、農委會(水保局)、公共工程委員會、環保署、衛

生署、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等單位。 

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以 88-90 年為第一期計畫執行期間，91-

95 年為第二期計畫執行期間。參與執行單位包括：國科會（永續

會、自然處、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內政部（消防署、建研所、

營建署、社會司）、經濟部（水利署、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科技顧問室、民航局、運輸研究所）、教育部（顧問室）、

財政部（保險司）、農委會(水保局)、公共工程委員會、環保署、衛

生署、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等單位。 

計畫辦理期間，88 年 921 大地震的發生加速我國災害防救專

責單位成立，89 年公布「災害防救法」，正式確立我國三層級之災

害防救組織，規範中央、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三級指揮系

統，同年行政院成立災害防救委員會，之後下轄下轄行政院災害防

救專家諮詢委員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為其幕僚單位，90 年

消防署增加「災害管理組」負責承辦災防業務，並成立特種搜救隊

及空中消防隊(94 年後改名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由於主導單位仍

屬內政部消防署，其防救業務仍以較著重於整備及應變階段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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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至今，其落實應用於相關防救災工作

的重要成果概述如下： 

一、建立法制基礎與運作體系 

89 年 921 大地震，使得依防救方案建置與運作之現行災害防

救體系及緊急應變能力受到空前考驗，各界對於災害防救之法源依

據的災害防救法完成立法之期盼更加殷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

公室檢討災害及其應變救災等實際狀況，協助研擬災害防救法（草

案），為我國災害防救工作奠定重要基石。 

二、帶動科學化防救災工作研發成果有效移轉至實務 

防救災科技研發方面，災害潛勢與危險度分析、境況模擬、災

害防治觀念與工法、震後建築物快速安全診斷與補強、結構物耐震

設計與耐震能力評估、防救災資料庫規劃建置、防救災資訊傳輸、

災害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研發、災害知識管理、災害預警及預報作業、

防救災體系與對策研擬等，其相關理論分析、方法建立與技術研發

於此奠定基礎，做為後續進提升防救災科技能力之根本。 

三、引導防災工作由工程措施與緊急應變改進為全方位推動 

災害防救工作是一項長期性、跨領域、跨部會、凝聚性的科技

整合事務，經由防災國家行科技計畫的規劃、運作與執行，建立各

部會署防救災科技研發之協調、成果整合與落實應用機制，對整體

研發工作推展與資源有效運用有相當助益。 

四、由中央擴展至地方(縣市)強化基層防救災作業能力 

為協助地方政府提升防救災工作效能，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

公室積極推動台北市、嘉義市兩示範區防救災計畫，促成國科會與

兩地方政府簽訂合作協議。示範區防救災計畫之推展方式為先行組

織工作團隊、強化防救災觀念，再進行防救災相關資料庫建置、災

害潛勢與危險度分析、境況模擬、監測系統規劃建置、災害管理決

策支援系統開發、防救災對策研擬等工作，並進行防救災組織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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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構之規劃與建立，綜合相關成果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另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是地方政府執行災害防救工作之重要依據，因此由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擬定三年中程計畫，透過地區性技術團隊，

協助地方政府強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研擬與落實執行，以達成健

全計畫制度、提升人力素質及精進防救災技術之目標。 

五、颱風災害應變作業由被動搶救提昇為主動預警 

90 年桃芝颱風後，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利用中央

氣象局颱風動態與降雨即時監測資料，水利署水情監測資料、水保

局土石流監測資料，配合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產製之淹水與

土石流災害潛勢資料及定量降雨預估模式雨量預估資料，預先研判

可能致災地區與規模，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做為通報、警戒及人員

撤離之依據。如 90 年納莉颱風應變期間，依據災害預警資訊進行

疏散撤離危險地區之人數，總計超過 24,000 人；另 93 年敏督利颱

風及七二水災期間，亦共疏散撤離約 9,500 人。使颱風災害應變作

業由過去等候災情通報之被動搶救災作業，提升為預先綜整分析之

主動研判預警疏散作業，對減少人員傷亡已發揮了實質作用。 

六、建立地震災害損失評估系統提昇減災應變作業能力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建構完

成本土化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及決策支援系統（TELES, Taiwan 

Earthquake Loss Estimation System）。可用於地震災害潛勢與危險度

分析、地震災害境況模擬以及地震風險評估，可進一步據以擬定地

區防災計畫或相關防災業務計畫。此外，地震災害損失評估系統技

術日趨成熟，將可配合氣象局速報系統，建立早期（震後快速）評

估技術，爭取搶救災時效。另外，經濟部水利署經由淹水災害損失

調查，研發建立水災損失推估方法，並配合地理資訊系統之相關圖

層，考慮土地利用狀況及社會經濟活動資料，利用各類經濟活動之

淹水深度-損失經驗曲線評估下游淹水之災害損失，以利減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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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擬定緊急應變計畫之避難路線、疏散地點、居民安置疏散計畫及

人力動員計畫等參考運用。 

七、強化防救災資訊系統提昇作業效能 

建置防救災資訊系統與資料庫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災害管理

決策分析時所需的資料，以提昇作業效能。相較於一般傳統災害管

理基本資料庫所包含的資料內容，僅依不同的空間單元顯現出災害

發生前地區的實際狀況；此防救災資訊系統與資料庫的資料內容，

則是反映出地區災害的潛勢及災害發生時或發生後所可能影響的

範圍及所可能造成的破壞。目前由相關部會署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

畫辦公室所共同彙整的防救災資訊系統與資料庫，主要資料項目包

括有危險溪流分佈圖、淹水潛勢資料、區域計畫「敏感地及限制發

展區」資料庫及全台地質與斷層圖資料庫。 

 

 

圖2-1.2  第二期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之課題主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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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第一期國家型防災科技計畫規畫經費(單位：百萬元) 

年度 
88 89 90 合計 

部會 

內政部 37.9 41.7 39.5 119.1 

交通部 26.3 23.8 23.3 73.4 

經濟部 118.5 96 100 314.5 

財政部 3 3 3 9 

教育部 3 3 3 9 

工程會 8 15 18 41 

農委會 50 50 50 150 

衛生署 5.4 5.4 4 14.8 

環保署 2 2 2 6 

國科會 96.5 101.9 103.1 301.5 

合計 350.6 341.8 345.9 1038.3 

(階段性統計結果僅供參考) 

 

表2-1.2  第二期國家行防災科技計畫規畫經費(單位：百萬元) 

年度 
91 92 93 94 95 合計 

部會 

內政部 39.6 40.8 74.3 52.8 52.8 260.3 

交通部 50.1 59.9 78.3 56.3 51.7 296.3 

經濟部 165.5 206.6 287.2 265.7 253.7 1178.7 

財政部 2.7 4.8 9 9 9 34.5 

教育部 - 36 40 40 40 156 

工程會 11.2 14 12 10 10 57.2 

農委會 11 14 12 11 9 57 

國科會 124.8 159.9 161.6 144.4 138.6 729.3 

原民會 2 2 2 2 2 10 

災防會 - 15 23 21 21 80 

衛生署 21.7 25 26 26 26 124.7 

環保署 3.7 4 7 4 4 22.7 

合計 432.3 582 732.4 642.2 617.8 3006.7 

(階段性統計結果僅供參考)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5 國立成功大學 
 

2-1.2  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 

災害防救工作除了需要協調所有相關的公私部門一起合作外，

更必須貫穿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四個階段。例如，在整備

和應變階段，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不僅應該和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同心

協力，也要和其他相關部會署保持橫向緊密聯繫，以獲取即時的氣

象、水情、下水道、交通、社區動員及避難收容等資訊。在復原重

建和減災階段，土地管理、都市計畫、衛生防疫、環境保護、社會

福利、產業經濟、金融保險及教育宣導等業務單位間也必須要保持

橫向聯繫，才能有效執行完成任務。因此 96 年隨著防災國家型科

技計畫退場，接續推動由行政院核定之「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

落實運作方案」有效整合參與部會署研發能量及成果，並加值、轉

化、落實、應用至相關災害防救實際業務，除提升災害預警技 

96 至 99 年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參與單位包

含經濟部(水利署、地調所)、交通部(氣象局、運研所)、內政部(營

建署、建研所、消防署)、教育部(顧問室)、農委會(水保局)、衛生

署(醫事處)、勞委會(勞研所)、環保署(毒管處)、國科會國家地震工

程研究中心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單位共同推動，每年度各單

位參與情形如表 2-1.1。 

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的推動，自 96 年至 99

年共計 422 筆計畫，總計畫經費共計約 14.8 億元，其中 228 項屬

重要且具體之科技研發成果，針對計畫類型做更進一步分析，分析

後統計屬「資料類」之研發成果計有 60 項，屬「模式類」之研發

成果計有 68 項，屬「管理類」之研發成果則有 100 項；若再依成

熟度分類來看的話，目前已有 122 項之成果或技術已完成階段性實

務需求，僅需持續維運即可落實應用或技術轉移至相關單位。另外，

有 81 項之成果或技術已屬發展成熟，經過加值轉化後，已可實際

操作及應用。此外，還有 25 項成果或技術屬於先期性的研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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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尚在逐步累積研究能量的階段，目前尚未能轉化為可實際操作及

應用。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自 96 年度起總計執

行四年，各年度經費及計畫數如表 2-1.2 所示，投入的 422 筆計畫

總經費共計 1,483,019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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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  強化方案部會署參與情形 

 

資料來源：100 年國科會「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 

表2-1.4  強化方案各年度經費及計畫數一覽表 

 

資料來源：100 年國科會「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 

(階段性統計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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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案推動成果，按分項目標、重點推動工作歸納整理概要說

明如下。 

目標一：精進災害風險評估系統 

(1)、易致災地區之環境調查、災害潛勢及風險分析 

1、建立臺灣活動斷層觀測網，包含 GPS 點位 900 餘點、

GPS 連續追蹤站至民國 99 年 11 月底止共 67 站、跨

斷層水準測線 41 條約 1,050 公里，相關調查成果彙整

於活動斷層網頁。(地調所) 

2、完成 22 縣市淹水潛勢圖更新計畫，以作為各級政府

再行審視各水災災害防救計畫之用。研究成果除作為

水利署淹水行動偵測器及相關防救災器材預置之治理

參考外，並應用於雨量預警系統、防洪預警、災害防

救及避難路線規劃等業務，以增進應變效率。(水利署) 

(2)、環境監測技術研發與系統建置規劃 

1、水文模式與分散式洪水預報系統整合應用計畫成果包

含：改善分散式系統作業機制；強化現有水文模式功

能；增進預報系統應用功能整合納入其他水文模式；

推廣系統應用－維護並開發淡水河、濁水溪、烏溪、

八掌溪、高屏溪、曾文溪、蘭陽溪及大甲溪流域洪水

預報系統。(水利署) 

2、利用地震網監測臺灣南部地區已發現數十個大型山崩

事件，透過資料驗證地震網資料可對應到這些重大崩

塌或土石流事件，因此未來臺灣地區之山崩或土石流

事件之防治與監測，可利用地震網觀測達到監測之功

能。(水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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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災害應變及預警作業效能 

民國 97 至 99 年共統計 14 個颱風、23 個追風觀測

個案， TWRF 模式路徑誤差分析顯示，加入投落送觀測

資料平均而言使得數值模式 24 小時預報改善約 7.1%，48 

小時預報改善約 7.6%，並引進雷達資料分析及對流系統

預測技術，進行本土化系統的建置工作，改善劇烈天氣預

警能力。(氣象局) 

(4)、減災方法相關措施之研究探討 

1、整合建築結構耐震補強技術及先進耐震技術之應用研

究，完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手冊」及

「耐震標章與建築工程手冊」，另協助內政部「建築物

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之推動，提昇國內既

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建研所) 

2、建立減災管理支援系統，如安全管理諮詢輔助系統、

有害物容許濃度建議值及法令衝擊影響評估、重大職

災知識管理平台及職災地理資訊系統。(勞研所) 

(5)、教育推廣訓練 

民國 96 至 99 年共補助 157 所實驗學校推動防災教

育；完成各學習階段災害防救教學資源，包含(幼兒園、

九年一貫及高中職)防災教材、大學防災(專業教材及通識

教材)、社會成人遠距教學教材；各學習階段災後心理輔

導操作手冊；(地震、颱洪、人為及海嘯)災害應變參考程

序手冊；建構「防災教育@數位平台」成為多元防災教育

入口網站；於民國 99 年開始辦理全國在校級種子師資培

育及認證。(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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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新類型災害因應對策 

(1)、可能面臨之新災害課題分析與探討 

「氣候與環境變遷之災害衝擊關鍵議題報告」提出重

要且關鍵性之災害衝擊議題，並針對臺灣不同災害在氣候

與環境變遷因素之脆弱度與風險評估，建立上下游整合流

程，然後推動並執行「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

計畫」，並以災害衝擊與應用為主軸，建立國家氣候變遷

推估共識，落實國科會氣候變遷研發成果於相關部會署之

調適政策擬定。(災防中心) 

(2)、針對新災害課題進行災因、潛勢與危險度分析 

探討醫院面對各項新興之健康危害事件之應變與整

備對策，完成內容包括醫院面對新興健康危害事件之應對

計畫、醫院對於新興健康危害事件之標準作業程序 S.O.P、

醫院對於新興健康危害事件之應變計畫及醫院對於新興

健康危害事件之演練完整規劃。(衛生署) 

(3)、研發新災害課題之防治方法與技術 

建立本土化之臺灣近海海嘯數值模式，並評估臺灣沿

岸海嘯影響可能範圍及危險程度之潛勢分析，另外建立鑑

別海嘯邊緣波的方法，可更正確估計波高分佈、傳播時間

與破壞方式，並藉此瞭解可能造成大海嘯的隱沒帶及預先

掌握對臺灣環島近岸地區可能發生危險機率。(運研所) 

(4)、複合型災害因應對策之探討與研擬 

利用水資源供水系統模式，結合現行之水資源政策，

評估目前水資源系統之脆弱度，並提出三大方向改善建

議，包括有管理需求端以降低供水需求、強化水資源供水

系統調配能力以及開發多元新水源以增加供水系統之供

水能力。(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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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強化災害防救研發能量 

(1)、強化災害防救相關資訊綜整與分析研判機能 

研提適合國內區域性道路邊坡監測儀器之崩塌判定

與預警基準之標準，並依據道路邊坡相關資料，擴建改版

既有之道路邊坡管理系統，並編定道路邊坡安全監測與預

警作業手冊、崩塌災害處理作業手冊，同時建置全國道路

邊坡災損與主要山區道路致災因子資料庫。(運研所) 

(2)、研訂防救災工作效益評估指標 

藉由了解臺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運作機制之相關法

規，提出研析未來法規改善策略建議及相關防災強化對

策，另外蒐集分析國內外災害防救經費編列概況、災害防

救工作年度目標、重點工作、預算編列分類統計與相關法

令規範，俾釐清災害防救工作計畫經費編列項目與涵括範

圍。(災防中心) 

 

目標四：發展災害防救產業 

(1)、評估災害防救產業國內外市場擬定發展策略 

提出災害防救產業研究方法論，並完成災害防救產業

相關技術與產業關聯性分析、地震災害產業及颱洪災害產

業價值鏈，另協助研提國內發展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產業發

展策略與趨勢分析報告，目前已有學校及公部門單位正進

行系統研發應用測試。(災防中心) 

(2)、研發災害防救產業專業先導性核心技術 

1、建立阿里山五彎仔公路段地下水數值模型、光纖式地

滑與水壓監測系統，並將相關成果提供公路局參考使

用。(運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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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全球衛星定位與自動化監測系統在坡地防災應用

之監測準則。(運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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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成立後的第一期主體防災工

作，為「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已於 99 年執行

完成；第二期所規劃的是「全國災害管理平台」，目的乃是建立全

國性災害管理平台，以及有效整合災害防救相關研發能量與資源，

提升整體運作效能。但是平台的運作雖然立意良好，進行龐大防災

計畫的整合與資料的共享卻非一蹴可幾，整合性計畫也需要有確實

的執行力投注其內，才得以使其發揮穿針引線的能力。因此「災害

防救應用科技方案」便應運而生。 

 

 
圖2-1.3  我國防災工作推展歷程圖(87-101 年前) 

 

應科方案執行總目標是唯建立全國性之災害管理平台，以有效

整合部會署研發能量與資源，提升整體運作效能。針對環境與社會

變遷下，平時減災、災前整備、災時應變及災後復建等階段之災害

防救工作需求，整合部會署之研發能量與資源，強化各級政府橫

(縱)向之資訊、資料流通交換，建構全國性之災害管理(內容包括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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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境況設定、潛勢分析、災損分析、社經發展推估、風險分析、脆

弱度地圖製作、體系法規研修訂、資料流通交換機制…等)平台，提

升整體運作效能。方案工作內容，主要包括「科技研發推動」與「業

務落實執行」兩部分，在目前災害防救體系下，推動方案之組織功

能分工與定位如圖 2-1.4 所示。 

 

 

圖2-1.4  災害管理資訊平台之價值 

 

推動內容依據方案目標與規劃架構，主要區分四大議題颱洪旱

災、地震、關鍵基礎、資訊平台，第二層再細分七項課題。每一課

題項下各有資料類別、模式類別與管理類別之重點工作，其目標與

規劃架構如圖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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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  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推動目標與規劃架構圖(民國

100-103 年) 

 

該方案推動成果，按分項課題和重點推動工作歸納整理概要說

明如下： 

 

課題一：大規模崩塌防治科技 

100 年度 計畫名稱 

(1) 強化豪雨引致山崩之即時動態潛勢評估與警戒模式發展 

(2) 大規模潛在山崩機制調查與活動性觀測 

(3) 山區道路易致災路段調查評估、風險分析及監測預警管制

技術之研發(1/4) 

(4) 應用政府環境地質調查資料進行全國山坡地建築安全簡

易評估與對策初擬 

(5) 山坡地住宅社區災害衝擊情境模擬與對策研究 

101 年度 計畫名稱 

(1) 強化豪雨引致山崩之即時動態潛勢評估與警戒模式發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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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規模潛在山崩機制調查與活動性觀測(2/4) 

(3) 山區道路易致災路段調查評估、風險分析及監測預警管制

技術之研發(2/4) 

(4) 颱洪預警技術與分析 

 

課題二：洪水災害防治科技 

100 年度計畫名稱 

(1) 整合多重觀測資訊於山區雨量之推估及洪水預報技術研

究(2/2) 

(2) 機率式洪水預報系統之研究(2/2) 

(3) 曾文溪、北港溪、八掌溪、朴子溪、急水溪流域與台南市、

嘉義市、嘉義縣脆弱度及風險地圖製作 

(4) 西南及東南海岸海嘯溢淹潛勢圖資製作之研究(2/2) 

(5) 沿海低地排水系統淹水預警模式之研究-二仁溪北岸堤防

以南至高屏溪南岸堤防以北(1/2) 

(6) 流域災害資訊整合之研究(1/2) 

(7) 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應用技術之研發(1/2) 

(8) 區域型內水淹水警示技術研發應用-以北部區域為例 

(9) 分佈式水位感測技術研發與區域性淹水檢核及通報系統

先期計畫(1/2) 

(10) 整合台灣海岸及港灣海氣地象模擬技術之研究(1/4) 

(11) 定量降雨整合預報技術之研發 

(12) 發展大氣-水文整合系統 

(13) 颱洪災害模擬與預警分析 

(14) 發展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2/2) 

(15) 100 年人工增雨服務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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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計畫名稱 

(1) 沿海低地排水系統淹水預警模式之研究-二仁溪以南至林

邊溪(2/2) 

(2) 流域災害資訊整合之研究(2/2) 

(3) 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應用技術之研發(2/2) 

(4) 分佈式水位感測技術研發與區域性淹水檢核及通報系統

先期計畫（2/2） 

(5) 強化災害性即時天氣預報(1/3) 

(6) 整合臺灣海岸及港灣海氣地象模擬技術之研究(2/4) 

(7) 災害資料蒐集與勘災調查分析 

 

課題三：氣候變遷之災害衝擊與調適 

100 年度計畫名稱 

(1) 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防災調適策略 

101 年度計畫名稱 

(1) 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防災調適策略 

 

課題四：旱象與水資源 

100 年度計畫名稱 

(1) 人工增雨技術研發評估計畫(2/2) 

(2)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與應變機制檢討之研究 

 

課題五：地震災害防治科技 

100 年度計畫名稱 

(1) 斷層活動性觀測研究第二階段(3/4) 

(2) 重要活動斷層構造特性調查研究 

(3) 台灣地區自由場強震網資料蒐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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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大餘震規模預報模式之建立 

(5) 井下地震儀微震觀測(II) 

(6) 異常震波走時與振幅之分析(II) 

(7) 結合感測、系統識別及健康診斷技術探討外在環境因素對

現有橋梁結構所造成之威脅程度及可能破壞預警模式之

建構 

(8) 建立建築物震損圖之研究(III) 

(9) 台灣中大型地震震源資訊之快速彙整與提供 

(10) 利用W 波相逆推震源參數與單位海嘯建立南中國海海嘯

預警系統 

(11) 台灣地區中度地震致災因素之探討 

(12) 港灣構造物安全檢查評估之研究(1/4) 

(13) 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架構之研究(1/4) 

(14) 含繫桿填充型箱型柱高軸力下之撓曲行為與設計 

(15) 既有 RC 建築物修復補強工法之性能試驗研究(2) 

(16) 鋼骨梁柱接頭橫隔板耐震性能研究 

(17) 高強度鋼筋混凝土應用在超高樓層建築物之耐震性能探

討 

(18) 辦理推廣建築耐震標章與添購相關儀器設備，以及辦理相

關研討會及說明會 

(19) 未來十年我國災害管理發展趨勢及因應策略之研究 

(20) 建立我國救災資源調度制度化及推動落實之研究 

(21) 海洋災防研究/海底地震與板塊位移監測 

(22) 震災風險評估與管理平台 

(23) 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研發 

(24) 新世代超高強度鋼筋混凝土結構系統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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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核設施結構耐震及安全相關設備地震驗證技術建立(國科

會能源主軸計畫) 

(26) 既有建物耐震評估與補強 

(27) 地震應變與減災研究 

(28) 強震即時警報系統推動研究 

101 年度計畫名稱 

(1) 活動斷層近地表變形特性研究(2/4) 

(2) 近斷層高精度地形資料之判釋與分析(2/4) 

(3) 斷層活動特性分析與評估(2/4) 

(4) 斷層監測與潛勢分析研究(4/4) 

(5) 斷層活動性之地球化學觀測與研究(4/4) 

(6) 台灣地區 101 年度自由場強震網資料蒐集及分析 

(7) 最大餘震規模預報模式之建立(II) 

(8) 井下地震儀微震觀測(III) 

(9) 異常震波走時與振幅之分析(III) 

(10) 結合感測、系統識別及健康診斷技術探討外在環境因素對

現有橋梁結構所造成之威脅程度及可能破壞預警模式之

建構(II) 

(11) 建立建築物震損圖之研究(IV) 

(12) 台灣中大型地震震源資訊之快速彙整與提供(II) 

(13) 利用W 波相逆推震源參數與單位海嘯建立南中國海海嘯

預警系統(II) 

(14) 台灣地區中度地震致災因素之探討(II) 

(15) 彙整分析台灣地震前兆監測資料 

(16) 地下水水位變化與地震的關連性研究(III) 

(17) 港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架構之研究(2/4) 

(18) 港灣構造物安全檢查評估之研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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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混合式耦合剪力牆耐震系統之研發 

(20)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平台-SERCB 補強模組

之開發與建築物評估補強案例編撰 

(21) 冷軋型鋼構造建築物結構設計規範與解說修正研擬 

(22) 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修訂之研究 

(23) 辦理推廣建築耐震標章與添購相關儀器設備，以及辦理相

關研討會及說明會。 

(24) 建立我國救災資源調度制度化及推動落實之研究(第 2 年) 

(25) 災害應變中心與現地指揮官之指揮協調權限探討 

(26) 海底地震與板塊位移監測 

(27) 都會區大規模地震應變與減災應用研究 

(28) 強震即時警報應用研究 

(29) 既有建物耐震評估與補強 

(30) 新世代超高強度鋼筋混凝土結構系統研發 

(31) 現地型強震即時警報系統研發 

(32) 彙整分析台灣地區地震活動度(IV) 

 

課題六：基礎設施(橋梁)評估與監測 

100 年度計畫名稱 

(1) 水利設施地震災害通報系統建置 

(2) 橋梁殘餘壽齡與保全評估決策模式之研發(1/4) 

(3) 都市颱洪防災安全指標量化分析及推廣應用之研究 

(4) 國際輻射災害應變技術開發研究 

(5) 核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互依性方法論研究 

(6) 橋梁安全監測跨領域整合平台 

(7) 關鍵基礎設施災害脆弱度評估與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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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計畫名稱 

(1) 水利設施地震災害通報系統維護與擴充計畫 

(2) 橋梁殘餘壽齡與保全評估決策模式之研發(2/4) 

(3) 國際輻射災害應變技術開發研究(2/3) 

(4) 核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互依性分析技術研究 (2/3) 

(5) 關鍵設施災害脆弱度評估與風險管理 

(6) 震災風險評估與管理平台 

(7) 橋樑安全監測跨領域整合平台 

 

課題七：災害防救資訊與服務平台 

100 年度計畫名稱 

(1) 100 年度發展與應用多平台遙測製圖技術工作案 

(2) 發展空載光達科技及加值應用工作 

(3) 花蓮市都市防災空間系統規劃示範計畫 

(4) 100 年度「發展無人飛行載具航拍技術作業」 

(5)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與實驗專案

計畫 

(6) 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推動辦公室 

(7) 學校災害潛勢資料更新及平台維運計畫 

(8) 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南區） 

(9) 台灣海域長期觀測與研究/台灣四周海域表層即時觀測平

台 

(10) 國土資訊系統災害防救應用推廣 

(11) 運用整合性架構於災害資訊與決策支援系統之發展 

(12) 落實防災氣象整合資訊實作(1/4) 

(13) 機載合成孔徑雷達系統建置計畫 

(14) 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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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中區） 

101 年度計畫名稱 

(1) 101 年度多平台製圖技術工作案 

(2) 101 年度發展高光譜與光達技術結合之應用工作案 

(3) 101 年度「發展無人飛行載具航拍技術作業」案 

(4) 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2/4) 

(5) 機載合成孔徑雷達系統建置計畫 

(6) 海底管線及電纜安全設置區域資訊發展 

(7) 運用整合性架構於災害資訊與決策支援系統之發展 

(8) 國土資訊系統災害防救應用推廣計畫 

(9) 落實防災氣象整合資訊實作(2/4) 

(10) 台灣四周海域表層即時觀測平台 

 

下階段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的推動(民國 104-107 年)，延續

前一階段方案部分議題持續進行強化與研發工作，於民國 102 年 11

月初擬方案規劃(草案)，新增兩類執行課題「核能災害課題」及「新

興課題(火山災害、複合性災害)」，如圖 2-1.6 所示。 

 
圖2-1.6  下階段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推動目標與規劃架構圖

(民國 104-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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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災害防救白皮書 

災害直接衝擊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政府應竭盡所能強化災害

防救的基本能量，促使前瞻減災與應變能力升級，災害防救施政不

但需要發揮聞苦救難的精神，更需要霹靂的減災防災手段，以解民

苦、以安民身。依 99 年 8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災害防救法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行政院每年應將災害防救白皮書送交立法院」，以揭露

國家災害防救基本政策、災害防救機制、標準作業流程、災害防救

預算配置及未來願景與規劃 

白皮書的內容，研析國內外災害環境趨勢與變遷，期能掌握全

球氣候變遷導致極端氣候的災害警訊以及國內在莫拉克颱風之後

的山川受創的災害情境，除了檢視及評估政府目前重要災害防救施

政措施與作為，更重要的是，期能合理的配置政府災害防救的預算，

確認災害防救課題的優先順序，面對未來的災害防救施政挑戰，要

能積極因應面對，以利擘劃未來明確的願景，提出施政重點與策略，

據以實踐與落實，讓我們共同尋求一個更安全美麗、樂活永續的家

園。 

 

100 年 施政重點與成果(與水旱災防救相關資料) 

經濟部：強化水患治理與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並強化災害管

理之簡化行政作業流程等，研修「莫拉克颱風災區河川洪氾區乙級

管制區建築許可審核基準」、「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

點」、「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局部河段許可縣(市)政府辦理疏濬

兼供土石作業要點」、「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督導小組

作業要點」、「基隆河員山子分洪操作規定」、「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及

排水治理計畫審議小組設置要點」、「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

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例」、「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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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救助種類及標準」、「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水災潛勢資料

公開辦法」。 

經濟部以治水為最優先的施政項目，已擬定「重要河川環境營

造計畫」及「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據以辦理中央管河

川之區域排水治理工作。經濟部為強化易淹水地區之水患治理，自

95 年起，分 8 年共投資計 1,160 億元的預算實施「易淹水地區水患

治理計畫」，以治理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及事業海堤，以達整體防

洪功效。為有效運用有限經費，優先選定住宅密集區、科技園區、

工業區等及其上游集水區、坡地易淹水地區及配合國家重大建設地

區做為計畫範圍；治山防洪則以原住民鄉鎮、重大土石災害區及其

相關影響地區為計畫範圍。依此原則下，共 22 縣(市)所公告轄管之

35 條河川及 256 個區域排水系統（包含流域內之農田排水及都市

雨水下水道）、4 個事業海堤、上游 35 萬公頃之坡地水土保持、80

萬公頃之治山防洪等納入本計畫之實施範圍。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

計畫整體預期效益，可增加縣(市)管河川與區域排水防洪設施完成

率，降低約 500 平方公里高淹水潛勢地區水患災害程度和發生機

率，保護約 250 萬人減輕水患威脅之苦及每年約可減少約 120 億元

以上之各項損失。 

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

提升其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以解決桃園地區缺水問題，

總統於 95 年 1 月 27 日公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例」，

為因應近年洪颱豪雨災害造成原水濁度驟昇及漂流木淤塞問題(如

圖 2-4)，屢影響淨水廠淨水功能及減少泥砂產量，依石門水庫條例

第三條研擬『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石門水庫整治計畫)，

以加快水庫治理速度，降低缺水風險及延長水庫壽命。石門水庫整

治計畫施行期程 6 年，由 3 項子計畫組成：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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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善、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集水區保育治理，經費上限新

臺幣 250 億元，分 2 階段辦理。 

921 大震災造成山區土石鬆散，導致土石易於崩塌。93 年敏督

利颱風及艾利颱風時，土石崩塌造成濁水溪、大甲溪等河川中上游

河床大量土石淤積、土砂災害頻傳；莫拉克颱風的超大豪雨，導致

中、南部中央管河川上游集水區多處林班地、山坡地崩坍，所沖刷

之土石更造成中、下游河道嚴重淤積。為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

作業，行政院已核定「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方案」。 

依「經濟部防汛缺口及破堤案件查報作業要點」，水利署於 98

年汛期前，請各河川局、各縣(市)政府針對全臺有破損缺口之河堤

及海堤進行全面清查，並填寫「防汛缺口查報統計表」及「破堤案

件查報統計表」。於汛期中如有災情發生，即立即進行災害處理應

變作業。於 99 年汛期前，全臺共計有 9 處防汛缺口及 17 件破堤事

件。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督導小組作業要點」，

水利署於 99 年汛期前，督導檢查所屬河川局辦理所轄水利建造物

之安全檢查及防汛相關工作，合計辦理 5,069 件，計有河堤 1,549

件，海堤 332 件，水門 3,021 件(座)及排水 164 件、分洪設施 1 件、

抽水站 2 座及龍鑾潭、虎頭埤、翡翠、南化、曾文、日月潭、金湖

等 6 座重點水庫安全複查，以及德基、鳳山、寶二及士林堰等 4 座

水庫戰備檢查工作。 

「中南部旱災潛勢資料繪製計畫」及「北部旱災潛勢資料繪製

計畫」，經濟部水利署為因應水源水量不確定因子造成的自然性乾

旱，原已透過水利法規範水權人取水秩序、建立區域水資源調度制

度、持續開發蓄水設施及辦理雨水回收備用水源，進行災害預防，

並於災中實施離島運水、限水、移用農業用水及實施人造雨等相關

應變措施。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36 國立成功大學 
 

為加強人工增雨作業成果，紓解供水壓力，成為臺灣地區增加

水資源之一環，99 年完成人工增雨作業長期策略必須注意之季節

因素，評估顯示臺灣地區之北部冬、春季皆有適合的時機，但南部

冬季與春初機會偏低，春末、夏初始有較好的時機，且冬、春季較

適合暖雲人工增雨，僅在春末、夏初對流雲系較旺盛時適合冷雲人

工增雨。並完成人工增雨地面和空中作業之流程、人工增雨作業手

冊，及完成人工增雨作業模式設定，為臺灣地區常態性之人工增雨

作業建立基礎。 

結合國土利用規劃，建立地區水量供需之決策所需相關支援資

訊，由國土利用與地區發展規劃的角度切入，研討地區社經活動發

展與缺水風險之關係，做為未來發展地區缺水風險評估機制之基

礎。有別於以往對大面積地區的乾旱描述只使用簡單的機率，本研

究所建立之風險圖將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展現量化風險在空間的分

布，可使決策者更能掌握風險之空間分布情況，在風險之規劃管理

上更有效能與效率。以農業用水標的為例，經由長期的水文觀測資

料，加上水資源系統的調配管理操作，可以建立地區供水量之空間

分布與機率分布。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至 99 年底研究完成淹水潛勢地區建築防洪

設計技術、都市高淹水潛勢地區地下雨水貯留系統、公園及學校設

置滯洪設施及貯留洪水再利用，以及社區或基地開發都市雨洪綜合

管理策略，以及「滲透管溝」、「滲透陰井」、「透水鋪面」、「生態池」、

「人工濕地」與「雨水貯集利用」等綠建築基地保水技術相關研究，

並配合建築法相關法規之檢討修正，提出建築基地內保水滯洪相關

設施之增修建議，提供藉由廣泛設置基地保水設施或滯洪設施等技

術，管制地表逕流量，減緩洪峰流量，達成都市減洪效果。 

為減輕汛期水災之威脅，並於必要時可順利疏散引導居民至安

全避難處所，確保人員財產之安全，經濟部業研提「水災危險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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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保全計畫」。經濟部依據一日暴雨 450 毫米淹水潛勢圖，繪製

各縣(市)轄區淹水深度 50 公分(含)以上淹水潛勢圖，及參考近 3 年

重大淹水地區調查表，針對各縣(市)轄區淹水嚴重地區、村落聚集

處、重要保護標的或歷年有實際執行水災疏散避難之區域劃定水災

危險潛勢地區，製作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全計畫表。 

提昇水（旱）災預警能力，研發淹水潛勢圖應用技術，包括類

神經網路模式、雨型比較法、模糊推論模式以及修正因子法，藉由

淹水潛勢資料對保全地點進行淹水預測。繪製高屏溪流域脆弱度及

風險地圖、臺灣西南及東南海岸海嘯溢淹潛勢圖、東部海岸溢淹潛

勢圖。以宜蘭縣為例研發區域內水淹水警示技術。發展曾文溪至二

仁溪地文性淹水預警模式。成立「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服務團」及「重大水災勘查服務團」，於颱風豪雨期間，進駐災害

緊急應變小組，強化預警機制。成立「旱災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服務團」於枯水期執行常態性水情守視作業，隨時預警。

為了提升即時降雨精度，利用雨量站雨量資料每 10 分鐘更新之時

效性，建立雨量淹水預警，提早應變及執行疏散撤離。 

防災教育宣導，經濟部水利署啟動防汛志工協勤作業，善用民

間資源，落實全民防災，協助推展防災工作，99 年水利署各河川局

招募共 1,000 名防汛志工，啟動防災協勤作業。透過防汛志工協助

淹水災情通報及巡視住家周邊水利設施，99 年凡那比颱風與梅姬

颱風防汛志工協助水利署通報災情共 610 筆資料。使得水利署可積

極掌握災情，進而迅速處置，讓水災災害影響程度減低。未來防汛

志工將與社區自主防災結合，並落實至各縣(市)政府，特別是淹水

高危險潛勢聚落，更優先執行，期能協助政府宣導正確的防汛準備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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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建立之水利防災作業資訊系統，包含防災資訊服

務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臺灣地區水資源水情服務網、海岸水情

系統、洪水預報系統（淡水河流域）五大資訊系統等。 

經濟部無線電通訊系統，經濟部為使防災應變時期，隨時掌握

全省災情，並維持資源調度、指揮通訊之順暢，及穩定備援之需求，

自 95 年起完成經濟部水利署臺北、臺中辦公區暨所屬 10 個河川

局、3 個水資源局及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等 15 個單位防救災無

線電通訊網之建置。防救災無線電通訊網之功能主要為供水利署及

各附屬機關之通訊聯絡，平時主要供河川巡防隊聯絡資訊及定期進

行連線與通話品質測試，於應變期間則主要供所屬單位人員於災區

立即回報訊息或是指揮調度應變工作。此外，針對防災專屬網路、

中央衛星微波通訊系統、視訊會議系統及即時水情影像監視系統等

均保持定期測試。 

防汛器材之整備，大型移動式抽水機：大型移動式抽水機係運

用於局部地區之緊急性抽、排水工作，應依「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

抽水機運用及維護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相關事宜。99 年汛期

前，水利署共有大型移動式抽水機 652 台，中小型抽水機共有 2,187

台。搶修搶險開口合約訂定，於颱風應變期間，若因損害水利建造

物致其失去部分功能且直接危及到相關地區民眾之安危時，尤其是

在颱風持續影響臺灣時，水利署各所屬河川局必須針對該轄區內之

水利建造物，諸如堤防、抽水站、排水設施，進行搶險及搶修措施。

水利署以開口合約之方式，配合水資源作業基金之彈性運用，於每

年年初，由各河川局提出該年所需應變期間搶修搶險及相關工程或

防災總預算，並公開招標。由得標廠商依所訂之開口合約內容，於

該年之颱風應變期間，協助各河川局以最快之速度執行水利建造物

之搶修險或抽水機預佈等工作，以達救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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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車整備，由於水車對於減緩乾旱災害發生有相當重要的影

響，因此經濟部水利署於防救災器材資料庫中新增「水車」之資訊，

包含水車數量、設置位置，管理人資料與聯絡方式等資訊，透過資

料庫的統整與擴充，可方便水利署內部資訊流通。水車來源包括臺

灣自來水公司、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各縣(市)消防局或消防隊，水

車以車重來分類，分為小型 3 噸(含)以下、中型 3∼6 噸、大型 6∼10

噸、水庫車為 10 噸(含)以上，方便日後調度調整。 

水情預警，經濟部水利署之淹水預警分為 3 類河川(外水)溢淹

預警、內水淹水預警及水庫洩洪預警。河川(外水)溢淹預警係依水

位等級分為一、二、三級，做為防汛單位及救災機關動員準備(人

員、機具及材料)啟動作業之參據。內水淹水預警係指對一般降雨量

訂定「雨量警戒值淹水預警」。另針對水庫訂有水庫洩洪警報訊號，

係以語音廣播水庫洩洪警報內容（含洩洪時間、可能洩洪量及注意

事項）三至十分鐘，於水庫洩洪前每隔十分鐘至二十分鐘發布一次，

並視實際情況持續發布之。 

治水成效分析，針對計畫河川水系及排水系統整體規劃，包括

縣(市)管 32 條水系，縣(市)管區域排水 212 條系統及縣(市)管事業

海堤 3 處，進行規劃及治理計畫與公告。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莫拉克颱風侵臺期間山坡地崩塌或

土石流阻斷水流所形成之堰塞湖初步計 17 座，主要分布於高屏溪、

濁水溪及太麻里溪等流域。現存 4 處堰塞湖，目前持續監測處理旗

山溪及士文溪等 2 座堰塞湖，其餘 2 處尚無潛在危險，持續注意其

變化。對於國有林地堰塞湖之應變處理，已研訂「堰塞湖警戒，監

測及撒離與演練方案」及「堰塞湖應變標準作業程序」等規定，並

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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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施政重點與成果(與水旱災防救相關資料) 

完成「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修正案，配合災害防救法於 99 年

8 月 4 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及強化災害自主防救，檢討修正「災害

防救法施行細則」，增列各級政府應針對具災害潛勢且易因災害致

交通中斷無法對外連絡之村、里或原住民部落等，協助輔導設立自

主防救組織( 如防災社區、社區巡守隊、自衛消防編組等 )，及加

強教育訓練，以有效提升災害應變避難疏散作業效能及救災效率，

並經內政部於 100 年 2 月 21 日發布施行。 

修訂「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實

施辦法」，為完備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並有效發揮災害防救會報、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之聯合運作功

能，及提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有關災害防救整備、應變措

施等人力、物力之運( 調 )用等災害防救能力，修正「結合全民防

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實施辦法」，並經內政部

會銜國防部於 100 年 1 月 31 日發布修正施行。 

推動相互支援協定，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

定：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

相關減災事項，其中相關減災事項包括：「地方政府及公共事業有

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之訂定。」；為利直轄市、縣( 市 )政府得

以事先簽訂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方式俾於處理災害規模超過自

有能力或資源時，能迅速應變，有效整合資源，行政院訂定「直轄

市縣( 市 )政府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作業規定」，以提升直轄市、

縣( 市 )政府應變效能，防止災害擴大，減低生命財產損失。 

推動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整體預期

效益，可增加縣( 市 )管河川與區域排水防洪設施完成率，降低約

500 平方公里高淹水潛勢地區水患災害程度和發生機率，保護約

250 萬人減輕水患威脅及每年可減少約 120 億元以上之各項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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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患治理計畫共分 3 階段，目前已進入至第 3 階段，執行重點除原

規劃辦理之重點水系以延續第 1、2 階段成效外，主要著重於 98 年

莫拉克颱風、99 年凡那比颱風及梅姬颱風重點災區，包括宜蘭縣、

臺南縣、高雄市及屏東縣高淹水潛勢地區治水工程。 

建置環境資源雲端基礎架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9、100 年

規劃建置環境資源資料交換平臺，建立環境資源資料統一交換窗

口，節省機關之間重複交換系統開發經費，強化跨越內部機關之資

訊交換、整合及分享。至 100 年底已有計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

品質、水質資料，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雨量觀測、地震測報、颱風動

態、大雨特報、低溫特報、紫外線資料，經濟部水利署雨量觀測及

洩洪資料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雨量觀測及土石流資料

等已提供資料予平臺，並均已建立資料交換節點( Node )，未來可

達成系統建置 1 次，使用多次效益。環境資源雲端架構服務理念，

係為創造資源共享、共用、共管之雲端服務架構，搭配政府組織再

造時機，以機房共構，提升資訊軟硬體管理效率。建置環境資源部

雲端服務基礎架構服務對象包括：建置「水雲」以整合水利資訊、

建置「地質雲網」計算實體環境及儲存驗證實體環境。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執行之「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

查與資料庫建置」計畫，流域地質資料建置工作之執行目標，為擴

充國土環境地質數位化資料庫以及繪製臺灣地區各流域五萬分之

一地質圖。該計畫以流域為單元分年分流域進行地質相關調查工

作，共分 3 期 8 年執行( 95 與 96 年度合併執行，故實際執行期間

為 7 年 )，調查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的地質、工程地質、地質災

害、河川輸砂量及其對水利建造物與水資源等造成之影響。項目包

括「集水區地質調查及山崩土石流調查與發生潛勢評估」、「集水區

侵蝕及堆積之調查與評估」、「集水區水文地質對坡地穩定性影響之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42 國立成功大學 
 

調查與評估」、「易淹水地區上游集水區調查成果應用研究」；最後

再綜合前 4 項計畫的成果，建置「集水區地形及地質資料庫」。 

災害性天氣預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災害性天氣預報部分主

要在於引進國際先進的測報技術加以本土化，以維持氣象科技及作

業系統的同步進展，包括與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 )相關機構及

美國大氣科學研究中心( NCAR )合作，計畫建立新一代氣象測報作

業系統，提高天氣數值模式預測準確率、增長颱風路徑預報時效、

改善豪雨區預測範圍，產製災害性天氣測報指引產品，開發氣象資

訊的實質應用，提升對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的品質。另為增進災

害性天氣之監測與預報，與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 )國家劇烈風

暴實驗室( NSSL )合作開發新技術，以提升定量降雨估計產品之準

確性；亦與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 )地球系統研究室( ESRL )全

球系統組( GSD )，以及奧克拉荷馬大學風暴分析與預報中心

( CAPS )合作，開發數值預報模式之衛星資料同化功能，並引進風

暴尺度數值模式，以增進「短時」之災害性天氣預報能力。 

提升水( 旱 )災預警能力，整合多重觀測資訊，建置定量洪水

預報模式、定量降雨預報模式、水庫入流量預報模式，以推估石門

水庫放水量。完成機率式洪水預報系統之研發報告及開發新淹水模

式( 巢套體積法淹水模式 )，並完成系統操作手冊。進行經濟部水

利署洪水預報系統( DRAINS )之維護與建立接收颱風洪水中心「定

量降雨預報實驗平臺」系集預報產品的背景程式和伺服器，並成功

納入颱風洪水中心系集降雨產品。以北部地區為例研發區域內水淹

水警示技術。發展二仁溪至林邊溪地文性淹水預警模式。成立「人

工增雨服務團」，整合北、中、南區水資源局之人工增雨施作，以

提高升人工增雨施作成效。研發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應用技

術，提供最快的通報系統以縮減通報之時間，增加避難時間，減少

民眾生命及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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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之師資培訓，在相關師資培訓方面，整合並持續發展

既有之防災教育教材、教學模組與防災教育服務團，培育遴選中央

級防災教師，予以持續落實推動各學習階段之防災教育，進而培育

各縣市與在校級種子師資成為服務團之一環，以充實防災教育服務

團運作機制。為更加落實推動校園防災教育，亦將防災教育列為補

助師資培育大學辦理教師進修活動重點項目，100年辦理有關防災、

災害之教師進修，全國計 1,519 場次，5 萬 4,159 人次參與進修。 

颱風與水災教育訓練及宣導，災害防救業務講習，為於汛期及

颱風季節來臨前作好各項防災準備，於 100 年 3 月 16 日、17 日辦

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部會進駐人員講習，邀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各功能分組主導機關，針對災害應變配合及注意事項提出報告；另

說明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 )操作並提供參訓人員實地操作，期

使災害應變作業順利進行。另為確保防災人員熟悉操作 EMIS 系

統，並為檢視地方各災害防救相關單位人員是否熟悉操作 EMIS 系

統，特於 100 年 3 月 23 日至 30 日辦理辦理 100 年全國 EMIS 系統

測試演練，完成全國各縣市及所轄 368 鄉( 鎮、市、區 )普測，共

計 1,283 人參演，各縣市政府於測試演練時間內完成所有演練項目

之災情資料上傳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達成預期測試目標。另為因

應災害發生時，各縣( 市 )政府、鄉( 鎮、市、區 )公所及相關災害

防救單位人員，能即時通報災情與緊急整合救災資源，熟悉應變管

理資訊系統( EMIS )以利災情綜整及災害應變處置決策支援，於 100

年 12 月 21 日函頒「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 )測試演練作業規

定」，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定期對於各縣( 市 )、鄉( 鎮、

市、區 )及災害應變相關單位實施 3 種測試型態。 

防汛志工協勤作業，為了讓水患防救工作更為全面，並建立全

民自主防救災意識，經濟部水利署自 99 年起，透過轄屬 10 個河川

局，於中央管河川流域、區域排水週圍及易淹水區域等地招募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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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共同成立「防汛志工服務隊」，目前全臺各地防汛志工總數

共計約 1,500 人，志工們平時或颱風豪雨期間，透過各項服務工作

之值勤，協助傳遞居家環境巡查狀況或進行水災情通報，有效提升

災害防救效率並減少生命財產損失。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經濟部水

利署於 99 年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與輔導計畫」，藉由實際

參與行動，協助社區民眾熟悉防救災流程作業與其必要性，同時凝

聚社區自主防災意識，使災害發生時社區能備有「自救、互救」能

力，同時暢通疏散避難作業，除減低災害損失外，亦期能於災變後

迅速重建復原，發展為能與災害共存、擁有自主抵抗災害能力之「永

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安全永續社區。在提升全民防災準

備的行動上，水利署將協助地方政府於易淹水地區建置至少 80 處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希望提升民眾在水災災害防救應變能力，並

深化全民防災理念、提升民眾自主防災能力。 

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及應用，颱洪預警與監測技術，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完成颱風風雨統計預報方法、詳細校驗颱風數值天氣

預報模式路徑預報誤差、以及改善颱風數值天氣預報模式，並將研

究成果應用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作業系統，提升颱風路徑與風雨預報

能力。完成衛星觀測之颱風降雨量所建立侵臺颱風衛星降雨氣候資

料，應用於個別颱風侵臺前之降雨潛勢分析；定量降雨系集預報，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進行「颱風定量降雨數值模式系集預報實

驗」，於颱風影響臺灣期間，每日提供 4 次、每次 20 組高解析度

( 5km )臺灣地區降雨分析，並利用系集統計方法，提供颱風降雨的

機率性評估，作為颱風期間相關防災單位應變參考。此外，針對梅

雨季豪大雨災害之研究，完成臺灣東部地區梅雨季降雨氣候法之評

估與校驗，提供氣象局等作業單位參考；氣候變遷與災害衝擊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執行「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臺計畫」

( 簡稱 TCCIP 計畫 )，完成氣候變遷下臺灣地區之降尺度推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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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進行災害衝擊分析研究。於 100 年 11 月正式發表「臺灣氣

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提供各部會及相關單位參考；都會區洪水

災害評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模擬多種都會區極端暴雨情境，

提供暴雨侵襲下之複合式災害衝擊模型，推估暴雨可能發生的水患

地區，應用於人員預警疏散作業；淹水模擬與洪水預報整合作業平

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結合觀測資料、定量降雨預報、逕流演

算及地理資訊系統，完成一維及二維即時逕流演算之整合式集水區

水文模式；氣候變遷乾旱趨勢評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建立氣

候變遷情境下，極端降雨及季節降雨與乾旱變異趨勢分析方法；水

庫防洪排淤操作技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結合降雨預報，完成

颱洪時期防洪排淤最佳操作方式，並針對水庫泥砂產生與運移問題

加以研究，以改善水庫營運效能，延長水庫使用壽命。 

資通訊系統之整備，建置偏鄉地區災害通報專用無線電系統，

內政部於 100 年選定高雄市那瑪夏區等 11 個偏遠鄉鎮區為第 1 階

段試辦區，除南投尚未驗收外，餘已建置完成。未來規劃 101 至 103

年中程計畫進行第 2 階段 12 縣( 市 )62 鄉（鎮、市、區）災害通

報專用無線電建置( 共約 1.6 億 )，逐步達成地區各層級救災單位

間通報無死角目標，掌握各項災情強化救災效能。建置災害預警與

無線廣播通報系統，內政部為解決偏遠高潛勢災區災害訊息預警及

通報問題，針對莫拉克災區選定縣（市）及鄉（鎮、區）各 8 處試

辦建置「災害預警與無線廣播通報系統」，其中廣播用立桿延伸至

91 處村（里），計設置 262 處終端站臺，災害發生前可提供相關預

警資訊予縣（市）及鄉（鎮、區）災害應變中心。充實災害防救網

路資通訊效能，配合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推動第 4 階段電子化政

府計畫，行政院於 100 年 6 月 10 日核定「防救災雲端計畫」，有關

防救災體系之整合與服務，以 5 年（101 年至 105 年）分階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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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建置「防救災應變服務平臺」、「防救災訊息服務平臺」及「防

救災雲端資料平臺」等 3 部分。 

災害防救之智慧型手機平臺，行動水情 App，為加強防災防汛

準備，經濟部水利署充分發揮行動資訊的優勢，「行動水情 App」

已在 101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線，持有一般手機可上防災資訊服務網

( http://fhy.wra.gov.tw )登錄門號，接收警戒簡訊，包括「淹水警戒、

河川水位警戒、員山子分洪及各水庫洩洪」的即時資訊。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計畫，民國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風災

重創南臺灣，造成許多土地家園及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災後政府、

國軍及社會各界立即投入救災工作，同時政府亦結合民間團體的力

量，馬上展開災後重建的全面規劃。行政院於災後 7 天立即成立重

建推動委員會，立法院亦迅速通過了特別條例及 1,165 億元特別預

算的審定，由於立法部門及行政部門與全國各界充分配合，後續重

建工作得以迅速展開。 

河川水庫疏濬，為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作業，行政院已核

定「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方案」，經濟部鑑於前述方案執行成

效良好，爰維持原疏濬整體策略及目標，修正方案執行期程( 至重

建條例適用期間 )及執行數量，俾利據以持續辦理後續疏濬作業，

修正前述方案河川、野溪及水庫第 2 期（99 年 12 月至 100 年 11

月）疏濬執行目標量為 5,200 萬立方公尺，經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

各部會協助配合，提升疏濬能力，已完成 8,955.5 萬立方公尺疏濬

量，執行率 172.2%。 

推動石門水庫治理，為因應洪颱豪雨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度驟

升及庫容減少，政府於 95 年 1 月 27 日公布「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特別條例」，並於 95 年 5 月 24 日核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

區整治計畫」，以確保水庫營運功能、保育集水區水域環境及提升

其供水能力為目標，加速水庫治理速度，降低缺水風險。石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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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分「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穩定

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集水區保育治理」等 3 項子計畫，中央執

行機關包含經濟部、農委會、內政部、原民會、交通部及地方執行

機關桃園縣及新竹縣政府等。前述整治計畫基於滾動式檢討並配合

實際執行，執行期間已辦理修正計畫含「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

改善」計畫展延至 104 年 6 月完成、「穩定供水設施與幹管改善」

計畫展延至 102 年 12 月完成，「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仍維持於

100 年 12 月底完成。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臺灣南部

地區 98 年受莫拉克颱風侵襲，導致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水

區增加大量沖蝕及崩塌地，水庫淤積潛勢增高，對南部地區供水穩

定影響甚鉅。為改善南部地區主要水庫(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 )

營運功能，99 年 5 月 12 日公布施行「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

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例」，行政院 100 年 5 月 24 日核定實施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100 年辦理

狀況分述如下：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水庫更新改善及淤積處理、

調度及備援系統提升、新水源開發。 

 

102 年 施政重點與成果(與水旱災防救相關資料) 

修正「災害防救法」完備災害防救體制，為解決現行鄉（鎮、

市、區）公所因人力及經費不足等因素無法設置災害預防專職人員

之困難，將災害防救法第 26 條「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置專

職人員，執行災害預防各項工作。」修正為「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

事業應置專職人員，鄉（鎮、市、區）公所於未置專職人員前，得

置兼職人員，執行災害預防各項工作。」案經立法院於 101 年 11

月 13 日三讀通過，並於 101 年 11 月 28 日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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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整體預期

效益，可降低約 500 平方公里高淹水潛勢地區水患災害程度和發生

機率，保護約 250 萬人減輕水患威脅及每年約可減少 120 億元以上

之各項損失。該計畫共分三階段，目前已進入至第三階段，執行重

點除原規劃辦理之重點水系以延續第 1、2 階段成效外，主要著重

於 99 年凡那比颱風及梅姬颱風、100 年南瑪都颱風、101 年泰利颱

風重點災區，包括宜蘭縣、桃園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高淹

水潛勢地區治水工程。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防汛缺口破堤查報，根據「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建造物安全檢查督導小組作業要點」，水利署於 101 年汛期前，

督導檢查所屬河川局、水資源局及水庫管理單位辦理所轄水利建造

物之安全檢查及防汛相關工作，合計辦理 5,044 件，包括河堤 1,502

件、排水設施 160 件、海堤 358 件、分洪設施 1 件、水門 3,021 件

(座)、抽水站 2 件(座)；完成寶山第二水庫等 3 座水庫安全複查及

曾文水庫等 19 座水庫等安全評估報告專案審查。並辦理鯉魚潭水

庫等 5 座水庫戰備檢查。 

推動旱災減災計畫，抗旱減災有賴平時訂定年度供水計畫，水

文監測、總量管制、用水調度等措施掌握相關資源，政府抗旱主要

以短期天氣預報，掌控水庫蓄水量及河川流量收支，發布水情燈號，

配合用水端節約用水調節水量措施，延長穩定供水時間，並輔以實

施人工增雨，提升整體水源供應可靠度。經濟部水利署已投入人力

及經費於人工增雨技術研發及實際施作，101 年度於石門水庫、明

德水庫、曾文水庫共計施作 11 次，適時增加水庫集水區降雨。 

加強氣象監測及災害性天氣預報作業，汰換及增設臺灣地區雨

量自動測報系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為加強區域性豪雨之監測與預

報，建構自動化、完整且密集的雨量及氣象資料蒐集站網，持續分

年分期執行自動測報系統之汰換及增設計畫。提升氣象衛星觀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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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應用，101 年度完成建置韓國 COMS 同步氣象衛星資料接收處

理系統，以及開發日本 MTSAT 衛星雲導風與定量降水估計產品，

改進現行衛星定量降雨估計及雲導風技術。執行颱風與西南氣流飛

機投落送觀測，以及建置東沙島剖風儀，和建置區域防災降雨雷達，

與開發國內閃電偵測定位技術。 

災害性天氣預報，提升電腦運算資源效能，於 101 年至 103 年

間分 3 年建置完成新一代高速運算電腦，101 年(第 1 期)完成的部

分建置工作，已較原有系統運算資源提升 6 倍；強化鄉鎮尺度災害

性及即時預報技術，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目前發展之 WRF(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Model)系集預報定量降雨技術，應用於該

局預報作業流程，讓豪大雨事件的預報範圍，由原先的較大區域有

效縮小至縣市單位，並可初步提供縣市尺度之定量降雨參考值；發

展預報技術，引進國際先進的測報技術加以本土化，以維持氣象科

技及作業系統的同步進展，持續進行現行作業物理參數法之調校，

以提高模式颱風路徑和定量降水預報能力。 

提升水（旱）災預警能力，整合二仁溪以南至林邊溪，與八掌

溪南岸堤防以南至二仁溪南岸堤防之淹水預警模式，於颱風豪雨期

間提供八掌溪南岸堤防以南至林邊溪之沿海低地排水系統之淹水

預警潛勢研判；成立「人工增雨服務團」，整合水庫管理單位進行

地面暖雲增雨作業，進而提升人工增雨施作成效，以期增加水庫集

水區降雨量；操作石門水庫集水區已建置之自動化即時線上雨量推

估及入庫流量（或水位）預報系統，颱風豪雨期間逐時提供線上預

報服務，並更新模式參數、維護系統相關資料與展示介面；研發主

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應用技術，透過此作業機制可在三十分鐘內

獲得淹水災情概況，有助於風災中抽水機的調度增佈，經濟部水利

署所屬的各河川局也能更快一步啟動勘災機制、及時加派機具於各

地搶修、搶險；完成蘭陽溪高計算效率且可進行長期模擬之降雨-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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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組開發，以及蘭陽溪系集降雨洪水預報系統、花蓮溪與卑南溪

之經濟部水利署洪水預報系統建置；並完成建構可彙整各河川局不

同洪水預報系統的預報資訊展示平台，於颱風豪雨期間提供經濟部

水利署洪水預報系統之水位預報資訊；根據監測儀器之水位與雨量

監測資料，於防汛期間進行淹水預警指標測試與檢討；並根據區域

排水各種環境與情況建立區域排水監測系統與淹水預警指標之規

劃標準作業流程與參考手冊。 

推動全民及企業防災，防汛護水志工，為整合民間力量，經濟

部水利署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條、第二十二條及經濟部淹水災害通

報要點，於 98 年度起執行「98 年水災防災基層即時通報體系建置

計畫」，101 年完成民間防汛護水志工 1,517 名之招募培訓以及「民

眾及防汛護水志工水情通報平台」之建置；企業防災，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經濟部與統一超商合作，並跨部會結合交通部公路總

局，利用統一超商 4,890 個門市，成為預警資訊的傳播站；在淹水

災情的查通報作業，除統一超商之外，還加入了中油加油站、台糖

加油站，使過去以防汛志工為主體的淹水災情查通報據點，因為企

業在全臺通路上的優勢，增加至 8,600 個，得以完整覆蓋全臺灣的

易淹水村里。 

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發及應用，氣象與颱洪災害部分，颱風預警

技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利用福衛三號掩星資料完成改進颱風

路徑預報誤差，並將研究成果應用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作業系

統，協助提升颱風路徑與風雨預報能力；定量降雨系集預報，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101 年度進行「定量降雨系集預報實驗」，每

日提供 4 次、每次 20 組高解析度(5km)臺灣地區定量降雨預報實驗

結果（含颱風路徑），於豪大雨事件、梅雨及颱風季時，即時提供

相關防災單位參考應用；都會區淹水潛勢快速評估，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發展淹水潛勢快速評估系統，結合定量降雨系集預報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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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都會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設計標準，快速評估臺灣各鄉鎮淹水

之可能性，即時提供防災單位參考應用；淹水模擬與洪水預報整合

作業平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經濟部水利署共同建置試驗流

域，進行高密度水文資料觀測，並發展結合定量降雨預報之水文模

擬技術與整合作業平臺，以改進洪水預測之時效性與準確度。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52 國立成功大學 
 

2-2  國外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歷程文獻蒐集 

為促成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於國內順利推行，汲取國際間的發

展經驗成為重要的前置工作之一，目標蒐集韓國、日本、美國、歐

盟和中國等五大國家，其中韓國因與臺灣的經貿發展相似，同樣經

歷從開發中國家過渡到已開發國家的階段之中，其都市發展過程中

遇到的防災課題與我國相當類似；而日本則與臺灣的地理環境特性

相似，同樣屬於海島型國家且位列環太平洋地震和颱風移動路徑要

衝之上，不論是水災或是旱災的災害特性皆與我國相當，因此日本

面對水旱災害的防救經驗值得我國仿效；另外美國及歐盟雖然在經

貿型態和天然環境與臺灣有所不同，但是美國及歐盟屬於世界科技

高度發展之國家，不管是承襲或是改良歐美兩地的成功經驗，都將

成為我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的重要推手；而中國則於 100 年時經

歷近 30 年來最為嚴重之水災災害，從中國的災害復建經驗可以學

習到最新的災害應變處置及經驗。因此，基於上述理由，本團隊將

先初步掌握上述五國國家水旱災科技發展之現況及未來走向，並鎖

定各國重點防災業務相關計畫來進行彙整，以下依各國來說明大型

科研計畫彙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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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中國水旱災防救科技之發展 

99 年 6 月 11 日中國南方許多省份遭受連續暴雨和洪水襲擊，

導致至少 132 人喪生，86 多人失蹤，遭受暴雨襲擊的包括貴州、湖

南、江西、安徽、浙江、上海、福建、廣東、廣西和雲南等省市。

99 年 7 月 27 日吉林省局部地區遭特大暴雨襲擊，省內飲馬河、岔

路河、溫德河等多條河流發生大洪水，據水利部門測算，其中溫德

河為有水文紀錄以來最大洪水，口前水文站為 1600 年一遇洪水。

99 年 8 月 8 日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城因暴雨引發特大土

石流，形成堰塞湖，舟曲縣城 5 公里長、500 公尺寬的區域一夜間

被夷為平地，據甘肅省官方發布的災情通報，截至 8 月 24 日，這

次特大山洪土石流災害中已有 1,447 人遇難、318 人失蹤、72 人受

傷住院。100 年 6 月中國大陸連日豪雨持續在各省造成災情，已有

逾百人死亡；包括浙江、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持續降下豪雨，四

川、新疆等地都有嚴重災情。100 年尼莎颱風橫掃香港，造成上百

個航班大亂，股市休市一天，掃進大陸，又造成海南廣東和廣西 3

個省份、300 多萬人受災，浙江海水倒灌，尼莎因此被大陸媒體稱

為今年以來最強的颱風。101 年 7 月 21 日北京發生 61 年以來最大

降雨事件，極端降雨致使的洪水災害造成全市 190 萬人受災，其經

濟損失超過 116 億元人民幣，該場降雨事件起因於季節性的突發豪

雨，並非受到颱風等劇烈天氣的影響，再加上豪雨發生的地區位處

大陸地區政經發展重鎮北京市，高密度的都市開發、人口過度的集

中和高經濟產值的產業，使得洪災防治嚴然成為中國未來重點課

題。102 年 5 月重慶西部、中部偏南、東北部局部及東南部地區發

生大雨，主城區及萬州等 18 個區縣的 262 個雨量站超過 50 毫米，

其中大足、璧山、綦江、酉陽 4 個區縣的 4 個雨量站超過 100 毫

米，造成重慶全市 5 人死亡、39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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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7 月至 99 年 3 月持續性的乾旱導致中國雲南、貴州、廣

西、四川及重慶等地區發生旱災，該五省市的受災人口逾 6000 萬

人，僅貴州一省，由於受災嚴重需要救濟者就高達 310 萬人。99 年

3 月，長江上游的水位也大減，重慶嘉陵江合川段也乾枯至露出河

床，長江上游缺水引致中下游的鄱陽湖湖水倒流入長江，若情況不

改善，鄱陽湖也有枯水危機。此外，西南地區的水力發電量因旱災

而明顯下降。雲南的水力發電能力下降至不及正常時期的 20%，被

迫限制供電，影響工業生產。雲南此次三季連旱，致使 780 萬人、

486 萬頭牲畜飲水困難，秋冬播農作物絕收 4700 萬畝，全省小春

糧食比上年減產 50%以上。100 年中國長江中下游旱災，這次旱災

是自 1959 至 1961 年的旱災後 50 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旱災所處的

長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國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淡水漁業也相當發

達。乾旱使該地區的農業遭受重創，漁業也大幅度減產，受災人口

達 3400 萬，大量牲畜飲水困難，直接經濟損失 149 億元人民幣。

102 年 3 月中國大陸西南、西北地區乾旱情況惡化，雲南、陜西及

甘肅三省大片農地受旱嚴重，同時雲南、甘肅兩省受災民眾達 75

萬，尤其是雲南省，大部分地區從 98 年以來，已經連續四年乾旱，

目前，雲南不少地區水源嚴重短缺。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區大部分

地區已經連續 120 天沒有降雨，旱象嚴重，楚雄永仁縣一座水庫已

完全乾涸，雲南全省有 60 萬人受災，33 萬頭牲畜飲水困難。 

上述的災害事件中，災害特性上與我國有數點相似之處，其一

為突發性暴雨事件，北京洪水事件發生前長達 61 年沒有發生過類

似的豪大雨，在加上季節性突發強降雨在防災意識普遍不足情況

下，災害搶救應變的黃金時間很容易錯過，我國 101 年 0610 豪雨

事件情境極為類似，豪雨發生在凌晨時分，也是災害應變值班人員

數量最少時間，短短三個小時內累積雨量超過市區排水系統的能

力，導致多處地區發生積淹水情形，由於此時間發生災害的紀錄較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55 國立成功大學 
 

少，再加上天色極為黑暗，日常防救業務情境模擬中鮮少納入，致

使災害動員搶救的效率不如預期；其二為洪災發生地區為政經發展

重鎮，北京市發展的歷史淵源深遠，大量人口及產業的移入，一旦

豪雨發生的強度超過防洪設施的設計標準，勢必造成可觀的鉅災損

失，我國 99 年凡那比颱風造成高雄市淹水即為同一案例，前次高

雄市重大淹水為 90 年潭美颱風，兩次事件相差大約 10 年，此期間

高雄市因港口貿易極速發展，人口及產業快速的湧入，使得 99 年

凡那比災害造成高雄市巨大災害損失。由此可知中國國家的洪水災

害與我國有其共同之處，因此本計畫將彙整該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

展目標，從中釐清有無助益解決我國災害問題的對策及方針。 

中國國家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資料來源主要依據中國水利部

101 年「中國防汛抗旱工作會議報告」，可知中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

展主導單位為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其發展目標中有助於我國科

技發展的主要有「提升極端天氣預報和旱災監測的精度，並強化邊

遠地區預警發布機制」、「部分區域防汛抗旱資源補足和機制強化」

以及「應用遙感、遙測等技術於抗洪搶險的現代技術和裝備水平提

升」。 

表2-2.1  中國針對水旱災防救執行中或規劃中之科研主題整理表 

問題 對策 

大江大河平穩，局地洪澇頻發 

旱澇快速轉換，洪水漲勢迅猛 

秋汛範圍較廣，洪水量級偏大 

颱風結隊活動，登陸接近常年 

乾旱過程偏多，受旱區域較大 

人飲困難突出，分布區域集中 

落實抗旱保供水工作 

北方河流防凌工作 

強化農田防災抗災能力 

落實防汛抗旱準備工作 

落實水庫堤防安全度汛 

落實颱風、山洪和城市內澇防範 

強化監測預報預警工作 

落實科學調度各類防洪供水工程 

落實防汛抗旱責任制度 

強化防汛抗旱訊息發布機制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56 國立成功大學 
 

一、中國近年水旱災預報工程與科技建設 

圍繞「十二五」期間的發展目標、戰略任務，按照統

籌集約、突出重點、有序銜接、持續發展的原則，統籌協

調中央、地方建設需求和投資能力，積極推進國家級重點

工程項目，帶動實施一批地方重點工程項目。 

1、氣象衛星系統工程 

為確保氣象衛星系列化發展、業務化運行，穩步進行

更新換代，繼續實施風雲 2 號衛星、風雲 4 號試驗和業務

衛星、風雲號衛星和風雲 3 號降水測量雷達試驗衛星工

程建設，顯著提高遙感儀器定量探測精度。完善衛星地面

應用技術設施，建設覆蓋國家、省、地、縣四級的遙感應

用業務體系，提高衛星資料應用水平和效益。 

2、天氣雷達工程 

以進一步提高對氣象服務重點區域和突發性氣象災

害頻發地區的覆蓋率、顯著提升雷達應用水平為目標，完

成「新一代天氣雷達建設增補站點佈局方案」的建設任務

及已建雷達技術升級和保障、培訓體系建設，強化雷達網

運行監控、質量控制、資料應用能力建設，推動雷達建設

帶動地縣級預警服務能力提高。完善常規天氣雷達佈局，

開展新型天氣雷達試點建設。 

3、氣象監測與災害預警工程 

完善農業、林業、城市、江河流域、交通、電力、旅

遊等重點領域氣象災害應急監測預警服務系統，推進雷電

監測網和農村中小學校雷電防禦系統建設，加快推進氣象

觀測自動化和技術裝備保障系統建設，建立國家級綜合氣

象觀測試驗基地、氣象專用技術裝備質量檢驗測試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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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物資儲備庫。帶動實施各省（區、市）氣象監測預報

預警等相關氣象工程。 

4、氣候變化應對決策支撐系統工程 

提升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支撐能力為目標，強化

氣候系統監測能力，發展氣候系統模式，建設氣候資料共

享平台，完善應對氣候變化影響評估、預測服務等決策支

持系統，建設太陽能資源觀測網，建設風能、太陽能開發

利用氣象保障業務系統。帶動實施各省（區、市）應對氣

候變化及氣候資源開發利用等相關氣象工程。 

5、山洪地質災害防治氣象保障工程 

建成山洪地質災害防御氣象監測預報預警服務體系，

在山地和溝谷等易災區建設自動雨量站、鄉鎮自動站、移

動氣象觀測站、天氣雷達、風廓線雷達、雷電探測儀和生

態環境氣象觀測站，升級改造部分天氣雷達和自動氣象

站，提高觀測系統自動化水平，基本消除氣象監測盲區。

建設和改進易災區的氣象信息傳輸與管理、技術裝備保

障、資料檔案、信息安全保障系統，建設強降水的精細化

監測分析、質量控制與評估、定量降水估測和預報以及短

時臨近預報系統，建設和改進氣象監測預警信息發布系

統。帶動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施地方山

洪地質災害防治氣象保障工程。 

6、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氣象保障工程 

在 800 個產糧大縣和三大種子繁育基地建立省、地、

縣三級人工影響天氣業務系統和農業氣象觀測、技術裝備

保障、信息傳輸及預報預警服務系統，建成上下協調、分

級服務、快速響應的糧食生產氣象保障服務業務。帶動地

方實施糧食增產氣象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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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系統工程 

廣泛利用社會資源，充分利用現代媒體技術，完善國

家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布手段，擴大預警信息發布範圍，

提高預警信息發布時效。帶動實施各省（區、市）突發事

件預警信息發布系統工程。 

8、人造雨工程 

提升人造雨技術開發與業務指導能力為目標，依託現

有氣象業務佈局，加快國家和區域人工影響天氣中心建

設，建立國家人工影響天氣業務系統和綜合試驗基地，完

善人工影響天氣作業監測網、作業指揮系統、作業和探測

平台、效果評估平台、國家技術支撐平台、業務運行保障

平台。帶動未納入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氣象保障工程

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肅、北京、天津、福建、海南、

廣東等地區的人工影響天氣工程項目建設。 

9、海洋氣象綜合監測預報預警工程 

針對中國海洋交通航線、責任海區氣象觀測服務薄弱

環節，結合國家海洋經濟發展試點，充分利用已有海洋氣

象業務建設成果，建設近海海洋氣象觀測網及其配套技術

裝備保障系統，發展海-氣耦合數值預報模式系統、海洋

氣象災害監測分析和預警預報系統，建立海洋氣象災害預

警平台及海洋氣象預警信息發布系統。加快推進「南海海

洋氣象業務發展專項規劃」及相關工程項目的實施。帶動

渤海、黃海、東海、南海沿海各省(區、市)實施海洋氣象

監測預報預警工程。 

10、國家氣象業務應急備份系統工程 

提高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和其他重大突發事件的氣象

業務服務能力和行業支撐能力為目標，積極推進國家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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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異地應急備份系統建設，實現實時業務技術支撐系統

的連續運行。 

11、數值預報和高性能計算機系統工程 

進一步發展全球/區域同化數值天氣預報系統，研發

新一代短期氣候預測模式系統。加強國家級、區域中心和

省級高性能計算機能力建設，建立基礎數據與專題數據管

理和服務系統，推進多種氣象資料的管理、共享、備份等

綜合應用。帶動實施區域和省級數值預報和高性能計算機

系統工程。 

12、基層氣象台站能力建設工程 

按照建設「一流台站」要求，以提高基層氣象台站業

務保障水平和改善工作生活條件為出發點，加強基層氣象

台站業務服務能力建設，改善台站探測環境，優化配套設

施環境，營造氣象文化氛圍。加強西部和艱苦地區基層台

站基礎設施及值班公寓等設施建設。帶動各省(區、市)實

施氣象台站綜合改善配套工程。 

13.區域和省級重點工程 

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加快提升各地氣象災

害防禦能力、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和氣象為地方經濟建設和

社會發展的服務水平，按照地方投入為主的原則，結合地

方需求，在氣象災害防禦、應對氣候變化、突發事件預警

信息發布、氣象為農服務、城市氣象服務、人工影響天氣、

海洋氣象保障、基層台站能力建設等重點領域，協調推進

區域和省級重點工程建設。支持西藏、新疆及四川雲南甘

肅青海等四省藏區跨越式發展的氣象保障工程建設。支持

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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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崛起、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等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的配套氣象工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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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造雨技術 

人造雨是根據不同雲層的物理特性，選擇合適時機，

用飛機、火箭向雲中播撒乾冰、碘化銀、鹽粉等催化劑，

使雲層降水或增加降水量，以解除或緩解農田乾旱、增加

水庫灌溉水量或供水能力，或增加發電水量等。中國最早

的人工降雨試驗是在 1958 年，吉林省夏季遭受到 60 年

未遇的大旱，人工降雨獲得了成功。 

目前人造雨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飛機把乾冰等

冷卻劑撒播到雲中，使雲內溫度顯著下降，細小的水滴冰

晶迅速增多加大，迫使它下降形成降水。而另一種是利用

火箭、砲彈把化學藥劑打向高空，轟擊雲層產生強大的衝

擊波，使雲滴與雲滴發生碰撞，合併增大成雨滴降落下來。 

兩種造雨方式成本不一樣，選擇火箭炮轟擊主要從節

約成本出發，因為一次飛機播撒成本高達幾百萬元。 

上海首次施行人造雨的初步預算中寫道，實施一次人

工增雨需要人民幣 470 萬元，其中僅僅直接作用於雲層的

催化劑一次就需要人民幣 40 萬元。當然這份等待批准的

預算中不僅有飛機租用費、播撒設備等硬件費用，還包括

地面監測費用、人力資源費用等幾十項。 

人造雨所用的火箭彈一枚的價值在人民幣 4000 元左

右，用於使用的人造雨火箭發射架價值在人民幣 20 萬元

左右。火箭彈屬於軍火，從運輸費、押送費、保管費、發

射費等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還有那麼多工作人員背後默

默地付出不能不算，每次都要發射探空氣球，而且還要對

數據進行分析處理。 

另據江蘇省一份《人工影響天氣作業表》顯示，2000

年到 2004 年，全省共發射增雨火箭 872 枚，增雨 17.5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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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其中 2004 年已發射 106 枚，增雨 1.1 億立方米。

而人造雨還需要 GPS 定位系統等多種設備及其他費用，

所以成本比較昂貴。 

根據世界公認的統計數據，人造雨本益比普遍都在

1∶5 以上，比較高的地區能達到 1∶30。而且無論是緩解枯

荒，或是除旱減災，人造雨對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是顯

而易見的。 

 

 
圖2-2.1  人造雨使用砲彈圖 

 

圖2-2.2  人造雨使用載具(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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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  人造雨使用載具(大砲) 

 

圖2-2.4  人造雨使用載具(大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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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韓國水旱災防救科技之發展 

97 年前 10 年之間，南韓常因區域性豪大雨每年有 40000 棟房

屋受損，財物損失高達 1 兆 2 千億韓元，加上海拔低地廣泛諸多地

區進水無法有效排水造成地下淹水，且洪患區域範圍及淹水深度預

測和洪水潛勢範圍劃定技術尚不符水災防救業務體系運作需求，另

外防救業務相關法規也應配套修正，上述諸多的洪水災害問題使得

南韓政府不得不大魄力推動改革。99 年 8 月 22 日中國和朝鮮交界

的鴨綠江連日來暴雨泛濫成災，這是自 1949 年以來第二次大洪水，

迄今已造成至少 4 人死亡、25 萬 3 千人被迫撤離。鴨綠江另一邊

的朝鮮，和中國接壤的第四大城新義州同樣因鴨綠江決堤發生嚴重

水災，最高領導人金正日下令軍隊緊急救災，疏散民眾超過 5 千

人。100 年 6 月颱風米雷襲擊韓國帶來強降雨與大風天氣，造成至

少 7 人死亡或失蹤，並導致一些地區電力中斷，數十個國內航班停

飛。100 年 7 月韓國首爾及周邊地區連日暴雨，引發 10 年來最嚴

重水災，單在首爾昨日就紀錄每小時 113 公厘降雨，全國最少有 36

人罹難。其中在距離首爾 110 公里的著名度假勝地江原道春川市災

情嚴重，昨早發生土石流，活埋旅館內 40 多名大學生義工及遊客，

造成 16 死 24 傷。而 101 年 7 月 18 至 29 日，因為卡努颱風侵襲北

韓，連續 10 天暴雨形成洪水氾濫，造成 170 人死亡、400 人失蹤、

134 人受傷，另有 84000 人無家可歸之嚴重災情。 

101 年 6 月朝鮮連月大旱，自 4 月以來，主要農產區黃海北道

及南道的旱情嚴重，已有 2 萬人被餓死。韓國政府則指出，由於兩

個月沒有顯著降雨，該國面對逾百年來最嚴重旱災，農作物損毀和

全國水庫水位降至危險水平所引起的擔憂加深。近 2 萬 8 千名韓國

人包括軍人和當地居民，已動員協助稻田和農田灌水，超過 1 萬 3

千個水泵獲供應給乾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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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南北韓過往的災害事件，我國的災害經驗中也有其相似之

處，其一為海拔低地因局部地區排水效能喪失導致的積淹水問題，

101 年泰利颱風高雄地區鹽程區淹水即為相似案例，當泰利颱風影

響台灣期間，氣象潮使得高雄港海水位抬升，臨近港口之鹽呈區排

水系統因外水位高漲頂托內水而喪失系統效能，並使得水位抬升期

間降雨形成的地表逕流無法排放，導致該區域的積淹水災害；其二

水旱災防救業務於災害預測及潛勢劃定技術的需求，台灣地區地形

上於空間分布的變化上較為劇烈，國土僅三分之一範圍為平原地

區，此特性也使得台灣地區空間降雨分布的均一性降低，因此當地

面上雨量觀測站網密度較低或是雷雨雨量站掃描死角區域，災害預

測及潛勢劃定的精度離災防救業務辦理有部分差異；其三防救業務

相關法規的修訂，台灣經歷過 98 年莫拉克風災過後，過往針對單

一災害情境所研提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已不足因應極端複合型災

害的衝擊。上述的災害課題，韓國近年來以推動國家型計畫來予以

克服，因此本計畫將彙整該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目標，從中釐清

有無助益解決我國災害問題的對策及方針。 

韓國國家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資料來源主要依據為 97 年水災

災害長期計畫「iFlood」，報告中可以知道韓國的相關科技發展主導

單位為國土交通及海上事務部，其中有助於我國業務需求的發展目

標有「應用資訊、通訊及空間相位技術於洪水預報」及「發展洪水

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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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韓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簡表 

執行單位 發展目標 行動計畫 

國土交通及海上事

務部 

(Ministry of 

land,transport and 

maritime affairs)  

* 應 用 資

訊、通訊及

空 間 相 位

技 術 於 洪

水預報 

發展洪水監測技術 

應用氣象資訊改善洪水預警技術 

二維及三維洪水數值模擬預測 

應用雷達系統監測降雨 

手持式移動洪水監測設備 

防 洪 構 造

物 設 計 制

度化  

全國性防洪設計及規範標準化 

符合環境保育之防洪構造設計 

改善防洪相關法規及政策 

河川構造物標準認證機制 

集 水 區 防

洪規劃 

集水區防洪規劃最佳化 

極端洪水災害對水利設施的破壞潛勢分析

及管理 

因應未來環境改變條件下的防洪科技發展 

非工程式防洪策略及評估方法  

*極端洪水的緊急應變規劃 

*發展洪水

管理系統 

發展防洪觀測及傳輸技術  

*衛星動態防洪系統開發  

國際防洪科技發展之整合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檢討及發展藍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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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Flood 

目前韓國政府對於水災災害所推動的長期計畫為"i-

Flood"(97 年至 102 年)，"i-Flood"旨在提倡既有防洪系統

整合(Integrated System for Flood Defense)、智慧防洪系統

建置(Intelligent System for Flood Defense)、先進防洪系統

創造(Innovative System for Flood Defense)等概念，共分為

四個主題分別為：(1)應用高科技技術於洪水預報(Flood 

Forecasting by using IT/ST)、 (2)都市防洪規劃 (Flood 

Defense Capacity)、(3)集水區防洪規劃(Watershed Flood 

Defense)、(4)洪水管理系統(Flood Management System)，

以分年分期推動各主題下的子題工作事項並於民國 101

年開始整合，來達到水災減災及資訊化的目標；此一規劃

整合各領域資源由集水區至下游河道並配合 IT 產業技術

的納入，非常值得同受淹水之苦的臺灣學習。四大主題之

下各有 4 至 5 個重要策略(如表 2-2.3)。由於本計畫尚未

取得韓國旱災方面的科專計畫，僅針對水災災害而推動長

期計畫，因此本計畫之文獻回顧將針對韓國水災災害之防

洪系統整合進行介紹。 

i-Flood 共有 4 個主題，其中主題一為發展觀測及預

報之技術，透過新的觀測及航遙測技術蒐集基本資料，並

加以分析以提升預報能力；主題二採用規劃、經濟分析、

工程及法規等方式進行洪災控管、減少災害損失；主題三

結合洪水預報進行集水區洪災管理，發展各項防洪技術、

繪製洪災風災地圖及研擬緊急應變措施，以增加面對因氣

候變遷造成的極端洪水事件；主題四提升蒐集及時衛星資

訊、加強傳遞洪災相關訊息及視覺化發布之技術，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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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及減災系統進行洪災管理。各主題及重要策略下各項

關鍵技術的發展規劃如及表 2-2.4 至表 2-2.7。 

 

 

表2-2.3  i-Flood 計畫 4 大主題下之重要策略(中譯對照) 

第一組 

應用高科技技術

於洪水預報 

1-1:洪水監測技術 

1-2:應用度量衡資訊系統於增進洪水預警 

1-3:多樣化河川洪水預測 

1-4:雷達降雨系統發展及應用 

1-5:LBS 手持式洪水監測系統 

第二組 

都市防洪規劃 

2-1:全國性洪水控制計畫評估與標準化 

2-2 洪水控制設計技術 

2-3:防洪相關法規及技術準則訂定 

2-4:河川結構檢定之標準化流程 

第三組 

集水區防洪規劃 

3-1:流域防洪控制之最佳化技術 

3-2:利用水力結構設施因應極端洪水管理 

3-3:防洪環境因子考量 

3-4:非結構量測及評估科技 

3-5:極端洪水緊急行動計畫系統 

第四組 

洪水管理系統 

4-1:洪水資訊及傳輸科技 

4-2:衡量即時洪水控制系統 

4-3:洪水災害管理系統 

4-4:國家防洪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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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i-Flood 計畫各主題及重要策略之關鍵技術發展路徑圖

(1/4) (中譯對照) 

研究計

畫 

研究計畫

子分項 

第一階段 

子科技發展 

第二階段 

科技發展及系統建構 
第三階段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1. 

應 用 高

科 技 技

術 於 洪

水預報 

1-1 

洪水監測

技術 

利用 USN 建立

河川標準化資

訊流程 

利用 GIS 分析流域及河

川防洪科技 

利用 USN 

進行實時監

測科技 

回顧逃生系統 

DB 設施

設計與建

立 

整 合

UFID/RFID

系統 

U-Based 設

施管理系統 

1-2 

精進洪水

預警定量

預報能力 

回顧雷達系統 
雷達資料

品質控管 

降 雨 雷 達

建 立 及 預

測 

利用降雨雷

達進行洪水

預警應用 

降雨及洪水預

測方法 

預警系統正確性之增進

與評估 

降雨與洪水

預警實時連

結系統 

當地洪水預警

特性 

利用衛星資訊進行洪水

預警 

防洪及預警

資訊 

緊急應變措施

與降雨錯誤分

析 

流域洪水分析科技 
實時操作洪

水預警系統 

1-3 

多元洪水

預報系統 

 

利用GIS連接河

川及流域分析 
多維空間洪水分析系統 

洪水模式發

展及應用 

洪水機率預警

理論 
洪水機率優選理論 

洪水機率預

警選用及應

用 

建立 Qdf/Hdf 於

都市流域 
內陸水災潛勢預測系統 

完整內陸及

河川洪水預

警系統 

水災預警模擬

分析 

利用可視化 GIS 進行水

災模擬 

河川洪水動

態預警 

1-4 

雷達降雨

系統發展

及應用 

 

降雨分析雷達

科技 

氣候雷達

資料品質

控管系統

設計 

降 雨 雷 達

核心經營 

雷達系統之

操作 

1-5 

LBS 手持

式洪水監

測系統 

LBS基礎控制系

統 

低電力微

尺寸控制

伺服器 
洪 水 監 測

系 統 緊 急

情 況 之 替

代措施 

緊急情況下

之洪水監測

系統即時應

用 

洪 水 監

控 系 統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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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5  i-Flood 計畫各主題及重要策略之關鍵技術發展路徑圖

(2/4) (中譯對照) 

研究計

畫 

研究計畫

子分項 

第一階段 

子科技發展 

第二階段 

科技發展及系統建

構 

第三階段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 

都 市 防

洪規劃 

2-1 

全 國 集 水

區 洪 水 出

流管制 

流域設計之

降雨處理技

術 

PMP/PMF

預測技術 

流域水文參數

估計 

流域水文

參數標準

化 

洪水出流管制

於流域經濟分

析 

河川區域洪水出流

管制之經濟分析 

洪水出流管制之

經濟分析評估科

技 

2-2 

洪 峰 調 節

控制技術 

回顧峰洪

調節技術 

水庫洪水控制

之生態分析科

技 

水 庫 洪 水

控 制 之 管

理 

水庫洪水之

高科技設計 

滯 洪 池

系 統 分

析 

滯洪池系統

環境營造 

滯洪池系

統設計及

建造 

滯洪池系統設計

技術提升 

洪水情勢分析

於農業及電力

發電 

水庫之最佳化設計 

採用更新及重塑

進行水庫洪水控

制 

2-3 

防 洪 相 關

法 規 及 技

術 準 則 訂

定 

回顧現有逕流管制法規/

政權/使用條例 

推動逕流管制法規/政權/使

用條例 

2-4 

河 川 結 構

檢 定 之 標

準化流程 

河川結構標準

化手冊之驗證 
河川結構效益分析 

河川結構安

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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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6  i-Flood 計畫各主題及重要策略之關鍵技術發展路徑圖

(3/4) (中譯對照) 

研究計

畫 

研究計畫

子分項 

第一階段 

子科技發展 

第二階段 

科技發展及系統建構 
第三階段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3. 

集 水 區

防 洪 規

劃 

3-1 

流 域 防 洪

控 制 之 最

佳化技術 

洪水風險回顧 洪水風險管理發展 
河川流域最

佳化應用 

洪水能量循環最

小化 
極端洪災預防發展 

結構 /非結構

之最佳畫評

估 

當地流域之洪

水指數評估調

查 

洪水滯留

區域及發

展評估 

以流域單位

之洪水安全

性控制 

洪水流域控

制計畫之標

準化流程 

3-2 

利 用 水 力

結 構 設 施

因 應 極 端

洪水管理 

決議正確性分析 
極端洪水決議發

展模擬模式 

決議分析模式之

商業化發展 

建立水力實驗

模型 

水力實驗模

型破壞機制 

洪水波流

傳播水力

實驗 

水力實驗結

果驗證 

洪水脆弱性評估 
洪水風險地圖考量

及洪水保險機制 

建置DB系統於

洪水風險地圖 

3-3 

防 洪 環 境

因子考量 

泥石流分析

模式 

河床海拔改

變之模式發

展 

利用 GIS 進

行泥石流分

析 

泥石流災害

降低發展 

土地利用造成表面

排水流失分析及模

式發展 

當地多重出

流模式組織

化建立 

利用 GIS 進行多重

出流模式之商業化

發展 

分析洪水相關利

益團體之衝突 

民眾參與

模式之發

展 

洪水衝突區

域分析及應

用 

建制合作

專案 

3-4 

非 結 構 量

測 及 評 估

科技 

非結構之洪水預

防機制調查 

非 結 構

量 測 之

發 展 表

現評估 

非結構測量之科技結合應

用 

3-5 

極 端 洪 水

緊 急 行 動

計 畫 系 統

系統 

洪水風險資訊應

用於水力結構 

藉 由 事

件 序 列

發 展

EAP 

利 用 EAP

進行災害最

小化之科技 

實 時 EAP

系統之應用

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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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7  i-Flood 計畫各主題及重要策略之關鍵技術發展路徑圖

(4/4) (中譯對照) 

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子

分項 

第一階段 

子科技發展 

第二階段 

科技發展及系統建構 
第三階段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4. 

洪水管理系

統 

4-1 

洪水資訊及

傳輸科技 

可視化計畫建構 
資訊標準

化流程訂

定及內容

設計 

可 視 化

工 具 生

產 

可視化系

統組織 

應用經驗與

資訊補充 

LBS,DMB TPEG

科技調查 

評估程序發展及資

訊伺服器提供 

衛星影像分析,雷

達及災害風險評

估 

洪水災害風險評估模式與 GIS

系統應用 

4-2 

衡量即時洪

水控制系統 

商業通訊衛星之

使用手法 

取得特殊頻

率 

通訊品質

統整 

緊急情況之通知與

控制系統建立 

SAR 信息接受與

圖像分析 

利用低空無人

駕駛計畫 

防災組織

重劃 

實時防災評估系

統建立 

電信衛星感應器

資料分析 
HRIT/LRI/Level2 處理科技 

資料介面發

展 

4-3 

洪水災害管

理系統 

洪水資訊

系統回顧 

洪 水 資 訊

系統發展 

DB 設計與

系統建制 

洪水資訊系

統網絡建立 

試 驗 台 應

用與操作 

洪水災害預

防系統回顧

與調查 

災 害 預 防

步 驟 之 分

類 及 組 織

方法建立 

災害組織

系統連結

設計 

國 家 防 災

系統建立 

試驗台應用

與操作 

4-4 

國家防洪系

統 

內 外 部 防

洪 系 統 建

立 之 案 例

分析 

內外部降雨 /

洪水 /壩體最

佳化操作系統

之分析與設計 

GIS,DB 系

統 介 面 設

計 

利用氣候資

料進行洪水

預警系統設

計 

國 家 防

洪 系 統

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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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日本水旱災防救科技之發展 

98 年 7 月 21 日午後雷陣雨劇降日本中西部山口縣，高強度降

雨誘發土砂劇烈運動，其土砂掩埋防府市真尾地區的老人安養院並

致使 5 位老人死亡和 2 位失蹤之慘劇。99 年 7 月 15 日日本關西及

南部地區遭豪雨侵襲，引發嚴重水災及土石流，數十萬人撤離，至

少兩人死亡，多人失蹤。暴雨使得許多河川氾濫，不少街道水淹成

河，汽車慘遭滅頂，許多建築被大水沖毀，災區土石流頻傳。鐵路

新幹線及部分區域火車運輸停擺，部分公路坍塌，交通中斷。當局

要求三十萬居民撤離，以策安全。100 年 5 月 28 日桑達颱風在南

方沖繩群島造成 57 人受傷，其中 5 人傷勢嚴重。100 年 8 月 30 日

塔拉斯颱風穿越日本歌山縣及奈良縣，降雨歷程自 8 月 30 日至 9

月 6 日共計一週，除嚴重淹水災害外，崩塌、土石流及堰塞湖災害

同時也造成嚴重傷亡。101 年 4 月威力大如颱風的暴風雨今天襲擊

日本，帶來強風豪雨，造成交通大亂及數萬民眾受困。有逾 240 個

航班停飛，列車也停駛。日本航空公司已取消 160 個國內航班，波

及 2 萬 3700 名乘客，而國際航班也稍微延誤。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超過三百七十人受傷。101 年 7 月梅雨鋒面滯留日本九州北部，造

成連續數日大雨，豪雨在日本九州熊本縣、福岡縣、大分縣等地造

成嚴重的洪水和坡地災害，是近二十二年來九州地區最嚴重的災

害。102 年 4 月受強烈低氣壓影響，各地風強雨大，還釀成山崩、

電車出軌等不同程度的災情。據統計，日本這波不穩定的天氣，到

目前為止，至少造成了 2 人死亡，28 人輕重傷。 

日本的水旱災特性與我國有極大的相似之處，其一是國土環境

的相似，同樣為海島型國家，也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亦常年受

颱風豪雨侵襲，甚至國家的經貿產業型態上相似度極高；其二老齡

化社會結構的趨勢一致，對於社會結構的改變，不管是人力財力資

源的能量逐漸不足，或是人民忍受災害惡劣環境的程度下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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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國都是未來需要去深思的課題；其三為極端複合型災害的衝

擊，98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我國中南部地區重創的情境，與 101 年

日本九州梅雨災害相似，有別於以往對淹水災害的思維，認為淹水

災害的抑制是處理水過多的問題，但從災害的教訓知道除了水過多

的問題外，劇量的土砂來源如何控制和劇烈的土砂運移如何緩衝，

都是未來必要解決的課題。是故本計畫必將詳盡彙整該國水旱災防

救科技發展目標，從中釐清有無助益解決我國災害問題的對策及方

針。 

日本國家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資料來源主要依據 95 年「第 3

個科學技術基本計畫」、98 年「渴水對策關係省廳會議」以及 99 年

「中央防災會議」，相關資料可以知道日本的科技發展單位依業務職

掌不同由「國土交通省」、「氣象廳」以及「地方防災機構(都道府

縣)」各自發展，其中對我國具有學習價值的發展目標為「防災專用

無線通信網絡」、「發布各種預報和警報」以及「向民眾提供氣象預

報、警報及傳達災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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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8  日本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簡表 

執行單位 發展目標 行動計畫 

國土交通省  

水源及用水的確保  
緊急用水之水源探查與管理  

地面地下水資源聯合運用 

節水對策及相關技術  

各項節水措施研擬 

水資源再利用 

旱災相關情報提供 

用水限制措施 

*乾旱預報系統  

防濁水之技術提升  

擬定配水計畫及指導農作物栽培 

*防災專用無線  

通信網絡  

地質調査 

災害應變、復原及減災技術 

災害發生時的情報傳達技術 

建構抗災型社會之研究  

*氣象廳  
*發布各種預報和警

報  

觀測及預測之技術 

衛星觀測技術 

*地方防災機

構(都道府縣) 

*向民眾提供氣象預

報、警報及傳達災害

資訊  

搜救及應急應變之相關技術 

基礎施設之安全性提升及基礎施設

減災的技術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檢討及發展藍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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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計畫與研究方針 

1、水災方面 

日本針對水災之洪水預報及早期警戒系統，構築一個

聯結氣象廳、中央政府、地方防災機構以及新聞媒體間之

通報網絡系統。日本氣象廳依觀測之水文水情資訊，發布

各種氣象預報和災難警報，透過中央政府所建構之「災害

對策專用無線通信網絡」，將訊息通報至全國各消防機構、

地方公共團體以及都、道、府、縣、市、町、村等各層級

之防災系統，其中各級行政機構、公共機構及地方公共團

體之角色及工作內容，均由內閣府指定。上述之無線通信

網絡可用於電話、傳真、資料通信、網際網路、視訊會議

以及從直升機傳送即時之災害影像。除此之外，日本亦建

立了衛星通信系統，用於與受災當地之聯繫。 

 

 

圖2-2.5  日本防災訊息傳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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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從 100 年度開始，為提高地區防災之支援能力，

中央政府除補助市、町、村層級之防災系統採購衛星行動

電話外，並設置室外擴音器、住戶內獨立接收機等無線裝

置，用以向居民傳達災害資訊，同時透過電視及擴播，及

時向民眾提供氣象預報和災害警報。 

99 年 4 月日本中央防災會議針對削減水災提出的研

究方針如下：(1)詳細定義避難及救援系統；(2)強化公務

機關緊急應對能力及確保相關基礎建設於災中之機能；

(3)加強居民、團體及企業等對水災的應對能力；(4)規劃

並實施治水及水防相關對策以減輕水災災害程度；(5)研

擬對策以處理其它因水災造成之問題如污染物處理或水

災造成之廢棄物之處理等。 

95 年日本依「第 3 個科學技術基本計畫」，以「以安

全為榮耀的國家－實現全球最安全的國家•日本」為政策

目標，提出各項關於防災重要的研究計畫，與水災有關的

有(1)觀測、監視、預測等技術之研究；(2)地質調査研究；

(3)災害應變、復原、復育及各項減災技術；(4)衛星之自

然災害觀測及監視技術；(5)災害發生時的監視、警報、情

報傳達及被害預測等的技術；(6)搜救及應急應變之相關

技術；(7)建構抗災型社會之研究；(8)基礎施設之安全性

提升及基礎施設減災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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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旱災方面 

日本於 98 年 6 月於「渴水對策關係省廳會議」中，

針對旱災提出兩個工作的方向：(1)水源及用水的確保；及

(2)節水對策及相關技術。其中「水源及用水的確保」主要

以用水調整池、地下井及災害用應急幫浦之活用，達到地

面地下水資源聯合運用以確保水源。「節水對策及相關技

術」包含研擬各項節水措施、再利用水資源、提供旱災相

關情報、設定用水限制、完善預報系統、提升防濁水之技

術、擬定配水計畫及指導農作物栽培等。 

近年日本推動之「新全國總合水資計畫 (Water 

Plan21)」整合內閣議會所決定的「21 世紀國土 Ground 

Design-地域自立的促進及國土的創造」的主題，預估了 99

年至 104 年氣象變遷的情形與動向，檢討了未來水資源安

定供給可能量，及水資源利用的安定性。合併過去地震發

生時缺水的經驗，執行水資源確保對策，展開水環境的保

全及水文化的回復與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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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防汛抗旱採取行動 

1、防汛抗旱訊息觀測與預警 

有關災害預警機制之建立，主要係幫助居民避險及發

揮防災機構之防災功能，以在災害發生時減輕災損程度。

為了正確並掌握災害之風險，日本氣象廳等相關機構建立

24 小時觀測機制，持續進行各種天氣等自然現象之觀測。

除此之外，日本氣象廳亦針對海嘯和暴雨等災害，發布各

種預報和警報。 

對於各類造成災害之天氣現象，日本氣象廳透過地區

之氣象觀測系統(AMeDAS)、氣象雷達、以及氣象衛星等

進行觀測雨量及風速資料，以供作為了預防災害與發布警

報之參考依據。而對於雨量以及河流的水位，日本國土交

通省及都道府縣透過目視及自動觀測設備，將偏遠地區之

自動觀測資料，以無線傳送之方式即時遠端觀測，經由互

聯網及行動電話提供洪水預報及水位資訊。 

2、防汛抗旱疏散與避難等應變機制 

(1)受災者之疏散與避難 

建立廣域避難機制，訂定地方公共團體避難計

畫，檢討避難疏散對策和指揮命令系統以提升避難

率。透過大規模水災及避難報導，強化民眾對於災害

時之避難提醒與印象。 

(2)公務機關等災害應變能力之強化 

當遭遇災害等緊急事件時，確保公務機關業務運

作之持續性，救災裝備及設施之完善準備，擬定通信、

交通及基礎設施保全對策，加強其設施之耐水化、多

重化及分散化，減輕災害對於基礎建設之影響與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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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民及企業等災害應變能力之強化 

充實並強化當地居民防災知識與應變能力，檢討

緊急避難場所和避難方法等，鼓勵居民避難訓練等活

動之參與；民間企業除上述所介紹之工作內容外，還

需有擬定遭遇災害時，企業持續運作之緊急應變與經

營計畫。 

(4)氾濫的抑制對策及土地利用之災損減輕 

透過治水對策、水災防範活動之確實實施、排水

對策的強化、排水施設之耐水化、燃料補給體制之整

備、洪泛地之土地利用、災民之疏散達到災害減損之

目的。 

(5)其它大規模水災特有受災情形之對應 

災害發生後衛生環境之確保，水災廢棄物處理對

策以及水災廢棄物處理計畫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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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近年水旱災預報工程與科技建設 

1、政策方面 

根據「日本科學技術基本政策方針」闡述的「第 3 個

科學技術基本計畫」(民國 95 年)，提出了“以安全為榮耀

的國家－實現全球最安全的國家－日本”的大政策目標、

以及保證國土社會安全和生活安全的中政策目標，提出了

關於防災的 10 項重要研究開發任務。 

(1)地震觀測、監視、預測之調査研究 

(2)地質調査研究 

(3)耐震化、災害對應、復舊、災害減輕技術 

(4)火山爆發預測技術 

(5)風災、水災、土砂災害、雪害等觀測、預測及災害

減輕技術 

(6)衛星等自然災害觀測、監視技術 

(7)災害發生時監視、警報、情報傳達及被害預測等的

技術 

(8)緊急救助之出動應對及應急對策技術 

(9)有助於建構抗災型社會之研究 

(10)施設安全保證、事故減輕等的技術 

2、水災方面 

(1)局部地區豪雨預測技術之開發 

(2)複合水災害的預測技術開發 

(3)局部地區豪雨造成之的都市水災 

(4)即時預測方法之開發 

(5)沿岸災害之預測技術及危險度評價技術的開發 

(6)大氣海洋波浪結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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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豪雨及地震造成的複合土砂災害的危險度評價技

術的開發 

(8)大型降雨實驗設施 

(9)伴隨極端氣象與水災害發生機制之研究 

3、旱災方面 

(1) 水資源開發設施等水源的確保 

(2) 既存水資源開發設施的有效運用 

-水庫的再開發及更新 

-水庫的廣域聯合運用 

-各區域間的水資源管理及調度 

(3) 地下水水處理的活用 

(4) 多目標用途水權的之移用 

(5) 海水淡化的利用 

(6) 雨水利用 

(7) 節水及有效運用 

-節水意識的提升 

-節水機器的普及 

-水道漏水的防止 

-雜用水的導入 

-水循環之利用 

-缺水時的調配 

-灌溉設施的漏水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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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庫清淤工法 

(一)、水壓吸引排砂工法 

水壓吸引工法(HSRS, Hydrosuction Sediment Removal 

System)，是從虹吸抽泥之原理發展而來，可分為移動式

與固定式兩種，為了提高抽引量，可加設泵浦提高吸引力，

或以高壓水柱衝擊吸引口附近土砂，讓其鬆動更容易被抽

吸。以往虹吸抽泥之管徑多在 500 公釐以下，而此工法的

管徑則可增加到 1,000 公釐以上，排砂濃度高於 10 萬

ppm，排砂效率佳，以日本矢作水庫的試驗成果來看，設

計排砂量為 100 秒立方公尺之系統，利用颱洪期間約可排

放 86.6 萬噸的淤砂。 

 

水壓吸引工法的主要優勢： 

排砂效率高： 

一般水庫排砂的排砂效率約在 1%～5%(約 10,000～

50,000ppm)，而水壓吸引排砂工法之排砂效率則有 10%以

上，耗水量較低。 

可結合水庫清淤區位調整佈置： 

水壓吸引工法可配合水庫淤砂區位分佈將淤泥抽出

(移動式)，或預置於淤積區位(固定式)，俟來洪期間一併

排出。 

可直接排放淤泥回歸河川： 

相較於其他機械清淤方法，水壓吸引工法之排出口設

於壩址下游，抽吸之泥水可直接於河川放流，不須設置沉

澱池或再行處理。 

適合高水位運轉水庫： 

由於此法乃利用水壓差進行抽引，故可於高水位實

施，有利於水資源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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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壓吸引工法的適用範圍： 

水壓吸引排砂工法之條件為水庫水位高，可提供足夠

壓力差以克服管路之能量損失，並適用於細粒土砂，一般

而言，土砂粒徑在 0.2 公釐以下效率較佳，多使用在壩前

淤泥清除上。 

 

工法分類： 

移動式： 

移動式乃藉由船舶將機器抽引部自水面垂降至浚渫

區，如圖 2-2.6 所示。由於吸引部位之形狀似「J」字形，

故稱為 Hydro-J 系統。 

 
圖2-2.6  Hydro-j 系統示意圖 

固定式： 

固定式乃利用預先埋設之管路及吸引口進行抽泥排

砂作業，主要分為三種型式，一種為 Hydro 系統，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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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所示；一種為 SY 系統，如圖 2-2.8 所示；最後一種為

HMS 系統，如圖 2-2.9 所示，此系統可加裝高壓水柱輔助

系統，如圖 2-2.10。 

 

圖2-2.7  Hydro 系統示意圖 

 

圖2-2.8  SY 系統示意圖 

 

圖2-2.9  HMS 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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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0  HMS 系統之高壓水柱輔助系統示意圖 

 

清淤泥砂中間處理方法： 

採機械清淤以維持水庫正常運轉之挖(抽)泥砂，需視

其含水量多寡進行中間處理，以避免在運送至最終處理場

沿途造成環境污染。 

陸面機械開挖： 

於開挖露出水面之淤泥因含水量較低，可直接裝入傾

卸卡車運至最終處理場或暫存地點做二次搬運；而臨水面

或地下水位較高之濬渫位置挖方，則可能由於含水量較高

不適合立即清運，必須暫置於不影響排水之適當地點，俟

泥砂含水量降低不致影響運輸沿線環境後，再行運離清淤

區域。 

機械濬渫： 

由於抽泥之含泥量僅約 20~30%，含水率甚高而無法

直接以卡車載運，目前常用之中間處理係以輸泥管線送至

沉澱池，以自然脫水乾燥方式降低含水量後再進行最終處

理，惟採用此方法需時較久，可能造成抽泥作業無法持續

實施，歷經數年淤泥含水率仍無法達到可挖除清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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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曾有於沉澱池底部鋪設碎石級配加強排水之試

辦構想，惟因泥砂阻塞導致成效不彰。 

連續脫水處理系統： 

由於過往之機械脫水費用甚高，日本近年來研發出新

式機械脫水設備「奧村式泥漿連續脫水系統」，其系統流

程如圖 2-2.11 所示，優點如下： 

 

圖2-2.11  奧村式泥漿連續脫水系統示意圖 

設備設施所需空間降低： 

整套設備最小設置空間為 258 平方公尺，相較傳統機

械脫水設備或沉澱池等，已大幅縮減所需用地，可於腹地

不寬之水庫使用。 

連續處理達到低耗能、低成本： 

由於機組整合並提升處理能力，因此操作及運轉費用

相較傳統機械脫水設備大幅降低。 

脫水處理完之土質較佳、體積較小： 

處理機組設有「強度自動控制系統」，可監控脫水品

質(含水率)，確保處理後之土質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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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和水庫再開發計畫 

美和水庫自建造完成以後，分別在 50、71 與 72 年造

成附近區域嚴重水災，洪災均超過規劃預期。且水庫集水

區地形斜面較陡，週邊地質較脆弱，洪水引發時，上游會

有大量土沙流進庫區，造成水庫泥沙淤積日益嚴重。從 47

至 74 年之年平均淤積量為 66 萬立方公尺，遠超過規劃

年淤積量 16.5 萬立方公尺，甚至在 48 與 50 年之年淤積

量均高達約 250 萬立方公尺、1972 年淤積量高達約 200

萬立方公尺，71 年淤積量更高達約 434 萬立方公尺，為

歷年之最(詳如圖 2-2.12)。建壩完成到 79 年僅運轉 31 年

之累計總淤積量已高達約 1,900 萬立方公尺，遠超過規劃

40 年之淤積容量 660 萬立方公尺甚多，達到約 3 倍的規

劃淤積量。若扣除管理單位清除部份淤積量，亦尚有約

1,400 萬立方公尺，淤積率高達 46%。為了減輕洪災、維

持水庫原有功能目的，以促進都市的未來發展，美和水庫

必須再開發，因此於 70 年提出美和水庫再開發計畫的規

劃，於 79 年 8 月完成再開發計畫公告，並陸續推動實施。 

 
圖2-2.12  美和水庫歷年淤積變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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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堆積土沙的掘削清除與再利用： 

美和水庫自建壩完成後，淤積情況日益嚴重，在運轉

3 年的 50 年淤積量已累計高達 680 萬立方公尺，超過規

劃 40 年之淤積容量 660 萬立方公尺，管理單位遂於 43 年

開始辦理堆積土沙的掘削與清除。利用水位低下時機，裸

露表水以上區域之堆沙採取重型機械挖掘載運方式清除，

表水以下淤積則採取沙礫抽取方式清除。為了使清除的土

沙能充分有效再利用，於是將清除的土砂移作改善當地農

業用地之用，計約 200 萬立方公尺。諸如伊那市長谷市野

瀨的圃場整地便利用了約 100 萬立方公尺的堆積土，伊那

市長谷黑川的圃場整地亦利用了約 10 萬立方公尺的堆積

土(詳如圖 2-2.13)。 

 

圖2-2.13  美和水庫堆積土砂的掘削清除 

(2)、永久堆砂清除對策： 

永久堆砂清除對策主要包括 4 個部份的設施，分別是

沉積粗土砂以便洪水過後易於取出清除的攔砂壩、攔蓄較

細土砂以便透過洪水期經由排砂隧道排砂之分派堰(三峰

堰)、讓較細土沙隨著洪水排放到下游的洪水分流排沙隧

道、以及讓洪水時越過分派堰而流入水庫內堆積的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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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有效率的流到下游，以抑制水庫堆積的湖內堆砂對策

設施。美和水庫永久堆砂清除對策之土砂收支計畫，係推

估年平均土砂入流量約 68.5 萬立方公尺，透過攔砂壩可

攔阻 16 萬立方公尺，於水位降低時以機械載運清除，洪

水期經由排沙隧道可排出土砂約 39.9 萬立方公尺，洪水

期經由美和壩排洪時排出土砂約 2.1 萬立方公尺，湖內堆

沙對策設施排沙約 7.9 萬立方公尺，剩餘僅 2.6 萬立方公

尺較細微顆粒之泥沙則堆積於美和水庫內，亦即每年之平

均淤積量僅 2.6 萬立方公尺(詳如圖 2-2.14)。其中攔砂壩、

分派堰(三峰堰)與洪水分流排砂隧道等設施均已於 94 年

5 月前陸續完成(詳如圖 2-2.15 至圖 2-2.19)，而湖內堆砂

對策設施則尚在計畫中。 

 
圖2-2.14  美和水庫永久堆沙清除對策之土砂收支計畫圖 

 

圖2-2.15  美和水庫分洪排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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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6  三峰堰之構造組成圖 

 

圖2-2.17  永久堆沙清除對策之分洪排沙設施照片 

 

圖2-2.18  永久堆沙清除對策之分洪排沙設施單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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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9  日本美和水庫繞庫排砂防淤工程示意圖 

 

(3)、分洪排砂隧道測試與檢核 

美和水庫在 95 年 7 月適逢洪水侵襲，為了驗證甫於

94 年 5 月完成之所有分洪排砂設施效能，遂於該月 18 日

至 20 日期間開啟分洪排砂隧道以分洪排砂。當時該場洪

水事件，水庫集水區累計平均降雨量為 253 mm(7/17 之

15:00 至 7/20 之 18:00)，進流量約 3,300 萬立方公尺(最大

進流量 366 m3/s)，透過分洪排砂隧道(Bypass Tunnel)共

開啟 47 小時期間，排洪量約 2,300 萬立方公尺(最大排洪

量 242 m3/s)，排洪率約 70%，確認提升排洪效能相當顯

著。同時此場洪水事件帶進的砂石，經由攔砂壩(Check 

Dam)與三峰堰(Mibu Weir)攔阻下來的約有 20 萬立方公

尺，分洪排砂隧道(Bypass Tunnel)排到美和壩(Miwa Dam)

下游的約有 15 萬立方公尺，合計共約 35 萬立方公尺，對

 

 

A.縱剖面示意圖 

 

B.排砂方案透視圖 

 

透水性攔砂壩 

排砂量 

D＝7.0m 

Q0＝242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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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美和水庫淤積量以增加庫容的效益亦相當顯著。且測

試後檢視分流排砂隧道等各設施，結果一切健全無變位、

變形、磨耗等異常現象。 

 

(4)、湖內堆砂對策設施 

此設施屬於永久堆砂清除對策中之一部分，預計每年

透過此種方式清除堆積在美和水庫內之淤沙計7.9萬立方

公尺。處理方式為集泥(Clooection)、移送(Transportation)、

堆積(Piling)、抽除(Suction)等 4 個步驟，惟此計畫尚在規

劃設計中。然經評估清除 7.9 萬立方公尺淤沙，採用傳統

之水中掘除至少約需 8 億日幣處理費用，若採用規劃之

湖內堆砂對策設施，則經費僅需約近 6 億日幣，因此採用

湖內堆砂對策設施是較符經濟效益的永久清淤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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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靜岡縣災害危機管理對策 

靜岡縣防災體制 

於縣內設置地區危機管理局(4 處)，當發生大型地震

等災害時負責收集資訊、支援六市町村等，以及充實、加

強縣內各區域的災害緊急救援對策，並在災難發生時擔任

地區總部的核心者。此外，總部亦具有和政府行政機關等

跨區域合作，以及跨區域協調全縣各區等功能。 

為能在發生災害危機時迅速、確實因應，於縣內設置

24 小時 365 天、可隨時處理的聯絡體制。各部門則成立

能 24 小時，將獲得之危機資訊迅速傳達至部門資訊聯絡

承辦人員，並向危機管理監察員報告的體制。危機管理監

察員負責掌管必須由所有部門共同處理的危機案例，並在

必要時向知事等報告，確保於災害發生初 

 

圖2-2.20  靜岡縣防災轄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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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1  靜岡縣防災體制概要 

 

圖2-2.22  靜岡縣危機管理體制 

為因應發生災害危機時所導致的災情，縣政府新大樓

內常設靜岡縣危機管理中心作為災害對策總部。靜岡縣危

機管辛理中心於 96 年至 97 年間重新整修，以便於發生

大型災難時，能以總部長(知事)為中心迅速做出決定、執

行業務，以及順利接受因應政府災害緊急救援對策活動要

領而前來之救援部隊的援助。靜岡縣危機管理中心於各處

設置監視器，以在發生災害初期，迅速掌握縣內各區域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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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藉由和派遣前來之自衛隊等的防災相關機關聯絡人員

共享資訊，迅速調整和執行緊急救援對策。另外，地區危

機管理局內亦常設地區總部室，具有和總部、市町災害對

策總部間保持熱線等必要功能。 

 

 

圖2-2.23  靜岡縣常設災害對策總部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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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之國防災資訊共享系統 

靜岡縣內建立可迅速收集災情資訊，並和市町、防災

相關機關共享的「富士之國防災資訊共享系統」

（「FUJISAN」），以在縣內因東海地震等受到大範圍損害

時，處理大量災情資訊，並採取正確之因應措施。此系統

利用雲端運算將災情資訊資料庫化，並可經由 GIS（地理

資訊系統）顯示災情資訊。在將重點擺放於災害發生後 72

小時內救出、救護人員的系統上，除掌握災害發生不久之

狀況，以及處理有助於救援之災情、支援要求等資訊外，

亦優先建立「道路」「直升機機場」「避難站」「救護坫」

此 4 個佔有重要地位之資料庫。藉由於電子地圖上顯示

各種災情相關資料，使其「視覺化」，讓沒方向感和面對

災情經驗少的人亦能輕易掌握受災狀況。 

本系統建立之資訊在平時為靜態資訊，並對外公開，

以供相關機關制定計畫和進行訓練用。但在發生災害時，

將立即轉為動態資訊（災情報告和災區照片、道路是否可

通行、設立設施的狀況等），並供大家使用。GIS 亦能即

時顯示資訊，有助於人員迅速且順利地執行緊急救援對

策。此外，活用雲端計算優點建立系統，除縣職員外，亦

能納入市町和自衛隊等防災相關機關的意見，每日不斷重

複試行錯誤並修正系統，以期建立任何人皆可輕易使用的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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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4  富士之國防災資訊共享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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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訊網路系統 

靜岡縣於 85 年 5 月，建立同時利用地面無線和衛星

無線來提升效率的「綜合資訊網絡系統」，並將其作為因

應高度資訊化之資訊通訊基礎設備的一環。此系統能綜合

性、有組織性地統合地面無線和衛星無線，為具有高度信

賴性之系統。設置連結縣政府、市町村和防災相關機關等

的通訊迴路，除防災通訊外，亦可廣泛活用於資料通訊和

一般行政電話、傳送影像等用途上。現今開始著手設置以

數位化為主軸的數位防災通訊系統，97 年制定基本構想，

98 年至 99 年間進行基本設計和工程圖面設計，並從 100

年起興建，預計將於 104 年 3 月底完成。今後將活用數位

方式的優點，建構出能抵擋災害的高精密防災通訊網絡系

統。 

表2-2.9  無線基地台設置數量表 

設置處名稱 
數量 無線局数 

(配備數量) 地面無線基地台 衛星地面站 

縣政府 1 1 1 

中繼站 11 11 － 

反射器 2 2 － 

綜合廳舍 9 9 9 

獨立土木事務所 2 2 2 

土木事務所分所 8 8 8 

其他地方機關 9 9 9 

企業局地方機關 4 － 4 

市町(含分所) 44 44 44 

市町消防總部 26 26 26 

防災相關機關 11 10 9 

災區據點醫院 9 － 9 

衛星通訊用轉播車 1 － 1 

搬運式衛星地面站 － － 18 

計 137 122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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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5  綜合資訊網路系統架構圖 

  

防災直升機
藉由配備的電視攝影機，
拍攝、傳送災區狀況。

市町、防災相關機關等（災害對策總部）
擁有接收通報和熱線通話、接收影像、傳
真通訊等功能，為縣政府和地區住民間的
中間人。

無線中繼站
將縣政府發出的通訊
傳送至各地區危機管
理局和市町的電波中
繼塔。

土木事務所、其他縣的地方機關(災害對策總部）
收集道路、河川的資訊，將其用在災後重建、防止
二次災害等上。

移動車
於災區內利用聲音等，即
時傳送災區資訊。

衛星通訊用轉播車
傳送災區等的影像。

通訊衛星
（SUPERBIRD）

搬運式衛星
地面站
設置於災害
現場，藉由
聲音、傳真
等，傳送災
害發生初期
的資訊。

縣政府（災害對策總部）
身為統籌者的縣政府控管
整個系統，能迅速處理災
害等。

地區危機管理局（地方總部）
接收縣政府發出之通報後，再
將其通報予轄區內的市町等，
為連結縣政府和市町的地區資
訊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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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之國防災相關認證制度 

靜岡縣為拓展地區防災的範圍，於 99 年 8 月成立「富

士之國防災相關知事認證制度」。該知事認證制度共分成

「富士之國防災士」、「富士之國防災專家」、「富士之國年

輕防災士」等 6 種知事認證，由縣政府出面培育於發生東

海地震等大型災害時，能自行判斷並作出正確行動之知

識、智慧、技術的人材，以及次世代地區防災事務的助手

等。 

 

表2-2.10  富士之國防災相關知事認證制度 

知事認證名稱 內容 

富士之國防災專家 為獲得代表擁有災害發生時，能提供援助之技能的國

家資格或同等資格，具有防災相關知識，能在災害發

生時活用其知識和技術，並自我判斷、採取正確行動

的人員。 

富士之國年輕防災士 在居住於縣內的國小生、國中生、高中生內，具備減

少災害之意識，能在發生東海地震等災害時保護自身

安全，且受期待成為參與地區防災活動之次世代族群

的地區防災領導者的人員。 

富士之國地區防災指

導員 

獲市町選擇擔任地區防災指導員，能在減少災害上提

供對策和指導災害地圖訓練，並成為自主防災組織領

導者之人員。 

富士之國災害志工統

籌人員 

能在發生災害時，視災區人們提出之支援需求，有效

調整志工活動之人員。 

富士之國防災士 擁有防災相關專業知識，且活躍於地區和事業所等的

人員。 

富士之國防災研究員 擁有防災相關高度專業知識，能自主、自動處理特定

地區災害或多個災害之人員。 

 

辦理富士之國防災專家培育講座，由具護理師、起居

照護人員、建築士等國家資格之人員參加，至今已有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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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員取得知事認證。期待他們能在災害發生時，活用其

具有之知識和技術；以及辦理富士之國年輕防災士培育講

座，該講座和教育委員會合作，於毎年 8 月舉辦。參與講

座之國小生、國中生和高中生須繳交參加其居住地區所進

行之防災訓練的報告，至今已有 66 名學生獲得知事認證。 

 

  

  

圖2-2.26  培育講作辦理情形圖 

 

災害志工進入災區和支援 

靜岡縣在設置災害對策總部和地方總部時，和靜岡縣

社會福祉協議會、靜岡縣志工協會、志工團體等合作，設

立縣災害志工總部、資訊中心和縣災害志工支援中心，跨

越市町的界線進行配置和調整等。為了順利發揮上述體制

具有的功能，和靜岡縣志工協會等合作，除進行設置、營

運志工總部等的訓練外，亦培育災害志工統籌人員等支援

營運總部的人材。另外，也進一步設立全國首創的「靜岡

縣災害志工活動基金」（99 年底基金餘額約 5 千 2 百萬日

圓），充當為設置總部等時的營運經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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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協力(合作)和培育人才活化自主防災組織 

平時即須做好各種防災工作，並事先採取充足之對

策，以在發生東海地震等大地震時，保謢自己和家人的性

命。然而，一但發生大地震，在防止災害擴大上，個人和

家人能發揮的力量實屬有限，且常伴隨著困難和危險。因

此，在發生災害時，必須集合每日見面的鄰居互相合作，

有組織地進行防災活動。當然，除了發生災害的時候外，

平日亦應集合地區居民，組成從事防災活動的「自主防災

組織」，目前全縣境內已組成約 5,000 個組織，達成率近

乎 100%。自主防災組織為了讓地區居民在發生大規模災

害之際，能確切採取行動，將災情降至最低，平日即積極

進行檢驗地區安全性，和教導居民防災知識、促使防災知

識普及、實施防災訓練等地震防災措施，而在真的發生地

震時，亦將於地震發生初期滅火、營救受災者、收集資訊、

營運避難站等活動，可說是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此外，

縣內亦積極培育指導自主防災組織的地區防災指導員、憑

擁有的防災專業知識，在行政部門和企業等處現場教導防

災活動的富士之國防災士、富士之國地區防災指導員等人

才，以藉由自主防災組織和防災相關機關、消防團體、防

災士、災害志工、學校、企業、民生暨兒童委員、福祉團

體等協力（合作)，進一步充實、加強地區的防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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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27  自主防災組織運作架構圖(1/2) 

 
圖2-2.28  自主防災組織運作架構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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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泥砂觀測技術 

HydroTech 是由京都大學農學研究院水山教授領導

開發的河川泥砂自動觀測設備。該技術是將聲波管埋入河

床，藉由泥砂碰撞聲波管的頻率轉換水體泥砂濃度，整個

設備包含有通信設備、電源裝置、數據盒及聲波管。 

 

圖2-2.29  HydroTech 儀器配置圖 

 
圖2-2.30  HydroTech 儀器現場配置圖 

此設備可配合 5 分鐘水位觀測儀器進行泥砂觀測，其

觀測與轉換結果如圖 2-2.31 和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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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1  HydroTech 儀器觀測泥砂歷線圖 

 
圖2-2.32  聲波與泥砂濃度轉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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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3  HydroTech 適用的泥沙特性監測範圍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08 國立成功大學 
 

2-2.4  美國水旱災防救科技之發展 

94 年 8 月卡崔娜颶風在哈連達（Hallandale）海灘與北邁阿密

海灘間登陸，超過 140 km/hr 的陣風造成佛州 7 人死亡，140 萬戶

停電，另外也造成一架波音 727 貨機被強風吹離跑道，及帆船擱淺

等意外，估計整體損失將達 3,000 億美元，美國聯邦政府災難救濟

總支出估計將達 1500 億美元。99 年 12 月 22 日太平洋風暴吹襲美

國加利福尼亞州，導致兩人死亡，迫使 2000 多人逃離家園。18-20

日，洛杉磯的降雨量達 95mm，是該市平均年降雨量的四分之一。

洛杉磯市中心 19 日的降雨量就有 58mm，刷新 90 年來的紀錄；從

著名的好萊塢山上流下的泥水導致該市出現淹水，週末外出的洛杉

磯市民得涉過及膝的水位才能抵達目的地。100 年 3 月美國從南部

到東北部地區，都遭到強烈的暴風雨。在田納西州一名男子被龍捲

風捲起的拖車給壓死，奧克拉荷馬州也有龍捲風降臨，肯塔基州的

龍捲風災害造成三戶民房被毀。而在俄亥俄州水壩潰堤，滾滾洪水

就這樣流向市區，造成大淹水。100 年 6 月美國密蘇里河水位因連

場暴雨和融雪而暴漲，洪水危及附近 2 座核電廠，核電廠已發出

“異常事件”警告。100 年 8 月颶風艾琳直徑長達 900 公里，目前

已經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北卡羅萊納州與弗吉尼亞州有大量民房受

損；數以十萬計家庭斷電，整個東岸超過 200 萬人被要求疏散。101

年 10 月桑迪颱風於美國東部紐澤西登陸，暴風範圍廣達 1,600 公

里，其侵襲美國期間，總共有 24 州受其影響；最大暴潮出現在紐

約，高度達 4.23 米，使得紐約下曼哈頓地區發生大淹水災情；紐約

和紐澤西地區已有 80~90%地區淹水。102 年 4 月美國中西部大部

分地區最近連日豪雨，至少六州 19 日淹水嚴重，班機停飛、道路

關閉、成千上萬住戶停電、河川水位上升到警戒線或決堤、居民疏

散，預料某些地區淹水將持續到周末。伊利諾州長昆恩宣布緊急狀

態，以應付日益擴大的水患。密西根州及密蘇里州各有 1 人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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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7 月持續飆高溫，全美各地紛紛傳出旱災災情，號稱是

美國糧倉的中西部，創下中西部過去 56 年，最嚴重旱災災情，根

據統計，超過半世紀來最嚴重的乾旱，影響美國 78%的玉米和 11%

的黃豆，也讓密西西比河水位縮水剩下不到 6 公尺，貨船被迫減輕

載貨量，以免擱淺，美國陸軍工程兵則緊急出動，清除密西西比河

淤泥，避免水位繼續縮減。102 年 3 月美國西部因乾旱少雨，各州

都陸續傳出乾旱警報，包括新墨西哥州目前供水開始吃緊，德州則

可能出現更嚴重的乾旱，自 100 年發生酷夏後，德州便長期與乾旱

抗戰。 

雖然美國的經貿發展和政府體系與我國的差異性極大，但面對

惡劣氣候的挑戰課題上有幾分相似，其一為劇烈氣候帶給都市的災

害衝擊，中南美州地區的颶風現象與常年侵襲我國的颱風現象皆是

因赤道熱帶氣旋發展後帶來的自然現象，除強勁的風壓和超大豪雨

外，異常氣壓造成的氣象潮也是一大課題，我國 101 年泰利颱風高

雄市鹽埕區的淹水事件也是起因於暴潮水位抬升導致積淹水災害；

其二災害影響範圍極廣時的應變機制，美國兩次的風災侵襲造成災

害影響範圍遠大於我國數倍的國土面積，當在惡劣氣候持續的影響

下，水情及災情資料如何確保政府及民眾都能得到，我國 98 年莫

拉克風災同樣面臨如此的災害挑戰，偏遠地區的災害資訊無法傳遞

到外援單位，致使大量保全部落錯過黃金救援時間；其三是災害影

響範圍極廣時的復原機制，其中包括基本民生需求供應機能的回

復、交通運輸機能的回復等等，還有一項是災害的重建援助，例如

洪災保險等等。是故本計畫必將詳盡彙整該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

目標，從中釐清有無助益解決我國災害問題的對策及方針。 

美國聯邦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資料主要來自 101 年美國聯邦

緊急管理局的網路公開資料，相較於其他國家美國聯邦的科技發展

依業務不同分散多個單位各自研發，包括有美國國家氣象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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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緊急管理局、美國國家乾旱減災中心以及水資源局，其中我國

有待跟進的發展目標為「洪水預報及預警系統」以及「旱災預報及

預警系統」。 

表2-2.11  美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簡表 

執行單位 發展目標 行動計畫 

*美國國家氣

象局(NWS) 

*洪水預報及預警

系統  

天氣預測 

警報傳遞系統 

*旱災預報及預警

系統  

監測及預報技術 

美國聯邦緊急

管 理 局

(FEMA)、州政

府 

洪災削減及預防

措施  

洪災削減 

- 工程：興建防洪牆等防洪設施及分洪及

洩洪工程。 

 - 非工程：*洪水預報及預警、*洪災準

備及緊急應變方案、*信息傳遞及教育、

建物收購、拆毀及遷移、洪災保險以及都

市排水清淤  

洪災預防  

- 法規修訂、雨洪最佳管理措施、綠色基

礎設施以及低衝擊開發。  

*美國國家乾

旱減災中心  

提出相對應之風

險分析、減災及管

理措施  

旱災監測、預防、規劃、水資源保護、水

資源開發以及旱災風險之降低  

水資源局  
提供足量且安全

之用水  

節約用水相關科技 

水資源調度及管理 

地下水資源利用 

水資源保護(如水庫清淤及水質改善等)  

水資源再利用 

水資源開發(如海水淡化技術等)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檢討及發展藍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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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水旱災科技研究方向 

美國洪水管理的科技研究方向主要可分為洪水預報

預警、洪災削減及預防措施；旱災的科技研究方向主要為

旱災監測、旱災削減以及水資源開發及管理。 

 

1、防汛抗旱訊息觀測與預警 

(1)洪災部分 

美國洪水預報預警系統以美國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為主管機關，其高級

水文預測服務部 (Advanced Hydrologic Prediction 

Service, AHPS)依據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的設備及專業意見，還有長期雨量預測、氣候

預測、雷達觀測資料、衛星觀測資料、水庫洩水資料、

水位流量預報預警系統及專家意見彙整後，再由各地

之預報中心(forecast center)提出洪水預測及警報，並

透過州政府緊急管理中心(state emergency agencies)、

媒體(media)及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的氣象廣

播(NOAA Weather Radio)將洪水預測及警報傳遞給相

關單位及民眾。 

其中水位流量預報預警系統部分，美國重要河川

管理與研究單位提出各種水位流量預報預警模式，如

賽斯寬寒娜河流域洪水預報預警系統(Susquenhanna 

River Basin Flood Forecast & Warning System)，利用

雨量站與流量站所蒐集之即時資料，由衛星傳至國家

天氣中大西洋預報中心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Middle Atlantic River Forecast Center)，預報中心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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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預報結果，透過各州警級管理機構及新聞媒體

等，將即時預測之水位與流量結果傳遞給人民；另美

國賴斯大學德州醫療中心洪水預報系統 (The Rice 

University / Texas Medical Center Flood Alret System)，

透過即時雷達觀測之降雨資料，置入水理分析模式

(HEC-1/HEC-HMS)即時預報河流水位及流量，再由

美國國家氣象局發布。 

美國國家洪災保險計畫（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簡稱 NFIP）是依據美國 1968 年國家洪災

保險法設立的保險計畫，隸屬聯邦政府下的聯邦緊急

應變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簡稱 FEMA），以專案方式承保。需符合 NFIP 規定

進行風險管理步驟之社區才能獲得承保，此處所指的

社區是廣義的，包含了州、郡甚至更小的行政區域。

NFIP 使洪災保險供給僅止於某些實施洪泛平原管制

的地區，做法的著眼點在於社區屬於政府行政單位具

有公權力，因此 NFIP 可直接對其要求實行相關減緩

計畫，同時利用社區費率系統，以費率優惠鼓勵社區

除了遵守最低洪泛平原管理規定外，能更積極採取更

多有效措施，形成保險機制對災害減緩的誘因（高棟

梁，1996：210）。 

 

(2)旱災部分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NOAA)會監測及公

布旱災監測的相關數據，由美國國家乾旱減災中心

(National Drought Mitigation Center)提出相對應之風

險分析、減災及管理措施。因旱災發生之時間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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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較難定義，其災害嚴重性屬漸進式之提升且難以

推測何時結束，與其它災害(如水災、地震、颱風等)

之類型不同，造成旱災之相關災害規劃及分析難度較

高。因此，目前旱災之研究著重於事前之監測、預防、

規劃、水資源保護、水資源開發以及旱災風險之降低。 

美國旱災管理相關研究及執行的成果，以目前缺

水急迫性及嚴重性較高的南加州為例，政府致力發展

並推廣各層級之節約用水技術(包括農業、民生、公

共用水等)、加強使用地下水並提昇水資源調度之彈

性(如 Calleguas Municipal Water District)、進行現有水

庫之水質改善(如 Ivanhoe Reservoir in Los Angeles)、

投資海水淡化技術(如 San Diego, California)。 

 

2、防汛疏散與避難等應變措施 

防汛疏散與避難措施分為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茲

說明如下。 

(1)工程措施 

興建水庫及壩；修建堤防、防洪牆等防洪設

施；排水渠道改建；抽水站；以及分洪及洩洪工

程。 

(2)非工程措施 

洪水預報及預警；建物收購、拆毀及遷移；

房屋防水及就地升高；洪災準備及緊急應變方案；

信息傳遞及教育；洪災保險；政策及法規；美國

氣象局預報之洪水淹沒平面圖；以及都市排水系

統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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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洪災保險 

洪災保險是一種有效運用傳統保險中分散風險以及

風險轉移與理財之工具，引進民間保險業或是由政府強制

保險之支援，使災後重建工作更有效率也有保障。 

美國的洪災保險制度相當多樣化，主要為自願性投

保，但為了減輕民眾之保費負擔，同時也強制保險公司必

須成立共保組織來承保或由州政府提供再保，協助民間業

者降低成本。美國聯邦政府建立的全國洪災保險制度

（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lan, NFIP）為半強制性質，由

政府提供保費補貼來提高投保率，除了全國洪災保險制度

(NFIP)之外，亦有依各別颱風而成立之災害紓困基金。美

國全國洪水保險計畫（NFIP）於 1968 年建立，其後有 81

年以及 82 年之有因安德魯颱風與 Iniki 颶風成立佛州颶

風巨災基金（FHCF）和夏威夷颶風紓困基金（HHRF）。 

美國洪災保險制度亦有非強制性以及具有有減災誘

因之費率設計制度，土壤流失及地層下陷皆包含在承保範

圍之內。 

較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在於，唯美國要求洪災保險必

須與政府的其他防災計畫互相配合，不僅洪災預警系統及

防洪設施計畫仍要持續進行，且緊急貸款措施及救濟需要

適度的配合防災計畫予以降低。同時也要求地方政府配合

土地利用之管制條款，像是洪氾區必須以 100 年洪水頻率

為基準，聯邦土地上之所有建物防洪標準必須比照辦理；

由政府買下位於洪水高風險地區之建物，進行拆除或提高

地基等措施。因此洪氾區之規劃極為重要。 

除提供保險作為聯邦政府對於居住於易患洪水地區

居民之救助選擇方法之外，NFIP 亦提供社區建立有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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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原管理計畫以控制洪水平原之開發並增加抗洪工程

之誘因。（地震保險制度之建立及颱風洪水保險制度之建

立，2004） 

一般產險保單多以全險的方式來承保天災等危險事

故，但唯獨地震及洪水災害不在其中，通常以附加險方式

承保地震險，至於洪水災害則由聯邦政府承保，而政府則

透過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中的國家洪水保險計

畫(NFIP)會指定能夠參與洪災保險之名單及範圍，亦即為

NFIP 洪水控管措施之社區。其中，國家洪水保險計畫

(NFIP) 也規定其建立之淹水潛勢圖（ Flood Hazard 

Boundary Map, FHBM），於防救災業務中，作為一般社區

開發的參考，這樣能夠在建立社區的時候避開洪災高危險

區，降低洪災發生時所造成的傷害。 

 

從國家洪水保險計畫(NFIP)中能選擇的保單分為三

種，且購買者必須居住於洪水管控措施社區內，而該社區

可依照其條件加入緊急計畫或一般計畫： 

 

1、緊急計畫 

國家洪水保險計畫 (NFIP)之緊急階段 (Emergency 

Phase of the NFIP)是指社區加入國家洪水保險計畫(NFIP)

之初始階段，此一階段以低於精算費率之保費提供一定限

額之保險。加入緊急階段之社區通常獲得一張洪水危險範

圍圖(Flood Hazard Boundary Map, FNBM)，且被要求有限

的洪水平原管理條件以控制未來洪水平原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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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計畫 

加入國家洪水保險計畫( NFIP)通常階段之社區通常

被提供一張洪水保險費率圖(Flood Insurance Rate Map)，

並進行一項稱為洪水保險研究(Flood Insurance Study, FIS)

之詳細工程研究。在國家洪水保險計畫(NFIP)之一般階段

下，社區被要求更全面性之洪水平原管理條件以換取更高

額之洪水保險。 

 

因應不同的建築物以及依照一般或緊急情況下，會有

對應的最大保額限制。在緊急情況下，針對住宅與非住宅

地區的保額費率會有所不同，舉例來說，在非住宅地區中

的建築物保險額度費率較一般情況每 100 美元的保額即

可增加 83 美元。美國洪災保險在 100 年 10 月 1 日起，

按區域規劃的改變其平均漲幅為 4%，因應不同的地區、

建物以及投保人本身的條件會有不同的漲幅空間。表中數

字左邊代表基本增幅，右邊表示附加增幅，以單一家庭且

該住宅並無地下室為例，其計算方式為每 100 美元增加

76 美元之保費額度，以此推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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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乾旱指標 

美國旱災監測一般使用帕爾默乾旱指標（Drought 

Information System, NIDIS），以下針對這兩種乾旱指標進

行分析。帕爾默乾旱指標制訂於 54 年，利用溫度和降水

數據來計算水的供給和需求，主要針對長期乾旱監測，其

指標分為七級（如圖 2-2.34 所示），由正 4 或更高數值表

示該區域極度濕潤，負 4 或更低表示該區域極度乾旱。 

 
圖2-2.34  美國地區帕爾默乾旱監測 

美國乾旱綜合信息系統（The National Integrated 

Drought Information System, NIDIS）以土壤性質、土壤水

分及降雨等資料進行分析，並且於每周四上午公布在

http://www.drought.gov/drought/供民眾下載及觀看（如圖

2-2.3 所示）。其中乾旱的強度可分成五個等級，分別是 D0

（ Abnormally Drought ）為異常乾旱、 D1 （ Drought-

Moderate）中度乾旱、D2（Drought-Severe）嚴重乾旱、

D3（Drought-Extreme）極端乾旱、D4（Drought-Exce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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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乾旱；而旱災監測除了界定旱災影響範圍之外，也包

含針對農業區及草原區小於六個月影響之短期監測，及針

對水文以及生態而大於六個月的長期監測。旱災監測之結

果可依西部、東部、東北部等範圍進行展示，提供當日、

上週、三個月前、年初、水文年起始以及去年的乾旱情況

等資訊（如圖 2-2.35 所示），並提供未來一周與隨後五天

的氣象預報，包含溫度、降雨以及旱災指數等資訊給民眾

參考。 

 

 

 

圖2-2.35  美國地區乾旱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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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6  美國各區域旱災監測 

 
圖2-2.37  美國地區月乾旱趨勢圖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20 國立成功大學 
 

四、美國水庫永續經營 

水庫能永續經營之主要目標，是能達到預期的水儲存

空間且延長使用壽命。因此，美國農墾局與美國地質調查

局利用水庫淤積調查信息系統 II（RESIS II）來探討美國

各區域水庫之永續性。不同的地區之水庫會有不同的發展

情況，像是目前新英格蘭（New England）以及田納西谷

（Tennessee Valley）水庫被評估為使用壽命最長，而在密

蘇里河流域（Missouri River Basin），大型水庫壽命較長，

有些超過 1000 年，在盆地的小型水庫預期壽命最短。圖

2-2.38 為美國地質調查局利用水庫淤積調查信息系統 II

（RESIS II）分析美國各地區水庫的沉積物累積調查，利用

河川流域範圍之水資源且結合原始庫容數據，並用圓圈大

小表示水庫沉積物之累積量的多寡。此外，該系統也能同

時算出美國各地區水庫之每年損失庫容率。 

 
圖2-2.38  美國各地區水庫之沉積物累積調查 

 

圖2-2.39  美國各地區水庫之每年損失庫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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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解決水庫淤積所採取的措施包含以下幾點：

(1)制定具體的水庫永續經營計畫(2)水庫影響之經濟考量

(3)選擇最佳的清淤方案(4)利用監測系統紀錄有效的沉積

量並計算庫容損失率(5)持續公開及更新水庫淤積量(6)利

用可靠的模式預測未來流量與泥沙沉積速率(7)針對水庫

永續發展進行可行性評估，另外開發水庫淤泥數據庫及實

施國家水庫科學管理培訓計畫，組成全國水庫清淤團隊，

依照國內水庫情況之嚴重性來依序處理。針對水庫庫容減

少而其壽命逐年縮減，美國當局會進行事先調查，以了解

水庫中沉砂量之分布，再利用隨機動態規劃 SDP 模型來

滿足供水需求與排砂同時進行。其中水庫庫容調查普遍利

用 FALCON 程序來評估一潛在汙染物沉積物之總量。 

一般美國針對水庫排砂所使用的工法主要為二，分別

為異重流排砂（sediment sluicing）以及水壓吸引排砂工法

（Hydrosuction）。美國早年設計的水庫多為土石壩，可利

用壩頂溢洪道排放異重流，將壩前的高含砂渾水排出庫

外，如美國的象山水庫(Elephant Butte reservoir)與胡佛水

庫(Hoover Reservoir)。而水壓吸引排砂工法(Hydrosuction）

為目前美國主要水庫排砂工法，作業程序為利用疏浚船

(Suction Dredge)進行疏浚作業，將抽出之淤泥依粒徑及性

質進行物理性分篩及脫水作業，將原本無用的淤泥進行資

源化處理(如圖 2-2.40)，粒徑大於 200 號篩(0.075mm)以上

的砂可為工程應用，而介於 0.075mm 及 0.020mm 之極細

砂或坋土可做為工程填料。其使用之前提條件須為使用機

械清淤方式與分篩脫水等相關設備，不僅排砂效率高、節

省水資源，且可將吸引之淤泥直接排入河川，適合高水位

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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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0  水庫淤泥資源化處理流程 

  

水力抽泥

送到
處理設備

資源化處理
(分篩及脫水)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23 國立成功大學 
 

2、提供可靠之用水水質 

水庫水質易受到原水濁度上升及水庫中藻類生長而

受到影響，傳統上以化學混凝劑作為降低水中濁度之方

法，然而，化學混凝劑無法處理水中藻類造成之濁度上升、

對人體健康較有疑慮、且不能直接用於天然水體(如水庫、

湖泊、河川)之中。 

化學混凝劑主要可分為無機金屬鹽類如鋁鹽、鐵鹽以

及高分子凝聚劑兩大類，其中鋁鹽主要為明礬(硫酸鋁)及

PAC(多元氯化鋁)，有研究報告指出，如果人體攝取過量

之鋁鹽，可能對腦部神經造成健康上的風險，因此包含美

國在內許多國家都有限制飲用水中的鋁含量；而高分子聚

合物除了可做為混凝劑，也可與無機鹽類共用成為助凝

劑，減少無機鹽類之加藥量和污泥體積，而高分子聚合物

雖然能增加混凝效果，但在國外對它的使用卻有非常嚴格

的限制，其原因為最廣泛的聚丙烯醯胺(PAM)聚合物被認

為會有增加致癌之風險。 

為了克服健康風險並可處理水庫中之藻類，美國近年

來研究並採用以可做為食品及藥品之天然高分子聚合物

作為多功能天然混凝劑，取代化學混凝劑，並可用於如水

庫、湖泊、河川等天然的水體之中。天然混凝劑除了全天

然、可食用之外，亦為可在自然界中完全的生物分解(fully 

biodegradable)，可用於淡水及海水之濁度降低、水中藻類

去除、水中重金屬污染物去除等，因此被應用於集水區滯

洪池高濁度水之處理、淨水場水處理、游泳池、廢水處理、

污染整治及生技產業藻類收穫等用途。以馬里蘭州之國家

商業園區(National Business Park, Jessup, MD)為例，天然

混凝劑用於滯洪池高濁度水之處理；以佛羅里達州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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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里達州交運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已正式採

用天然混凝劑並用於公共建設、採礦業、疏濬業、水處理

等用途；於 Ruskin 水力發電用水庫(Ruskin Hydroelectric 

Dam)，水庫為對環境敏感之鮭魚的產卵之棲息地，以天

然混凝劑將濁度大於 1000NTU 之入流水降至 5NTU 以

下；坦帕國際機場(Tampa airport)之暴雨排洪渠道(storm 

water canals)，渠道的水會流入坦帕灣(Tampa Bay)，坦帕

灣的水質管制標準為 31.43(NTU)，而暴雨排洪渠道平均

的出水濁度為 617，所以採用天然混凝劑以符合水質標

準，並減少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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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MODIS 衛星 

MODIS (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a 

radiometer)又稱為中級解析度成像分光輻射度計，是裝載

在 Terra 和 Aqua 衛星上的感測器。相較於 SPOT、Landsat

等衛星影像資料數量較少的頻道，MODIS 提供 36 個頻

道，不僅可用來作地物調查，更可以針對大氣和海洋上的

遙測需求進行調查，例如其波段資料可用來進行乾旱分

析、環境變遷、洪水與植生變化等等，MODIS 約 1 到 2

天觀看整個地球一次，掃瞄寬度為 2330 公里，具 36 個光

譜頻道，其頻帶介於 0.405-14.385μm，涵蓋可見光、近

紅外光與熱紅外光，並提供三種不同的空間解析度，分別

為 1000m(波段 8-36)，500m(波段 3-7)以及 250m(波段 1-

2)的光譜波段。關於 MODIS 在全球上空的驗證方法，即

選取以站點為中心 50kmx50km 範圍所產生數據的空間平

均，以及衛星過境前後 0.5 小時 AERONET 地基數據的時

間平均進行比較，這種方法僅針對全球尺度，若針對局部

地區則較不準確。而研究表明 MODIS 在可見光至紅外線

波段會因為太陽光照條件、大氣狀態以及傳感器設備校正

等因素受到影響，雖然會與理想情況產生偏差，但誤差仍

在可接受範圍，不影響判讀。 

以 102 年 8 月 29 號過境台灣的潭美颱風為例，圖 2-

2.41 為美國 NASA 的 Terra 衛星利用 MODIS 所拍攝的彩

色影像。而圖 2-2.42 則為在美國愛達荷州以及蒙大拿州

發生火災的照片，為 Aqua 衛星同樣利用 MODIS 所拍攝

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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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1  過境台灣的潭美颱風 

 
圖2-2.42  愛達荷州森林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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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卜勒降雨雷達 

雷達（Radar）是無線電探測（Radio Detection）與測

距（Ranging）的縮寫，使用微波波段的電磁波來探測目

標物的位置、範圍、高度、強度以及移動路線等資訊。在

天氣探測方面多使用都卜勒雷達（Doppler Weather 

Radars）進行信號的發送與接收，可利用信號計算出頻率

差來判斷目標物的相關資訊。都卜勒雷達利用窄帶濾波器

（Narrowband Receiver Filters）減少或消除移動緩慢以及

靜止物體的信號，這可以有效地消除因環境變動所造成的

影響。美國 20 世紀 90 年代在各地安裝多普勒雷達進行

天氣偵測，雷達資訊每 5 分鐘更新，並供一般民眾透過網

頁即刻觀看降雨可能移動路徑。天氣雷達可以探測到 600

公里範圍內的系統，但速度測量的有效範圍為 250 公里。

而低空降雨雷達較原有的天氣雷達有更低的探測高程，最

高以不超過海拔 300 公尺、半徑以 60-75 公里為原則，以

加強氣象探測之準確度。 

都卜勒雷達依照不同的波長可分為不同的類別，其中

低空降雨雷達所使用的波段為 C 波段，波長為 4-8 厘米，

頻率為 4-8 GHz。雖然 C 波段所使用之天線不須太大，適

合用於短距離氣象觀測，但較其他波長更容易使信號衰

減。因此為提高天氣之觀測能力，利用 C 波段雙偏極化

多普勒氣象雷達可降低信號衰減之風險。 

在美國，降雨雷達是用來監測降雨路徑，並且估計其

類型（雨、雪、冰雹等），並預測其未來的發生位置和強

度，並且將降雨雷達所得到之資料，即時放到網路上。現

代降雨雷達大多是都卜勒雷達(Doppler Radars)，能夠檢測

降雨強度和雨水的移動。圖一為降雨雷達地圖顯示當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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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之區域。圖中顯示不同的顏色，分別代表雨（綠色）、

混合雨與雪等的雨水（粉紅色）、降雪（藍色），以方便民

眾利用網頁直接觀看及判讀。 

 

 

圖2-2.43  美國各州降雨雷達判讀結果示意圖 

 

圖2-2.44  美降雨雷達判讀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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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SAR 衛星 

雷達影像不受到天候及時間的限制，成為近年來遙測

的主要重點，而現今有關遙測技術應用於區域水資源調查

及監測，則普遍使用光學式感測器，其中合成口徑雷達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屬於主動式感測，穿透力

強且不受外部環境像是太陽輻射或是雲層薄厚的影響，並

且可以接受反射的雷達波，偵測地表之特性，加上全天候

且 24 小時適用的特點，以及有效估計大多數的水文參數，

其應用已成為該領域不可或缺的技術（Pultz et al., 1996）。

SAR 數據也被用來估算土壤含水量，而土壤含水量與旱

災有直接相關，此外，SAR 影像所收集到的資料可代入

TR20 模式進行洪水預測（Heike Bach, 1999）。 

SAR 利用雷達天線連續對地球表面發射電磁波，並

接收地面物體反射之回波訊號中包含電磁波的振幅與相

位等資訊，系統再將其轉換成時間-振幅訊號以利後續處

哩，並可藉此進行大地測量以及分辨被照射物體之屬性，

如圖 2-2.45 所示。SAR 影像在接收地面物體反射集散射

的回波時，可能會受到相城性斑駁雜訊（Multiplicative 

Speckle Noise）的干擾，造成精確性降低，因此可利用與

光學影像融合，將多方訊息完整利用，其中 SAR 複合技

術可分為下列幾項：SAR 與光學影像融合、多極化 SAR

影像合成、多時相 SAR 影像合成與單極化 SAR 影像彩色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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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5  SAR 雷達運作示意圖(1/2) 

在實際應用方面，美國 NASA 的研究團隊利用南加

州拜特（Southern California Bight, SCB）沿海地區歷史的

SAR 圖像，來監測雨季與海灘周圍的汙染危害程度。 

愛達荷州（Idaho）的博西研究中心（University-Boise 

Center）利用 SAR 影像來觀察西部大盆地的地貌特徵以

及土壤水分含量之變化（N.F. Glenn and J.R. Carr., 2004）。

這種探測方法的原理在於使用至少兩個衛星來獲取同一

區域在不同時間與位置的雷達影像，通過連接兩圖像在拍

攝期間發生的變化可以建立出具有相對高度的地形圖，如

圖 2-2.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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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6  SAR 雷達運作示意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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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動泥砂濃度觀測 

測在美國，橋樑坍塌通常是因河川上游流量的增加，

並夾帶著砂石與淤泥的衝擊力使得碼頭、橋梁等基礎建設

基座發生淘刷，造成每年約數百萬美元的損失。過去泥沙

之觀測大部分為人工觀測，即以現地採樣分析為主，但在

災害發生期間因為人員調度、氣候等因素使得現場監測困

難，因此專家試圖發展一種非破壞性且可應用於河床及水

庫檢測與監控的電磁波時域反射技術（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 TDR），利用水與泥沙混合物之介電常數以

及導電度的高低來衡量水下傳感器附近的泥沙沖刷情況。

該裝置由階躍脈衝電壓產生器（Step Generator）、訊號取

樣器（Sampler)與示波器(Oscilloscope)組成，利用製波器

發射電磁波，紀錄感測導波器因為環境變化所造成的反射

訊號，可得知泥沙運移資訊，以測量該處的沖刷情況。TDR

感應器如圖 2-2.47 所示。 

 

 

圖2-2.47  TDR 感應器((N. E. Yankielun and L. Zabilansky, 1999) 

 

圖 2-2.48 為 TDR 系統在美國帕里亞和（Paria River）

的測試案例，該 TDR 監控系統的安裝緊鄰美國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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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USGS）的探測站，利用探測站之結構作為 TDR 儀器

架設的支撐。該監控系統以每 15 分鐘的間隔連續監測河

流水位與水的電導度，將其接收的信號與電導探針所接收

的信號進行比較，發現在 50 天後之數據差異性逐漸變大，

其發生的原因是因為河川輸砂量的增加，造成 TDR 的探

頭上方沉澱物增加，造成該儀器靈敏度下降。 

 

 
圖2-2.48  TDR 儀器之架設情況（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2004） 

TDR 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如土壤含水量

監測、地下水監測、混凝土裂縫監測等。TDR 的儀器安裝

容易，裝置成本較其他監測方式便宜，但 TDR 的電纜長

度若超過 100 公尺則可能會造成信號的衰減與脈衝分散，

導致降低現場沖刷情況的判別。美國目前正針對不同河川

之泥沙成分變異性以及洪水的破壞力進行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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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海水淡化技術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指出，全球約 20%的人居住

的地區沒有足夠的乾淨飲用水，隨著全球人口每年增加，

到 114 年會面臨到水資源短缺的問題。因此，海水淡化提

供了一個經濟且可持續的淡水生產方式，將產出乾淨的飲

用水提供海洋沿岸乾旱地區的生活用水與農業用水。並且

利用海水溫室的概念，在炎熱乾燥的地區僅利用海水與陽

光，即可種植黃瓜、辣椒與草莓等作物。目前美國的海水

淡化廠主要分佈在佛羅里達（Florida）、德州（Texas）與

加州（California）。 

海水淡化所使用的技術主要為兩種：蒸餾（Multi-

stage flash, MSF）和逆滲透（Reverse osmosis, RO）。蒸餾

為將海水加溫至沸點使海水汽化，海水汽化後水與鹽分

離，鹽被留在加熱箱內，水蒸氣收集至另一個大型槽體，

將其凝聚後再進行冷卻。逆滲透則是利用薄膜將海水進行

過濾，將水及其他物質以膜過濾進行分離，以得到乾淨的

飲用水。目前美國海水淡化技術以採逆滲透技術為主，其

處理流程圖如圖 2-2.49 所示。 

過去十年，海水淡化的推動，已加速膜過濾技術的成

長及設備精進。使用逆滲透膜技術將海水轉化成飲用水的

成本在 50 年代約為每噸水 15 美元，目前已降低為七分

之一，約每噸水 2 美元以下。加州卡士伯市（Carlsbad, 

California），正規劃建立一個西半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廠，

預計 105 年完工，完工後每日可提供 5000 萬加侖（約 18.7

萬噸）的飲用水，一噸水要價美金 1.66 至 1.86 元，雖然

要價約為其他傳統水源的兩倍，但可提供穩定且高品質的

水源。美國加州聖利安卓（San Leandro）的能源公司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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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Inc.（ERI），設計了一種陶瓷設備稱作 PX 壓力

交換機，它能夠幫助海水淡化廠降低成本，以能量回收的

方式，將海水淡化成本降到平均每噸約為 0.46 美元。以

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巴市（Tampa, Florida）的海水淡化廠

（Tampa Bay desalination plant）為例，海水淡化廠每日可

供水 25 萬加侖（946 噸）做為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之水

源，每噸成本約 0.5 元美金。 

 

圖2-2.49  海水淡化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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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造雨技術 

人造雨（Artificial rain）又稱為人工增雨或人工降雨，

為人工誘發或增加降雨，為避免或減輕乾旱造成災害之技

術。一般使用飛機或火箭潑灑催化劑（如圖 2-2.50 所示），

以人工方式，使降雨落於乾旱的農田、增加水庫發電水位

與供水能力。最常用於人工造雨的化合物包括碘化銀、乾

冰與液態丙烷，經由飛機或釋放器噴灑碘化銀或乾冰後，

使化合物在雲中將水汽經由化學反應後凝結，生成液態

水，進而產生降雨（如圖 2-2.51 所示）。美國在乾旱地區

使用人工造雨技術，以增加降雨量，偶爾也會在大型滑雪

場使用，誘發降雪。 

美國已於 67 年簽署國際條約，禁止使用環境改變之

技術應用於軍事目的，目前美國已經有以提供人工影響天

氣的私人企業開始營運。 

 

 

圖2-2.50  人工造雨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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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51  人工造雨流程圖 

 

除局部人工降雨技術，增加降雨量外，近年來，美國

開始研究大尺度之人工造雨技術。美國科學家使用全球氣

候模型，結合實際估計之農業用水量，模擬加州中央谷地

當地與遠程灌溉的影響，發現加州西岸的蒸發散量及水蒸

氣對在西南部的大氣環流有顯著影響，若水蒸氣量增加，

會使區域的水文循環量增加，包括大氣循環中之夏季降水

增加了 15%，進而使得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的

逕流量增加 30%，如圖 2-2.52 所示，目前加州正在中央

谷地區(central valley)處以人工方式增加比平常高出兩倍

的蒸發水汽，隨著季風擴散，進而增加降雨、蒸發以及逕

流，以增加內陸之降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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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52  人為加強水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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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工構造物耐災技術 

94 年 8 月，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的暴

雨和強風破壞了美國新奧爾良州（New Orleans）的防洪

堤，並摧毀了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沿岸，造成 1,800

人死亡，總損失約 1.08 億美元，是美國歷史上損失最慘

重的風災。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事後調查指出，防洪堤因當初防洪規劃設計

不善與後天保養不利，造成潰堤現象產生進而加重淹水情

況，圖一為直升機在下放沙包來阻絕不斷湧入的洪水。爾

後，美國聯邦政府的即時防洪監督系統發現在美國 37 個

州中，約略有 326 個總占地約 2000 英里的水工構造物需

要立即進行修補作業，以免危害居民與財產的風險。 

 

 

圖2-2.53  94 年卡特里娜颶風侵襲新奧爾良州 

 

天然或人造防洪堤都有可能潰堤，最常見的問題是一

個堤防產生缺口。防洪堤的一部分，被石塊打破或者被侵

蝕後所產生的缺口，使洪水湧入被防洪堤保護的區域造成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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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構造物耐災技術主要為減少水工構造物之破壞

發生機率，降低災害呈度，因此美國優先研發評估水工構

造物可能發生災害處之評估技術，評估所採用之技術主要

有：(1)現地及歷史資料分析技術；(2)探測技術。現地及

歷史資料分析技術主要收集及分析以下資料：地質條件、

過去歷史洪水事件、堤防位置之地形條件、人為條件、地

底條件、水工構造物現況及可能侵蝕之條件。審查權責由

水資源部門（DWR）、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美

國陸軍工兵部隊（USACE）以及當地地方政府部門共同

進行相關審查。94 年，由於持續的暴雨，美國加州緊急調

動高達 5 億美元的國家資金（AB142）進行評估和修復防

洪堤。防洪堤進行修復工程前，由於防洪堤之維護涉及到

滲水性、穩定性、侵蝕程度、泥沙沉降率及地震因素等，

先進行堤防分析並由上述各權責單位進行審查。 

防洪堤評估除了上述基本的項目外，美國也正在發展

其他創新的探測技術，以全面了解各水利設施現有的條件

及耐災程度，使得水工構造物能夠延長以及加強防洪作

用，探測技術包含光探測與測距（LiDAR）、水下探測以

及地球物理方法（EM）來進行數據收集。其中 LiDAR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是一種遙測技術，利用雷射

光照亮目標，分析反射光後可測量距離，並使用 3D 方式

呈現，一般可利用於農業、考古、生物學、氣象學、土木

工程與軍事等等。另外地球物理電磁法的調查是利用地面

電導率之差異來進行地表至地面下超過 100 英尺來得知

土壤類型之變化，或得知正在發生的漏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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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低衝擊開發技術 

美國近年開始，採用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技術或稱為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 GI）來減少社區、商場、公共空間、道路及

建築物所造成之暴逕流，增加保護自然的開放空間。低衝

擊開發技術之理念是以人與自然之和諧為主要出發考量，

除了工程上的施工之外更要考慮到環境、人文與生態等系

統之整合，以最大限度之減少對環境的衝擊。低衝擊開發

主要應用在社區及都市之雨水管理上，鼓勵以自然的方式

來減少雨水徑流並增加集流時間，減緩暴雨及洪水所造成

對下水道系統之衝擊，通常以各集水元件相互組合，像是

雨水花園、草溝、綠屋頂、雨水儲集系統、樹盒過濾器等，

且因應不同地區的氣候因子會有不同的參數值，在施工上

會階段性的調整各尺寸與內容物，以確保各元件能夠發揮

最大效用。 

綠色基礎設施的好處可分別呈現在環境、經濟與社會

面上，列表如下： 

表2-2.12  綠色基礎設施之優點列表 

面相 優點 

環境 改善空氣質量、增加休閒空間、有效的土

地使用、改善人類健康、防洪、保護飲用

水源、補充地下水 

改善流域健康、保護或恢復野生動物棲息

地、減少下水道溢流、恢復受損的水域 

經濟 降低硬體基礎建設之成本、維持舊有的基

礎設施、提高土地價值、降低能源消耗與

成本 

社會 建立成立綠道、提供行人與自行車通道、

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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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許多都市規劃的案例之中，通常將綠色基礎設

施與地理資訊系統進行整合，作為發展綠色基礎設施計畫

中決策分析的重要工具，美國也將低衝擊開發納入都市防

災系統的一環。 

 

低衝擊開發主要分為五種型態，每種型態中有許多元

件，其因應不同地理環境以及氣候條件來互相配置，介紹

如下： 

 

一、棲息地（Habitat） 

Urban wild（城市荒野）、Wetland（濕地）、Shoreline

（海岸線）、Wildlife Crossing（野生動物通道）、Riparian 

Corridor（河岸走廊）、Greenbelt（綠地）、Backyard Habitat

（棲息地後院）、Urban Forest（城市森林）、Habitat Corridor

（棲息地走廊）等。 

 

二、社區（Community） 

Park（公園）、Residential Landscape（住宅景觀）、

Workplace（工作場所）、Third Place（First Place: Home、

Second Place: Office；第三空間：以純淨、自然、環保、

人文為主要訴求）、Schoolyard（校園）、Street side Garden

（街測花園）、Public Art（公共藝術）、Intersection Repair

（道路交叉口修復）、Community Garden（社區花園）、

Square（廣場）、Junk Space（垃圾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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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Water） 

Rain Garden（雨水花園）、Bioswale（生物窪地）、

Stormwater Planter（可入滲和淨化雨水逕流的區域）、Wet 

Pond（濕地塘）、Dry Pond（乾塘）、Constructed wetland（構

建濕地）、Gree Roof（綠屋頂）、Cistern（儲水器）、Filter 

Strip（植生過濾帶）、Porous Pavement（多孔路面）、Green 

Alley（綠巷/綠色胡同）、Tree box（樹框）、Oyster filter（蠔

式濾網）、Blue Roof（藍屋頂）、Stormwater Channel（雨

水通道）等。 

 

四、運輸（Mobility） 

Freenbelt（綠帶）、Trail、Complete Street（全方位街

道）、Green Street（綠色街道）、Transit Connection（交通

連繫）、Blue Way（藍道）、Bike Lane（自行車道）、Woonerf

（Living Street 生活街道）、Greenway（綠色通道）、Sharrow

（Shared by both cars and bicycle）、Sidewalk（人行道）、

Bike Box（自行車暫停區）、Pedestrain Street（步行街道）、

Bicycle Boulevard（自行車大道）等。 

 

五、能源與材料（Energy & Materials） 

Wind（風）、Farm（農場）、Waste Landscape（荒野地

景）、Ranch（牧場）、Road Energy（道路能源）、Algal-Power 

Landscape（藻類能源）、Compost（堆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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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例一：雨水花園 

雨水花園是自然或人工的綠地，設置的位置通常位於

該地區最低漥處，利用地勢匯集屋頂或地面的雨水，再利

用較厚的土壤介質層將與水初步過濾，並使其滲入土壤，

增加雨水集流時間，減少排入地下水道的水量。此外，雨

水花園還可以透過合理的植物配置來提供環境中昆蟲與

鳥類的棲息環境，也可有效的祛除逕流中的懸浮固體粒

子、重金屬離子與有機汙染物等物質。下圖顯示了一個典

型的雨水花園的配置。利用粘土，暗渠使雨水花園的設計

提供足夠的排水，並設置暗渠讓雨水能夠排出，以防止洪

水造成淹水情況產生，並在暗渠設計中加入過濾織物來過

濾雨水，增加渠道使用壽命。 

在 Waitakere 市雨水花園的設計中，考慮水質過濾設

計，而該花園能夠容納每小時 25 毫米之雨量，且該雨水

花園表面每畝提供的最大積水深度為 200 毫米。 

 

 

圖2-2.54  雨水花園配置圖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45 國立成功大學 
 

舉例二：雨水儲集系統 

雨水儲集系統（Rain Harvesting or Rain Tank）主要提

供臨時的雨水儲存，儲集系統所儲存的雨水僅供非飲用水

使用，例如沖廁、洗衣以及灌溉水等。雨水儲集系統的體

積和孔出口直徑取決於屋頂的面積、當地降雨量以及該建

築物的使用人口。雨水儲集系統的開口直徑被設計用來控

制流量從屋頂區域的速度，雨水從雨水儲集系統孔排出，

必須連接到排水管網或到 WCC 批准排水口。 

 

舉例三：綠屋頂 

綠屋頂一般指有植物以及土壤介質覆蓋的屋頂系統，

也就是將綠化提高到屋頂上，Osmundson（1999）與 Earth

（2005）將綠屋頂稱作 sky-gardens、vegetated roofs、planted 

rooftops、eco roofs、living roofs、green roofs，其組成主要

分成四項，由上至下分別為：植披層、介質層、過濾防根

層以及排水層，而現今綠屋頂分層會因為不同地區以及不

同的環境而改變。其中植披層使用植物與介質層的厚度與

種類會依照綠屋頂型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綠屋頂與一般屋頂相較之下，能夠改變暴雨逕流量以

及延遲洪峰流量的原因，在於有部分的水量被儲存在綠屋

頂介質層中，由於綠屋頂植物層的截流以及土壤層窪蓄與

入滲的作用，使降雨強度與逕流量降低，排入水道的水量

較能夠不會直接排放至污水下水道，而會因為綠屋頂的配

置使得降雨洪峰產生延遲，減緩下水道可能會處理不及而

導致淹水的可能性。綠屋頂截留雨水與改變逕流曲線的能

力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綠屋頂的組成特性（土壤介質層的

厚度、組成、含水量、植物種類、植披覆蓋率與屋頂的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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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以及該地區氣候狀況（降雨特性、溫度、濕度與風

況等）。 

 

舉例四：草溝 

過去地下水道多以混凝土為建構材質，較難為環境留

住水分，且景觀也因此受到破壞，因此，在大型公園或一

般社區裡可採用「草溝」的方式來取代傳統溝渠設施。草

溝就如同草地的溝渠，在設計上，只要在高程上賦予變化，

在較低漥之草坪設計出雨水的導引渠道，於渠道末端設計

管線收集，如此，不但雨水可自然入滲到草坪中，多餘的

雨水也可統一收集處理，不僅增加地下涵養水分的功能，

景觀也因此能獲得改善；晴天時，富有高程變化的草坪可

作為民眾休閒遊憩之用。 

 

 

圖2-2.55  草溝設計示意圖 

 

舉例五：透水鋪面 

在洪水管理系統中，透水鋪面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功

能，其好處是由於滲透和儲存在基體之內的雨水較不透水

鋪面多，所產生的徑流率和體積也比傳統的路面較小。一

般使用在停車場、人行道或是住宅區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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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56  透水鋪面與不透水鋪面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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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都市防洪對策 

由於都市開發使得不透水面使用增加，像是道路與停

車場等，使得逕流量增加，且導致河床和水工構造物侵蝕，

進而破壞生物棲息地和下游沉積物的增加。美國近年來以

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作為提高都

市暴雨防洪能力之主要技術，此技術可在不修改原有下水

道系統的條件上，將原本設計為 2 年、5 年或 10 年之都

市排水保護標準，提升至 25 年以上，是一種最新的雨水

管理、都市防洪的策略及技術，低衝擊開發主要利用各種

綠色單元像是雨水儲留設施、綠屋頂和雨水花園等分散淹

水風險，且減少不透水表面的設置，除能有效節約水資源

外，並可降低都市洪峰流量，減緩淹水情況，從而有助於

保護水質和水資源的完整性。 

美國環保署（EPA）將履行 LID 施作之政策分為三階

段。第一階段需要進行社區雨水調節以及各地區法規審

查；第二階段為示範區與試驗區之選定、擴大 LID 服務

範圍以及獎勵措施之建立；第三階段為主要都市及運輸計

畫擬訂、雨水費用制訂以及收費折扣訂定等。其中雨水費

用則是因應各住戶財產中不透水面積之大小而需按月繳

交雨水處理費用，詳細數據如表 2-2.13 所示。 

表2-2.13  雨水收費表 

財產種類 不透水面積(sq.ft.) 2013

年 

2014 年 

住宅區 小於 2,000 $3.03 $3.09 

 2,000-3,999 $5.05 $5.15 

 4,000 或更多 $9.09 $9.27 

 任何大小 $2.03 $2.07 

非住宅區 Per ERU,或 3,000 平方英

尺 

$5.0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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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社區之 LID 設計與規畫僅將水集中在區域最低

窪處，如圖 2-2.57 所示，而一般 LID 則標示出所有水流

路徑，分別依照不同流向與地點設置 LID 小單元，像是

雨水花園、草溝、樹箱過濾器與透水路面等來加強地區防

洪作業，如圖 2-2.58 所示。此外，每棟住宅再設置個別設

施像是綠屋頂、雨水儲留系統等來分散洪水風險（如圖 2-

2.59 所示）。 

 

 

 
 

圖2-2.57  LID 大單元設置分佈 圖2-2.58  LID 小單元設置分佈 

 

圖2-2.59  住宅周邊 LID 單元設置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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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歐盟國家水旱災防救科技之發展 

94 年多瑙河等流域之洪災事件造成 181 人死亡與數十億歐元

之損失(CRED, 2009)。96 年英國中部地區的洪水事件，嚴重衝擊英

國，估計損失達 35 億英鎊。99 年 5 月法國南部遭受水災 25 人死

亡 13 人失蹤，此次德拉吉尼昂市受災最為嚴重，共有 12 人遇難。

死者大多是老年人，另有一名 2 歲兒童和一名青年男子。99 年 8 月

歐洲中部德國、波蘭及捷克等三國交界處暴雨成災，位於德國東部

的格利茲區因地勢低漥而被淹沒，加上波蘭邊境堤壩崩潰使得德國

薩克森地區水位高漲超過 5 公尺，事件總計 1400 多人疏散。100 年

多瑙河乾旱，使得下游航運幾近癱瘓。101 年 11 月英格蘭西南多個

郡和威爾士部分地區遭受風暴帶來的突發性洪災影響，已有 816 戶

住宅成為泡水屋，2 人喪生。101 年法國與義大利水災，國內觀光

勝地交通運輸癱瘓，經濟損失極為嚴重。102 年 6 月中歐多個國家，

包括捷克、德國、奧地利、波蘭等國，也遭到 強烈暴雨侵襲。兩個

月的雨量在短短兩天內下完，使得多條河 流暴漲，氾濫成災，造

成至少 12 人死亡。專家表示，這次是 91 年以來，歐洲最大洪災。

德國總理宣布，投入 1 億歐元，約 39 億台幣救災。另外，由於多

瑙河水位 6 號接近高峰位，匈牙利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100 年 5 月遭遇 89 年以來 111 年裏最熱的春天。由于缺少降

雨並持續高溫，地面水分大規模蒸發，因此“土地狀況比 85 年還

要糟糕”。法國共有 54 個省受到少見的幹旱影響。到 5 月 30 日，

法國超過半數的省政府都下令限制用水，7 個省份已經進入旱災警

戒狀態。100 年 6 月英國東部的東英格蘭區一些地方正經歷有史以

來最乾旱的春天，3 月以來，英國西南、東南、中部及威爾斯等地

區沒有下雨，長期陽光普照及氣候乾旱，乾旱氣候也橫掃歐洲北部

地區，法國正計畫撥出 10 億歐元協助農民渡過旱災。101 年 4 月

全英國有超過半數的地區都處於乾旱，這是英國自 65 年以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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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的乾旱。英國官方列為乾旱的地區擴大到西南部及「英格蘭」

中部地區，初步統計，英國有超過 3500 萬人居住在水資源不足的

地區。連續兩個冬天的降雨不足使英國進入乾旱狀態，全國許多河

川水位降到異常的低點，地下水枯竭，農產也欠收。101 年 6 月下

旬開始，就有 4 股副熱帶高壓先後籠罩義大利。熱浪襲擊之下義大

利很多地區都發布了高溫紅色預警，其中 7 月中旬的那次高溫天氣

至少造成了 4 人喪生。義大利全國的主要農作物的産量都將出現大

幅下降，比如番茄産量同比將下降 20%，玉米減産 30%，大豆減産

40%，另外甜菜和葵花籽也將大幅減産。 

歐盟地區不論是國土環境還是國家經貿發展形態與我國皆大

相逕庭，然則高度都市發展地區面臨水旱災害的衝擊課題卻是一致

的，90 年 7 月先是潭美颱風重創南部經貿發展重鎮高雄市，全市

13 萬戶停電及其農漁業損失超過 7000 萬元，同年 9 月納莉颱風重

創北部經貿發展重鎮台北市，重要交通設施北市捷運及台鐵台北車

站淹水，總計 165 萬停電和 175 萬戶停水，工商損失超過 40 億元，

足見都市水患的課題已刻不容緩急待解決。是故本計畫必將詳盡彙

整該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目標，從中釐清有無助益解決我國災害

問題的對策及方針。 

歐盟地區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資料來源參考民國 99 年「歐盟

科研架構計畫(第七期)」，由於地區國家體制的關係，其科技的發展

是一本綱要各國辦理的形式來推動，其中主要的綱要計畫分別為

「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和「EU Framework Program」，各

綱要計畫下值得我國借鏡的發展目標為「水災風險評估」以及「都

市地區水災耐受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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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4  歐盟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簡表 

執行單位 發展目標 行動計畫 

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EU-WFD) 

2000 年迄今  

*水災風險評估 

水災風險指南 

- 初步水災風險評估(已完成)  

- 水災風險地圖劃設(102 年)  

- 水災風險管理計畫(104 年)  

*都市地區水災耐

受度研究  

(CORFU) 

2010-2013  

建立歐盟各國共通之研究分析

方法 

建立都會區水災模型  

強化即時水災災害評估方法  

強化水災衝擊評估模式 

洪水風險管理策略  

廣泛應用研究成果 

EU Framework 

Program 

(*EUFP) 

1984 年迄今  

水資源及全球變

遷研究計畫  

(WATCH)  

計畫考慮全球氣候變遷對於水

資源與水文循環的影響，建立一

套預測水災及旱災之工具  

乾燥的土地研究

計畫  

(XEROCHORE)  

*整理乾旱事件的資料  

*旱災管理技術 

*建立平台分享旱災研究成果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檢討及發展藍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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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盟管理架構與準則 

89 年，歐盟頒布「歐盟水資源工作架構指南」 （the 

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EU-WFD），建立歐盟水資

源管理架構，並統一對水資源相關的品質要求和目標。架

構指南中的水災風險指南（the Flood Risk Directive, FRD）

要求以流域為單元，進行水災風險管理規劃，解決水災風

險管理中預防、保護及準備等各方面的問題，水災預報及

早期預警系統即屬於此部分。 

歐盟國家中洪氾區劃設之標準，不同於美國般採用

「基準洪水量」（base flood，即 100 年重現期之洪水量），

採用三級劃分。歐盟於 96 年 11 月 26 日通過並開始施行

水災管理準則（EU Flood Directive)，其中第六條第三項，

將洪氾區劃設定為三級：高洪水發生機率、中洪水發生機

率與低洪水發生機率。不過各國間的分級方式可能略有不

同，例如英國的分級在一般地區的第一級洪氾區之洪水發

生機率小於年發生機率 0.1% （1000 年一遇之洪水），其

土地利用並不加以管制；第二級洪氾區之洪水發生機率介

於年發生機率 0.1%與年發生機率 1%（100 年一遇之洪水）

間，必須建置洪水預警系統與緊急疏散程序；第三級洪氾

區之洪水發生機率大於年發生機率 1%，並須建立防洪計

畫。至於英國沿海地區，洪氾區域亦劃分成三級，但將第

二級與第三級洪氾區中「年發生機率 1%」改為「年發生

機率 0.5%」（200 年一遇之洪水）。 

歐盟會員國境內，不論是國內河川或跨國河川，均應

符合歐盟水災管理準則規定，落實洪氾管理措施。此管理

準則要求所有會員國進行洪水風險評估、建立災害與風險

地圖、且針對高風險地區訂定水災風險管理計畫，就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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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因、過程機制、影響範圍、衝擊程度進行深入分析，

並考慮未來氣候變化趨勢與環境生態等條件，據以擬定

短、中長期之因應方案，以有效管理水災所造成之災害。

歐盟水災管理準則對於水災風險之管理，採取三階段步

驟，即初步水災風險評估（ preliminary flood risk 

assessment，已於 100 年完成）、水災風險地圖劃設（flood 

risk maps，預定於 102 年 12 月 22 日前完成）與水災風險

管理計畫（flood risk management plans，預定於 104 年 12

月 22 日前完成）。 

水災風險管理的目的是降低水災發生的可能性和/或

水災所造成的影響。由歐盟過往的經驗顯示，有效的水災

風險管理計畫需要包含以下幾項要素︰ 

 

1、預防（prevention）：避免在目前及未來水災易患的地區

內建造新的建築物；應用新的技術並且透過促進適當

的土地利用，農業和林業互相合作來降低發生水災發

生的機率。 

2、防護（protection）：採用各式各樣的手段來降低特定區

域發生水災的可能性和/或其造成的影響。 

3、準備（preparedness）：讓民眾了解可能發生水災，並教

導民眾如何在水災發生時避難。 

4、應變（Emergency response）：建立一個完整的緊急應變

措施。 

5、重建（Recovery and lessons learned）：學習災後如何迅

速地重建，並且將對社會和經濟的衝擊減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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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近年水旱災相關研究計畫 

1、都市地區水災耐受度合作研究計畫 

「都市地區水災耐受度合作研究計畫」(CORFU)計畫，

針對都市水災風險預防及管理進行研究，建立適合都會區

的水災風險評估模式，並探討未來不同都市發展策略下，

所可能面臨之水災風險，進而研擬管理改善建議，以提升

都會區對於水災之耐受度並減緩水災所造成之衝擊。此計

畫自 99 年 4 月正式展開，預計於 102 年完成。其研究主

題有： 

 

(1)與歐盟各國淹水相關之研究計畫，建立合作關係，

保持研究分析方法及其發展之共通性與一致性，充

分整合不同計畫資源，避免重複。 

(2) 建 立 Drivers Pressures State Impact Response 

(DPSIR)模型，用以探討都會區造成水災之原因。 

(3)強化水災災害評估方法及工具，結合即時觀測資訊

與最新技術，建立具一致性的分析校驗流程。 

(4)改進、擴充並整合現有的水災衝擊評估模式。 

(5)分析並強化現有的洪水風險管理策略，包括水災發

生期間之預警系統、緊急應變作業規範、危機管理，

以及水災發生過後的災害損失評估、復原措施與經

驗學習。 

(6)尋求在地方、國家及國際等不同層級應用研究成果

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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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資源及全球變遷研究計畫 

「水資源及全球變遷研究計畫」(WATCH)計畫集合了

水文專家、水資源專家及氣候模型專家，建立一套預測水

災及旱災之工具，用以瞭解全球氣候變遷對於水資源與水

文循環的影響，寄望減少水災與旱災的發生。 

 

3、乾燥的土地研究計畫 

「乾燥的土地研究計畫」(XEROCHORE)主要的目的

為協助歐盟各國按照「歐盟水資源工作架構指南」（EU-

WFD）發展抗旱政策，其研究主題如下。 

 

(1)整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乾旱事件相關的資料。 

(2)針對旱災管理，提供短、中、長程的研究目標及步

驟。 

(3)與非歐盟國家相關領域的專家合作，擴大旱災研究

的範圍。 

(4)建立一個持久的平台分享旱災之相關研究與政策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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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其他國家水旱災防救科技之發展 

新加坡年降雨量達 2,400 毫米，總降雨量達 16.8 億 m3，但因

土地面積小，難以蓄存足夠雨水。新加坡水資源總量為 6 億 m3，

人均分配量僅 211m3，居世界倒數第二位。因此於 50 年和 51 年與

馬來西亞簽署了兩份長期供水協定，供水協定將分別於 100 年和

150 年期滿。新加坡擔心到時不獲馬來西亞續約，嚴重影響新加坡

百業及全民生存，所以解決水資源問題是新加坡政府之首要大事之

ㄧ。 

以色列的沙漠約占國土面積的 2/3，日需水量約 548 萬 CMD，

但淡水供給僅有 438 萬 CMD，不足部分則以污水再利用及海水淡

化補充。全國降水量少且分布不均勻，全國一半以上的面積年降水

不足 180mm，80%的水集中在北部地區，只有 20%在南部地區，但

全國 65%的耕地面積卻在南部。 

隨著近年來的氣候變遷問題，澳洲面臨了前所未有的乾旱和異

常高溫，尤其 89-97 年連續數年的乾旱，造成雪梨、昆士蘭省、伯

斯等地均有嚴重缺水問題，因此東部「昆士蘭」率先將污水回收再

製成飲用水，這是全世界少有的使用循環水源的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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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5  其他國家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簡表 

執行單位 發展目標 行動計畫 

水務局(新加坡) 
環境與水科技研

究計畫 

保護和擴大水資源、雨水管理、

淡化海水、用水需求管理 

水利委員會(以色列) NEWTech 計畫 

1. 提高以色列水技術的出口值 

2. 提高國際企業對其水技術產

業部門的投資 

3. 藉由國際合作促進水技術研

發 

藉由國際合作促進水技

術研發(澳洲) 
國家水行動 

建立具高度保育價值的生態系

統、地下水相關的生態系統及環

境水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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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加坡水資源利用與管理(全文節錄：永續展業發展 NO50 

Jun.2010，作者：周珊珊、李丁來) 

目前該國飲用水水源主要來自 4 類：馬來西亞供水

(importedwater)、本土集水區水庫(local catchment)、新生

水(NEWater)及海水淡化，其中 NEWater 更是新加坡最引

以自豪之處。NEWater 是把回收的污水經過過濾 (或 

membrane bioreactor)、逆滲透、紫外光消毒、加氯等處理

步驟，達至可飲用標準。新加坡原有 Kranji、Bedok(92 年

完成)、Seletar(93 年完成)、Ulu Pandan(96 年完成)等四座

新生水廠投產，每天產量共 26 萬 CMD，而於 Changi 建

造的第五座最大的 NEWater 廠，99 年投產，出水量 23 萬

1,300CMD，屆時 NEWater 將佔新加坡日用水量的 1/3，

成本價為 0.3 新元/m3，售價則從 1.15 新元/m3降至 1 新元

/m3。新生水可作為直接的非人體取用水源 (directnon-

portable use，如工業用水、景觀用水等)，或間接的自來水

來源(indirect portable use，如補注至水庫與河川等)。 

由於從全球水源整合管理之發展趨勢，處理廢水和提

供乾淨飲用水息息相關，因此新加坡政府責成水務局

(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從 90 年 4 月起掌管整個國家

水供應系統，包括保護和擴大水資源、雨水管理、淡化海

水、用水需求管理等。PUB 是各國政府中少數將水務技

術研究與發展納為重要業務計畫中之一部分，PUB 與新

加坡本地及國際合作機構，藉由執行各項 R&D 計畫建立

緊密夥伴關係。PUB 本身是水務技術的最終使用者，也

是水務商機的提供者，其下設有高級水科技研究中心

(Center forAdvanced Water Technology, CAWT)，且自 95 年

開始， PUB 支持「環境與水務產業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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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and Water Industry DevelopmentCouncil)，任

務是積極發展新加坡本地的環境和水務業。目前 PUB 的

R&D 計畫進行方式包括由上游基礎研究、模型場實地研

究、實證示範場設置，逐步循序漸進至建立商品化的實場，

目前聚焦於智慧型集水區管理、薄膜技術、管網管理新生

水處理、水質。圖 2-2.60 為新加坡水資源管理與研究架

構。 

 
圖2-2.60  新加坡水資源管理與研究架構 

新加坡政府並認知到全球水務商機，提出要成為全球

水務樞紐(WaterHub)，因此該國政圖 2-2.60 新加坡水資源

管理與研究架構府提供巨額研究經費給國內業界與研究

單位、爭取國外大企業設立研究中心(如 GE Water、

Siemens 等公司)，並主動協助業界至國外擴展業務。圖 2-

2.61 為新加坡水資源產業帶動策略。新加坡希望在未來十

年內將自身在全球水務市場的佔有率提升到 3%，在 94 年

之前，把水務業的收入提高兩倍以上，達 17 億新元或占

國內生產總值的 0.6%，並製造 1 萬 1,000 份新工作，各

家國際頂尖水務公司前來設立區域總部，新興水務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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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前至少會出現 50 家。目前每年舉辦的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活動，設立”李光耀水源獎”，

並同步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與國際水資源業展覽會，已成

為水科技領域的重點盛會。 

 

 

圖2-2.61  新加坡水資源產業帶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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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色列水資源利用與管理現況(全文節錄：永續展業發展 NO50 

Jun.2010，作者：周珊珊、李丁來) 

以色列規定境內的所有水資源都歸國家所有，必須用

於滿足居民及國家發展需要，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隨意開

採地下水，並責成「水利委員會」作為全國水資源管理的

專門機構，負責制定水政策、發展規劃、用水計畫和供水

配額，以及水土保護、污染防治、廢水淨化、海水淡化等

有關水資源開發與管理的工作。「水利委員會」內設有理

事會，成員中的 1/3 為政府部門指派，2/3 為各用水單位

代表。該理事會重要職責之一是每年決定不同用水戶的配

額，先分配給農業經營者，然後再根據總降水量，分配剩

餘的配額。 

農業用水約佔以色列 70%∼75%的用水，現在以色列

超過 80%的土地使用滴灌節水技術－將水通過壓力管直

接輸送到農作物根部並將肥水結合，因此單位面積耕地的

耗水量大幅下降，水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創造了世界上

沙漠農業的“神話”，也衍生出以色列著名的 Netafim 滴

灌設備公司，產品銷售和服務遍及 70 多個國家和地區，

年產滴頭 300 多億隻，年銷售額超過 2 億美元，占全球灌

溉設備市場總銷量的 70%。 

以色列在污水淨化和回收再利用方面，也居於世界領

先地位。61 年以政府制定了“國家污水再利用工程”計

畫，規定城市的污水至少應回收利用一次。目前，以色列

的生活污水和都市污水再利用率達 100%與 72%，而污水

處理後的水 46%用於灌溉，其餘 33%和約 20%分別用於

地下補注或排入河道，除增加灌溉水源，也能防止海水入

侵。未來將越來越多使用於工業，城市居民最終可能也將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63 國立成功大學 
 

利用再生水沖洗廁所。預計到 89 年，再生水將占以色列

總需水量的 20%，而農業灌溉利用率將達 37%，最終農

業灌溉用水將全部利用再生水。在部分缺水嚴重的城市將

建立二元供水系統，分供飲用水、沖廁所和澆灌花園使用。 

以色列自 49 年代起，就致力於海水淡化技術的研究，

目前有多家公司擁有先進的海水淡化技術和設備。2006

年以色列海水淡化的水量約占總供水量的 5%，預估至

2020 年將達到 20%，如圖 2-2.62 所示。94 年底完工開始

營運的 Ashkelon 海水淡化廠工程，設計產水能力約 33 萬

CMD，由以色列 IDE 公司(50%股份)，法國 VeoliaWater

公司(25%股份)和以色列 Dankner－Ellern 集團(25%股

份)3 家公司聯合組成 VID 海水淡化公司得標，採用改進

型的 RO 技術，大幅降低了能源消耗，淡化水價格約新台

幣 18 元/立方公尺，創造了世界海水淡化價格的新低紀

錄。 

基於水資源的有效管理攸關以色列的命脈，所以以色

列成立了國營 Mekorot 公司，負責水資源管理、海水淡

化、污水處理及再利用、增強降雨及造雨、水質管理、水

安全設施管理、供水工程、洪水控制、SCADA 監控系統

與水相關技術之創新育成。Mekorot 公司並從國營公司走

向商業化及全球水業務發展，與全球知名水務企業在水

質、海淡、水再利用等技術尋求合作及 RD 合作。另外，

以色列於 95 年由工貿勞工部投資促進中心啟動促進國家

水技術產業發展的 NEWTech 計畫(圖 2-2.63)，NEWTech

計畫將以國在面對水源短缺問題所發展的技術，如整合性

水資源管理技術、節水灌溉技術、低成本淨水、水再生及

海水淡化技術、水安全管理技術等，推廣到全球市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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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目標包括：1.提高以色列水技術的出口值：水技術 95 年

出口額為 8 億美元，2008 年 20 億美元，預期 89 年達到

40 億美元。2.提高國際企業對其水技術產業部門的投資。

3.藉由國際合作促進水技術研發。 

 

圖2-2.62  以色列各項水資源管理規劃 

 
圖2-2.63  以色列 NEWTech 計畫實施策略 

NEWTech 計畫推動迄今已經初見成效，已和北京、

墨爾本、布宜諾斯艾利斯、馬德里等水務當局簽署了合作

協定，並與法國 Veolia、美國 GEWater、德國 Siemens 等

國際大型水務公司訂定合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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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洲水資源利用與管理現況(全文節錄：永續展業發展 NO50 

Jun.2010，作者：周珊珊、李丁來) 

澳洲政府對水資源的管理非常重視，澳洲主要負責水

資源管理的是各州及領地政府，而澳洲政府則站在國家層

級上領導及促進水資源改革，因此已在 Ministerfor 

Climate Change and Water (氣候變遷與水資源部)下設置

National Water Commission 主管相關事務，推動國家水行

動 (National Water Initiative) ， 並 委 託  CSIRO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整合其他研究單位執行水資源旗艦計畫

(Water for a HealthyCountry National Research Flagship) ，

尤其優先考量重要生態區的水資源永續發展，如墨累-達

令盆地(Murray-Darling Basin, MDB)。國家水行動包括建

立具高度保育價值的生態系統、地下水相關的生態系統及

環境水會計。此外並推展都市的水資源改革包括持續執行

的 國 家 水 質 管 理 策 略 (National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Strategy) 及 水 效 率 標 章 及 標 準  (Water 

EfficiencyLabelling and Standards, WELS)計畫等。 

以昆士蘭省為例，昆士蘭省東南部 (SouthEast 

Queensland, SEQ)在過去幾年來面臨百年歷史上最嚴重之

乾旱，96 年三座供應布里斯本區域用水之主要水庫，僅

達 17%蓄水量。除乾旱外，SEQ 是目前全澳洲人口增長

速率最快的一個區域，95 年有 270 萬人，預計 115、145

年會增加至 420 及 520 萬，因此昆士蘭政府啟動多項開

源與節流的措施，以解決用水的問題。昆士蘭省水務局提

出幾個方案，包括：1.水源多元化，建造海水淡化廠

(desalination plant)；2.水回收，建立廢水回收廠及回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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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水管網；3.區域聯通輸水管線，以調度水源；4.降低漏

水率；5.組織改造；6.供水重整等方案。 

SEQ 大約有 70%用水為民生用水，在乾旱之前每人

每日用水量為 296 公升，但是經過節水運動、限水措施、

媒體宣傳及民眾配合，用水量降至 126 公升，非常顯著，

其用水量連續一年均符合 140 公升(最嚴重缺水下，每人

每日用水量少於 140 公升，Target 140)的目標。基於節水

成功經驗，昆士蘭省水務局訂定在非乾旱情況下，用水量

為每人每日 230 公升，以規劃其水資源。除前述節流方案

外，尚包括鼓勵家戶裝設節水器具(已有 20 餘萬戶裝設)、

並減少配水管線漏水率等。在開源部分(水源多元化)，包

括鼓勵家戶進行雨水回收，目前約有 36%家戶設有雨水

回收桶，可作為低階用水(如澆灌)之用。 

在整體水資源開發與調度部分，最重要的工程在於水

網格(Water Grid)的成立，水網格為一區域性水調度網，內

容包括組織重整(將原分散各區之供水單位，建立統一調

度機制)、工程建造(包括海水淡化廠興建、不同等級廢水

回收廠與供水管線、水壩建造、跨區聯通管線建造)、管

理策略(包括回收用水等級評定與指引、民眾宣導、價格

制定)等。其中工程部分包括 400 公里管線、兩個新水庫、

現有水庫升級、一座海水淡化廠及三座高級回收水處理

廠。整個計畫經費為 90 億澳幣(約新台幣 2,250 億)，完成

後可以提供額外每天 100 萬噸的水。 

黃金海岸市為擴大新水源已推動 PimpamaCoomera 

Waterfuture (PCWF) Master Plan，包括建置回收水管線與

污水回收處理廠。此計畫目的在確保永續的水資源，因此

建構完整的水循環公共設施，包括：自來水 (drinking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67 國立成功大學 
 

water)、回收水(recycled water)、雨水、暴風雨(stormwater)

與廢水，於此區域規劃配置相對應的管線，以將雨水與回

收水(Class A+)作充分使用，整個計畫目標在減少此區域

家戶的自來水使用量達 84%，主要措施為：1.使用雨水作

為洗澡、洗衣和熱水系統(最小的家戶雨水儲槽體積為

3m3)；2.使用 Class A+回收水作為沖廁與室外使用；3.自

來水只於廚房使用。昆士蘭目前自來水每噸售價 1.8 澳幣

(1 澳幣約新台幣 25 元)、ClassA+回收水每噸售價 1 澳幣

(註：昆士蘭省的回收水(recycled water)可分為五級(A+, A, 

B, C, D)，另有高純度回收水(purified recycled water, 或可

稱為 A++))。 

在法規面，澳洲為了擴大多元化水源，因此先從水質

風險評估的觀點建立 HACCP 程序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優先考量多元化水資源的水質安全

問題，2006 年先公布 Australian Guidelines for Water 

Recycling(Phase 1) – Managing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Risks，接著考量回收水和暴雨水的回用，最

後考量補注至地下水，因此分別通過 Phase 2 -Recycled 

Water for Drinking (97 年)、Stormwaterand Managed Aquifer 

(98 年)、Recharge (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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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歷程文獻蒐集 

2-3.1  水資源永續政策規劃 

過去政府即非常重視水利建設，積極進行水資源開發建設，以

提供穩定且量足質優的生活與產業用水，作為台灣地區經濟蓬勃發

展的基礎。惟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近年來已大幅改變，水資源問題

日趨複雜，於邁向 21 世紀之際，亟需規劃前瞻性與整體性的全方

位水資源政策。而為因應未來台灣地區之水資源供需平衡，水利署

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從 93 年 10 月 19 日到 94 年 3 月 7 日

間共 4 次會議討論之結果，以 110 年為目標年，建立初步之水資源

永續發展理念，以作為未來水資源政策推動之遵循依據。 

今後水資源規劃發展方向，須考量水資源是有限、寶貴的資源，

同時水資源計畫須兼顧水土及環境生態的維護，區域水資源的供

需；因此，必須在天然水資源供給潛能限制與區域整體發展需求之

間取得平衡，如此才能促進經濟、社會、環境之永續發展，達成水

資源的永續利用。 

為達前述水資源永續利用之願景，應體認台灣地區降雨時間分

布不均之特性，各用水標的應配合於豐水季(6-9 月)及枯水季(10-5

月)實施不同用水策略。(註：傳統豐水季與枯水季之區分為 5-10 月

及 11-4 月各 6 個月，5 月及 10 月之降雨量介於豐枯之間，為達永

續利用，此處將其改列於枯水季) 

此外，應視不同區域之水資源供需情勢，採用不同策略。其中

考量台灣地區過去的經濟成長趨勢及衡量未來生活品質的提昇及

產業的發展，台灣地區用水預期仍有持續成長之趨勢。惟為維持水

土及生態環境，水資源不可能無限制的開發，可利用的水資源實為

有限，未來的水源供應觀點宜改弦更張，由往昔以開發來滿足需求

之方向轉變為檢討需求並以有限度之供給為考量。亦即為了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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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對於天然水資源之需求不能再無限制成長，故應推動水

資源開發利用之總量管制。 

此外為了追求水資源的永續利用，考量河川潛能量、未來需求

量、減抽地下水、增加備用水量、水資源計畫開發之期程、地區水

源供需情勢之不同、避免在這一代將天然水資源開發殆盡等因素

後，本署爰建議暫以每年 200 億噸作為現階段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

利用總量管制之目標。惟若節水與產業政策之調整可使供需提前達

成平衡時，也未必要開發至此一上限。(註：已奉院核定正開發中之

水源量，包括寶山第二水庫、湖山水庫、曾文水庫越域引水、高屏

大湖等即已可增加每年約 7 億噸之水資源量，而若以滿足用水需求

成長而擬推動之水資源開發計畫估計，110 年水資源開發總量則較

90 年增加約 15.8 億噸，扣除部分係因提高自來水普及率替代部分

地下水水源量，及配合節水措施與調整產業政策發揮效益後，未來

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利用之上限未必須開發至 200 億噸之上限)。 

另外為因應枯水季天然降雨量有限，應推動枯水季用水零成

長，由政府以政策誘因工具導引擴大節約枯水季天然水資源用水需

求逐漸回降至 90 年之水準(註：平水年 10 月～5 月共 8 個月合計

約 118 億噸，惟若當年水文情況為豐水年時，農業應仍可充分供

水)。 

 
圖2-3.1  水資源開發利用總量管制及枯水季用水零成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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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達成水資源永續利用目標之關鍵有以下幾點： 

 

(1)、枯水季各標的再加強節約用水，且各標的視供水可靠度實

施不同策略(例如用水人自行設置足用 3 天之蓄水池…

等)。 

(2)、枯水季水資源分配須因地制宜調整(例如石門水庫 1 期作

調整)。 

(3)、產業政策需調整以改變用水需求不斷成長之情況 

(4)、由於農業節水後多餘之川流水量若無蓄水設施搭配時，並

無法穩定供應其他標的使用；此外，於節水措施及產業政

策調整發揮預期效益前，亦仍有必要適度以多元方式開發

水源。 

(5)、民眾須具備總量管制之共識。 

(6)、在設定水資源開發利用之總量管制目標後，水利單位之定

位將逐漸轉型為以水資源調度管理為主，其中為避免水庫

淤積影響既有供水潛能，因此改善水庫淤積速率與水庫清

淤之重要性將更為提昇。 

 

所以在水資源開發利用總量管制及枯水季用水零成長之前提

下，建議以「提高用水效率」、「建立水資源總量分配機制」、「適度

以多元方式開發新水源」作為台灣地區未來水資源永續利用之主要

措施。分述如下： 

 

一、提高用水效率 

(一)、節約用水 

節約用水包括生活節水、工業節水、農業節水等，若以成本來

考量可具體推動之行動計畫的優先順序時，分別為①綠建築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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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成本 0 元/噸，110 年之節水量 1.1 億噸/年）→②擴大對廠商

之節水輔導（節水成本 1.64 元/噸，110 年之節水量 0.46 億噸/年）

→③換裝省水器材推動方案（節水成本 8.68 元/噸，110 年之節水

量 2.4 億噸/年）→④自來水事業管線汰換減漏（節水成本 20.10 元

/噸，110 年之節水量 4 億噸/年）。 

至於農業節水之成本單價雖低，然除石門水庫及曾文水庫外，

所節餘之水量尚需搭配新建水利設施，方能發揮穩定轉供其他標的

使用之效果，此外，每年可能節餘之 11.5 億噸水量，有約 6 億噸集

中在東部地區，另約 4.68 億噸則係養殖用水，故多係於地下水管

制區減抽地下水，亦無法移供其他標的使用。因此，建議依農委會

原訂之推動期程，於 100 年之前逐步達成即可。 

(二)、彈性調度 

農業、工業及民生用水互調： 

至於農業節水之成本單價雖低，然除石門水庫及曾文

水庫外，所節餘之水量尚需搭配新建水利設施，方能發揮

穩定轉供其他標的使用之效果，此外，每年可能節餘之

11.5 億噸水量，有約 6 億噸集中在東部地區，另約 4.68 億

噸則係養殖用水，故多係於地下水管制區減抽地下水，亦

無法移供其他標的使用。因此，建議依農委會原訂之推動

期程，於 100 年之前逐步達成即可。 

管網改善： 

桃園於 93 年 8 月因石門水庫原水濁度過高，超過淨

水廠處理能力，而發生大停水事件。若當時能有其它水源

支援，或許可以縮小停水範圍，降低民眾之不便。因此，

93 年 11 月 24 日第 2916 次院會中，水利署已研提「近程

水資源開發及管網改善計畫報告案」向行政院陳報，並獲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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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管理 

區域水資源營運管理系統建置： 

為建構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本署已提出「區域水資

源營運管理系統建置計畫」，預計於台灣北、中、南 3 區

分別設置區域水資源營運管理中心，俾便充分掌握區域內

之水資源狀況，並予彈性調度。 

持續辦理水庫更新改善及集水區保育計畫： 

為充分發揮既有水利設施之功能，本署已提出「水庫

更新改善及集水區保育計畫」，將持續辦理壩體改善、水

庫清淤浚渫及整治集水區改善水庫淤積速率等工作，以加

強水庫大壩、溢洪道及相關設施之更新改善，維護正常營

運及確保下游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此外，浚渫水庫淤砂，

則可以改善水庫水質，恢復水庫容量，提昇防洪蓄水功能

及延長水庫壽命。 

 

二、建立水資源總量分配機制 

水資源開發利用總量管制後，為使水資源充分利用，應將水資

源依其使用價值重新分配，亦即用水標的之順序及用水之時間應予

以合理調整重新分配，才能發揮最大之效益。惟農業用水之產值雖

然最低，但其具有生產、生態、生活之三生功能，亦可補注地下水，

故不宜偏廢，但是否能利用農業用水毋須全年穩定供應之特性，將

其用水時段透過政策誘因工具儘量調整至豐水季使用，以兼顧三生

及補注地下水等功能，並維持農糧生產與農村安定。 

而由於枯水季農業用水不可能全部轉移分配予工業部門，因此

工業方面亦應有相關機制，例如制定工業區用水量交易制度，以利

達到總量管制目標，並給予節約用水廠商實質獎勵。研提高耗水產

業如電子、造紙、石化、食品、紡織、金屬基本之用水因應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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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水資源總量分配機制之建立，影響深遠，須有政策配套以

降低衝擊，例如准許水利會多角化經營並配合徵收水權費以將多餘

水權收回，發放水利會水利小組工資或加班費以利提高農業用水使

用效率…等，均須循序漸進推動，不可貿然實施，以免反彈過於劇

烈，導致反效果，故本項策略須列為長期方案，並考量於枯水季及

缺水風險較高地區先行推動。 

 

三、適度以多元方式開發新水源 

實施水資源開發利用總量管制與枯水季用水零成長之策略，除

應優先實施節約用水、彈性調度及有效管理等提高用水效率之措施

外，若預期各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仍有不足，則應以多元方式(如圖

2-3.2)開發新水源因應。 

 

圖2-3.2  多元化的水源開發方式示意圖 

以海水淡化而言，由於離島地區無其他穩定水源，在遭逢乾旱

時，從本島運水之成本又太高，因此未來離島水資源供應政策上將

以海水淡化補其不足。此外，高科技產業之缺水損失大，因此其對

供水穩定度之要求極高，為避免乾旱缺水之風險，未來政策上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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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為高缺水風險區之高科技產業推動設置不受天候影響之海水

淡化廠以為因應。 

另外，豐水季加強地下水補注則有助於防治地層下陷，並增加

枯水季回用地下水之供水潛能，本署亦將優先針對適合進行地下水

補注之濁水溪沖積扇與高屏溪流域的屏東平原沖積扇進行地面地

下水聯合運用、地下水補注與回用等相關研究。 

人工湖的部分，本署除規劃高屏大湖，並已於 93 年底奉院核

定實施外，亦正辦理桃園大湖、雲林大湖、台南大湖等人工湖之初

步規劃工作，未來若計畫經評估可行，且取得立法院與環保團體之

共識後，將報院爭取經費實施。 

農地回歸水的部分，經初步評估認為桃園大圳第 9～12 支線有

開發農業回歸水之潛能，未來本署將繼續辦理規劃，使水資源利用

效率進一步獲得提昇。 

再生水的推動部分，本署未來將結合污水下水道系統加強其污

水的回收再利用，惟再生水在水價尚未合理調整前，民眾或廠商之

接受度較低，因此現階段將先規劃朝提供保育用水的方向努力。 

雨水收集貯留部分，則將分新建建築物與既有建築 2 方面同時

推動。在新建建築物方面，將配合新修訂之建築技術規則，訂定建

築物雨水及污水再生利用水質標準；在既有建築方面，將以公有建

築物為優先示範推動對象，藉由政府以身作則之宣導效果，提升民

眾使用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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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水資源開發及管網改善計畫實施經費及期程概估(94 年) 

區域  計畫名稱 辦理情形 實施期程 總經費 
94年前

已投資 

94年以

後尚需

投資 

北部

地區 

水 源

開發 

寶山第二水庫 施工中 87～94 103.28 84.28 19 

桃園大湖 規劃中 95～100 145 0 145 

桃園海淡廠3萬噸 規劃推動中 待定 46 0 46 

西勢水庫加高 已規劃 待定 9.8 0 9.8 

設 施

更 新

改善 

石門水庫分層取水工程 待規劃 94～97 15 0 15 

石門水庫增設第2後池工程 待規劃 94～99 10 0 10 

石門水庫增設排砂設施工程 待規劃 94～99 5 0 5 

石門水庫上游增設攔砂壩工

程 

部分待規劃 94～98 4 0 4 

彈 性

調度 

桃竹雙向供水改善計畫 待規劃 94～95 0.81 0 0.81 

板新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工

程 

規劃中 94～97 58.4 0 58.4 

中部

地區 

水 源

開發 

湖山水庫 施工中 91～97 162.44 20.2 142.24 

大甲溪八寶堰及豐原淨水廠

沉澱池 

待建 94～100 142 0 142 

麥寮人工湖 規劃中 96～100 56.2 0 56.2 

烏溪大肚堰 規劃中 96～101 54.7 0 54.7 

雙溪嘴攔河堰 規劃中 95～99 44.1 0 44.1 

雲林大湖 規劃中 97～103 321.2 0 321.2 

天花湖水庫 規劃中 95～101 167.1 0 167.1 
設 施
更 新
改善 

鯉魚潭水庫發電取水口設置

第2管路 

待規劃 96～98 3 0 3 

彈 性

調度 

鯉魚潭淨水廠至苗栗地區送

水管 

待建 94～98 19 0 19 

林內淨水廠前處理設備 待建 94～95 4.1 0 4.1 

南部

地區 

水 源

開發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施工中 92～101 212.92 3.5 209.42 

高屏大湖 推動中 94～103 126.4 0 126.4 

台南大湖 尚未規劃 97～103 310 0 310 
設 施
更 新
改善 

阿公店水庫更新改善 施工中 87～94 75 60.2 14.8 

恢復啟用曾文淨水廠 待辦 94 1.1 0 1.1 

水 源

調度 

大林淨水廠增設加壓設備及

增埋管線工程 

待建 94 0.4 0 0.4 

水上淨水廠至嘉義市連絡管

輸水瓶頸改善工程 

待建 94 0.9 0 0.9 

鳳山厝至岡山聯絡管工程 待建 94～95 3.1 0 3.1 

合計     2,100.95 168.18 1,932.77 

(階段性統計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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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計畫期程的推動，研擬相關之配套措施如下： 

 

(一)、產業政策應適當調整 

(二)、水權制度應適當調整 

(三)、相關法令應配合目標作適度修正或增訂 

(四)、水價合理化為達成目標的重要配套條件 

(五)、政府財源應適時配合 

(六)、透過教育及宣導，使民眾具備總量管制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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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人造雨技術發展長期策略擬定 

台灣地區顯著的災變天氣現象除了颱風、寒潮及梅雨外，還有

乾旱。由於降雨量有很大的逐年變化以及年內降雨時間分配不均，

若正常雨季因短期成長期的氣候變化而缺水，則極易造成整年的乾

旱。乾旱問題與其他天氣災害問題主要不同之處在於乾旱之嚴重性

受人為因素影響甚鉅。除了土地開發所造成的水土保持問題外，民

生、工業用水隨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之急速增加也會使得缺水問題

更加嚴重。台灣地區由於經濟、人口的成長不稍遲緩，在可預見的

未來，乾旱問題只會日趨嚴重。 

對乾旱問題的處理，除了建水庫與其他水資源管理方法外，人

工增雨也廣為世界各國所採用。目前全世界約有 25 個國家從事人

工增雨計畫，以增加降水量，抒解旱象或增加水力發電之收益。計

畫數最多者為美國，其 82 年人工增雨（雪）之活動便有 33 件，但

大多數為私人營利公司所為。中國大陸在人工增雨方面計畫數僅次

於美國，其一年投入經費超過 8000 萬人民幣 (陳等, 1995)。以色

列也自 49 起至今進行了 40 餘年有長期規劃的人工增雨作業以及

基礎研究，每年平均一百餘萬美金的總經費中，約有 25%係花在人

工增雨的基礎研究上。 

台灣也有 50 多年的人造雨作業紀錄。自 40 年來，我國空軍及

台灣電力公司即長期在台灣地區進行空中人造雨作業，但其使用方

法及設備不夠精確與自動化，難以掌握成效。同時，其人造雨作業

多是在「需求乾旱」（即水庫儲水已嚴重不足）發生後才進行(柳與

劉, 1981)。然而人工增雨應在有雨時再增加降水量方才有效率，在

「需求乾旱」之時也往往是最不適合造雨的時候 (AMS, 1992)。中央

氣象局自 81 年後開始接手進行人造雨作業，以協助省政府在水源

上游區增加降雨。由於缺乏設備及經驗，因此採取付費聘請北美氣

象顧問公司來台進行人造雨作業。一般私人顧問公司人造雨作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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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著重在利用其經驗及設備選取適合造雨的時機及地點進行作業，

但缺乏雲物理觀測及資訊，因此對雲內微物理條件均不得而知。此

外其作業效果評估僅採取不甚嚴謹的一般統計分析，更缺乏物理與

化學證驗方法，以區別人工效應與自然變化。缺乏嚴謹的科學證驗

及評估方法極可能對人工增雨作業的進行造成傷害。 

水利署自 92 年邀請氣象及水資源學者專家，成立「經濟部水

利署人造雨研究工作小組」，並恢復進行空中及地面人造雨作業，

修復、更新造雨器材、及研發自動點火之地面造雨器等工作。但整

套作業尚缺乏科學研究為基礎，也缺乏客觀評估與驗證的程序，致

使台灣地區人造雨作業不但難以確認成效，更不易精益求精，求得

最佳化的造雨技術。本計畫擬針對台灣地區人造雨技術的發展，吸

取先進國家造雨經驗與移植造雨技術，提出一長期策略，建立作業

的流程與成效評估模式；同時也推動國內相關的基礎研究，以使人

造雨作業技術生根，有效加強人造雨作業成果，期使人工造雨成為

台灣地區水資源供應計畫的一環，以紓解供水壓力。 

經 93-95 年計畫研究已總結國內人造雨各個面向遇到的課題，

針對各項課題建議人造雨研究需要由政府機關進行長期性計畫，以

持續的進行科學研究，包括：雲及降雨之微物理機制、雲動力、雲

模式及種雲。進行這些研究必須同時模式模擬、研究分析、觀測計

畫均衡的進行，不能偏重於某個方面，方能降低對於人造雨種雲效

果的不確定性。其策略如下幾項重點： 

(1)、應用最新的觀測技術以探究及瞭解雲微物理結構 

(2)、改進雲模式中雲及降雨的物理機制 

(3)、改進及應用電腦運算及資料同化能力 

(4)、應用現有設備、研究單位之間的合作 

(5)、種雲技術的持續研發 

而在整體的長期發展策略規劃上，則有以下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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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水利署下設置一專司造雨作業之單位 

(2)、進行長期造雨作業，並統計評估與物理化學評估，評估單

位應與作業單位分離 

(3)、長期進行造雨研究與作業（作業與研究並重） 

(4)、持續引進與自行發展造雨技術及設備  

(5)、造雨作業以飛機空中作業為主，其他空中作業與地面作業

為輔  

(6)、對台灣地區之雲物理條件進行更深入之調查 

 

 

圖2-3.3  人造雨辦公室運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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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 

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是為滿足我國水資源科技發展需求，

對「水資源」採最為廣義定義，包括水、土、林及海洋等，亦即舉

凡與自然資源利用或與生態保育相關之業務皆屬本研究水資源科

技發展之範疇。以水資源水體所存在之位置而言，包括傳統一般陸

域水資源（地面水、地下水）、海域水資源及大氣水資源；水體存

在之集水區範圍則包括市區、郊區及山區。倘以水資源科技發展主

軸而言，包括有保護復育、經營管理、產業發展以及災害防救。其

中，並以集水區之保育保護來作為源頭減災最主要手段，而災害防

救則是以應變復原為主軸，如圖 2-3.4 所示。 

 

 

資料來源：98 年水利署「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之規劃」 

圖2-3.4  水資源科技發展架構及內涵研擬之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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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3.5 所示，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對於水資源科技發展所

著重之目標共有五大項目，分別係治水、利水、保水、親水及活水，

並依此五大項目定訂水資源科技發展之重點架構，分別係「水資源

經營管理」、「水資源保護與生態保育」、「水資源科技應用及產業發

展」、「災害防救與管理」以及「計畫執行與考核」等五個發展面向。 

 

 
資料來源：98 年水利署「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之規劃」 

圖2-3.5  水資源科技發展之重點架構 

策略部分則著重於政府組織再造、水資源相關法條之檢討與政

策落實、整體治水規劃、水庫與保水措施之管理與執行、加強河川

流域及海岸環境改善與管理、水科技發展與國際合作交流等，茲分

別詳述如下。 

一、目標－水利署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之目標 

1、治水－推動流域綜合治理，降低淹水災害損失。 

2、利水－加強多元水源開發，確保水源穩定供應。 

3、保水－整體保育水土資源，維護水文循環體系。 

4、親水－落實水岸環境改善，營造生態親水環境。 

5、活水－推廣回收再生利用，促進水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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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水利署推動經濟部水利相關策略 

1、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健全中央與地方水利行政體系，

整合河川流域管理事權，建構一元化水利組織。 

2、通盤檢討修正水利法、自來水法、溫泉法及加強相關

法規，有效落實水資源政策。 

3、整體規劃流域綜合治水，發展颱洪防災新技術，建構

完整洪水防救災體系，減免旱澇災害損失。 

4、加強需求面管理，建立節水型社會，落實區域水源調

度機制，強化旱災應變措施，推動水源多元化開發，

確保水資源穩定供應。 

5、強化水庫集水區治理與管理，落實水源保護區保育與

獎勵，加強雨水貯蓄及入滲，增進保水機能及地下水

源涵養，重建水文循環體系。 

6、加強河川流域及海岸環境改善與管理，促進河川水流

及生態正常機能，結合地方歷史文化特色與社區總體

營造，創造河川海岸魅力及親水環境。 

7、推動水價合理化，發展知識型水利產業，提升民間參

與水利建設誘因，促進水利事業多角化經營。 

8、加速推動水科技發展與國際合作交流，提升水旱災害

防救、河川與海岸環境改善及水利產業等技術發展，

推廣水資源教育宣導，促使國民認識水資源。 

 

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對於水資源科技發展之重點架構，分別係

「水資源經營管理」、「水資源保護與生態保育」、「水資源科技應用

及產業發展」、「災害防救與管理」以及「計畫執行與考核」等五個

發展面向來進行研擬，其中「災害防救與管理」部分主要發展重點

以及各重點之工作要項如下表 2-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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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災害防救與管理之主要發展目標及工作要項 

發展目標 工作要項 

A. 

基本水文資料 

分析技術提升 

1.系統整合平台之通用性與擴充彈性強化 

2.發展以「地球科學系統」為架構之大氣-

水文-海洋耦合數值模式 

B. 

環境水域 

經營管理科技化 

1.應用衛星遙測技術 

2.運用遠端監視設備 

3.建立整合性河川管理模式 

C. 

水文定量預報能力提升 

1.精進雨量預報技術 

2.強化海象觀測與預報技術提升海象預報

能力 

3.提升降雨資訊即時研判分析 

D. 

強化天然災害 

預警應變能力 

1.強化水災預報技術 

2.建構水理及水文分析數值模式指標示範

問題 

3.建立水理及水文分析數值模式之驗證規

範 

4.發展短中長期缺水趨勢指標 

5.土石流災害預警 

E. 

災害潛勢繪圖 

及相關技術發展 

1.精進洪氾或災害高精度潛勢圖製作與應

用 

2.發展防災暨資訊加值產業 

3.強化積淹水模式技術 

4.不同特性地區淹水災害原因探討 

F. 

防救災技術 

及應變能力提升 

1.提升決策支援系統功能 

2.強化防救災器材調度 

3.精進災情研判分析 

4.防災設備研發 

5.發展海岸侵蝕災害應變能力 

6.發展地層下陷災害應變能力 

G. 

水環境與氣候變遷 

因應措施 

 

1.全球氣候變遷衝擊效應評估 

2.全球氣候變遷衝擊因應對策 

3.全球氣候變遷防洪策略與海岸防護對策

調適 

4.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政策評估決策系

統 

5.人工影響天氣減災技術發展 

資料來源：98 年水利署「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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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已於 101 年完成架構修正，其修正內

容如圖 2-3.6~2-3.10 所示，共分為 5 大發展面向及 18 項重點策略。 

 

圖2-3.6  101 年修正後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架構(1/5) 

 

圖2-3.7  101 年修正後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架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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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8  101 年修正後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架構(3/5) 

 
圖2-3.9  101 年修正後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架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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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0  101 年修正後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架構(5/5)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87 國立成功大學 
 

2-3.4  公共給水質量提升與管理科技發展計畫 

為維護我國自來水水源之水質安全與水量豐沛，防止貽害水質

與水量之開發行為發生，目前全國已劃定 113 處自來水水質水量

保護區。由於地狹人稠及自然條件特性限制，加上近年生活水準持

續提升，工商日益發展，對於土地所能提供需求亦隨之提高，使得

保護區土地使用產生若干不符合該區法定使用之情形，不僅破壞水

土環境、降低水源涵養能力、增加土壤沖蝕量，以致污除了自來水

保護區的水土保育和開發限制問題之外，自來水水質亦面臨了傳統

處理程序功能有限、營運管理組織體系不健全、配水系統安全性與

穩定度待加強等問題。 

公共給水未來除持續滿足用戶「量」足要求外，亦須符合「質」

之需求，本計畫期在兼顧經濟繁榮、社區發展和生態平衡的永續發

展原則下，配合國家整體水資源開發以滿足民生、工業用水之需求，

同時結合科技研發計畫，以達到提供乾淨安全之供水品質，確保水

資源永續使用和提高供水效率之目的，創造全民優質生活之契機。 

 

 
圖2-3.11  公共給水質量提升與管理科技發展計畫架構圖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188 國立成功大學 
 

一、研發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保育管理技術 

隨著經濟型態改變，工業化、精緻農業發展與人口增加後，使

水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之議題更顯重要。若上游水源環境保育成效

良好，可減少下游淨水處理成本，並降低設備折耗機率。故未來在

水資源的決策上，應該於水資源開發利用、經濟發展及環境生態保

護之間取得平衡，方能保證區域水資源永續利用。進行水質水量保

護區效益評估方法之優劣適用性分析法之優劣適用性分析，並將國

際新興保育措施方法，如低衝擊開發，導入現有水質水量保護區的

管理措施中，除能夠對區域水資源永續利用現況進行評價，發掘問

題癥結外，並以水資源永續利用為目標，制訂、規劃合理政策，以

期達到(1)提升國民福祉；(2)促進國家長期發展；(3)確保水資源永

續利用之目的。本項群體計畫之首要內容將著重於水源保育區之議

題，因此擬定以下行動方案： 

 

(1)、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管理措施探討與研究 

(2)、集水區防砂壩及橫向水利建造物除役對水環境復育先期

研究 

 

二、研發公共給水水質處理相關技術 

淨水處理技術之發展會隨時代背景而變動，諸如水源水質問

題、醫學評估證據、水質鑑定分析技術、飲用水水質標準、設置費

用等因素，皆會促使淨水處理技術逐步改善與提升。最適水質處理

技術應視原水、清水品質、處理成本、環境影響、法規等因素予以

調整。為有效提升淨水成效，須從水源區之污染、水庫藻毒監測改

善技術提升著手，同時，透過水質監測系統之輔助及對淨水過程進

行監控，以了解當地水源水質基礎條件、污染程度，進而有效控制

水質之變化，掌握淨過程之水質情況，保障民眾用水權益。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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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之淨水場管理制度與自動化系統，有助降低水質污染風險，提

高供水效率。即使自來水於離開淨水場時，其水質符合安全衛生標

準，又鑒於整體給水系統中，水力與水質條件係複雜且容易變動的，

因此為了能迅速了解這些條件的變化情形，建議可設置一套完整的

電腦模式，並透過國際技術交流合作及專業人員培訓等活動，以期

提高整體給水效益。有鑑於此，而由以下相關面向進行研究開發： 

 

(1)、公共給水高級淨水處理程序之薄膜技術建立 

(2)、淨水場供水水質改善最適對策評估研究-以金門自來水廠

為例 

(3)、藍綠藻應變與監控技術提升研究 

 

三、研發公共給水工程設備及材料改善與技術 

自來水給水作業包含原水、淨水、供水三階段，而各流程之工

程品質對水質可謂息息相關。當自來水進入供(配)水程序後，由於

管線本身之複雜性以及維修難度高，將威脅自來水水質之安全性，

因配水管線多橫跨各區並埋於地面之下，無論是檢測亦或修繕上，

皆較為困難，此也造成自來水事業體之漏水率偏高，影響給水收益。

因此，為維護配水管線，確保水質安全，宜特別注意漏水地點之偵

測與修護、水管生物膜抑制與去除、管線餘氯保持及舊配水管之更

新或抽換。而有鑑於國內天然環境處於易發生地震災害之地區，並

且管線老舊比例高，關於給水工程及管線系統之耐震亦有必要持續

進行改善與研發，將針對以下事項進行探討： 

 

(1)、提升水量計功能強化用水管理之育成計畫 

(2)、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漏水改善及配水管延壽技術育成與

策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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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公共給水震損評估與管材耐震測試環境之規劃研究 

 

四、推動公共給水營運與風險管理機制 

根據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研究小組指出，亞洲國家受到聖嬰

現象以及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未來發生颱風、洪水、乾旱等極端

氣候型態之機率將相對增加。且因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亦使

沿海地區面臨洪水威脅、排水困難、海水入侵、土壤鹽化等問題。

而隨此些氣候異常現象加劇，亦使水資源調配與規劃、緊急應變機

制等議題更顯重要。且因新水源開發不易，若可藉由提升自來水事

業體之營運績效、改善設備效能等措施，或可有效降低缺水危機。

由改善給水流程、水源調度等供給面項目，固然有助減少缺水風險，

惟仍需仰賴民眾配合，方可確切促進整體水利事業之發展。由多方

面角度切入，將針對下列議題予以研究： 

 

(1)、興污染物監測、評估、處理及風險評估之研究 

(2)、自來水事業永續經營之水價策略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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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水環境與生態科技計畫 

早期台灣的河川治理，著重於防洪堤防之興建，其目的在於束

範洪水以擴大保護面積。台灣目前能有此安定的生活環境，高度的

經濟發展，應歸功於這防洪工程的興辦。隨著社會進步，國民生活

水準的日益提昇及都市的急速發展，民眾對於休閒空間的需求日

增，綠美化河川高灘地以作為休閒遊憩場所，提供民眾親水活動空

間，遂逐漸成為河川整治的另一重要目標。近年來，更隨著全球性

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提昇，台灣產、官、學、研界，各級民意代表

及社會大眾，皆認為河川整治工程，除要達到防災之安全效果外，

更應兼顧生態與景觀考量。因此在規劃洪災防治措施時，避免施以

突兀的工程設施，破壞環境景觀或生物棲地，進而在整個生態環境

得以穩固健全的前提下，昂首邁向永續發展之目標。 

有鑒於水利署目前在執行河川、水庫集水區及海岸等工程，其

生態保育技術仍未臻完善，生態工程實務與理論間尚有差距，因此

有必要發展生態科技，使各項工程計畫得以兼顧生態、環境與人文，

並在生態與安全並重的原則下，全面推動生態工程。在計畫推動上，

藉由生態基本背景之調查，配合生態環境復育技術之研發及生態工

程與材料研究，同時透過河川水質淨化計畫，改善河川水質污染，

使傳統河川與海岸之各項整治計畫，除安全層面外，得以兼顧景觀、

親水、游憩與生態功能目標。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效應，及早評估並研擬其在河川防洪、海

岸防護、水資源調配及淹水災害防治等面向之因應對策，並研擬必

要之調適策略，乃及早辦理相關前瞻性之研究與規劃等因應計畫。

有鑑於此，乃研提本水環境與生態科技四年期中長程中鋼計畫，期

使水利署所辦理之各項河川、水庫集水區及海岸工程等，早日達到

兼顧景觀、親水、游憩與生態等多功能目標，進而邁向永續發展之

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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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岸生態工程實務手冊彙編 

目的在充分瞭解國內外海岸生態工程之發展現況，促進國內海

岸工程應用生態工法之發展，並參酌國內外近年海岸生態工程在規

劃、設計、施工、維護及管理等階段實施經驗，導入「永續工程」

概念，彙編成符合國內海岸環境及實務需求之「海岸生態工程實務

手冊」，俾供水利署相關單位與人員於後續在辦理海岸生態工程時

能有統一依循。 

 

二、滯洪池之功能檢討與管理評估 

近年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於沿海地勢低漥區設置多處滯

洪池，以改善低窪地淹水問題。但在滯洪池陸續完工後，除主要防

洪功能是否能有效發揮外，是否兼具其他水資源利用、地下水補注、

景觀、遊憩、生態保育、教育及社區營造等功能潛力，及滯洪池操

作及管理維護上是否有其困難等課題皆值得探討。因此以滯洪池功

能檢討及管理評估為主要研究課題，針對國內已完工滯洪池案例，

進行研究並透過案例蒐集、現勘及訪談調查成果修正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於 95 年完成之「滯洪設施規劃設計參考手冊」，強

化其後續操作維護管理作業內容，研訂滯洪池規劃設計及管理參考

手冊(草案)，期望透過滯洪池規劃設計及管理之標準作業程序之建

立，可供決策者、規劃設計者及管理維護者參考。 

 

三、沿海低地環境改善之研究 

目的在探討生態養殖是否有提高養殖漁業用水效率之效益，並

評估是否具推廣之可能。於嘉義沿海低地魚塭區實地設置生態養殖

試驗區，合理、活化利用低地排水區魚塭，以營造較自然的魚菜共

生生產環境並探討養殖用水效率，瞭解沿海發展魚菜共生與水資源

之利害關係，作為地層下陷區之產業發展之參考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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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域排水生態廊道規劃之研究 

區域排水跟民眾生活空間與生產活動交集廣泛，對於區域排水

生態廊道的規劃設計，若僅考量局部結構物改善的工程措施，恐無

法滿足水陸空域各種生物生活史的多樣性需求，因此定量探討區域

排水的生態廊道特性、功能及其與周邊環境因子的關連性，並針對

生態廊道橫向、縱向、面向提出工程及非工程措施的建議，進行整

合性的研究，以利提供未來區域排水整體治理規劃及管理參考依

據，並促進區域排水周邊發展及提高民眾生活品質，達到與環境共

存共容的目的。本計畫以中部地區的區排為例，利用區排生態廊道

概念，進行柳川、旱溪、港尾子溪規劃設計，完成檢討現有區域排

水生態廊道面臨問題，提出區域排水生態廊道規劃設計的工程及非

工程措施，並建立生態廊道評估模式、維護建議及管理評估方法，

提供各權責單位短、中、長期之生態廊道實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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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 

有鑑於全球頻仍發生氣候異常徵兆之趨勢，未來水文環境變化

仍具高度之不確定性，我國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調適作為部份，亦

將投入龐大資源，以提昇系統性之適應彈性措施。為建構免於災害

恐懼、高品質生活環境及人性化永續發展生活空間，全面及完善之

水文資料勢必不可或缺，經濟部爰研提「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

畫（99 年～103 年）」，作為未來 5 年水文觀測業務發展與實施之依

據，俾利水文觀測業務及水情資訊多元應用等工作之長期性持續推

動，進而提供水資源永續經營之基礎資訊，改善河川環境及強化防

災減災，營造自然健康水岸環境，以邁向符合前瞻性與長期性國家

施政所需之水文多元資訊環境。 

前期計畫為「台灣地區水文觀測現代化整體計畫」，核定實施

迄今，悉依原規劃期程推動水文觀測現代化之相關工作。由於各項

執行策略方向正確，於所揭櫫之計畫目標已有具體成效，並逐步達

到改善現有水文網具科技化，掌握基本水文狀況，支援水資源調配

利用、災害防救及防災預警等決策需要。然而，在「台灣地區水文

觀測現代化整體計畫」實施即將屆滿之際，面臨未來國家發展及重

大施政需求，全面及完善之水文資料勢必不可或缺，因此延伸過去

實施計畫之成效，同時前瞻地、巨擘規劃出下階段國家所需之水文

環境基礎建設，方能及早因應全球性之衝擊與挑戰。茲就現階段及

未來發展可能面臨之重點課題，分別就需求面、管理面及技術面等

進行評析如下： 

 

一、需求面 

(1)、科技防災需求 

(2)、提供精緻化水資源調控管理之水文加值資訊需求 

(3)、水質水量保護及環境生態保育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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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面 

(1)、水文站網後續之維護及長期性營運管理之問題 

(2)、水文資料傳輸系統之穩定、速率及後續汰換之問題 

(3)、水文觀測人力、資源短缺及人才培育之問題 

(4)、水文資料種類、數量遽增，品管維護不易之問題 

三、技術面 

(1)、因應氣候變遷下之水文環境監測、水文設計及預報方法之

調適改善 

(2)、颱洪時期高流量之觀測技術問題亟待突破 

(3)、氣象、水文科技研發及本土性技術之革新改善 

 

為整合有限資源，延續並發揮前期整體計畫之功效，滿足未來

國家發展與施政需求，茲訂定此計畫之 3 大目標為： 

 

一、深耕水文觀測業務根基，發揮站網功能，確保資料品質。 

二、厚植水文資訊加值服務，強化預報能力，降低環境衝擊。 

三、加強水文觀測科技應用，提升觀測效率，減輕人力負擔。 

 

為達成此計畫所訂定之「深耕水文觀測業務根基，發揮站網功

能，確保資料品質」、「厚植水文資訊加值服務，強化預報能力，降

低環境衝擊」及「加強水文觀測科技應用，提升觀測效率，減輕人

力負擔」三大目標，同時兼顧前瞻性及永續性之水文監測體系發展，

此計畫依據前述之未來環境預測、問題評析及目前二期實施計畫推

動成效等檢討內容，進一步歸納出下階段應持續辦理及發展之重點

課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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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文站網後續維護及長期營運管理 

二、水文資料傳輸系統效能提升及後續汰換 

三、水文觀測人力補充及人才培育 

四、水文資料數量、品質之管理及維護 

五、科技防災之水文加值資訊提供 

六、精緻化水資源調控管理之水文加值資訊提供 

七、水質水量保護及環境生態保育之水文加值資訊提供 

八、因應氣候變遷下之水文環境監測、水文設計及預報方法之調適

改善 

九、颱洪時期高流量觀測技術之突破 

十、氣象、水文科技研發及本土性技術之革新改善 

 

此計畫於「延續及落實前期成果」及「技術發展與管理並重」

之原則下，針對課題 1 及課題 2 之部分，提出「維持水文觀測能

量，強化即時傳輸功能」之策略；而課題 3 之部分，提出「健全水

文制度規範，提升行政管理效能」之策略；課題 4 之部分，提出「加

強資料品質控管，擴充水文資料供應」之策略；課題 5、課題 6、

課題 7 及課題 8 之部分，提出「掌握水文環境資訊，促進多元加值

應用」之策略；重點 9 及重點 10 之部分，提出「革新水文觀測技

術，提升本土研發能力」策略。5 大策略及其執行要項如下 

 

一、維持水文觀測能量，強化即時傳輸功能 

(1)、持續辦理觀測、站網管理及維護 

(2)、持續辦理觀測儀器校驗及設備更新改善 

(3)、持續辦理遠端傳輸系統更新及改善 

二、健全水文制度規範，提升行政管理效能 

(1)、建立水文業務相關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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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託民間辦理水文觀測業務 

(3)、加強水文業務人才培育 

三、加強資料品質控管，擴充水文資料供應 

(1)、加強資料檢核及優質化管理 

(2)、擴充及更新水文資訊資料庫 

四、掌握水文環境資訊，促進多元加值應用 

(1)、提供水利建設及行政管理所需之資訊 

(2)、支援劇烈天氣及長期水文測預報技術研發 

(3)、加強氣候變遷對水文環境衝擊之評估 

五、革新水文觀測技術，提升本土研發能力 

(1)、進行接觸式量測技術之改善 

(2)、加強非接觸式量測技術之研發及應用 

 

 

 

圖2-3.12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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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依據氣候變遷及全台社會經濟發展趨勢，臺灣地區水災防救體

系正面臨環境的重大轉變，並考慮政府整體水患防治推動的政策方

向，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提出下列目標，以策進水災防救工作： 

 

1、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災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

淹水預警能力。 

2、各水情中心維護與擴充、落實移動式抽水機與防汛器

材管理，俾強化地方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3、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防災意識與知

識，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

人。 

4、更新水災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系統，深化跨部會防災資

訊傳遞與防汛整備工作。 

5、透過相關法令之增、修訂，加強土地使用管制、建築

物防洪能力補強及集水區洪水出流管制等作為，使原

工程設計保護標準得以提升並使人民遠離水患之威

脅。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預計自 100 年開始至 104 年為止，以 5

年(100~104)期程進行各項工作，其主要工作分為五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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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

水預警能力。 

1、防災即時影像監視站 

(1)建置海岸溢淹地區之防災即時影像監視站網 

(2)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監視站網維運

及功能提升 

2、區域降雨雷達網 

(1)建置及維運區域降雨雷達站，以提昇都會區洪水及

淹水預警資訊 

3、建置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 

(1)建置以流域為單元之防災測試監測網資料庫，加密

雨量、水位等監測網密度、進行水文、淹水及水環

境長期、廣泛監測，提供淹水模式標準測試及評估

氣候變遷衝擊。 

 

二、各水情中心維護與擴充、落實移動式抽水機與防汛器材管

理，俾強化地方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提升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水災災害應變小組功能 

(1)更新及維護運作備援通訊設施 

2、提昇各河川局區域水情監控功能及防救災指揮調度能

力。 

(1)建置及維護運作災情通報及洪水、淹水預警系統 

(2)防汛器材更新 

3、強化防汛器材整備與管理 

(1)移動式抽水機維護、操作、調度及管理 

(2)移動式抽水機維護運作及更新，並建置即時監控管

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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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防災意識與知識，

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水災避災規劃與宣導 

(1)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 

(2)水災防災避難疏散警戒雨量與水位檢訂 

2、水災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1)防災社區推動 

(2)水災疏散避難演練 

3、防汛志工籌組運作 

4、民眾自主防災資訊提供 

(1)供民眾查詢之水情災情系統更新與維運 

(2)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 

四、更新水災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系統，深化跨部會防災資訊傳

遞與防汛整備工作 

1、更新災害緊急應變作業系統 

2、成立防災服務團，輔助中央與地方防救災單位水情資

訊研判 

 

五、透過相關法令之增、修訂，加強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物防

洪能力補強及集水區洪水出流管制等作為，使原設計保

護標準得以維持甚至提升，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1、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物防洪能力補強 

(1)水利法洪氾區管理法規的研擬與推動 

(2)訂定洪氾區劃設管理辦法 

(3)訂定建築物防洪技術規範 

(4)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之執行 

(5)洪氾區建築物防洪能力補強補助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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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水區洪水出流管制規則 

(1)水利法集水區洪水出流管制法規的研擬與推動 

(2)訂定集水區洪水出流管制技術規範 

(3)訂定建築技術規則中減洪設施設計規範 

3.綜合天災災害保險  

(1)綜合天災災害保險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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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 

為持續妥善利用科技，並確實掌握水旱災風險，以達減災並提

升防災應變之能力，在「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成果基礎上，根

據行政院國家科學會因應莫拉克風災經驗擬推動「災害防救科技應

用方案」，研擬「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規劃未來 4 年

（100 年至 103 年）執行目標如下： 

 

1、提升災害應變作業效能 

2、健全災害風險評估與災害管理機制 

3、加強防災資訊傳播與溝通認知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計畫內容擬分為 6 項重

點工作項目分年實施。各分年計畫的實施策略規劃如表 2-3.2。 

表2-3.3  分年分期執行期程 

分 項 策 略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強化預警能力 

都市區域淹水預警     
河川警戒水位預警     
水庫洩洪預警     
乾旱預警     
海岸溢淹預警     
治理界點以下堰塞湖預警     

降雨淹水評估 
可能淹水評估     
定量降雨評估     

落實防災行動 

移動式抽水機復原強化行動     
疏散撤離落實演練行動     
民眾公開資訊提供行動     

災害保全 脆弱度與風險分析     

應變作業科技 

3 維應變作業平臺技術研發     
民眾友善災害資訊展示平臺研發     
研發建置防災應變知識庫與決策支援系統     

前瞻防災科技 

運用衛星或遙測技術評估淹水範圍及深度科

技研發 

    

研發災損評估技術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水旱災新類型災害機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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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計畫經費來源主要為「水

資源發展科技」項下，經費分年分期需求如表 2-3.3 所示。 

 

表2-3.4  經費分年分期需求表 

分 項 策 略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合計 

強化預警能力 

都市區域淹水預警 300 350 500 600 1,750 

河川警戒水位預警 350 400 600 600 1,950 

水庫洩洪預警 300 300 400 500 1,500 
乾旱預警 250 300 400 400 1,350 

海岸溢淹預警 250 300 500 500 1,550 
治理界點以下堰塞湖預警 250 300 300  850 

降雨淹水評估 
可能淹水評估 300 300 400 500 1,500 
定量降雨評估 250 300   550 

落實防災行動 

移動式抽水機復原強化行動 300 350 400 500 1,550 
疏散撤離落實演練行動 300 300 600 600 1,800 
民眾公開資訊提供行動 250 250   500 

災害保全 脆弱度與風險分析 300 350 350 350 1,350 

應變作業科技 

3 維應變作業平臺技術研發 250 250   500 
民眾友善災害資訊展示平臺研發 250 250   500 
研發建置防災應變知識庫與決策支

援系統 

400 400 500 500 1,800 

前瞻防災科技 

運用衛星或遙測技術評估淹水範圍

及深度科技研發 

350 350 450 500 1,600 

研發災損評估技術 350 400   750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水旱災新類型

災害機制分析 

500 550 600 700 2,350 

 合計 5,500 6,000 6,000 6,250 23,700 

單位：萬元 

(階段性統計結果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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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河川流量自動化觀測科技發展計畫 

國內之流量觀測工作，長久以來仍仰賴傳統之人工觀測方式進

行，為一項耗時費力、危險度高、精準度不足之水文觀測工作。環

顧國內、外現有先進儀器，尚無適合台灣極端水文以及高含砂量此

特殊河川條件下之有效方法與自動化設備，故常僅能以水文模式間

接推求，但颱洪時期難以掌握動床變化以及相關水文與地文因子，

推估結果差異甚大。新階段之水文觀測科技工作須全力聚焦在高流

量、全洪程之流速與河川斷面動態監測之非接觸量測技術的革新突

破。由於工作涉及長期性的科技研發與技術移轉，恐非短促時間或

侷限規模之經費可以達成，在台灣試驗場先進行驗證其適用性之

後，向外推廣，希冀可逐步擴展本土水文觀測科技產品之應用範圍

與國際市場。 

台灣地區現行流量資料數據係由水位－流量率定關係將水位

紀錄轉換成流量而成。但目前最令人疑慮之處即在於此率定關係之

建立方面。率定關係之精度好壞取決於各種範圍（由低至高）流量

量測數據之品質及河床斷面之穩定與否。然而台灣特殊之地質及河

短坡陡地形，斷面沖淤變化劇烈，眾所皆知，近年氣候及環境變遷

更加速地形地貌之變化，不易掌握。再者，傳統之人工流速觀測方

式在颱洪時期之惡劣施測條件下，不僅無法順利取得正確之高流量

數據，更使得施測人員之生命遭受威脅，亟待突破、革新及改善。

惟在水文觀測現代化整體計畫實施期間，曾投入聲波式流速儀

(ADCP)、微波雷達(CW)及透地雷達(GPR)等先進觀測儀器之研究

及試驗，並與美國地質調查所(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及華盛

頓大學應用物理試驗室(以下簡稱 APL)進行交流，惟囿於當時之科

技限制及國內之複雜情況，迄今尚無法完全解決現地實務上高流量

之量（監）測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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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USGS 與相關國外儀器公司雖仍持續針對相關微波都卜

勒雷達 (9.36GHz)、連續波微波系統 (24GHz)及 UHF 雷達系統

(350MHz)及研究由直昇機上同時裝置測流雷達及透地雷達，希望

同步量測流速及水深，但此方面之研究尚持續的進行中，尚未有商

品化之產品，亦無法解決台灣本土化之問題。國內近年 IT 產業蓬

勃發展，相關雷達科技之研究工作亦累積相當多的經驗與能量。因

此，新階段應不僅是仰賴國外先進儀器之引入，更應持續深耕適合

國內本土特殊條件及狀況之量測科技與方法，突破現階段流量觀測

技術瓶頸，發展適用本土河川之科技與設備，進而拓展相關水利產

業與國外商品市場，以獲致真正的突破及改善。 

為有效利用雷達觀測技術建立台灣水文、地文變遷監測系統，

以計畫辦理相關之規劃，通盤檢討並瞭解有關雷達觀測資料之應

用，以規劃自動化雷達觀測技術期能提昇政府於災害防救與水資源

管理決策之效率，茲訂本計畫之 3 大目標為： 

 

一、發展水文觀測科技，提昇本土研發能力。 

二、突破天然觀測限制，掌握動態水情資訊。 

三、厚植水利科技產業，拓展國際商品市場。 

 

為達成此計畫所訂定之「發展水文觀測科技，提昇本土研發能

力」、「突破天然觀測限制，掌握動態水情資訊」及「厚植水利科技

產業，拓展國際商品市場」三大目標，同時兼顧前瞻性及永續性之

河川流量自動化觀測科技發展，此計畫依據前述之未來環境預測及

問題評析提出 5 個策略，並進一步提出各策略之執行要項：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206 國立成功大學 
 

一、原型機產品開發規格與功能定位 

(1)、台灣河川觀測場條件調查及既有儀器規格限制因子研析 

(2)、河川雷達流量儀功能開發需求及不同代原型機目標設定 

(3)、河川雷達流量儀不同條件之干擾因素及量測範圍技術分

析 

(4)、河川雷達流量儀元件材料規格需求分析及原型材料測試

篩選 

(5)、河川雷達流量儀之傳輸系統及分析模組程式語言技術分

析 

二、可嵌入式架構之雛型環境系統開發 

(1)、河川流速儀雛型元件組裝 

(2)、河川斷面儀雛型元件組裝開發 

(3)、可嵌入式之雛型環境系統介面開發 

(4)、雛型系統整合模組及程式開發 

(5)、雛型系統運轉及實驗室情境條件設定 

三、原型機整合及測試 

(1)、區域代表性天然觀測場址及條件設定 

(2)、實驗室流量定床條件模擬及測試 

(3)、實驗室流量動床條件模擬及測試 

(4)、不同場址條件之載具設計及開發 

四、天然場址校驗與傳輸功能提昇 

(1)、河川斷面、流速、水位資料量測範圍之研析 

(2)、天然觀測場址之測試運轉及校驗 

(3)、河川雷達流量儀資料傳輸系統之測試開發 

(4)、原型機調整及修改 

五、產業育成與商品化市場效益評估 

(1)、初期原型機開發評估及精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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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用雷達設計製造及產業市場效益評估 

(3)、水利產業技術育成及輔導獎勵評析 

 

 

圖2-3.13  河川流量自動化觀測科技發展計畫執行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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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斷面儀雛型
元件組裝開發

可嵌入式之環境
系統介面開發

系統整合模組
及程式開發

系統運轉及實驗室
情境條件設定

天然觀測場址
及條件設定

流量定床條件
模擬及測試

流量動床條件
模擬及測試

不同場址條件之
載具設計及開發

原型機整合及測試

天然場址校驗與傳輸功能提升

原型機開發評估
及精度分析

商用雷達設計製造
及市場效益評估

技術育成及
輔導獎勵評析

產業育成與商品化市場效益評估

河川斷面、流速、
水位資料量測研析

儀器資料傳輸
系統之測試開發

原型機調整修改

天然觀測場址之
測試運轉及校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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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於 98 年起開始執行「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與調適研究計畫」，並於 99 年完成主計畫於四年內對對全球氣候變

遷可能造成之衝擊及相關調適策略研究規劃，展開為期四年之「氣

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計畫」科技研究發展專業計畫，

依據每一年階段性研究成果滾動式修正水利署「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策略及行動方案」，其策略及方案之研擬流程則如圖 2-3.14 所示。 

 

 
圖2-3.14  調適策略及行動計畫擬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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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 98 年台灣南部因颱風莫拉克的侵襲而造成了嚴重的

災情，故主計畫於 99 年開始之相關研究計畫，即以南部為熱點研

究區域進行氣候變遷之衝擊、脆弱度及風險評估與策略及行動方案

研擬，其中並依水利署相關業務而訂定六大主軸，如圖 2-3.15 所示

分別為： 

 

(1)、洪水防護主軸 

(2)、海岸防護主軸 

(3)、水資源管理主軸 

(4)、土砂管理主軸 

(5)、監測與知識管理主軸 

(6)、總和調適主軸 

 

 
圖2-3.15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計畫規劃 99-102

年研究重點課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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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經建會亦從 99 年起，重新針對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之調

適策略進行研究，開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

畫」，包括之八大領域分別為： 

 

(1)、災害防救 

(2)、水資源管理 

(3)、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4)、維生基礎建設 

(5)、海岸土地保護 

(6)、公共衛生 

(7)、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育 

(8)、能源供給與產業經濟 

 

其中，與水利署業務相關之領域則為災害防救、水資源管理、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維生基礎建設與海岸土地保護等領域；此外，

經建會亦提出調適行動方案研擬標準作業流程(SOP)，而該 SOP 則

相對應於水利署主計畫研擬調適策略及行動方案之流程，如圖 2-

3.16 所示，即代表水利署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作為可與政府各機關

部會進行無縫接軌，並且可發揮示範引領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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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6  經建會與水利署研擬調適策略流程對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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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水資源經營管理科技研究計畫 

「水資源經營管理科技研究計畫」自 99 年開始辦理至 102 年，

已針對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藍圖重點策略完成多項工作，各執行計

畫皆符合預期目標，辦理成果如下： 

 

一、水資源設施永續利用 

(1)、濁度、含砂濃度監測及應變機制 

(2)、水庫清淤及防淤技術 

(3)、設施安全監控及評估 

二、水資源最佳化利用 

(1)、水資源永續經營管理 

(2)、水資源經營風險管理 

(3)、提昇地面水可供水量與地下水容許抽水量之水權計算研

究 

(4)、地下水補注機制水力特性調查分析研究 

三、多元化水資源供應研究 

(1)、海水淡化技術最佳化運用 

(2)、廢污水再生利用最佳化運用 

(3)、水利工程經濟評析方法研究 

 

「水資源經營管理科技研究計畫」自 99 年開始辦理至今，已針

對水資源經營管理完成多項重點工作，另亦配合經濟部水利署公務

預算「水資源開發及維護-多元化水資源經營管理方案」及「水資源

作業基金」執行各項水資源開發規劃、調查及維護管理作業，有效

提升水資源經營管理績效。 

本計畫完成後將再提報辦理「水資源規劃調查及設施管理研究

計畫」，除接續前期已辦理重點策略「水資源設施永續利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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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最佳化利用」及「多元化水資源供應研究」以外，將著重研究

水資源供應潛能，探討地下伏流水源可開發量及河川生態基流量，

俾提升用水效率及兼顧河川生態環境保護(育)。另水利設施保護亦

為水資源永續經營之重點，將一併探討水工構造物混凝土沖刷機

制，提出有效改善水工構造物混凝土沖刷對策，俾利水利設施延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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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水再生利用風險管理技術研發計畫 

國內民眾普遍對再生水水質和使用風險心存疑慮，加上國內受

限於自來水價偏低，再生水利用不具誘因，推廣上較為困難，亟需

建立使用信心。為此，經濟部水利署自 96 年起執行「水再生利用

產業科技發展計畫」主要建置再生水模型廠、操作營運及建立利基

型營運模式與安全驗證機制，並推動水再生利用及相關水利產業發

展技術，相關建置及驗證成果將做為後續擴大推動至其他生活污水

廠或工業區辦理的參考，亦可作為國內薄膜廠商驗證平台，培育國

內水再生相關產業能量。五年計畫中發現在本土技術、能源耗損、

再生水風險管理部分尚有精進空間，另為營造水再生利用友善環

境，誘導民間意願、產業力量投入進行水再生利用，爰提出本計畫，

使此一新興水源逐漸取代為替代水源，以減少天然水資源開發及污

水排放，達到水資源永續利用精神。 

本計畫總目標如下：（一）厚植水再生利用產業能量，誘導相

關產業進行技術研發及整合，確保供水水量、水質，以穩定、安全

使用目標，營造水再生利用友善環境，以加速水再生之推動。（二）

再生系統中融入節能減碳綠環保之觀念，開發再生能源運用、能源

整合利用及濃縮液近零排放及再處理技術等綠能技術，以有效提升

水資源使用效率，提升永續發展競爭力。（三）強化本土性薄膜技

術應用，對已完成基礎研發、具商品化潛能或已提出專利可直接應

用之技術，進行專利研發、技術轉移、商品化研究，提升國內水再

生相關廠業國際競爭力、降低經濟成本。（四）加強再生水使用之

各式風險評估、管控技術和避險策略研究，以科學證據，配合公眾

宣導策略及完備之產業育成與人才培訓方法，卸除民眾疑慮、提升

使用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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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執行共包含 8 件研究計畫，分別完成「營造友善環

境」、「研發綠能系統」、「扶植本土套裝技術」及「風險管控評析」

等目標，細部計畫內容各別列舉如下： 

 

一、營造友善環境 

(1)、水再生利用策略研究整合管理計畫 

(2)、水再生利用推動盤查與促動服務計畫 

(3)、南部科學工業區再生水廠先期規劃 

二、研發綠能系統 

(1)、整合厭氧生物處理之低耗能廢水再生系統 

(2)、水處理系統動力設備能耗最佳化控制技術之研究-以鳳山

溪汙水廠為例 

三、扶植本土套裝技術 

(1)、國產水處理與再生產業第一階段扶植計畫 

四、風險管控評析 

(1)、既設廢污水處理廠除氮技術研發與驗證 

(2)、研究發展績效暨委辦計畫管理系統維運與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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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新紀元水利施政綱要計畫(草案) 

我國訂定之水資源相關政策綱領，計有 75 年之「水利基本政

策」、85 年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及 95 年之「新世紀水資源

政策綱領」，歷次水資源政策綱領內容之比較及演進摘錄如表 2-

3.5。初期水資源政策係以防洪、水資源利用、減低旱澇災害為主軸；

70-80 年間，受產業快速發展與都市化等的影響，水資源污染、超

抽地下水問題逐漸浮現，爰 85 年所訂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開

始納入生態保育、地層下陷防治等重要策略，防洪策略也調整以整

體河川為治理單元，水資源利用策略則從積極開發水源調整為以區

域水資源調度為主；80-90 年間，則因環保、民意與媒體意識抬頭，

95 年之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在各項策略內積極納入民眾參與機

制，而防洪策略也調整以整體流域為治理單元，水資源利用策略則

調整以加強已開發水源運用為主。此外，也開始納入營造水岸環境

及水文化等重要策略。 

基於源頭治理之必要、氣候變遷與氣象異常之衝擊日趨明顯、

政治環境於 100 年五都成立與 101 年行政院組織改造之啟動變化，

跨域協調及流域環境資源的整合管理與治理、治理手段的多元化聯

合運用將是面對未來發展所必須者等因，爰重新檢討經濟部水利署

現行施政之 95 年「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融入氣候變遷情境之

模擬結果，研修適宜之施政綱領(目標年為 120 年)及研訂相關施政

計畫(10 年期)，以滿足未來國家整體發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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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5  歷年水資源政策綱領比較及演進 

面向 

政策沿革 

水利基本政策 

（75～89 年） 

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

（85～99 年） 

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

領 

（95～109 年） 

防洪 
保護河道空間 整體規劃治理 流域綜合治水 

確保設施安全 河川地管理 非工程措施 

水資源 
分區開發、分配 因應需求增闢水源 以供定需 

有效使用水源 水資源調配 多元化水源經營管理 

水環境 

保育集水區 集水區治理 
集水區經理與水源涵

養 

地下水管制與保育 地下水與海岸管理 
合理規劃利用水土資

源 

防治水污染 維護河川生態機能 河川及海岸環境營造 

經濟 
循環再利用  回收再生利用 

  水價及水利產業 

科技 
開發技術 科技研究與發展 運用新科技 

基本資料蒐集  整合氣象與水文資訊 

實施計畫 無 

85 年現階段水資源政

策綱領實施計畫 

實施期程：85～90 年 

無 

（95 年水資源白皮

書） 

 

經濟部水利署依施政之參據需求，擬先訂「新紀元水利施政綱

要計畫（102~111 年）」，後續適時滾動檢討及視組改完成後，再依

行政程序報核，俾做為下階段施政方針。新紀元水利施政綱要計畫

政策主張研擬如下： 

 

一、強化源頭管理，推動國土、環境資源合理開發。 

二、強化跨域協調，推動流域管理與治理。 

三、強化多元策略，迎戰氣候變遷衝擊。 

四、促進公民參與，共創諧合治水關係。 

五、以安全為前提，優化水環境、營造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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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擬量化目標如下： 

 

一、推動流域綜合治水 

(1)、中央管河川降雨量防護目標維持原公告重現期距（50 年

至 200 年不等）之洪峰流量防洪保護能力（約為 550 毫米

/2 日至 750 毫米/2 日）。 

(2)、以上述河川防護目標為基準，中央管河川計畫防洪設施完

成率自 78％提升至 94％。 

(3)、中央管區域排水降雨量防護目標維持重現期距 10 年洪峰

流量防洪保護能力（約為 300 毫米/日）。 

(4)、以上述區域排水防護目標為基準，中央管區域排水計畫排

水設施完成率自 68％提升至 95％。 

(5)、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流域內高淹水潛勢地區淹水面積

自 832 平方公里減低至 100 平方公里。 

二、貫徹水資源總合管理 

(1)、年總用水量不超過 200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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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7  民國 120 年用水量結構圖 

(2)、海淡使用量達每日 50 萬立方公尺及再生水使用量達每日

120 萬立方公尺。 

(3)、新增地面水源供應能力每日 170 萬噸及乾旱與高濁度備

援水量達每日 240 萬噸（備援 6-20 天）。 

(4)、人均用水量自 271 公升/日降低至 240 公升/日。 

(5)、自來水漏水率自 21％降低至 10％。 

(6)、地層持續下陷地區面積自 534 平方公里減低至 100 平方

公里。 

 

三、實施流域綜合土砂管理 

(1)、完成石門、曾文及南化 3 座水庫防淤隧道，水力排砂量達

每年 165 萬立方公尺，延長其水庫壽命 20-50 年以上。 

(2)、未來 20 年河川疏濬總量達 4 億 2 千萬立方公尺；如遭特

殊災害，疏濬量可達 5 千萬立方公尺/年。 

 

四、加強海岸防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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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保海岸 50 年重現期距暴潮之防護能力。 

(2)、維持自然海岸線比例不再降低，辦理既有海岸環境改善

568 公頃及 80,500 公尺，回復近自然海岸 5,700 公尺以營

造自然生態景觀海岸。 

(3)、以西南海岸海平面上升 8.2～14.4 公分為保護目標，檢討

既有海堤之禦潮功能，並劃設海岸防護區且結合其他公共

設施設置第二道防線 25 公里。 

(4)、完成 27 處海嘯溢淹潛勢圖資製作。 

(5)、建立海嘯溢淹潛勢地區宜蘭、台南、高雄及屏東地區約 116

公里之海嘯監測、預警、疏散及避災系統。 

 

其施政策略與主軸如下： 

一、推動流域綜合治水，提高流域容洪量能 

（一）著手國土規劃 

 推動流域綜合治水之國土整體規劃，修訂流域內土地及空

間規劃利用相關法規，融入流域對策。 

 建立土地利用規劃兼顧防洪安全之審議機制，並完備開發

計畫之排水審查，以利洪水出流管制。 

 開發計畫、土地利用、農業措施(農田蓄洪)等相關計畫應

適當融入防洪思維。 

（二）落實流域綜合治水 

 建立流域治理統合行動方案，整合外水、內水治理及非工

程措施，協調相關部會落實執行。 

 加強集水區中上游山坡地保育、造林及水土保持。 

 建立維持都市保水能力機制，推動洪水調適策略(雨水貯

留、蓄洪、滯洪、出流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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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動治水減災之非工程措施（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物

防洪能力、集水區洪水出流管制、災害保險等）法制化。 

 因應氣候變遷效應洪水量增加，檢討並恢復設施防護標

準。 

 檢討重要地區防洪、排水設施防護標準及整體防洪治水型

式。 

 配合治理計畫逐步改善影響通洪建造物，並協調橋梁單位

改進橋梁型式(採大跨距或不落墩)。 

（三）持續推動河川、區排環境營造與情勢調查工作 

 持續推動重要河川、區域排水及易淹水地區之治理及環境

營造計畫。 

 持續加強河川情勢調查。 

（四）強化防災整備及災害應變能力 

 強化水災防災整備及災害應變能力，並督導地方政府落實

水災保全計畫執行，提升防洪應變能力。 

 督導五都政府檢討調整水利防災體系。 

 健全水情災情監測及預警機制功能，加速防災資訊整合及

服務提供。 

 結合民間力量，培訓防災志工運作能量，擴大推動社區自

主防災。 

 

二、貫徹水資源總合管理，強化乾旱因應能力 

（一）開源節流 

 協調推動重要河川水質整治（自然淨化措施）及進行前處

理，以提升水體水質增加可用水資源量。 

 推動節約用水，節水法制化，全面採用省水設備。 

 獎勵住戶及優先推動公共設施、產業雨水貯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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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地下水之替代水源。 

 建立區域性地下水合理出水量。 

 研議各標的用水公井及滯洪池循環供水機制。 

（二）推動新興水源 

 推動新興水源發展法制化。 

 設定重點工業區，推廣水服務公司（WASCO, Water Service 

Company）機制參與區內廠家廢水再生利用。 

 優先推動缺水地區生活污水廠及事業廢水廠放流水再生

利用。 

 推動海水淡化，並檢討結合綠能、減少碳排放。 

 

 

（三）提昇用水效率及降低漏水率 

 提升自來水事業供水能力，持續推動降低自來水漏水率，

提升供水普及率。 

 協調檢討農業用水耕作制度、提升灌溉效率，並加強農業

回歸水再利用。 

 推動產業用水效率提升。 

 調整地層下陷區農漁畜產業及用水型態。 

 協調推動地層下陷區低用水產業。 

（四）建立水源調度機制及備援系統 

 建立各區域間、各標的間水源調配機制。 

 建立水源及取水設施備援系統（都會區第二套水源供應系

統、水庫分層或備用取水設施、伏流水汲取設施等），擴

大淨水系統備載及管網支援能力。 

 建立地面水和地下水聯合運用機制及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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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農田水利會建立供水事業，推動各標的水權人組織與

法令研修，研議建立水交易制度，調配水源。 

（五）加強集水區保育治理與水源設施更新改善 

 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加速辦理水庫清淤，推動重要水庫整體更新改善，增設防

洪防淤設施。 

 加強水庫與其他水源設施安全防護及更新改善。 

（六）健全水權與合理水價 

 健全水權登記申請作業，落實水權用水範圍與引水量之管

理。  

 適機推動水價合理調整，穩定民生用水水價費率、擴大非

民生及大用水戶差別費率、提高旱季水價費率。 

 

（七）滾動檢討用水需求與落實用水者付費 

 滾動檢討用水需求，研定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因應國家整體發展，合理使用水資源。 

 事業需水人合理負擔水源開發費用，落實用水者付費。 

 強化用水計畫審核及管理機制。 

（八）加強溫泉、水井、地下水及水質水量保護區之管理 

 加強既有溫泉業者合法化輔導，落實非法業者取締管理。 

 加強溫泉資源監測管理。 

 強化水質水量保護區管理措施，落實水質水量保育。 

 檢討水質水量保護區範圍劃設、管制及回饋機制之合理

性。 

 持續維護建置地下水文觀測網絡。 

 加強鑿井管理及違法水井處置。 

 加強地下水補注規劃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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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立友善水環境 

 持續推動水資源開發之公民參與、環境補償、生態保育機

制。 

 水庫推動優先考量小型離槽水庫減少環境衝擊。 

 強化民眾對地層下陷危害之認知及輔導獎勵配套措施。 

（十）強化乾旱因應能力 

 強化乾旱預警及應變機制。 

 

三、實施流域綜合土砂管理，促進河川土砂沖淤自然平衡 

（一）加強集水區保育管理與河川管理 

 加速集水區保育治理及管理，推動保育防災宣導。 

 檢討水庫集水區管理法制化，強化保育措施。 

 檢討及推動集水區敏感區位管理制度。 

 進行流域地質及沖淤調查規劃，協調劃設集水區地質敏感

區位。 

 結合林務及河川管理，強化漂流木處理機能。 

（二）建立機制處理河川土砂問題 

 以流域為單元，辦理流域土砂平衡規劃及管理。 

 建立集水區跨部會管理機制及協調平台，整體處理流域土

砂問題。 

 評估重要河川流域水砂調控機制。 

 持續加強清疏野溪及河川淤積土石，建立河道緊急疏濬疏

通機制。 

 持續研訂加強疏濬土石採取管理機制，維護同仁施工、司

法安全。 

 持續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疏濬土石，及協助地方公共造產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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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配合砂石供需調配及強化土石去化儲存效能。 

（三）提升土砂災害預警監測與既有水利設施應災能力 

 建立（堰塞湖、山崩、土石流等）預警及監測機制，強化

民眾自主避災防災能力。 

 檢討加強既有水利設施因應土砂災害能力及建立技術規

範。 

 

四、加強海岸防護能力，營造海岸區域生態親水環境 

（一）強化監測、精進預報與建置預警等能力 

 加強近海（岸）地區及海岸防護區資料建置與監測能量，

並精進海象、氣象預報警戒技術。 

 協調建置海嘯襲擊潛勢地區開發使用及預警機制。 

 

（二）提升海岸防護與應災等能力 

 協調辦理海岸地區國土規劃，強化沿海地層下陷區排水能

力與國土復育執行。 

 檢討及加強海岸防護設施防護能力與保護標準，並檢討提

升自然海岸防禦潮浪能力。 

 加強海岸侵蝕地區之海岸防護。 

 檢討改善海堤因應海嘯防護能力。 

 強化海岸防災整備及災害應變能力。 

（三）營造海岸地區友善環境 

 訂定氣候變遷對海岸環境影響調適策略。 

 加強海岸開發管制與環境補償機制，推動海岸法等海岸地

區相關法規之檢討與訂定。 

 活化海岸及沙洲、砂丘之復育。 

 加強河川上、中、下游土砂管理，增加海岸砂源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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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動海岸近自然新工法之研究、試驗與實施。 

 加強海岸環境營造及改善既有海岸防護設施之生態復育。 

 

五、提升水利科技及行政效能，有效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一）提升行政效能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辦理國土整體規劃，建立法制管理環境。 

 評估氣候變遷衝擊及風險分析，訂定水利事業整體因應對

策及調適計畫。 

 建立環境及資源之管理協調平台。 

 依客觀情勢滾動檢討建立流域管理組織。 

 檢討配合組織改造重新整合災害緊急應變體系。 

 

 

（二）配合水利建設推動優先順序適切取得工程用地 

 檢討釐訂水利建設推動優先順序，發揮最大效益。 

 持續配合國家財政價購受限區私地，推動受限區私地有效

合理利用法制化。 

 推動規劃及勘選工程用地符合公益性、必要性及適當性機

制。 

 配合土地徵收修法檢討用地取得作業實施，提列預估足夠

用地預備費。 

 加強協調縣市政府訂定合理土地及土地改良物補償之市

價估定機制。 

（三）善用資源加強河川管理與防災效能 

 善用志工、協防等民間資源，遏止不法。 

 結合環保及河川管理，強化河川廢棄物稽查及處理機能。 

 結合醫療及社福機構資源，提升社區防災組織運作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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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水利科技推動地層下陷防治 

 協調加強地層下陷區開發計畫審核機制及後續監測與維

護管理。 

 強化地層下陷區環境監測與下陷成因研析，協調相關機關

依職責辦理防治工作。 

 協調推動地層下陷區土地利用轉型與使用管制。 

 提高地層下陷防治事項督導機關層級，加強地方政府對地

層下陷危害家園意識。 

（五）其他 

 推動經濟發展與防災減災之與水共生意識，宣導民眾認知

水環境困境 

 檢討有效運用水利資源挹注財源，及確立水利事業付費明

確模式。 

 因應環境變遷檢討調整施政業務涉及民眾補償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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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水文觀測技術提昇與發展計畫(草案) 

近年來，經濟部署不僅不再仰賴直接引入國外先進儀器，而是

針對國內現階段水文觀測之急迫性需求，朝著突破觀測之技術瓶

頸，去發展適用本土河川之科技與設備。經濟部水利署陸續辦理「自

動化流量站觀測資料分析檢討暨全洪程觀測方式更新研究」（100-

101 年）、「高解析度定量降雨估計與預報系統」（100）、「河川含砂

濃度量測平台規劃及建置」（100-101 年）、「河川流量自動化觀測科

技發展計畫」（100-102 年）…等計畫，此些研究雖已初具成果，但

仍需持續研究發展，建立國內儀器檢校環境，提供客觀公正檢校服

務。除可確保觀測儀器準確度，滿足當前急迫性需求外，藉由此計

畫研訂水文觀測儀器國家標準與檢校技術規範，不僅可從制度面上

提昇國內水文觀測技術及資料品質至國際標準，亦有利拓展相關水

利產業與國外市場。 

整體目標為增加地面水與地下水的水文觀測穩定與準確，進而

應用於目前國家亟需解決的問題。各子計畫的目標，敘述如下： 

一、水文觀測技術提昇與應用加強 

(一)、流域強降雨下雨量觀測技術研發及分析應用 

研發強降雨下雨量觀測之檢校標準，可有效改善傾斗

式雨量計之設計、並可修正強降雨下觀測雨量誤差，大幅

提昇地面點雨量計準確度，預期更準確掌握區域降雨量時

間及空間之分佈，提供更準確資料作為防災應變及水資源

利用規劃需求。 

(二)、河川 3 維流場新興觀測與建構流量分析技術之研發 

完成研發結合河川表面流場觀測及聲波水下流速及

流深量測技術，並研發出河川 3 維流場觀測技術，利用建

構完成之河川流量分析技術－提供作為平時流量觀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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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期間全洪程觀測之使用。平時節省水文觀測經費人

力，並提昇颱風豪雨期間觀測流量準確度。 

(三)、河川泥砂濃度新興觀測技術研發 

完成研發河川全斷面式泥沙濃度觀測技術，並持續發

展 TDR 含砂濃度全洪程觀測設備，配合研發完成泥砂濃

度量測儀器檢校設備與技術，提供了泥沙觀測客觀之檢測

及驗證。以滿足台灣河川特有高含砂濃度觀測需求，其成

果可以提供儀器及技術產業輸出。 

(四)、地下水補注及觀測新技術研發與模式發展應用 

地下水與地層下陷相關觀測技術提昇與發展，兼顧國

內急迫性問題-高鐵沿線部分地區地層下陷問題和地下水

補注問題，進行地下水補注及觀測新技術研發與模式發展

應用，可根本解決局部嚴重地層下陷區地下水位劇烈變化

造成的潛在危機，同時研發有效補注含水層技術與現地應

用，以提昇地下水補注的效益，增加地下水資源安全供應

量，減少枯水期水資源不足之問題與遏止地層持續下陷造

成之安全問題。 

二、水文觀測檢校技術發展 

(一)、水文觀測儀器檢校技術研發與發展 

完成建置本土化水文觀測儀器檢校環境－研訂水文

觀測儀器國家標準與檢校技術規範，包括強降雨下雨量

計、雷達波表面流速儀、泥砂濃度等之檢驗環境，從規範

與制度面上提昇國內水文觀測技術及資料品質至國際標

準，並推動國內約 8 家廠家之水文觀測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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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防減災策略與施政優先課題建議 

根據聯合國緊急災難資料庫(Emergency Disasters Data Base, 

Em-Dat)99 年資料顯示，近百年來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有逐年

攀升的趨勢，而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於近十年美洲已超越亞洲成

為損失最嚴重的地區。且因全球的氣候異常與人為過度開發，使得

各國相關自然災害等災變頻傳，受災地區傷亡人數雖下降，惟災害

影響規模倍增。而地處於東亞地區的臺灣，同樣也面臨相同的挑戰。

如今旱澇交替極端降雨愈趨頻繁，據國際減災策略組織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SDR)99 年全球天然災

害之人員傷亡與社會經濟損失統計已創歷年新高。如何降低天然災

害造成經濟損失逐年攀升的趨勢，是目前世界各國面對的重要議

題。 

100 年 3 月之東日本大震災引發海嘯、海嘯火災、煉油廠爆炸

大火、核電廠輻射外洩與擴散、海水輻射污染、限電等多重連鎖災

害發生，其規模與複雜程度，已超過政府任一單位應變能力所及。

在這次經驗觀察到在災後資通訊設備遭受嚴重破壞的狀況下，日本

國內於災後運用各種方式逐步恢復相關設備運作；另外在災害發生

後的第一時間，日本政府及運用相關航遙測設備，提供災害資訊給

日本民眾了解，此種資訊公開之方式也具有穩定民心之功效，讓日

本民眾避免因對災情不了解而造成恐慌之發生。 

同時，在全球環境變遷的趨勢下，極端氣候已變成一種常態，

面對如此嚴苛的挑戰，需要有跨災害跨部門的協調統合機制，以提

高運作效能，全災害管理已是國際趨勢，我國應該以「國家全災害

防救思維」出發，對於災害的減災、整備、應變及重建四個行動階

段，應針對各種災害情境，包括大規模複合災害，進行全盤性的思

考，並應考量基礎設施的關聯及相依性，避免形成連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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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投入於防災策略及防災作業之資源亦有很大的改善

空間，建議應從防災措施成效檢討、法令的增修訂與制度的確立等

處著手，妥善利用政府組織再造的時機，進行跨領域防災科技整合

與人才訓練、災變監測系統軟硬體建置，以提升災防體系的整體效

能。 

綜整近年國內外重大災害事件，從颱洪坡地災害防救、災害防

救體系、複合災害因應能力、災害防救資訊管理、地震災害防救等

五項議題進行現況與問題分析，並分述如下：  

一、乾旱及颱洪坡地災害防救 

1.強化現有防災相關法令及災害因應策略。 

2.優先編列降雨雷達網建置預算及統整編列防災監測經

費。 

3.崩塌災害潛勢區的調查應指定業管單位編列預算進行

調查。 

4.積極進行乾旱災害之衝擊與防治策略評估。 

二、地震災害防救 

三、複合災害因應能力 

四、災害防救體系 

1.民間協助災害防救之現場管理。 

2.災後財源規劃。 

五、災害防救資訊管理 

1.防災資訊應能於災害期間快速、有效地傳遞發布。 

2.系統-防救災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時，應全面考量及未來

營運需求。 

3.資訊內容-政府資訊仍需更公開，及具體描述資料限制以

利後續使用者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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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間能量-政府在災害應變時，應即時結合民間企業及社

會媒體的力量。 

5.中央與地方對於防災資訊溝通仍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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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水旱災防救業務沿革、挑戰及範疇 

3-1  我國水旱災防救業務的沿革 

本計畫重點工作之一是要檢討水利署過去 10 年科技發展在水

旱災防救業務上落實應用的程度，然後依據其檢討成果釐清水利署

既有科技在水旱災防救業務應用上的脆弱環節，最後才針對脆弱環

節研擬規劃補強方案，以助於水利署因應未來環境的變遷。 

然則各項科技的發展有其時空背景意義，且當受限於當時政策

方向、技術限制或經費限制時，常有科技研發僅為完成階段性的任

務，而非以長期發展為考量。是故於此小節先對我國水旱災防救業

務過往的沿革做初步回顧，以利後續科技研發成果做落實應用與否

的檢討。 

茲參考「台灣災害防救體系之變革分析」(熊光華 92 年)將水

旱災防救業務的沿革分為「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80

年前)」、「災害防救方案時期(80-90 年)」、「災害防救法時期(90-99

年)」及「災害防救法修正(99 年後)」等四個時期做說明。 

 

一、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時期(80 年前) 

台灣主要河川防洪工程，大多於日治時代(34 年前)即有規劃實

施，但受限於當時工程的技術與材料等限制，其設施抵禦洪水的能

力較差，其洪水潰決災害發生頻繁。 

36 年台灣省政府成立並設建設廳水利局，由於此時期我國主

要仰賴進口，其經濟基礎是以第一級產業為主(農林漁耕)，對水資

源需求量大增，38 年為提高我國水資源開發改組為經濟部水利司，

同時開啟我國水庫大規模興建時代；而在河防建設部份，39-46 年

間逐步將日治時代河堤規劃落實，並強化堤工構造物的禦洪能力；

然後時至 47 年台灣人口隨著發展日益增加，美國等先進國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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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勞力密集產業外移，我國成為日美兩國的代工區，此時我國經濟

產業開始轉型為第二級產業(輕工業代工)，其貿易亦從進口為主轉

為出口為主，因此在經建政策的推動下，為保護產業的發展，開始

進行河系治理，即在河川上游實施水土保持工作，下游興建防洪設

施，以策整體流域安全；60-70 年間，石油危機爆發使得全球經濟

陷入不景氣，加上代工成本提高亦使得出口開始下降，台灣經濟產

業開始從輕工業轉為重工業與石化工業；因此 73 年蔣經國總統推

動十大建設，包括交通、電力、鋼鐵、石化、造船工業及東西橫貫

公路等基礎工程，打下石化工業與重工業的發展基礎；隨著隨經濟

發展不斷提高其防洪工程重要性也跟著顯著，尤其是石化工業與重

工業多位於河口與濱海地區，所以 68 年開始「修建台灣西岸海堤

及全島重要河堤計畫」開始大規模河海堤的興建；70-80 年代間，

台灣又受石油危機影響，故轉而發展耗能少、低污染、高附加價值

產業，此時期將機械、電子、電機、運輸工具列為策略性工業，並

發展通訊、資訊等十大新興行業，新竹科學園區及台南科學園區等

陸續新設，產業的發展從河口與濱海地區逐漸轉移內地，相對地保

護產業發展，75 年後推動「全省河海堤整建計畫」，也開始河海堤

建設的顛峰期，此時阿公店水庫、霧社水庫、大埔水庫、谷關水庫、

石門水庫、明德水庫、曾文水庫、德基水庫、新山水庫、寶山水庫

等重要水資源設施皆在 80 年前陸續竣工，也是我國水資源開發的

顛峰期。 

64 年開始災害防救業務辦理主要是依據「防救天然災害及善

後處理辦法」，其主政機關為警政體系，對於災害強調仍是天然災

害發生後之處理為主，直到 75 年後對災害事先的預防開始重視，

整體的災害管理概念，即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四階段防救災，

才開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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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鑑於在台灣颱風與地震的災害事件是無法避免的，政府與

人民必須設法使災害事件所導致的生命與財產損失減至最低，國科

會於 71 年開始推動「大型防災研究計畫」，以五年為一期共推動三

期。 

 

二、災害防救方案時期(80-90 年) 

79 年歐菲莉風災、83 年日本名古屋華航空難等重大災害事件

的發生，83 年催生行政院頒布「災害防救方案」，是以美、日等國

災害防救體系及工作模式建構我國災害管理體制，建立中央至地方

四層級之防災體系「中央、省(市)、縣(市)及鄉(鎮、市、區)」，平時

訂定相關防災計畫，推動防災業務，定期召開中央防災會議，並明

確規範各主管機關執掌災害，預作防災準備；當災害發生之虞或已

發生時，設立對應之四層級災害防救（處理）中心。隔年(84 年)災

害防救業務從警政體系獨立出來，尤其擔任災害防救業務推動的主

要承辦單位，並將「緊急救護」納入消防體系，開始以消防體系主

導災害防救業務發展。84 年經濟部長江炳坤部長在中國農業工程

學會演講諸掲「水利業務改革方案」作為未來水利業務推動的重點

工作，包括水利機關組織與業務之整合、水資源政策之研擬、水利

法規之修訂、水資源開發與利用、河川及海岸整治保護與管理、區

域排水計畫、洪災防治及洪水預報、地下水管制與地層下陷防治和

節約用水等政策，促成經濟部水資源局於 85 年改組以及台灣省水

利局 86 年改組為水利處，還包括「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和「水

資源白皮書」，是近代水旱災防救科技之啟蒙階段。 

此階段各機關依其主管業務陸續進行防救災相關課題之研究，

唯缺乏統籌協調規劃，因此 86 年 11 月國科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正式成立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由災害防救相關單位共同規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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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執行計畫，並以落實應用為導向，促使研發工作與實務緊密結

合，於 88-90 年辦理第一期「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 

88 年 921 大地震重創台灣，成立災害防救專責單位成為當務

之急，89 年「災害防救法」公布使其災害防救業務正式邁入法制化

階段，確立我國三層級之災害防救組織，組織體系由災害防救委員

會主導，並依法訂定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及執行計畫。 

 

三、災害防救法時期(90-99 年) 

「災害防救法」公布後，因為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和行政院災害

防救委員會之核心幕僚人員主要由內政部消防署成員擔任，以者消

防署之專業背景，整體防救業務早期發展主要著重於整備及應變階

段遇到的課題。 

91 年經濟部水利署成立，水利機關組織與業務予以整合，是唯

水利業務改革方案的第一道里程碑，同時依據「災害防救法」明訂

經濟部水利署為水旱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其科技亦依其業務需

求為主導發展方向。 

93 年「全省河海堤整建計畫」落幕，其延續計畫承其水利業務

改革方案-河川及海岸整治保護與管理、區域排水計畫等理念，以"

中央管河川兩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之保障及自然豐富河川環境之

營造"為目標，推動「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區域排水環境營

造計畫」與「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此時河海堤的興建與水資

源設施的開發大多告一段落，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理念亦開始轉以

環境永續為主。 

95 年時我國產業結構不同以往，已邁入第三級產業為主體之

經濟結構，傳統代工產業大量外移與科技生技產業逐漸活絡，以及

服務業蓬勃發展，大量人口依居都會區更加速重要都市擴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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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以「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為

基礎，優先審視當前迫切及亟待解決之課題與近年來之水旱災害經

驗，經廣納「92 年全國水利會議」各界建言，爰擬具兼顧永續性、

多樣性、前瞻性與可行性，涵蓋治水、利水、保水、親水及活水之

水資源政策，作為我國後續水資源業務推動之最高指導方針，因此

開始 96 年「水資源永續發展規劃」、「海岸永續發展方案」及「易

淹水地區治理計畫」的推動，其「流域綜合治水」、「非工程措施推

動」、「水資源總量管制」「枯水期用水量不增加」等概念從此時開

始扎根，開始走向以防災減災為導向推動我國水利事業。 

承蒙 91-95 年間我國電子計算機、通訊科技、航遙測科技、探

空科技等產業高速發展，洪災防治及洪水預報發展亦跟著帶動，第

二期「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於 95 年屆止，各項防救災科技之基

礎理論皆已打下基礎，且各種應用工具也已具有雛形，是故國家科

學委員會為配合「災害防救法」推動，將各項科研成果整合並落實

應用於我國三層級之災害防救組織中，於 96 年辦理「強化災害防

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將有效整合參與部會署研發能量及成

果，並加值、轉化、落實、應用至相關災害防救實際業務，除提升

災害預警技術。此時期可為我國近代水旱災防救科技之蓬勃發展階

段。 

經濟部水利署配合「災害防救法」推動，上呈「水災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與「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書，並於 98 年經中央災

害防救會報核定後，為現行水旱災防救業務之依據。 

98 年莫拉克颱風極端降雨，帶來規模極大且複合型之災害，更

突顯近年氣候變遷影響使得對環境及大自然災害挑戰越來越嚴峻，

現行災害防救體系已無法因應此類重大災害，以及想定外規模與尺

度的災害亦延伸出諸多課題待新科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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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災害防救法修正(99 年後) 

為建構完備之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府整體災害防救體系，99

年行政院通過「災害防救法修正案」，將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改

為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並設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置專職人員，

處理有關業務，並將內政部消防署轉型為內政部災害防救署，並設

置設置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各該地方災

害防救會報事務。 

「災害防救法修正案」公布，經濟部水利署於水旱災防救業務

扮演的腳色更加明確，平時應依其業務職掌落實水旱災防的防災與

復建，包括持續性的「水資源開發及維護」、「河川海岸及排水環境

營造」、「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及「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等，

確保災前防禦措施達設計標準、災中防禦措施維持設計標準(部損

壞)及災害防預措施速回設計標準，以及依其專業建構的水旱災害

預警及應變機制，對中央部會則扮演幕僚腳色做好水旱災害研判分

析，並提供作為防救災資源調度參考之依據，而對地方政府及其他

單位則為情資提供和技術支援腳色，讓地方政府及其他單位能盡善

水旱災防救的整備與應變業務。 

希冀透過「災害防救法修正案」的公布，使得我國災害防救體

制的運作更加建全與完善。體系的調整亦突顯全國性災害管理平台

建立重要性，如何有效整合災害防救相關研發能量與資源，並提升

整體運作效能，成為此時期重點課題，因此隨著 99 年「強化災害

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的結束，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

同年辦理「災害應用科技方案」引領科技技術提升，協助近代水旱

災防救科技渡過未來環境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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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我國災害防救體制建趨完善 

我國災害防救管理體系從早期「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

處理辦法」是以災後緊急處理為主，然後經過「災害防救

方案」、「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法修正」的改革，現

階段垂直面採三層分級制，其權責分工內容明確，橫向面

各部會機管依其專業職掌應對災害類型，得以發揮最大防

災成效，而時間面向上，災害防救分為減災、整備、應變

及復建等四個階段論，確保防災業務在災前、災中與災後

都能妥善落實。 

 

(二)、我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基礎紮實 

有賴 70 年代我國產業的轉型，帶動機械、電子、電

機、運輸工具、通訊、資訊等科技產業的發展，為先進技

術發展奠下基石，時至 90 年代，短短 20 年間我國已有相

當成熟電子計算機、通訊科技、航遙測科技、探空科技等

高科技產業，95 年時水旱災防救科技的基礎理論與應用

工具已經相當成熟，再配合防救體制的改革推動，98 年

時各項水旱災防救科技多以落實應用於實務單位中。 

 

(三)、水旱災害隨著產業發展日益嚴重 

從歷史沿革的回顧可以顯見，不論是水資源的開發還

是防洪設施的興建，因著產業的經濟價值提高其保護設計

標準和保護區位跟著改變，亦突顯出國土利用的改變對水

旱災害有極大影響，當過渡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時，水旱災

害的衝擊也會跟著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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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旱災防救隨著未來環境變遷執行日益嚴峻 

從歷史回顧顯示說明，工程施作與環境改善對整體保

護的提升幅度永遠趕不及災害衝擊的加劇程度，我國水資

源設施與防洪工程的開發與建設將近 60 餘年，得以開發

的水源及興建的工程用地多已到達上限，但災害永遠發生

在既有的設定情境之外，使得未來水旱災防救科技的發展

應針對想定外災害研擬相關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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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氣候變遷與災害衝擊影響 

節錄「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台灣地區因地理環境特

殊，氣候與環境變遷引致災害的問題有越來越嚴重之趨勢，台灣面

臨的災害威脅可以由三方面分析，分別為自然的易致災性、社經發

展的影響及氣候變遷的衝擊，各別說明下： 

 

一、自然的易致災性 

台灣易受颱風的侵襲，為威脅台灣最嚴重的災害天

氣，台灣每年平均受颱風侵襲約 3.5 次，颱風的侵襲經常

造成重大損失，且台灣地區降雨強度高，颱風、梅雨、季

風及地形為影響雨量的重要因素，且豐枯水期雨量明顯有

別，加上山高水急因而蓄水不易，又兼因地質脆弱、表土

鬆軟，經常造成淹水及坡地災害，西南沿岸地勢低漥地區

逢大雨則更易導致淹水。 

 

二、社經發展的影響 

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大量用水需求增加，導致用水調

度越趨緊張，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進一步引發危機；

都市化過程一方面因熱島效應可能使得暴雨強度增加，且

另一方面因減少透水面積而增加下水道排水負擔，同時因

都市化人口集中、地下場站與大型空間，增加災害的脆弱

度與風險，一旦發生地震、淹水等天然災害的受災程度提

升。同時因農業與觀光發展之需求，山坡地與河川地超限

利用與不當開發更是近年來發生災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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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變遷的衝擊 

全球暖化導致全球各地之氣候變異趨勢有所不同，但

位處季風颱氣候與颱風侵襲路徑之臺灣，無可避免的需面

臨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例如極端事件有增加趨勢、颱

風降雨強度增加、降雨形態改變、乾旱發生頻率與強度增

加與海水位上升威脅....等，雖然氣候變遷對台灣本地的衝

擊需更完整與進一步的科學證據釐清，但在台灣的天然易

致災性與社會變遷的衝擊下，面對大環境氣候改變對災害

的可能衝擊不可忽視其嚴重性。 

 

現有的災害應變體系、工程設施以及國土環境等，面對急遽變

化的極端氣候事件，以及環境變遷衝擊下可能帶來的複合型災害，

過去的防減災作為仍尚無法有效因應，政府與民眾面對未來嚴峻挑

戰，實必需有嶄新的思維與明確的行動方能與之因應。因此回頭審

視我國防救災科技發展近況，從既有科技中檢討不足之處，然後研

擬策進方案，以解決未來面臨災害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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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範疇 

水旱災防救科技的發展內容應當取決於對水旱災防救業務辦

理上的需求，所以在進行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前，本計畫應當

先瞭解經濟部水利署的水旱災防救業務範疇，再從範疇中釐清現階

段辦理上的需求，最後才是選擇適當的科學、技術與工程來完善水

旱災防救科技的發展。 

依據 91 年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例第二條內容所示，經濟部水

利署應掌理下列事項： 

一、水利與自來水政策、法規之擬訂及執行事項。 

二、水利與自來水事業之調查、規劃及興辦之審議、協調與督

導事項。 

三、河川流域保育經理之整體調查規劃、治理計畫之擬訂及水

土資源經理分工協調事項。 

四、水道變更、防護與治理計畫之擬訂、執行及審議事項。 

五、水資源調查、開發、利用、保育、經營管理及統籌調配事

項。 

六、水權登記、管理及監督事項。 

七、水庫安全、經營管理、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及水源涵養保

護事項。 

八、自來水事業及其他水利團體之指導、監督事項。 

九、水文測驗調查、水利資訊系統建立、科技發展、技術合作、

試驗研究及資料處理服務事項。 

十、中央水、旱災之防救事項。 

十一、執行農田水利事業興辦、管理、審議、協調及接受委託

督導農田水利事業團體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水利行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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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解讀上述所列 12 條事項，任何一項工作若沒有辦理妥當，

一旦水旱災害發生其經濟部水利署皆難辭其咎，因為經濟部水利署

職掌有國內水資源的開發、調度及利用，其業務環節從中央至地方

和政府至民眾，環環相扣且息息相關，倘若細究其大小業務並彙整

圖說於本計畫當中，並非一兩百頁文書可以詳實說明。然則，從狹

義解讀經濟部水利署的水旱災防救業務，其範疇可縮小至經濟部水

利署組織條例第二條所載明之第十項「中央水、旱災之防救事項」，

因此本計畫將更進一步釐清何謂「中央」水、旱災之防救事項。 

我國水災及旱災防救業務範疇，98 年 4 月經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第 11 次會議已經核定有「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各業務計畫內容總則、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

變、災後復原重建及計畫實施與管核考制等五個章節，並詳載各項

業務內容、辦理方向以及權責單位，是故本計畫將依上述兩本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書內容，來彙整釐清經濟部水利署應職掌有的「中央」

水、旱災之防救事項。 

由於上述兩本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是以健全災害防救體系，以及

強化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措施，

為出發點來撰編彙整各項災害防救業務內容，諸多業務的切割是以

「時間」為序列來切割，分為災前預防業務、災中應變業務及災後

復建業務，因此部分同質性業務可能會同時出現在不同「時間」情

境的業務中，譬如說災前需進行災害潛勢範圍的劃定、災中需依據

災害潛勢範圍執行避難疏散、災後則需檢討災害潛勢的範圍，雖然

在不同「時間」情境下，災害潛勢研判技術扮演的不同角色，但從

製作(災前)、應用(災中)到檢討(災後)觀點來看，不論災前、災中或

災後其皆屬同樣的關鍵技術-災害潛勢範圍劃定，因此即便是在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中，災害潛勢範圍劃定的技術於計畫書中不同章節

中提及，但對經濟部水利署的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內容而言僅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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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目，是故於本計畫中將歸屬至單一發展策略中。有鑒於上述提

及的分類矛盾現象，為能使本節彙整出的水旱災防救業務範疇資料

得以應用於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的規劃中，將採自訂

的分類原則來彙整經濟部水利署的水旱災防救業務範疇。 

本計畫分類原則的自訂，參考 101 年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

心委辦之「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檢討及發展藍圖規劃」，已針

對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害防救管理業務範疇規劃有「水情及災情資

訊來源之擴充」、「水文觀測及預報精度之提升」、「防救資源整合及

應變作為之提升」、「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和「各機關水和

災防救資源協調」等五大發展策略，是故依前期計畫成果做延伸來

擬定本計畫的水旱災防救業務自訂分類架構。 

前期計畫規劃範疇係針對水利防災中心業務需求做設計，因此

水旱災防救業務範疇局限於「整備及應變」，內容多為非工程性質

的措施與手段。由於本年度計畫不同以往僅對水利防災中心的歷年

委辦計畫做盤點及檢討，而是對經濟部水利署的歷年委辦計畫做盤

點與檢討，從災害防救管理觀點出發，業務範疇分類不只有「整備

及應變」部分，還需包括有「減災和復建」部分，本計畫是將「減

災和復建」的範疇偏重於防救工程業務內容，其業務範疇涵蓋水旱

災害的防治工程，亦包含水旱災害的搶修復建，以水利設施耐災能

力檢討與提升為例，因為水旱災發生時水利設施會因發揮保護生命

及財產的功用而損壞，是故於災後需對受損的水利設施進行復原工

作；而部份水旱災防救業務內容是屬於政策導向或發展規劃，其業

務性質是為「整備及應變」和「減災和復建」研訂圭臬準則，例如

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其業務內容不僅要對防救工程的設

計標準進行檢討及規範，還需研提防救管理的強化方案及效能指

標，因此凡屬於此類性水旱災防救業務，本計畫即將其分類於「政

策研擬」。本計畫遵循上述自訂分類架構原則，依此架構來分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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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屬於經濟部

水利署的業務範疇。 

 

 

圖3-3.1  本計畫所提自訂分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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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備及應變 

「整備及應變」業務是設定在災害的發生無法避免時，從災害

可能發生條件及影響範圍等情資，進行災害的事前預警及防災整

備，並透過防救災資源的事前部屬以減低災害的衝擊程度，必要時

據以法令規範或管理手段來執行避難疏散作業，協助民眾及早遠離

高災害潛勢範圍，由於整備及應變等業務推動，在有限人力及經費

條件下，需要民眾主動參與或配合，才能提高防救災資源運作的效

率，因此藉由對民眾的防災教育訓練，來強化及保持民眾應對災害

的危機意識和諧祝防災的合作意識。 

前期計畫已針對災害情勢的掌握及災害影響的評估，研提有

「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等

分類，而屬於應變體系運作強化部分，則規劃有「防救資源整合及

應變作為之提升」、「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和「各機關水和

災防救資源協調」等分類，因此本計畫將尚未分類的整備及應變業

務新立分類項目，其中屬於法令規範檢討或管理手段研擬類型業

務，跟水災有關者統一歸於「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而

跟旱災相關者則分類至「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項下，最

後凡有關於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和演練等業務，分類至「民眾參與水

旱災防救業務」中。是故「整備及應變」業務共分以下八類： 

(一)、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 

(二)、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 

(三)、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四)、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五)、各機關水和災防救資源協調 

(六)、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 

(七)、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 

(八)、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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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書內已明確規範水旱災防救業務執行內容，將內容與上述八類有關

者，分別整理如下： 

 

1、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在發生大規模水災時，視需要動用飛機、直昇機蒐集災情，

並運用影像資訊等方式掌握災害境況。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2)、應利用相關災害評估及監測系統，快速分析評估災害規

模。 

-經濟部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結合大學、研究所及防災專業團體等研究機構，充實其

研究設施、設備，共同推動旱災災害防治研究（例如水庫

集水區雨量觀測及預報精度、乾旱監測、旱災預警與應變

措施之研究、旱災對社會經濟影響之評估等）。 

-經濟部、地方政府 

(2)、應加強旱災歷史與防救對策相關資料蒐集，充實氣象、水

文監測及水情觀測、傳訊等設施、設備，以進行受災原因

分析，檢討改進現行措施。 

-經濟部及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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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 

觀測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充實監測河川水位、水庫水位、淹水等水文資料所需之

設備與水情預報、通報設施，並充實坡地崩塌災害即時監

測所需設備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 

(2)、應充實有關水文、水情監測及傳訊設施，以提昇洪水預報、

淹水預警及水利設施防災能力，並應設置坡地崩塌災害即

時監測設備，以建立坡地崩塌災害預警能力 

-經濟部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適時檢討修正所管轄河川之水位流量關係曲線。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 

(2)、應定期將管轄之重要河川流量傳送水利署及水資源局，並

派專員負責資料校核以提高資料之正確性。 

-經濟部水利署河川局 

(3)、應檢討水庫集水區之水文觀測站佈設狀況，修正或增加觀

測站數，中央氣象局配合提供相關雨量觀測技術規格，以

符合雨量趨勢預報作業之基本要求。 

-經濟部及水庫管理單位 

(4)、應加強旱災歷史與防救對策相關資料蒐集，充實氣象、水

文監測及水情觀測、傳訊等設施、設備，以進行受災原因

分析，檢討改進現行措施。 

-經濟部及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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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正確蒐集流量、水位、蓄水量等相關水文資訊，提供本

部相關單位水情評估參考。 

-各河川、地下水、水庫等管理單位 

(6)、應於枯水期（十一月至五月）每月月中及月末預測流量、

未來計畫供水量及水庫蓄水量，並評估未來三個月內供水

情勢，彙報至本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 

-水庫管理單位 

 

預報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充實有關水文、水情監測及傳訊設施，以提昇洪水預報、

淹水預警及水利設施防災能力，並應設置坡地崩塌災害即

時監測設備，以建立坡地崩塌災害預警能力 

-經濟部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結合氣象雨量預報及水庫、河川、地下水水情，並根據

水源供需現況，適時公布各地區水資源及乾旱情勢。 

-經濟部 

(2)、乾旱預警作業包括水情監測及水情評估，前者將蒐集之水

文資料展現給決策者參考；後者為結合水文預測及水源運

用模式評估水情，即依據歷史資料、豐水期水源量、未來

可能的降雨量及水庫入流量等資訊，由水量平衡計算推估

出未來某個時段內水庫蓄水量及可運用水源量的可能變

化情形。 

-經濟部 

(3)、應請中央氣象局依氣象資訊，分析預測區域降雨機率，提

供作為乾旱預警決策參考。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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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潛勢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針對淹水、海岸溢淹、坡地災害等危險區域，應進行災害

潛勢調查及危險度分析，並採取必要因應措施。 

-經濟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 

(2)、應進行水災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教育民

眾儲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

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各級政府 

(3)、應依以往之水災災例與所蒐集相關情資，進行致災原因分

析，檢討現行措施。 

-各級政府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加強旱災歷史與防救對策相關資料蒐集，充實氣象、水

文監測及水情觀測、傳訊等設施、設備，以進行受災原因

分析，檢討改進現行措施。 

-經濟部及自來水事業、水庫管理單位 

(2)、應蒐集旱災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害事例，研擬災害防

救對策，並依地區乾旱潛勢特性與發生週期狀況、地區分

布，分階段加強宣導民生、農業、工業等節水措施，並定

期檢討，以強化民眾節約用水觀念，建立節水防旱理念。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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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考量水災潛勢之合理土地規劃利用；應致力河川、堤防、

水閘門、雨水下水道及抽排水設施等之規劃與建置；在土

石流、土地流失、坡地崩塌、易淹水等危險地區，應採取

有效防治措施並設置預警系統。 

-經濟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 

(2)、警戒水位及防汛演習。 

-每一河川之警戒水位係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 

(3)、依據洪水監測資訊，發布洪水預警警報，並分別通報中央

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及地方政府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以利及

早因應水災。 

-經濟部 

(4)、應監控所屬主管河川水位、水庫水位及潮汐變化，利用河

川警戒水位或洪水預警報系統，及時通報地方政府執行必

要的疏散避難，另水庫管理單位進行水庫調節性洩洪時，

應依防洪運轉相關規定，掌握洩洪時機及落實下游相關單

位之通報及預警工作。 

-經濟部 

(5)、為防止、減輕水災引起之坡地災害，在水災發生時，應調

派專業技術人員前往坡地災害危險區檢測、勘查，判斷有

危害之虞時，應立即通報各級災害防救行政機關及當地居

民；各相關機關接獲通知後，應採取適當之警戒避難措施。 

-各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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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建立乾旱預警決策支援系統，對於乾旱預警制度應配合

氣象預測、蓄水設施入流量與蓄水量變化、用水期程及用

水結構變化，適時檢討修正以掌握應變之時機。 

-經濟部 

(2)、應透過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水庫

管理等單位，定期蒐集水情、水文資料，建立乾旱監測及

旱災預警系統。 

-經濟部 

(3)、為事先掌握乾旱情勢及預警，應建立乾旱預警及水資源供

需協調機制，以執行水情蒐集及評估、統籌協調區域水源

調度、備妥因應對策及通報等事宜。乾旱預警期間，由本

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彙整所轄區域相關單位水源供需

等資料並予評估分析，並將預警處置情形通報水利署，若

須由水利署協調處理部分則由該署辦理，期藉此預警期間

之各種節水管理、區域水源調度及事先備妥之災害因應措

施等，能延緩進入旱災階段或進入旱災階段能順利執行抗

旱相關事宜。 

-經濟部水利署 

(4)、乾旱預警作業包括水情監測及水情評估，前者將蒐集之水

文資料展現給決策者參考；後者為結合水文預測及水源運

用模式評估水情，即依據歷史資料、豐水期水源量、未來

可能的降雨量及水庫入流量等資訊，由水量平衡計算推估

出未來某個時段內水庫蓄水量及可運用水源量的可能變

化情形。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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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乾旱可能缺水之預警期間，應持續監測及評估水情，依未

來降雨預測及目前降雨量、水庫蓄水量、河川流量與歷年

同期資料比較分析，作為乾旱發展警戒指標，並依乾旱程

度，定期邀集召開水資源供需協調會議，並將議決事項及

因應對策等通報至可能缺水區域之各用水單位、直轄市、

縣市政府、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工業局及水利署，以配

合執行各項因應對策。 

-經濟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 

 

應變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隨時將所蒐集的重大災情資料及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情

形報告行政院院長。 

-經濟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2)、一、搶險：指因天然災害致使水利設施發生損壞或已發生

險象，為防止損壞險象擴大所作之緊急搶救措施。二、搶

修：指天然災害之威脅已減退，為免水利設施尚未修復、

重建前，災害再次發生或擴大所作之緊急搶修措施。 

-河川管理辦法第二、十九、廿一條規定 

(3)、洪水預警報標準作業程序之建立 

-河川主管機關 

(4)、應訂定緊急動員機制，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

法、集合方式、集合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

項等，做好各項防汛整備措施，模擬各種狀況並定期實施

演練。 

-經濟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

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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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

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5)、對水災潛勢區及常嚴重淹水高危險地區應擬訂「水災危險

潛勢地區保全計畫」，並事先訂定警戒避難準則及作業程

序。 

-經濟部必要時應主動指導及協助地方政府研擬相關內容 

(6)、應建立淹水災情查報通報機制 

-經濟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直轄市、縣市政府 

(7)、應建立彙整各類淹水災情通報機制。 

-經濟部 

(8)、應蒐集與水災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害事例，研擬災

害防救對策，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與季節發生狀況，訂定

各種災害防救教育宣導、訓練及實施計畫；並定期檢討，

以強化民眾防災素養，建立自保自救及救人之基本防災理

念。 

-各級政府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針對農業用水的調用補償等規定，建立明確的縱向與橫

向協調機制。 

-經濟部、自來水事業 

(2)、應訂定旱災緊急應變相關計畫，明定緊急應變人員編組、

緊急聯絡方法、作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

項等，備妥相關救旱措施，並視需要實施演練。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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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與自來水事業協定防旱應變程序，視需要共同實施演

習；並規劃空中造雨、地面造雨及配水等場地，以利設置

造雨機具或運水。 

-經濟部、地方政府 

(4)、應建立乾旱預警作業計畫（程序），明定作業之水文資料

蒐集、水情資訊評估、通報聯絡方法及作業流程等事項。 

-經濟部及水庫管理單位 

(5)、應隨時將所蒐集的重大災情資料及旱災災害應變措施辦

理情形，依「經濟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逐級報告。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 

平台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洪水預警系統之建置，各管河川應視其災害潛勢、逕流量、

及其周遭都市化、人口等因素判斷其洪水預警系統建置之

需要性，逐步建置及更新。 

-河川管理機關 

(2)、平時應蒐集、分析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系統，

並透過網路及各種資訊傳播管道，供民眾參考查閱。 

-各級政府 

(3)、應事先整備各種資料的整理與保全（地籍、建築物、權利

關係、設施、地下埋設物、不動產登記、各種金融等資料

與測量圖面、資訊圖面等資料之保存及其備援系統），以

順利推動復原重建。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4)、應事先整備所管重要設施之建築圖、基地、地盤等有關資

料，並複製另存，以利災後復原。 

-公共設施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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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建立水庫蓄水狀況資訊系統，平常蒐集資料，以掌握氣

候與水文特性，乾旱時期則能及時展示與分析。 

-水庫管理單位 

(2)、應分年規劃、更新重要水庫之防洪或救旱資訊系統。 

-經濟部水利署 

(3)、平時應蒐集並分析旱災有關資訊，建置旱災災害防救資訊

系統，並透過網路及各種資訊傳播管道，供相關機關運用

及提供民眾參考查閱。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4)、應於亢旱期間建立亢旱專輯網站，並隨時掌握民眾用水需

求，藉傳播媒體之協助，將氣象狀況、供水狀況、各水源

設施等運作管理情形、政府機關所採亢旱對策及實施限水

步驟之影響範圍、實施期程、載配水站佈點及籲請民眾配

合事項等資訊，隨時更新傳達予社會民眾。 

-各級政府部門及自來水事業、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 

(5)、為提供民眾、廠商有關旱、災情之訊息，得設置專用電話

及單一窗口，並予以公開，並應設置資訊網站供民眾、廠

商查詢。 

-經濟部、自來水事業、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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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確保災害時通訊之暢通，應視需要規劃通訊系統停電、損

壞替代方案、通訊線路數位化、多元化、CATV 電纜地下

化、有線、無線、衛星傳輸對策。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 

(2)、應定期辦理通訊設施檢查、測試、操作訓練，並模擬斷訊

或大量使用時之應變作為。 

-各級政府 

(3)、應建構防災通訊網路，以確保將災害現場的資料傳達給各

級災害應變中心（小組）及防災有關機關。 

-各級政府 

(4)、應視需要規劃民眾行動電話、無線電系統，於災害發生時

之運作模式及確保不斷訊之設施。 

-各級政府 

(5)、應確保水庫、抽水站、水閘門、河川、水位計及各種影像

傳遞系統等設施之正常操作，訂定操作作業手冊，並加強

相關專業人才之培育；此外應有緊急調度或儲備有關裝備

之措施。 

-公共設施之管理機關 

(6)、應對受災民眾傳達災害處理過程，並建置及強化資訊傳遞

設施，提供民眾完整之資訊。 

-各級政府 

(7)、應強化並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以便迅

速傳達相關災情的資訊，並對受災民眾提供生活資訊。並

應考量外國人、身心障礙者及災害時易成孤立區域之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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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都市中因無法返家而難以獲取訊息之受災者之災情

傳達方式。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8)、在有災害發生之虞時，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能確認，設施

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以維通訊良好運作。 

-各級政府 

(9)、在災害發生時，得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並妥善分配有

限之通訊資源。 

-各級政府 

(10)、應掌握災民之需求，藉傳播媒體之協助，將氣象狀況、

災區受損、傷亡、災害擴大、維生管線、公共設施、交通

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與政府有關機關所採對策等資

訊，隨時傳達予民眾。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11)、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對外窗口及諮

詢專線。 

-中央各權責部會及地方政府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國土防災規劃，從事蓄水、取水、淨水、輸水、供水等水

利設施及資訊網路之整備時，應有防旱準備之考量。 

-經濟部暨水利署水資源局、地方政府、自來水事業及農田水

利會 

(2)、應視需要規劃資訊網路、專用電話、行動電話及傳真等設

備，以運用蒐集來自民間企業、傳播媒體及民眾等多方面

之旱（災）情。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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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為確保旱災時通訊之暢通，應視需要規劃專用電話、行動

電話、傳真、網路電子信箱等多元化通訊系統。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4)、應對通訊系統定期檢查、測試及辦理操作訓練，模擬斷訊

或大量使用時之應變作為，以確保旱（災）情資料能順利

傳達至各級政府災害應變中心及防災有關機關。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5)、對旱災處理過程應強化資訊傳遞設施，提供完整之資訊予

受災民眾。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6)、平時應強化並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以

便缺水期間能迅速傳達相關災害的資訊及提供民眾防災

諮詢服務。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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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建立相關救援人力與機具等救災資源調度機制，包括應充

分整備調查並建檔掌握（如：抽水機組數、易淹水區抽水

機預佈地點調查）、預先完備調度規劃、建立標準作業程

序等（含出動人力、機具數量、帶隊官姓名、電話等資訊）。 

-經濟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2)、應加強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設施、設備之充

實及耐水災之措施；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

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時也能繼續正常運作。 

-經濟部、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

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

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3)、應完成移動式抽水機整備及預劃，以支援地方政府可能淹

水區域。 

-經濟部 

(4)、應依受災地方政府之請求，派遣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調派裝備、器材或協助辦理其他事項。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加強旱災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設施、設備

之充實；並應建立生活用水之緊急調度機制。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6、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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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訂定或審查有關綜合性發展計畫，應充分考量颱風、豪

（大）雨及沿海浪潮所造成淹水、土地流失、坡地崩塌、

土石流等災害之防範，以有效保護國土及民眾之安全。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考量水災潛勢之合理土地規劃利用；應致力河川、堤防、

水閘門、雨水下水道及抽排水設施等之規劃與建置；在土

石流、土地流失、坡地崩塌、易淹水等危險地區，應採取

有效防治措施並設置預警系統。 

-經濟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 

(3)、研議推動水災保險業務。 

-行政院金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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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國土防災規劃，審查綜合性發展計畫暨各地方政府訂定相

關綜合性發展計畫時，應考量旱災災害之防範，以有效確

保整體發展。 

-內政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本部 

(2)、應加強水資源供需資訊之收集與情勢分析，以掌握各地區

之自有水源量（含地表、地下及其它輔助水源）、調配支

援能力及供水區各標的用水需求。 

-經濟部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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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廣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警戒水位及防汛演習 

-每一河川之警戒水位係由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並公告 

(2)、應密切聯繫，實施大規模水災之模擬演習、 訓練，強化

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供作災害防救之參

考。 

-各級政府及公共事業機關（構） 

(3)、應視需要規劃跨縣市災害緊急應變對策之訓練。 

-各級政府 

(4)、應蒐集與水災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害事例，研擬災

害防救對策，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與季節發生狀況，訂定

各種災害防救教育宣導、訓練及實施計畫；並定期檢討，

以強化民眾防災素養，建立自保自救及救人之基本防災理

念。 

-各級政府 

(5)、應進行水災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教育民

眾儲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

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各級政府 

(6)、應透過防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7)、應建立民間災害防救團體、社區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備

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資料庫及聯繫協助機制。 

-經濟部、內政部、國防部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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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平時應掌握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

織）、後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及受理

志工團體協助之體制。 

-經濟部、內政部、國防部及地方政府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對於節約用水應持續宣導，以養成民眾節約用水之習慣，

並加強節水教育，以增進民眾對缺水問題嚴重性及政府推

動節約用水政策之認知。 

-各級政府 

(2)、視需要辦理跨縣市旱災災害應變對策之訓練。 

-經濟部 

(3)、應進行旱災潛勢及缺水程度模擬之調查分析，適時告知民

眾預作應變準備，並教導旱災時節約用水知識。 

-經濟部 

(4)、應貫徹行政院核定之「推動節約用水措施實施計畫」，力

行節約用水措施。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5)、應透過防災週等活動，辦理旱災防救訓練。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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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災和復建 

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例第二條說明，水利署職掌有河川流域保

育經理之整體調查規劃、治理計畫之擬訂及水土資源經理分工協調

事項等責任，並需依其職務發展水利事業，意即採人為方法控馭或

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其手段以工程為主，工程層面包含有防洪、

禦潮、灌溉、排水、洗鹹、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

水運及發展水力等項目，項目繁多且在水旱災防救業務中扮演著減

災的重要角色，不過水資源設施和水利設施因其功能性不同所應對

水災或旱災時所發揮的功能也有所不同，是故依水災和旱災不同災

害分別來說明水利署於「減災和復建」的水旱災防救業務。 

依據水利法第一章第 3 條定義，與水災災害有直接關聯性之工

程為河川工程、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其中河川工程泛指流域中用

於控馭或防禦霪雨洪潦之人為設設，以及用於消減泛濫湮沒災害之

人為設施，而區域排水則適用以排洩足以危害或可供回歸利用之地

面水或地下水之人為設施，最後的海岸工程所指為用以防禦海岸或

河口地區潮浪之災害之人為設施。有鑒於水利法對其功能性的分

類，凡屬河川工程類者歸為「流域治理技術提升」，而區域排水類

者是為「都會防洪能力提升」，以及類屬海岸工程者則視為「海岸

禦潮能力提升」，本計畫依上述架構水災下「減災及復建」業務的

自訂分類項目。 

由於人為設施在抵禦洪澇災害時，發揮保護功用的同時其結構

或強度亦跟著耗損，不論是河川工程、區域排水或是海岸工程，其

因抵禦災害而耗損之現象是同為人為設施不可避免之狀況，一旦設

施損壞即應盡快對其設施進行搶險和搶修，以恢復人為設施原有的

保護能力，亦即水旱災防救業務中的復建，因此本計畫將此類業務

規屬於「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267 國立成功大學 
 

93 年「全省河海堤整建計畫」結束後，為促使人民生活與環境

相處更為融洽，環境營造與生態保育成為河川工程、區域排水及海

岸工程施作的共同環節，尤其是 93-97 年和 98-103 年經濟部水利

署辦理的「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區域排水環境營造計畫」及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由於環境營造與生態保育和災害防治互為競

合關係，不適宜併在一起做歷年計畫的盤點和落實應用檢討，因此

為確實界定水旱災防救業務的範疇，在本計畫對水利署歷年委辦計

畫的盤點對象將將不包含環境營造與生態保育等相關項目，例如環

境景觀改善工程、海岸親水遊憩空間營造等等。是故水災相關「減

災和復建」業務共分以下四類： 

 

(一)、流域治理技術提升 

(二)、都會防洪能力提升 

(三)、海岸禦潮能力提升 

(四)、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因為「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書內已明確規範水旱災防救業務執行內容，將內容與上述四類有關

者，分別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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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域治理技術提升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計畫性推動治山、防洪、排水、坡地及農田防災等措施之

整備，並持續造林防止山坡地災害。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 

 

2、都會防洪能力提升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考量水災潛勢之合理土地規劃利用；應致力河川、堤防、

水閘門、雨水下水道及抽排水設施等之規劃與建置；在土

石流、土地流失、坡地崩塌、易淹水等危險地區，應採取

有效防治措施並設置預警系統。 

-經濟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 

(2)、對於都市化程度較高之都會地區，應推動流域綜合治水對

策，兼顧防洪、生態、親水景觀及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河川流域上中下游應規劃興建調洪水庫、滯洪池、雨水入

滲與貯蓄及地下分洪河川等設施，有效降低都市河段洪峰

流量，全面改善淹水潛勢。 

-地方政府、經濟部、內政部 

(3)、應依權責規劃研究治理區域排水、市區排水之方法，並整

體考量排水與都市計畫相互之影響及配合措施。 

-經濟部、內政部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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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岸禦潮能力提升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為確保海堤完整，維護海岸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依台灣

省海堤管理規則第十七條規定，應於每年三月前確實辦理

海堤安全年度總檢查。其檢查項目包括：海岸地形變化及

浪潮衝擊情形、海堤堤身效能狀況、海堤損害後修復情形、

防汛搶險之各種器材、物料儲備情形等。 

-中央管理機關 

 

4、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每年防汛期前，應依據「水利建造物檢查與安全評估辦法」

就其所轄水庫、河堤、海堤、排水及水門等水利建造物，

辦理初（複）安全檢查，本部應組成督導小組就主管機關

初（複）安全檢查結果進行抽檢，並就缺失督導改善。 

-各級主管機關 

(2)、應對所屬主管河川依「河川管理辦法」辦理管理工作，確

保河川正常運作。 

-經濟部 

(3)、對於橋樑沖毀、地層下陷、建物傾斜或倒塌等其他災害，

應調派專業技術人員前往檢測、勘查，並立即通報各級災

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處理。 

-各級政府 

(4)、應督導相關單位即時對潰決堤防進行搶修搶險工作。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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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水利法第一章第 3 條定義，與供水系統有關的工程包含有

蓄水工程、灌溉工程及給水工程，其中依「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

或拆除審核作業要點」所提蓄水建造物所指為以蓄水為主要功能之

建造物，其設計蓄水深度達三公尺以上或設計蓄水量達二萬立方公

尺以上之堰、壩、水庫、人工湖、埤池等；而灌溉工程則為用以取

水供應農田或農作物，以發展農業之人為方法；另外，給水工程則

為用以輸配水資源之水利建物。細究其定義，可以發現上述人為設

施運作功能，不同河川工程、區域排水及海岸工程，不僅用於防治

旱災，更要滿足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需求，是以水資源永續經營為出

發點。 

雖然說水利署肩擔有水資源永續經營之重大責任，但導致水資

源無法永續經營之原因，不單僅有自然環境提供水資源能力不足

(亦即長期不下雨)，還有來自需求大過供應所造成的缺乏，最後就

是因設施損壞導致之水資源供應能力下降，以上種種原因皆有可能

導致水資源無法順利經營，但其中因需求大過供應所造成的缺水問

題，本計畫不將其納入考量，其理由是需求過大導致之原因並非水

利署職掌範疇下得以完全改善，舉例來說農業用水量的減量，其業

務職責單位為農業委員會，轄管之農田水利會應當研發配合旱季的

輪耕技術，亦或是耐旱作物栽培技術精進，以及農業迴歸水的開發，

這些都是透過農業用水需求的減量來達抗旱之目的之科技，但水利

署礙於各部會職責分工及專業能力受限，無法藉此達抗旱之目的，

是故舉凡為農業、工業及其他產業需水量過多導致的缺水，本計畫

不予以檢討，以及因需水量大而超抽地下水導致的地層下陷問題亦

不予以考慮。 

但如果是因為設施損壞導滯之水資源供應能力下降，如水利法

第一章第 5 條所指水資源利用或防洪關係重大之堰、壩、人工湖與

其附屬設施，其蓄水範圍在水資源永續經營既有規劃已建置者，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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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設施老舊或是無法耐受天然災害的影響而失去效能而導致旱

災發生之情況，例如說上游來砂持續淤積庫區使得水庫蓄水操作空

間變小，導致所蓄之水資源無法因應需求而發生旱災，此一情境者

本計畫納入為水旱災防救業務範疇，並以「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

劃」作為分類項目。 

由於水資源開發量除依平時使用量來做評估外，作為緊急抗旱

用途的水源亦相當重要，此類型水源開發難度通常較高施工不易，

且開發的水價成本亦遠高於日常用水，但相較於產業因乾旱導致的

經濟損失相較，多元的新水源開發仍有其必要性，即便開發後的水

源產量不夠豐富，以及開發的成本過高，本計畫將屬於此類項目之

業務整併於「新水源開發技術」項下。 

最後為環境受氣候變遷影響，台灣旱季影響時間拉長和雨季時

區域降雨不均勻的情形越益頻繁，使得旱災於對我國的影響越益明

顯，旱災不同於水災的可以透過人工方法介入天氣發展，因此這也

成為旱災防救的主要手段之一，亦成為水旱災業務範疇之一，所以

本計畫針對其分類「人造雨技術」。是故旱災相關「減災和復建」

業務共分以下三類： 

 

(一)、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 

(二)、新水源開發技術 

(三)、人造雨技術研發 

 

因為「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書內已明確規範水旱災防救業務執行內容，將內容與上述四類有關

者，分別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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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考量水庫上游集水區及供水區的地表人文、時空變遷，

以及水庫淤積情況等，為期精確掌握主要水庫蓄水量及更

能有效利用，應針對主要水庫運用規線，適時檢討，並作

必要修正。 

-水庫管理單位 

(2)、對於運用規線之修正，因涉及水庫安全及水源運用，應對

水庫供水及洩洪操作進行詳細分析，以評估其對水源調

配、下游防洪及大壩安全之影響，並邀請相關單位研商，

另須依規定提報本部蓄水庫安全評估小組審查通過後，公

布實施。 

-水庫管理單位 

(3)、應持續加強辦理年度水庫清淤相關工作。 

-經濟部水利署及水庫管理單位 

(4)、應利用乾旱時機，全力擴大辦理水庫淤積浚渫工作，並擬

定乾旱期「水庫淤積緊急浚渫計畫」。 

-水庫管理單位 

(5)、於旱災時，對所管水利設施、設備，應隨時掌握其運作情

形，並加強管理，如有損壞應即進行緊急應變措施，以確

保民眾之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 

-經濟部、地方政府及自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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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水源開發技術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國土防災規劃，應配合地區用水需求，加強水資源開源及

節流之工作。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 

 

7、人造雨技術研發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平時應加強與中央氣象局及國防部建立聯繫機制，以掌握

造雨時機，有關實施人造雨作業程序如圖一所示。另應加

強造雨器材維修、安全檢查及推廣操作訓練。 

-經濟部水利署 

(2)、於每年枯水期開始，應協調該署各水資源局、河川局、自

來水公司、各地農田水利會等指派造雨站操作維護人員，

聽候通知施作地面人造雨。 

-經濟部水利署 

(3)、應研訂人造雨作業要點，以推動人造雨相關基礎研究、應

用研究、技術發展與實地作業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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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研擬 

本計畫研提「政策研擬」之原因，乃在於部分水旱災防救業務

的推動，其目的是在引領「整備及應變」和「減災及復建」業務推

動的方向，因其業務性質所扮演的腳色地位特殊，並有其專一性存

在，所以獨立分項進行分類盤點及檢討。 

其一為「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我國水旱災防護標

準設計是以特定發生頻率的災害做為「情境條件」，譬如說中央管

河川保護標準設計是以 200-100 年重現期距降雨事件為規劃腳本，

然則氣候變遷是改變未來的環境特性，當由長期歷史資料推估所得

的「情境條件」與氣候變遷後的環境不一致時，以 98 年莫拉克風

災為例，位處高屏溪上游段的高雄阿蓮(2)雨量站水文紀錄，從歷史

事件推估得的一日暴雨強度與莫拉克颱風事件比較增加介於

7~20%之間。從阿蓮(2)雨量站紀錄來看，即可以知道原高屏溪設計

規劃抵禦 50 年重現期洪水事件的防洪工程，因著氣候變遷影響導

致防洪工程降到僅有 25 年重現期距洪水事件的防禦能力，這也說

明為什麼氣候變遷影響研究於 98 年後備受重視，若無相關因應對

策的話將無法有效防治水旱災害，基於其在水旱災業務扮演的重要

性，本計畫劃分「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項目。 

其二為「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益評估」，我國水資源設施及

河海堤建設自 38-39 年即陸續啟動，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 71 年亦

有相關計畫開始辦理，隨著 85 年水利事業改革各種非工程措施亦

陸續推動，將屆 60 年的長期發展及深耕建設，其成效為何和未來

要突破之瓶頸點必須掌握，近年來全球經濟多呈 GDP 成長停滯趨

勢，換句話說國家收入減少情況下，相對的水旱災防治預算跟著縮

編，如何將有限的經費投入最緊要脆弱環節為水旱災防救業務重點

課題之一，為提高水旱災防救經費投入的本益比，其效益評估有其

納入本計畫自訂分類架構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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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不論是「整備及應

變」和「減災及復建」業務的發展，皆必須仰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技

術，唯有持續的研究才能使水旱災防救業務越來越好。是故水旱災

相關「政策研擬」業務共分以下三類： 

 

(一)、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 

(二)、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益評估 

(三)、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 

 

因為「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書內已明確規範水旱災防救業務執行內容，將內容與上述四類有關

者，分別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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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充實相關研究機構各種試驗研究設施，並考量全球氣候

變遷對水災防救可能之衝擊及影響，結合大學、研究機構

及其他專業團體推動相關評估及調整策略研究。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2、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益評估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將水利建造物現況安全檢查資料庫建檔，以利現有防災

工程之補強工作及後續防災工程之規劃設計，並檢討各項

防災工程設施之功能與成效。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 

 

3、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從防災觀點推動水災有關科技之研究，同時應與相關研

究機構相互合作，以有效應用研究成果。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應運用旱災災害防救科技研究成果，進行旱災防救對策之

研擬及推動。 

-本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氣象局、地方政府及自

來水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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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水利署歷年執行成果分類及落實應

用檢討 

為能有嶄新的思維與明確的行動方能因應氣候變遷與災害衝

擊的挑戰，因此本計畫需先釐清瞭解經濟部水利署近十年水旱災防

救科技發展概況，才能針對不足之處研擬因應之道，從「水災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書內容，本計畫已自

訂分類架構，界定出各分類下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之範

疇，以上述範疇為框架來盤點分類經濟部水利署歷年與水旱災業務

相關之委辦計畫(包含一般及科專委辦)，據以掌握落實應用於各業

務的科技發展近況。 

從經濟部水利署委辦計畫管理系統中彙整署內 91 年至 101 年

度委辦計畫，彙整計畫總數量共計為 3474 件，經分類後屬水旱災

防救業務計畫(包含科專及一般委辦)數量共計約 1649 件，契約經

費總計約 80.8 億元，計畫來源單位包含有水源經營組、河川海岸

組、保育事業組、水利防災中心、水文技術組、綜合企劃組、水利

行政組、河川勘測隊、土地管理組、工程事務組、水利規劃試驗所、

北中南區水資源局、臺北水源特定管理局及第一至十河川局。其中

水源經營組、河川海岸組、保育事業組、水利防災中心、水文技術

組、綜合企劃組、水利行政組、河川勘測隊、土地管理組、工程事

務組所屬署內三級單位，而水利規劃試驗所、北中南區水資源局、

臺北水源特定管理局及第一至十河川局則屬署內四級單位，因此當

委辦計畫由三級單位主辦時，上述三級單位同為督辦和主辦單位，

而當委辦計畫由四級單位主辦時，依據業務屬性或著經費來源對應

其三級單位做為督辦單位，本計畫依督辦單位統計署內各組室歷年

計畫辦理件數及契約經費如圖 4-1.1 及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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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部水利署歷年計畫辦理數量可以發現，95 年因著水利

署執行 8 年「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水旱災防救業務相關計

畫辦理數量逐年提高，98 年莫拉克風災過後，災後的搶修與復建成

為當下之急，從水旱災防救業務的辦理數量突顯災害防救的重要

性，也可以說明我國政府近年來對水旱災防救事業的重視程度；其

從水旱災防救業務的歷年契約經費亦可以發現，自 95 年「易淹水

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開始辦理後，水旱災防救業務計畫執行經費達

到年度高峰，但似乎隨著「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的結束，經

濟部水利署投入於水旱災防救業務的經費逐漸變少，在未來經費有

限的情況下，水旱災防救業務的推動能否順暢也將成為一項挑戰。 

 

圖4-1.1  經濟部水利署各組室歷年計畫辦理件數 

 

圖4-1.2  經濟部水利署歷年計畫契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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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國水旱災防救業務沿革可知，88-95 年間「防災國家型科

技計畫」將發展多項防救災科技，並完成基礎研究和應用工具的開

發，96-98 年「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更是整合

上述科技研發成果並將其落實應用至各部會單位中，尤其可以 98

年前水利署已掌握有相當之水旱災防救科技並已落實應用，所以本

計畫將藉由對歷年委辦計畫的盤點分類，據以釐清近 10 年內經濟

部水利署掌握有多少防救災科技，然後據以羅列這些科技技術優

點，因為這些科技對經濟部水利署而言，是發展成熟度高且已經落

實應用於實務上的技術，可以是下一個十年科技發展的基礎，也就

是未來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的優勢。此外，在本計畫盤點同時也釐

清這些科技應用限制，因為部分科技的應用尚無法完全解決複合型

災害及想定外災害課題，未來應繼續投入研究資源須持續精進以提

升技術的低成熟度，換言之就是未來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的劣勢，

在未來規劃科技發展時因針對這些限制具體改善方案。 

 

圖4-1.3  落實應用檢討方法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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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理水旱災防救業務相關計畫盤點及落實應用檢討的同時，

也訪談經濟部水利署組室業務同仁，實際查訪水利署在既有科技應

用上遭遇到的課題，以及持續採用既有科技的原因，這些都會是未

來水旱災防救科技規劃的參考依據。 

 

表4-1.1  與署內各組室水旱災防救業務訪談時程表 

時間點 與會單位 參與人員 

4 月 15 日 河川海岸組 河川海岸組副組長：陳中憲 

國立成功大學：謝正倫 主持人、李威霖 

工程師 

4 月 19 日 水文技術組 水文技術組副組長：曾鈞敏 

國立成功大學：陳禮仁 顧問、李心平 

組長、李威霖 工程師 

4 月 26 日 綜合企劃組 

水源經營組 

綜合企劃組組長：李友平 

水源經營組組長：黃宏莆 

國立成功大學：陳禮仁 顧問、李威霖 

工程師 

5 月 21 日 保育事業組 保育事業組組長：王藝峰 

國立成功大學：李威霖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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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釐清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概況，本計畫後續

依自訂架構分類說明署內各組室水旱災防救業務相關科研成果。 

一、整備及應變 

1、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 

分類成果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業務範疇的計

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31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3 所

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3,108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

單位關係如圖 4-1.4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2 所

示。 

 
圖4-1.3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4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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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衛星應用於河川監測            水利行政組 

無人載具應用於緊急勘災           
 河川勘測隊 

衛星應用推估海平面變遷

量 

           
水利防災中心 

衛星監測近岸海流變化            水文技術組 

衛星應用海岸線變遷監測            河川海岸組 

MODIS 衛星技術應用            水文技術組 

衛星應用河床質調查            河川海岸組 

衛星應用水質調查            河川海岸組 

衛星應用災害監測及預警

機制建立 

           
水利防災中心 

衛星應用洪災損失評估            河川海岸組 

衛星應用庫區優養化監測            保育事業組 

衛星應用於水災監測及淹

水災損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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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從歷年計畫辦理情形看來，署內眾多業務仰賴航遙測技術的應

用，其業務範疇多屬於環境及災情的監測，所應用的航遙測技術主

要是以衛星影像為主，而到 100 年後才開始有無人載具影像的應

用。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署內已掌握有處理光學與雷達衛星影像的技術，常用

的光學衛星影像為我國自行研發之福衛二號衛星影像，該

衛星 93 年升空，是由我國自行操作控制之光學衛星，具

有可見光及近紅外光等波段，可配合政府業務需求排程任

務，且其解析度可達 2 公尺網格，對於環境及災情的廣域

監測相當有利。其他光學衛星產品還包括有 SPOT、

Quickbird 及 MODIS 等，其感測器的光譜域和解析度不

同於我國福衛二號衛星，例如遠紅外光可探測地表含水量

等，可彌補我國衛星設備不足之處。此外，署內亦掌握有

雷達衛星影像處理技術，雷達衛星影像得以透過干涉成像

原理快速掌握廣域地勢變化，因此能協助署內掌握災害的

地貌變化，例如地層下陷、河川變動及海岸變遷等等。 

署內近年易掌握無人載具影像基礎應用技術，利用無

人載具低成本、高機動性及影像高解析度特性，能於災後

前往重點災區，從鳥瞰視野掌握區域環境及災情資訊。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福衛二號衛星雖然自主性高，但受限於光學感

測器特性，可見光或近紅外光無法穿透雲層和遮蔽物以取

得層面下的資料，然則強降雨發生多伴隨雲系成長，使得

水災期間及其後無法掌握即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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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雷達衛星影像雖然可以克服光學衛星影像的缺

點，因具有穿透雲層能力的監測特性，但是目前的雷達影

像自主性不高，無法配合我國執行災期間及災後的調查任

務，僅適合長時間尺度的監測任務，譬如海岸線變化等。 

其三、署內缺乏航空影像技術的掌握，航空遙測技術

的操作成本雖然較高，但能彌補衛星影像、無人載具影像

的缺點，目前我國已開始發展雷達航空影像的技術，將能

彌補雷達衛星影像自主性不足的問題。 

其四、不論是衛星影像、航空影像及無人載具影像，

亦或是光學、光達和雷達影像，在其應用上不論是時間尺

度還是空間尺度都有其適用範圍和限制，環境及災情的監

測對象複雜，如果僅靠單一類型影像的話，無法將任務執

行的盡善盡美，未來應發展多尺度影像整合技術，以因應

任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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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各種尺度航遙測影項優缺點比較 

類型 

衛星影

像 

(光學) 

衛星影

像 

(雷達) 

航空影

像 

(光學) 

航空影

像 

(光達) 

航空影

像 

(雷達) 

無人載

具 

(光學) 

任務籌

備 
一天 >一天 一天 一天 一天 一天 

執行經

費 
低 低 高 高 高 中 

遙測面

積 
大 大 中 中 中 小 

資料取

得時效 

即時 

(一天一次) 

即時 

(一天一次) 

數小時 

(視飛航天候) 

數小時 

(視飛航天候) 

數小時 

(視飛航天候) 

<1 小時 

(視飛航天候) 

資料傳

輸時效 
中 中 低 低 低 高 

快速 

製圖時

間 

數小時 數小時 >一天 >一天 >一天 數小時 

高精度 

製圖時

間 

>一天 >一天 >五天 >五天 >五天 >一天 

圖資精

度 
公尺級 公尺級 公寸級 公寸級 公寸級 公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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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 

分類成果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業務範疇的計

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269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5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38,339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

辦單位關係如圖 4-1.6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4

及 4-1.5 所示。 

 

   

圖4-1.5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6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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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觀測： 

因著 88 年「台灣地區水文觀測現代化整體計畫」推動，88-97

年間水利署建全我國水文觀測站網系統，涵括雨量、地面水、地面

水及近海水文等層面觀測系統，同時為提高觀測資料品質、效率及

成本，亦著手水文觀測機構的統籌及觀測設備的自動化，98 年則有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延續前期計畫精神，並針對莫拉克

風災帶來的挑戰，持續精進水文觀測的設備及技術。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於雨量站網建置部分，水利署已根據中央氣象局和台

灣電力公司既有雨量站，針對降雨空間掌握不足處，已規

劃有新設雨量站網，92 年始介接 QPESUMS 降雨觀測系

統，強化對降雨之時間及空間分佈掌握，署內目前轄管有

213 站雨量站。於水位流量站網建置部分，以掌握全台灣

各流域水資源總量為目的，以分別在各重要水資源控制點

置觀測站，署內目前轄管有的水位站 130 處及水位流量站

110 處。於地下水站網建置部分，是以管理地下水及其掌

握區域性地面水與地下水資源聯合營運為目的建置，署內

目前總設站數共計 346 站。而在近海水文觀測部分，是以

滿足禦潮及防災預警之需求為主要考量，架構我國波浪、

海流及潮汐水位等觀測系統，目前有的資料浮標 7 站、潮

位站 12 站及氣象站 12 站。 

而在即時水文資料傳輸系統的維護管理，除持續提升

資料傳訊品質及效率外，並完成所有基本站資料即時傳輸

系統之佈設。以及持續革新水文觀測技術及進行儀器本土

化之研發，包括現階段研發的流速觀測(ADCP、UHF)、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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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達(GPR)、泥砂觀測(TDR)等。並建構水文資訊提供平

台，將水文觀測紀錄之數位化、資料傳輸與處理自動化及

電腦化，以及將水文觀測資料格式應標準化，並建立數據

生產之品管流程。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為現行極端氣候下觀測技術面臨到的問題，雨量

觀測在強降雨下誤差幅度增加，其原因為雨量計檢校範圍

只到 100mm/hr 以下；而在流量觀測部分，颱洪期間水表

面流速觀測受到強風與水波影響，以及水深受到河道沖刷

與高泥砂濃度影響，再加上流量計算式依域流速剖面假

設，使得觀測精度不足；最後為泥沙濃度觀測，本土化

TDR 儀器正在研發仍待驗證，且僅有點的測量資料，離

業務使用需求尚有差距。 

其二為水文觀測站網的檢討，水文環境受氣候變遷影

響，過去採柯利金（Kriging）方法推估的區域降雨空間特

性已經改變，既有的雨量站網能否掌握變遷後水文環境的

空間特性需待檢討；且因應極端事件，洪水及土砂災害加

劇影響環境，複合型災害發生亦越頻繁，泥砂觀測資料在

防洪預警上越顯重要，另外過往水位及水位流量站網建置

是以水資源監測為主，但在未來防洪操作上，區排系統與

主流系統的調整、上游堰塞湖災害預警都是建立在水位及

水位流量觀測資料的基礎上，未來水位及水位流量觀測站

的運作目標應該多元化；最後，我國防災降雨雷達觀測站

即將建置完成，未來降雨資訊的掌握時間解析度可提高到

(1-2min)和空間解析度(100-250m)，其資料的運用技術亦

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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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 

為能做到洪災防治及洪水預報，水利署自 91 年起即辦理「洪

水預報與減災應變格網」計畫，參照荷蘭 WL|Delf FEWS 系統的

設計，建立以 XML 為交換格式的格網版洪水預報系統，在此基礎

下，配合 92 年介接 QPESUMS 觀測資料，以及 96 年介接 ETQPE

預報產品，陸續發展成現今的洪水預警系統。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署歷經 91-95 年完成 FEWS( Flood Early Warning 

System)系統的建置，FEWS 是一個高度自由化的平台，將

資料、模式及使用者分為三個介面，以 XML 作為三者間

數據交換的標準格式，其概念與 95 年後發展的雲端技術

相當類似，此平台的資料介面目前已能固定介接中央氣象

局氣候法降雨預報、WRF 定量降雨預報、QPESUMS 及

ETQPE 預報等資料，然後再依使用者需求自定義模擬區

域的雨量站、水位站、潮位站及設施操作，而在模式介面

部份，採可替換式模組化的概念，可依使用者來自訂選取

適合的降雨逕流模式、淹水模式及暴潮模式，此外擴充性

高，若未來有適當之土砂運移模式亦可掛入系統之中，最

後為便利的分散式系統，位於不同空間位置的使用者透過

使用者端個人電腦的操作介面、網際網路和中介軟硬體控

制與應用在其他空間位置的軟硬體資源，簡單來說就是只

要有網路和電腦就可以操作 FEWS。目前水利署在此架構

下，選定地文性淹水模式(蔡長泰)和 NewC 河川模式(李

文生)為模式庫元件，建構 DRAINS 作業平台，並提供洪

水預報資料給各河川局於應變期間應用。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290 國立成功大學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目前 DRAINS 作業平台所採用的洪水模式和

淹水模式僅採用單一模式，然則模式演算有其限制條件及

適用性，因此不同守恆式、數值方法及網格所建立之演算

模式，在相同水文及地文參數所得結果亦會有所不同，針

對此類的問題，氣象預報上採用系集化概念，亦即將所有

可用的演算模式進行計算，然後再將計算結果提供給專家

和決策者進性下一步的研判，但是過多模式結果的產製亦

會帶給非專業背景使用者困擾，因此如何從系集化概念中

擇其優點來精進 DRAINS 值得研究。 

其二、目前 DRAINS 作業平台所採用的模式並沒有

土砂運移模式，針對土砂災害造成的洪水及淹水影響，是

採用參數修正的方法來進行，未來防救業務運作必須對複

合型災害做出因應對策，所以在 DRAINS 未來的規劃是

否需要加入土砂運移模式必須研究。 

其三、DRAINS 進行洪水預警的誤差，除了來自模式

庫的完整性、水文資料的時間和空間解析度外，地文條件

的數值精度與空間解析度也佔有一大部分，尤其是地形變

化較為劇烈區域，其演算導致的誤差也會跟著放大，目前

FEWS 是鎖定地形參數資料，使得 DRAINS 只能在既有

的地形參數下演算，未來隨著內政部國土資料的更新，

DRAINS 演算採用的參數也需跟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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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以觀測業務範疇為主)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發展雷達觀測技術            水文技術組 

近海水文觀測網建置           
 水文技術組 

發展表面流速觀測技術            水文技術組 

發展濃度觀測技術            水文技術組 

發展河川流量觀測技術            水文技術組 

發展地下水文(下陷量、水

質、水壓)觀測技術 

           
水文技術組 

地震地下水觀測計畫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壓監測技術            水源經營組 

發展區排流量觀測技術            河川海岸組 

水庫集水區蒸發及入滲量

監測技術 

           
水文技術組 

流域水文水理觀測計畫            水利防災中心 

地震地下水觀測計畫            水利防災中心 

雷達降雨觀測技術校正            水利防災中心 

發展河川流量觀測技術            河川海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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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以預報業務範疇為主)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系集降雨預報應用於洪水

預報 

           
水利防災中心 

庫區即時雨量推估入庫流

量預報 

          
 水利防災中心 

即時淹水模擬            水利防災中心 

河川洪水即時預報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國家級防災監測及模式測

試基地建置 

           
水利防災中心 

機率式洪水預報            水利防災中心 

山區雨量推估洪水預報            水利防災中心 

流域逕流預報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高解析度定量降雨預報            水文技術組 

水庫流量預測模式            水源經營組 

海象結合水文氣象預報            水文技術組 

梅雨及颱風期間流域定量

降雨預報 

           
水利防災中心 

分散式洪水預報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沿海低地平原排水之暴潮

及越域水流研究 

           
水利防災中心 

洪水預報於沖淤劇烈河川

的適用性 

           
水利防災中心 

類神經淹水災害分析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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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洪災預報網格            綜合企劃組 

小流域洪水預報            水文技術組 

區排淹水模式            河川海岸組 

氣象水文水理模式之整合            水利防災中心 

水庫洩洪對河口暴潮水位

預報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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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業務範疇

的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353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

1.7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43,213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

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8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6~4-1.9 所示。 

   

圖4-1.7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8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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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91 年「災害防救法」公告後，水利署身為水旱災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除持續提升對水文觀測及水旱災害特性掌握的專業技術外，

依其背景為基礎，應主動調查及掌握水旱災害潛勢區位，並公開其

資訊以避免民眾前往危險地區，此外藉由對水旱災害特性的瞭解，

為居住高中災害潛勢區域內民眾制訂避難疏散預警機制，做為應變

災害的避險策略，然後明確規範運作機制和建構資訊公開平台，確

實落實災害應變業務。 

 

潛勢：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我國水災災害潛勢圖資的建立，92-97 年已完成全島

淹水潛勢圖資製作，配合 98 年「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

擊與調適計畫」推動，98-101 年陸續完成全島水災脆弱度

及風險圖和海嘯溢淹潛勢圖的製作。 

我國旱災災害潛勢圖資的建立，97 年前在旱災潛勢

定義及其分析方法尚未建立前，於 92-93 年間完成全島地

下水位分布圖和貧水指數圖，97-99 年後依據旱災潛勢定

義陸續完成旱災潛勢圖製作。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潛勢圖資製作受限於災害潛勢評估模式的適用

性及使用限制，92-97 年淹水潛勢圖資製作即未考量都市

空間利用不同下的淹水潛勢，以及旱災潛勢圖製作時至

97 年後才製作，其原因也是沒有適合之旱災潛勢評估模

式。所以，在未來水利署精進災害潛勢評估模式後，也應

一併檢討過往淹水及旱災潛勢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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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潛勢圖資製作是依當時環境及產業來作災害潛

勢評估，估且不論未來氣候變遷對水文環境加劇的程度，

台灣的產業轉型幾乎是每 10 年一個周期作轉變，50 年輕

工業、60 年重工業、80 年科技產業及 90 年後服務業，產

業的轉變帶動都市擴大或高密度人口區位轉移，以及地區

產業經濟價值提高，這些條件都會影響災害潛勢的評估結

果，因此台灣災害潛勢圖資的更新至少 10 年為一周期作

檢討和調整，此外 95 年前都市內的地下空間、區域排水

及下水道等資料數位化和地理資訊化並不完整，因此在做

災害潛勢評估時無法將其納入，隨著環境資料庫的數據建

置越益完善，進行災害潛勢評估時亦應將其納入。 

 

警戒：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因應水利署 92 年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的運作，開始

建立乾旱指標，以評估水資源供需狀況，97 年進一步以

災害防救為目的建構旱災潛勢定義及其分析方法，並作為

我國乾旱指標設定依據。 

於河川水位預警及淹水預警的制定部分，配合水利署

FEWS 作業平台的建置，94-99 年間陸續完成全島河川及

區域排水水位預警門檻，98 年莫拉克風災後，為強化民

眾接收預警訊息的普及性，配合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及防汛

志工隊的成立，架構主動式河川水位及淹水預警通報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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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災害警戒值的訂定亦限於災害潛勢評估模式的適用

性及使用限制，以及當時環境及產業的資料庫數據，因此，

隨著災害潛勢評估模式的精進和環境及產業資料庫的更

新，定期檢討災害預警門檻值。 

 

應變：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96 年起水利署開始對水旱災害防救業務進行檢討，

並依檢討結果將其制度化，98 年中央災害防救辦公室亦

核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使其災害防救業務的推動有其法可循。 

此外，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為促使水旱災防救業務的

推動更有效率，從 98 年起即組織水災災情蒐集服務團、

旱災災情蒐集服務團及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服務團，團結國

內頂尖災害防救研究機構，並做為水利署的協力機構，助

其掌握及研判水旱災情的現況及未來趨勢。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災害防救業務辦理的基礎資料，仍是建立在災

害潛勢圖資及災害預警門檻等資訊的基礎，因此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必須配合上述兩項工作的檢討週期，一併做調整

更新。 

其二、水災災害因著降雨時間及空間分布不同而有不

同的災情，並非每一次的降雨都會水災災害的發生，既有

的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是採單一情境式的規劃，即是降

雨達多少值不論是否發生災害便開始做相對應的應變，在

此情境下常導致防救災人力及物力資源的浪費，因此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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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水災災害防救業務的檢討，應將人力及物力資源的成本

納入運作考量，以提高水災災害防救業務的執行效率。旱

災災害不同於水災災害，旱災災害防救應變期間常長達三

個月以上，因此在防救災人力及物資源的消耗也是相當可

觀，是故成本考量的概念也應納入業務檢討範疇。 

 

平台：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有關災害防救業務相關的平台建置部分，水利署轄下

各組室針對其業務範疇以建構大量平台，分別羅列如下： 

 

 綜合企劃組 

 水利工程與防災技術資料庫、水旱災防救及

重大水利事故決策支援系統等資料庫-96 年 

 氣候變遷相關資訊運用平台-99 年 

 水文技術組 

 集水區數值地形測量、水文觀測、近海水文

觀測及其地下水觀測資訊平台-91 年至今 

 水庫安全管理及其航空測量成果資訊平台-

97-101 年 

 河川海岸組 

 流域環境管理建置資訊平台-93 年 

 海岸防護和區排規劃管理圖資平台-98 年 

 保育事業組 

 水庫及水源特定區管理-94 年 

 工程事務組 

 工程管理資訊平台-94-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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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行政組 

 河川管理、疏濬管理及河川公私地清查資訊

平台-94 年 

 土地管理組 

 河海沿岸土地利用資料平台-92-95 年 

 河川勘測隊 

 集水區環境航空測量資料、河川地理資料、

排水圖資、海堤圖資及其他圖籍資料資訊平

台-94 年 

 水利防災中心 

 水災防救相關資訊平台 91-93 年 

 防災應變系統-94 年 

 旱災及海岸防災相關資訊平台-94-98 年 

 地震對水利設施、流域災害資訊平台-99-101

年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現階段災害緊急應變系統尚未完全統整署內或應變

所需相關資訊，例如潮位資料、水利設施資料、河川斷面

資料等等，和目前系統尚待整合署內洪水預報及淹水預報

系統，以及擴充堰塞湖和旱災災害緊急應變功能，並研擬

擴充系統功能的期程規劃。以及持續維運既有相關系統，

例如對外資訊公開的(行動水情 app)、水利設施地震災害

通報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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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以潛勢業務範疇為主)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淹水調查            水利防災中心 

脆弱度及風險圖            水利防災中心 

海嘯溢淹潛勢圖            水利防災中心 

乾旱潛勢預測模型            水源經營組 

淹水範圍調查技術研究            河川海岸組 

旱災潛勢圖            水利防災中心 

淹水潛勢圖            水利防災中心 

淹水損失圖            水利防災中心 

地下水位            水文技術組 

貧水指數            水文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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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以警戒業務範疇為主)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分佈式水位監測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流域淹水範圍監測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排水系統淹水預警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淹水預警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河川及區排水位預警            水文技術組 

沿海洪氾區警戒劃設            河川海岸組 

暴潮潮位預警            水文技術組 

季節性颱風降雨            水文技術組 

高風險河段避難疏散研究            河川海岸組 

排水淹水潛勢及其預警系

統 

           
河川海岸組 

乾旱指標            水利防災中心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302 國立成功大學 
 

表4-1.8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以應變業務範疇為主)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水災災情蒐集服務團            水利防災中心 

水利防災緊急應變作業            水利防災中心 

洪水及防汛預警作業整合            水利防災中心 

旱災防救業務與應變機制            水利防災中心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服務團            水利防災中心 

旱災災情服務團            水利防災中心 

水災防災基層即時通報            水利防災中心 

河川管理業務            水利行政組 

水旱災預警作業模式            
水文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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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以平台建置業務範疇為主)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氣候變遷知識庫與資料整

合 

          
 綜合企劃組 

防汛輿情應變處理            綜合企劃組 

水利工程與防災技術資料

庫 

           
綜合企劃組 

水旱災防救及重大水利事

故決策支援系統 

           
綜合企劃組 

水文資訊系統            水文技術組 

雷達觀測整合水文氣象平

台 

           
水文技術組 

水文觀測技術知識系統            水文技術組 

集水區環境地理資訊系統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水資源決策支援系

統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觀測網資訊系統            水文技術組 

河川集水區數值地形資訊

系統 

           
水文技術組 

水資源資料庫整合平台            水源經營組 

水庫經營管理系統            水源經營組 

水資源水情決策系統            水源經營組 

水源運用及規劃作業平台            水源經營組 

航空測量資料庫            水源經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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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北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水源經營組 

中區水資源管理系統            水源經營組 

水庫安全管理系統            水源經營組 

水庫蓄水範圍地理資訊系

統 

           
水源經營組 

流域地質調查資料庫            河川海岸組 

流域水文水理設計分析平

台 

           
河川海岸組 

海岸防護基本資料庫            河川海岸組 

海堤維護管理系統            河川海岸組 

區排數值圖資地理資訊系

統 

           
河川海岸組 

流域治理規劃與淹水資料

庫 

           
河川海岸組 

集水區環境情勢調查與管

理系統 

           
保育事業組 

水庫集水區地理資訊系統            保育事業組 

水源特定區建築物地籍套

繪圖數化及管理 

           
保育事業組 

水源特定區土地清查及數

值化 

           
保育事業組 

工程智庫系統            工程事務組 

工程事務管理系統            工程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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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河海沿岸土地利用資料庫            工程事務組 

河川管理資訊化系統            水利行政組 

河川監管中心系統            水利行政組 

疏濬作業數位化管理系統            水利行政組 

河川公私地清查資料檢核

系統 

           
水利行政組 

河海沿岸土地利用資料庫            土地管理組 

中央管河川空間資訊系統            河川勘測隊 

河川三維地理資訊系統            河川勘測隊 

河川環境航空測量資料庫            河川勘測隊 

圖籍資料系統            河川勘測隊 

海堤及近岸區域空間資訊

系統 

           
河川勘測隊 

中央管排水圖資系統            河川勘測隊 

離島海堤及 GIS 系統            河川勘測隊 

防災應變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多尺度遙測及災情整合平

台 

           
水利防災中心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306 國立成功大學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水利設施地震災害通報系

統 

           
水利防災中心 

流域災害資訊整合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防災決策支援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堰塞湖緊急處理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集水區上游及土石流災害

整合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海岸災害監測預警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乾旱預警模式            水利防災中心 

旱災決策支援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水情即時影像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水災防救資料庫            水利防災中心 

水災損失評估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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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業務範疇的計

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11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9 所

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3,734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單

位關係如圖 4-1.10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10 所

示。 

 

圖4-1.9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10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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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情及災情資訊為水利署執行水旱災防救業務的兩項關鍵資

訊，水情資訊是做為災害預警及避難疏散運作的基準，而災情資訊

則是做為防救災資源調度及支援決策的依據，因此水情及災情資料

傳輸效率提升為水利署的重點業務之一。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水文技術組配合 88-98 年「台灣地區水文觀測現代化

整體計畫」、98-103 年「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執

行即進行基本站傳輸系統的建置及傳輸效率的提升，因此

水利署水文觀測站網的自動化成效相當卓越。 

水利防災中心 98 年後積極推動災情蒐集及傳遞的效

率提升，其中包括緊急應變平台的建置、防汛志工隊的成

立等等，而在傳情傳遞效率提升部分，水利署已開發有利

用 3G 通訊配合移動裝置的水情 app 及防汛志工通報系

統，是為多元災情傳遞管道發展的基礎。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水情及災情資訊平時的傳輸量，單就電話、網路及 3G

通訊等通道已足以應付，但在災害發生時上述系統也是民

眾彼此間連絡的管道，使得水情及災情的傳輸在最關鍵時

候受到阻礙，然則防災專用頻道的建置不易，且業務職掌

是災害防救署，98 年莫拉克風災過後，災害防救署已針

對偏遠地區建置災害防救專用微波傳輸網絡，然則離全島

防災專用頻道的建置尚有一段時間，期間如何濃縮水情及

災情資訊傳輸量，以及開闢新的傳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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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0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河川巡防車衛星定位系統            水利行政組 

無線通訊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行動 3G 通訊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水文資訊系統傳輸改善計

畫 

           
水文技術組 

水災即時、行動監測影像            水文技術組 

微波通訊系統            水利防災中心 

水井井體監測影像            水文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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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業務範疇的計

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100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11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33,436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

辦單位關係如圖 4-1.12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

1.11 所示。 

 

圖4-1.11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12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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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經濟部水利署為加強與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的協調，應建立

救援人力與機具等救災資源的調度，並加強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

應變小組)設施，以充實應變期間水旱災防救業務的執行效能。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經濟部水利署自 94 年起，持續協助地方單位增購移

動式抽水機具，並配合防救災能量的強化，持續分析最佳

的防救災資源調度方案；災害應變中心設施及設備加強部

分，95 年起試辦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100 年試辦中區水

情中心，試辦後至今持續辦理系統與設備的精進。101 年

水利署已發展透過 CCTV 監視研判水災災情系統，未來

若能將地方警政、民政及交通的 CCTV 監視網路介接至

水情中心，將有助於主動式的災情蒐集。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地方水情中心的建置，有助於加強中央與地方

水情和災情資訊的交換，此外橫向串聯水情中心網絡也可

協助相鄰地方單位掌握彼此防救災資源的需求狀況，加快

防救災資源調度的效率。 

其二，雖然水利署已積極增購行動式抽水機，已擴充

防救災資源，然則在災害應變期間尚無法完全掌握各輛行

動式抽水機的動向，使得中央及地方在防救災資源的調度

無法有效執行。 

其三，CCTV 監視系統的落實應用及普及化，必須要

有足夠的災情傳遞頻寬，以及介接地方系統的水情中心，

因此若要建立主動式災情蒐集及彙整機制，尚在各機關水

情中心的建構和災情傳遞頻道的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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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1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中區水情中心系統資訊傳

輸與維護 

           

水文技術組 

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            水利防災中心 

抽水機維護及運作            水利防災中心 

監視系統應用於都市水災            水利防災中心 

縣市水情中心建置規劃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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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業務範疇的

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16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13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4,097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

單位關係如圖 4-1.14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12

所示。 

   

圖4-1.13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14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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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經濟部水利署於水利用地及洪氾區的檢討與管理主要目標有

二，其一為檢視我國的土地利用規劃是否納入水災災害影響的考

量，其二為水災保險業務的推動。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於水災保險業務推動部分，由於保險業務推動前提為

保險範疇的確立，亦即水災的影響範圍及程度先要有公開

且統一的標準，因此 93 年起署內已針對洪氾區劃設法制

化進行相關研究，並加速辦理水災潛勢範圍資訊的公開。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整體來看，經濟部水利署於土地利用規劃檢討與水災

保險業務推動上，初步階段性任務洪氾區劃設已經執行，

而集水區逕流管制也已有初步成果並加速推動中，且國土

計畫法的通過也加速區域計畫納入防災考量，待上述業務

皆就緒後即能開始辦理洪災保險(或是天然災害綜合保

險)，然則從國外經驗看來，保險業務的辦理需要專責機

關，例如美國的 FEMA，我國若然要辦理其職掌是否適合

歸屬災害防救署尚待進一步研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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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2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易淹水地區防洪保護標準

設計 

           
河川海岸組 

流域防洪與土資管理            河川海岸組 

土地利用對逕流影響            河川海岸組 

都市防洪示範區            河川海岸組 

集水區逕出流管制            水利防災中心 

水庫保護帶土地處理原則            保育事業組 

集水區逕出流管制            河川海岸組 

洪氾區劃設法制化            河川海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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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業務範疇的

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55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15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6,138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

辦單位關係如圖 4-1.16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

1.13 所示。 

 

    

圖4-1.15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16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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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94 年「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時即將提高用水效率設定為

發展目標，為落實此一目標其主要任務有三，其一為整體水資源供

需資訊與情勢的掌握，其二為供水區各標的用水規劃及管理，其三

為區域水資源調配支援機制的建立。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第一項任務的執行，自 94 年起即辦理流域別用水量

統計、區域水資源檢討與規劃等研究，藉此掌握國土內各

流域別水資源供需發展之情勢；在第二項任務執行的部

分，國土規劃與缺水風險研究、水資源供應風險管理等研

究於 98 年開始陸續辦理，依據分析供水區各標的用水合

理的規劃及管理；最後為署內於上述第三項任務的執行，

在署內對各區域水資源供需資訊和情勢越益明瞭後，依據

其成果基礎於 100 年辦理供水聯合調度系統的建立。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近年來國家政經整體情勢的發展，例如 98 年直轄市

五都成立，地方都市開發加快，產業發展主軸也跟著調整，

接連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改變，使得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到

用水的分配及需求，間接使得供水區各標的用水規劃及管

理需要再檢討，才能確保整體業務的推動。另外水資源調

配支援機制的建立，因為業務涉及各部會單位間的水源調

度、供水、用水問題，需隨著未來政府組織再造及地方業

務體系的調整來配套，且其調度時間上的效率和空間分配

上的精細度等皆有待加強改進。落實應用問題整體看來，

經濟部水利署應配合政府組織再造及地方業務體系的調

整加速水資源調度機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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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3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整合性水資源經理方案決

策模式 

           
水源經營組 

考量氣候與能源的水資源

規劃 

           
水源經營組 

供水聯合調度系統            水源經營組 

水庫供水操作規劃最佳化            水源經營組 

區域水資源檢討與規劃            水源經營組 

水資源供應風險管理            水源經營組 

國土規劃與缺水風險研究            水源經營組 

流域別用水量統計            水源經營組 

缺水危機處理            綜合企劃組 

地下水資源調查            水源經營組 

地下水補注調查            水文技術組 

地下水資源調查            水文技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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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廣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廣」業務範疇的

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36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17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1,864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

單位關係如圖 4-1.18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14

所示。 

 

圖4-1.17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18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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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利事業單位並非水旱防救事業推動的唯一單位，除跨部會及

地方單位的共同參與外，於生活環境緊連在一起的民眾亦在水旱災

防救業務中扮演關鍵角色。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經濟部水利署於節約用水宣導業務的辦理自 91 年即

開始，水災防救教育知識推廣則於 94 年起開始辦理，隨

著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計畫的推動，同時也強化易淹

水地區居民的防災意識，98 年起更積極於各地協助辦理

避難疏散訓練，以及協助自主防災社區和防汛志工隊的成

立，也為讓民眾的參與過程正當化與制度化，進一步研擬

民眾參與方案。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為配合防汛志工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等非工

程措施推動，縣市政府及各地河川局等災害防救業務執行

人員增加，使得災害防救教育訓練需求大幅度提高，為確

保防救教育課程的品質及內容符合受訓人員需求，應進行

防救教育課程規劃，然後選定縣市試辦教育訓練以檢視成

效，此外強化培訓各縣市地區的種子教師數量，以提高防

災教育推動能量。 

其二，隨著水旱災防救業務計畫與地區防救計畫的推

動及落實，中央、直轄市及區里災害防救制度越益完善，

未來水旱災防救演練將成為平時防災整備期間的固定工

作，然則演練聯合各機關共同辦理耗時費財，藉由演練情

境模擬系統研發，做為各機關未來辦理防救災演練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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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民間的動員能力及支援能量來自防汛志工、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及企業等等，不論是災害應變期間亦或是

災後復原期間皆扮演重要角色，未來應有效進行整合規

劃，依不同民間及企業等族群特性建立參與平台，將民間

防救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其四，從政策、法規及實務操作面檢討自主防災社區

成立及運作遇到的問題，研擬未來推動自主防災社區的規

劃方案，並召開專家諮詢委員會，彙整實務單位及專家學

者之意見，以期能強化未來自主防災社區的推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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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4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擴大民眾參與            水源經營組 

民眾參與標準作業程序            河川海岸組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            綜合企劃組 

洪災應變境況模擬            河川海岸組 

集水區整體治理論壇            河川海岸組 

民生及公共大用水戶節水            保育事業組 

機管及學校節水輔導            水源經營組 

防汛志工            水利防災中心 

自主防災社區            水利防災中心 

避難疏散演練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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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災與復建 

1、流域治理技術提升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流域治理技術提升」業務範疇的計畫，計畫

辦理數量總計 239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19 所示，計

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18,949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單位關

係如圖 4-1.20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15 所示。 

 

圖4-1.19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20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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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依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經濟部水利署應協同相關部會單

位，例如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營建署、各

地方政府等等，計畫性推動治山、防洪、排水、坡地及農田防災等

措施整備，依其權責經濟部水利署主要負責有防洪及排水等措施整

備業務。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自 91 年經濟部水利處組織改造為經濟部水利署後，

流域整體治理技術經歷幾次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以達居

民生命財產安全之保障及自然豐富環境之營造的目標，是

故於 93 年「全省河海堤整建計畫」結束時，以都會區、

河川和海岸為各別單元辦理「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

畫」、「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和「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

畫」。第二階段，是為推動「流域整體治理」將集水區上

中下游視為一體不得分割治理，再加上 90 年後都市地區

發展快速，地表覆蓋物的面積增加，使得地表儲洪能力下

降和集流時間縮短，導致洪水衝擊影響加劇和水災發生頻

率增加，因為市鎮發展限制水利工程的建設，為降低地區

淹水災害的衝擊，倡議「綜合治水對策」，藉由工程措施

及非工程措施兩種不同手段來執行流域整體治理，亦促成

95 年「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推動。於土地利用規劃

合理性部分，93-96 年起即針對業務推動上可能遇到的問

題，研擬多項集水區逕流管制的可行方案，100 年時擇定

數個都市防洪示範區試辦各項方案並探討實務推動上遇

到的問題，101 年已陸續完成集水區逕流管制相關草案等

待後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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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於 98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中南部地區之後，洪水伴隨

土砂災害的發生，放大洪水災害對下游的衝擊，土砂對河

防安全不再僅侷限在中上游集水區，下游集水區河道嚴重

的淤積及側岸劇烈的侵蝕皆對既有河防造成衝擊，使得集

水區整體治理對策中洪水和土砂的控制同等重要，未來應

採「流砂一貫」概念來研擬整體規劃；此外莫拉克風災的

極端降雨現象，突顯出「氣候變遷」對水文特性的影響越

益明顯，未來豐枯水期降雨量將呈現豐者越豐和枯者越枯

的極端，每場事件的瞬時降雨量不斷攀高，使得既有河防

保護設計標準必須重新檢討，才能避免山區土石災害和平

原洪氾機率的提高，且針對既定保護設計標準外的災害事

件也應研擬衝擊減低對策，才能有效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

全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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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5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河道沖淤模擬及實驗            河川海岸組 

流域地貌對河床演變之影

響 

           
河川海岸組 

基準河床高研究            河川海岸組 

河段輸砂特性及實驗            河川海岸組 

河床穩定研究            河川海岸組 

河床變化調查            河川海岸組 

多砂河川沖淤模式            綜合企劃組 

河川形態分類            河川海岸組 

河道土砂淤積處理            水利行政組 

河川勘測計畫            河川勘測隊 

河道土砂測量            河川海岸組 

流域斷面及地形測量            水文技術組 

河川疏濬            河川海岸組 

河川流域地質調查            河川海岸組 

河道沖淤調查            水文技術組 

水系治理規劃檢討            河川海岸組 

員子山分洪入流段設計            河川海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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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河川等級調整評估研究            河川海岸組 

防洪設計保護研究            河川海岸組 

集水區整體治理            保育事業組 

上游河川整體規劃            河川海岸組 

洪水區劃定檢討            河川勘測隊 

集水區整體治理            工程事務組 

水庫集水區整體規劃            保育事業組 

堰塞湖對河川影響            河川海岸組 

堰塞湖災害防治對策            水文技術組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328 國立成功大學 
 

2、都會防洪能力提升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都會防洪能力提升」業務範疇的計畫，計畫

辦理數量總計 66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21 所示，計

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46,773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單位關

係如圖 4-1.22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16 所示。 

 

圖4-1.21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22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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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及地

方政府，應對都市化程度較高之都會地區推動流域綜合治水對策，

於流域上中下游規劃興建調洪水庫、滯洪池及地下水分洪河川等措

施，以有效降低都市河段洪峰流量，以達淹水潛勢改善之成效。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經濟部水利署基於業務職掌，93 年起開始綜合治水

推動策略之研究，95 年起配合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推動，

陸續開始辦理全國區區域排水系統資料庫建置，更確使掌

握區域排水防洪能力，且 95-102 年期間陸續完成易淹水

地區區域排水系統設計規劃，將整體排水系統防洪能力提

升到 25 年重現期洪水不溢堤之標準。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在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推動下，

都市地區整體抗洪能力相較於過往已有大幅度的提升，然

則縣市管轄區之河川和排水數量龐雜，以及設施用地區段

徵收辦理困難，部分都會區排水系統雖然已完成設計規

劃，確無法如期完工。 

其二，由於防洪設施的保護能力有限，區域排水系統

無法完全消彌洪澇，僅能將災害減低至某種程度，既然淹

水無法避免，在以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優先保護的概念

下，未來都會區應規劃低密度住宅區或低經濟產業區為優

先浸沒區，並透過路堤及建物高程差的設計，使道路在都

會區浸沒時能形成臨時排水路，以避免洪水直接漫淹至住

宅和商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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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6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滯洪池功能檢討            河川海岸組 

防潮閘門設計            河川海岸組 

區域排水整體營造            河川海岸組 

農區滯洪設計與規劃            河川海岸組 

抽水(機)站運作效率            河川海岸組 

排水斷面及地形測量            水文技術組 

閘門操作規劃            河川海岸組 

滯洪池可行性評估            河川海岸組 

養殖魚場排洪特性研究            河川海岸組 

區排流量觀測及推估            河川海岸組 

排水分類原則            河川海岸組 

滯洪設施模式及設計標準            河川海岸組 

綜合治水與滯洪設施整合

之研究 

           
河川海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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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岸禦潮能力提升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海岸禦潮能力提升」業務範疇的計畫，計畫

辦理數量總計 88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23 所示，計

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36,716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單位關

係如圖 4-1.24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17 所示。 

 

圖4-1.23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24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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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經濟部水利署基於海岸維護及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保護，應確保海堤之完整性，並定期檢查海堤受損

情形。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水利署自 93 年「全省河海堤整建計畫」結束後，其

延續計畫「重要海岸環境營造」，即開始強化海岸環境的

調查，包括有海堤基本資料調查、海堤安全性評估及海岸

工法技術研發等，並針對波潮流對海岸侵蝕問題投入大量

研究，包括有海岸開發對地形之變化影響、波潮與海岸變

遷模式研究等等，並據此研提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海岸禦潮的重點課題，仍然是海嘯和暴潮溢淹的防

治，雖然河口兩岸較無大型市鎮或人口密集聚落，故大範

圍保全之需求較低，但在氣候變遷之條件下，想定外極端

降雨事件促使河道劇烈變遷，或是海水倒灌溢淹，皆為可

能影響海岸聚落的情境，所以如何強化海堤並做到堤防檢

驗與加強等工作，為未來研究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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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7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海堤基本資料調查            河川海岸組 

海堤安全性評估            河川海岸組 

海岸防侵蝕研究            河川海岸組 

海岸防護計畫            河川海岸組 

波潮與海岸變遷模式            河川海岸組 

海岸開發對地形變化影響

研究 

           
河川海岸組 

海岸工法技術            河川海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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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業務範疇

的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173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

1.25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66,841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

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26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18 所示。 

 

 

圖4-1.25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26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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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經濟部水利署應於每年汛期前依

據「水利建造物檢查與安全評估辦法」就其所轄水利建造物辦理安

全檢查，而於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亦指出經濟部水利署於旱災時

應對其所管水利設施隨時掌握其運作情形並加強管理。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經濟部水利署持續辦理有蓄水構造物、引水構造物及

水工構造物安全檢查，其水利設施耐災研究部分，92 年

即對橋墩保護能力進行研究，96-97 年間探討水利設施脆

弱度因子以藉此掌握水利設施的受損情形，98 年莫拉克

風災後土砂災害對水利設施影響加劇，署內加快土砂災害

對水利設施構造物的影響，並據此研擬相關對策。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98 年莫拉克風災後，土砂災害對水利設施的

衝擊越益備受重視，然則水利設施對土砂災害的預防除水

利設施耐災能力的強化外，首要還是要掌握土砂災害對水

利設施危害的形式，然則集水區土砂災害對下游的影響也

尚在研究發展階段，再加上氣候變遷改變區域降雨特性，

間接也影響區域的土砂災害影響型態。 

其二，防洪構造物除需能因應未來洪水與土砂災害的

衝擊外，對於超過保護設計標準之災害事件仍需研擬因應

之道，從 98 年莫拉克風災經驗來看，即便洪水超過保護

標準而溢堤，但仍能發揮減低災害衝擊的效果，但諸多防

洪構造物在溢堤後及潰決，導致區段河防能力的完全喪

失，因此未來應確保災害期間防洪構造物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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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8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土砂對水利設施災害潛勢

分析 

           
水利防災中心 

透水性構造物防治河岸沖

刷 

           
河川海岸組 

危險潛勢河段堤基沖刷研

究 

           
河川海岸組 

水閘門應用混擬土材料可

行性研究 

           
河川海岸組 

蓄水構造物安全檢查            水源經營組 

引水構造物安全檢查            水源經營組 

水工構造物耐災能力            工程事務組 

防洪構造物安全檢討            河川海岸組 

河堤掏空檢測方法            河川海岸組 

堤防安全性評估研究            河川海岸組 

橋段沖刷防治工法評估            河川海岸組 

洩水構造物安全檢查            水源經營組 

沖刷機制及防護新工法            河川海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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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河道固床工破壞機制與減

沖促淤新工法 

           
河川海岸組 

水利設施脆弱度            綜合企劃組 

水利設施風險因子探討            水利防災中心 

水利設施受新類型災害脆

弱度及調適度分析 

           
水利防災中心 

波浪對海堤的影響            水利防災中心 

水利設施設計基準            綜合企劃組 

橋墩基礎保護            水利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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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業務範疇的計

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79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27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27,155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

辦單位關係如圖 4-1.28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

1.19 所示。 

     

圖4-1.27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28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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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經濟部水利署應掌握主要水庫淤

積情況並確保其蓄水量使其能運作效率提高，使其整體運作得以配

合並滿足自然環境及政經發展變遷下需求的改變。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水資源設施泥砂減量一直以來是水資源永續業務的

重點工作之一，從早期的庫區淤砂特性掌握及排砂對策研

擬，包括水庫淤泥處裡、水庫排砂效率等等，到庫區上游

整體土砂管理，包括有流域土砂管理、水庫集水區泥砂減

量等等，98 年莫拉克風災過後，水利署積極辦理清淤技

術提升、排淤效率提升及防淤工程施作等計畫，水資源設

施運作永續規劃辦理已具備相當基礎。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其一，由於洪水伴隨土砂災害的發生，洪水挾帶泥砂

使得原水濁度的飆升，當異重流的流入掏捲底泥，使得濁

度急速攀升，長時間濁度無法回復到原水的供水標準，嚴

重影響供水穩定。 

其二，水利署已積極發展庫區清淤及排淤的技術，但

不同清淤及排淤方案適用的清淤空間及量體都有其限制，

此外清淤的同時亦要配合水資源穩定供應，使得庫區清淤

的效率難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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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9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水力排砂之研究            河川海岸組 

清淤技術            水源經營組 

排淤技術與工程            水源經營組 

水庫運轉評估報告            工程事務組 

泥砂觀測技術            水源經營組 

防淤工程            水源經營組 

水庫更新改善規劃            水源經營組 

防洪工程            水源經營組 

水庫集水區泥砂減量            保育事業組 

異重流處理技術            水源經營組 

水庫淤泥處理            工程事務組 

水庫清淤檢討與評估            綜合企劃組 

水庫淤泥處理            水利行政組 

水庫排砂效率            保育事業組 

水庫重生規劃            保育事業組 

流域土砂管理            保育事業組 

濁水處理技術            水源經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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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水源開發技術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新水源開發技術」業務範疇的計畫，計畫辦

理數量總計 48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29 所示，計畫

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7,745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單位關係

如圖 4-1.30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20 所示。 

 

圖4-1.29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30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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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經濟部水利署應配合地區用水需

求，加強水資源開源及節流工作。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近十年來，經濟部水利署已經完成主要地區的水庫、

攔河堰及人工湖的開發，此外也規劃多項越域引水工程，

以期滿足地區用水的需求，且為能更進一步掌握流域水資

源特性，亦完成多處集水區水資源開發計畫，水資源開發

業務從未停止，現階段規劃中的人工湖包括有烏溪、台南

及高屏大湖等，水庫規劃部分則包含有士文溪、北區雙溪

等等，除上述傳統水資源開發技術外，經濟部水利署更積

極發展新水源開發技術，其中高屏溪伏流水設計規劃即為

最佳案例。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目前解決台灣地區缺水問題，新水源開發的成本及量

體有如杯水車薪，並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其「水資源永續

發展政策規劃」所提「供需水總量管制」和「枯水期間需

求水不增加」發展目標才是主要解決之道，但氣候造成長

時間缺水問題仍然無可避免，一旦旱災發生且持續時間長

到嚴重災情出現時，新開發之水源即能成為緊急水源來降

低旱象導致的災害衝擊。95 年水利署和地調所即展開台

灣地區山區水資源的調查，因其水資源儲存於地層內不易

受旱象影響而損失，且水源經山區地層過濾後，所探勘所

得之水質較高，未來可規劃作為緊急備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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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0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烏溪烏嘴潭人工湖            水源經營組 

台南大湖            水源經營組 

台中人工湖            水源經營組 

三峽河調整池            水源經營組 

高屏大湖            水源經營組 

濁水溪扇頂大湖            水源經營組 

桃園大湖            水源經營組 

濁水溪人工湖            水源經營組 

彰化大湖            水源經營組 

崙背人工湖            水源經營組 

雲林大湖            水源經營組 

吉洋人工湖            水源經營組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水源經營組 

大安大甲溪聯合供水            水源經營組 

烏山嶺與曾文水庫聯合供

水 

           
水源經營組 

集集共同引水            水源經營組 

基隆河與西勢水庫聯合            水源經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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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烏溪與濁水溪聯合運用            水源經營組 

後龍溪與明德水庫聯合運

用 

           
水源經營組 

伏流水開發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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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造雨技術研發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人造與技術研發」業務範疇的計畫，計畫辦

理數量總計 14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31 所示，計畫

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3,440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

圖 4-1.32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21 所示。 

    

圖4-1.31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32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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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經濟部水利署應研訂人造雨作業

要點，以推動人造雨相關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發展與實地作

業計畫。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署內自 91 年即開始研發人造雨技術並積極推動產業

製造國土化，從早期地面造雨站網的建置到空中造雨，不

論是基礎理論或是設備研發，皆已具備相當程度之基礎。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人造雨技術並非憑空製造降雨發生的技術，而是催化

尚未達降雨條件雨雲，促使雨雲提早發生降雨現象。所以

在極度旱象下空中無任何雨雲時，透過人造雨技術造雨能

力仍然有限。此外人造雨作業前提是對雨雲的掌握及動向

預測，因為當雨雲飄至水資源設施上方降雨才能增加水資

源量，否則所催化之雨雲的降雨是下在高淹水潛勢區位

時，反而導致淹水災害，因此雲物理機制和雨雲監測成為

人造雨技術發展關鍵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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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1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人工增雨            水利防災中心 

國造遠端自動點火設備            水利防災中心 

人造雨長期發展策略            水利防災中心 

地面造雨作業及站網規劃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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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研擬 

1、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業務範疇的

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39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33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7,602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

辦單位關係如圖 4-1.34 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22

所示。 

 

圖4-1.33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34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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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相關研究機構應充實研究設施，以

評估全球氣候變遷對水旱災防救可能之衝擊及影響。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在水利署 98 年「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

究」的推動下，水利署對水環境因子監測、氣候變遷水文

因子情境設定、衝擊評估、脆弱度及風險評估等成果皆具

以掌握，現階段已研擬出因應氣候變遷下之調適目標、策

略與相對應之措施，並以淡水河、濁水溪、高屏溪及曾文

溪等四大流域為案例研擬行動計畫規劃。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氣候變遷導致水文環境變異，水旱災害衝擊程度跟著

加劇，然則透過工程措施減災的能力有限，保護設計標準

無法無限上綱，且想定外災害情境無法掌握，非工程措施

執行方案必須更加多元，使得災害防救管理在時間的操作

精度和空間的規劃解析度都必須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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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2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水文環境衝擊            綜合企劃組 

天氣預報            水文技術組 

水文規劃影響            水文技術組 

流域防洪及土砂            綜合企劃組 

河川海岸災害            綜合企劃組 

河川水位警戒影響            水文技術組 

區域淹水            綜合企劃組 

水庫安全風險與改善對策            水源經營組 

水庫排砂影響研究            水源經營組 

水庫供水風險影響            水源經營組 

乾旱預警與應變措施            水源經營組 

氣候變遷對水旱災防救衝擊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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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旱災防救措施推動效益評估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水旱災防救措施推動效益評估」業務範疇的

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23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35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7,335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

單位關係如圖 4-1.36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23

所示。 

 

圖4-1.35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36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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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出，為有利災害防救業務規劃的推

動，應檢討各項防災工程及非工程措施之功能與成效。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經濟部水利署為確保相關工程及政策的推動得以發

揮相當成效，持續以來對工程及政策的辦理成果進行效益

評估，95 年針對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辦理成效進行

效益評估，96-98 年亦對河川環境營造、海岸環境營造及

區域排水環境營造等計畫推動成效執行效益評估，近幾年

亦對其他工程及河川改善的成效進行相關評估。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既有水旱災防救措施推動效益評估是為辦理工程設

計規劃所設計，其效益評估目的是要決擇最佳規劃方案。

然則水旱災防救措施推動效益評估在研擬氣候變遷調適

策略時，同樣扮演者重要角色，因為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

宗旨並非消彌災害的發生，而是在災害發生時的損失降至

最低，所以如何對不同調適策略的成果做水旱災防救措施

推動效益評估成為致關重要。日本在都市浸水對策研擬

時，即需對規劃區域進行治水經濟調查，藉由治水經濟的

調查，將高密度住宅區及高經濟產業區劃設為重點保護市

鎮聚落及產業區，確保該區域為最後浸沒影響範圍，而將

非重點保護地區規劃為災害的緩衝區域，這就是將有效控

制災害經濟損失的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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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3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河川改善計畫成效評估            河川海岸組 

易淹水計畫成果展示            河川海岸組 

永續水利工程之研究            工程事務組 

易淹水地區治理成效            工程事務組 

防洪工程經濟效益檢討            河川海岸組 

集水區整體治理成效評估            河川海岸組 

海岸環境營造成效評估            河川海岸組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成效評估            河川海岸組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

畫之經濟效益評估 

           
綜合企劃組 

水患治理之經濟效益評估            綜合企劃組 

防洪措施間接效益評估            水利防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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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 

經本計畫自訂架構分類後，經濟部水利署歷年委辦計畫(含一

般及科專委辦)中屬於「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業務範疇的

計畫，計畫辦理數量總計 9 件，計畫及其督辦單位關係如圖 4-1.37

所示，計畫契約經費總額總計 1,957 萬元，計畫契約經費及其督辦

單位關係如圖 4-1.38 所示，相關計畫及其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4-1.24

所示。 

  

圖4-1.37  相關計畫歷年辦理件數及其督辦單位 

 

圖4-1.38  相關計畫歷年契約經費總額及其督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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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應用檢討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均指出水旱

災相關科技之研究，同時應與相關研究機構相互合作，才得以有效

發揮其研究成果。 

 

技術優點(已落實應用，成熟度高)： 

經濟部水利署自 91 年起即開始規劃區域水資源永續

發展計畫，其層面包含多元水資源開發、流域水資源開發

及長期性永續發展規劃，隨著業務及民眾服務需求的日益

改變，其課題研究及政策研擬亦延伸至自來水事業發展、

水資源科技發展規劃以及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 

應用限制(須再強化精進，成熟度低)： 

我國防災產業發展雖然起步晚，但在我國輕重工業、

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基礎下，我國科技力並不落後其他先

進國家，這也促使我國在解決天然災害課題的能力擠進世

界領先地位，再加上我國國土自然災害發生現象頻繁，國

外數十年發生一次的災害現象，在我國可能是一年發生數

次，因此我國更應該加強防災產業的發展，然後積極掌握

國際天然災害概況及各國防災業務需求，才能針對他國需

求將我國防救災經驗銷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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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4  歷年相關計畫辦理內容 

內容 101年 100年 99 年 98 年 97 年 96 年 95 年 94 年 93 年 92 年 91 年 督辦單位 

兩岸水利工程與科技合作            綜合企劃組 

水旱災防救科技藍圖            水利防災中心 

台美合作案之技術引進及應

用研究 

           
河川海岸組 

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            綜合企劃組 

流域基本管理計畫            綜合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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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及行動計

畫的研提 

本計畫於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的研提，主旨乃

在解決經濟部水利署於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動上遇到的問題，是故本

計畫依據署內歷年計畫執行落實應用分析及問題評估結果，探討分

析「整備及應變」、「減災及復建」和「政策研擬」等不同水旱災防

救業務現狀執行下具有的優勢(Strength)和劣勢(Weekness)，針對水

旱災防救業務推動遇到的問題(Threat)，從國內外文獻回顧中尋找

可行的解決方案(Opportunity)，以「保持優勢，利用機會，強化劣

勢，因應威脅」原則來研擬未來科技發展的可能方案。 

為確保本計畫對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的盤點分類及落實應

用檢討與現況相符合，以及對水旱災防救業務面臨的課題掌握足夠

詳全，本計畫在進行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前，召集國內學術界

及實務界專家群予以瀏覽計畫執行的各項成果，針對不周詳之處進

行指導及調整建議，俾以完全本計畫科技發展之研擬與規劃。 

 

圖5-1.1  科技發展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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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水旱災防救科技專家諮詢座談會 

為俾廓釐清國內外防災科技發展之規劃方針及未來方向，並針

對防救災領域相關之特定議題集思廣益，是故於本計畫盤點分類及

落實應用檢討完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歷年委辦計畫後，於現階段

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動基礎上，召開座談會以彙整專家學者意見。 

本計畫將邀請在水旱災防救相關領域上有傑出表現之專家學

者來擔任諮議顧問（議諮議顧問群及個人專長等詳見表 5-1.1），除

上述顧問群外，本計畫將同時邀集經濟部水利署各組室主任或組

長，希冀藉由各委員常年於實務上的經驗，反映在水旱災防救科技

發展規劃中。專家諮詢會議已於 102 年 7 月 9 日於國立成功大學水

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召開，將國內外相關資料蒐集彙整以及歷年災害

防救相關計畫執行成果，做為會議書面資料供與會委員參閱。 

  

  
圖5-1.1  專家諮詢座談會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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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專家諮詢顧問團名單 

類別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科系 專長領堿 

顧問 鄭克聲 

國立台灣大學 

生物環境系統工

程學系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大

學生物及農業工

程學博士 

時空歷程模擬、遙測應

用、區域變數理論、隨

機變域序率、觀測站

網、暴雨雨型、水文參

數鑑定、碎形分析 

顧問 葉克家 

國立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美國愛荷華大學 

土木及環境工程

學博士 

河川工程、水利工程 

顧問 詹錢登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

學系特聘教授兼

系主任 

美國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 

土木工程學博士 

海岸工程、土石流、水

土保持、泥砂運行學、

水利工程 

顧問 游保杉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

學系特聘教授兼

工學院院長 

英國伯明罕大學 

土木工程學博士 

洪水預報、降雨逕流模

式、區域水文分析、氣

候變遷對水資源影響、

衛星遙測與GIS在水

資源之應用 

顧問 蔡長泰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

學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學博士 

沖積河流演變模擬、明

渠水理數值模式、洪氾

淹水模式、水庫清淤研

究 

顧問 周乃昉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

學系教授兼水科

技中心主任 

美國科羅拉多大

學土木工程學博

士 

水資源調度、水庫操

作、旱災科技 

顧問 徐年盛 

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美國洛杉磯加州

大學博士 

地下水流及汙染傳輸、

水資源系統分析、水文

學 

表5-1.2  經濟部水利署實務專家 
類別 性名 單位 職稱 

水利署 謝明昌 水利防災中心 主任 

水利署 徐浩仁 水利防災中心 副工程司 

水利署 王藝峰 保育事業組 組長 

水利署 曾鈞敏 水文技術組 副組長 

水利署 黃世偉 第六河川局 局長 

水利署 盧炳堃 南區水資源局 正工程司 

水利署 郭啟文 南區水資源局 副工程司 

水利署 陳杰貴 南區水資源局 簡任技正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360 國立成功大學 
 

5-2  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業務 SWOT 分析 

5-2.1  「整備及應變」SWOT 分析 

一、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光學衛星影像處理技術及

其相關業務上的應用(光學

衛星：SPOT、FORMSATII、

MODIS) 

 雷達衛星影像處理技術及

其相關業務上的應用 

 無人載具影像及其災後勘

查的應用 

 光學衛星易受雲遮蔽 

 達衛星自主性低 

 缺乏航空影像處理技術 

 缺乏多元影像處理技術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災害影響幅度增加，廣域

水情及災情資料取得不易 

 颱洪期間，光學衛星影像

受雲層遮蔽影響產品品質 

 非光學影像衛星非我國自

主性衛星，影響產品取得

效率 

 雷達影像應用於災後水利

設施損壞快速評估 

 UAV影像應用於災害緊急調

查作業 

 MODIS影像應用於旱災期間

潛勢評估 

 航載光達/雷達影像建置全

省河海堤及區域排水資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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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災害影響幅度增加，廣域水情及災情資料取得不易 

98 年莫拉克風災過後，我國受洪水及土砂災害重創

災區包括南投、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等六個縣

市，且沿海地區大範圍淹水阻斷道路，以及洪水挾帶土砂

延著主流河川沖毀大量跨河構造物，其山區更是因崩塌、

土石流等土砂災害沖毀道路，由於通訊設備多沿道路可及

處進行建設，當廣域災害導致道路及通訊中斷時，及難透

過地面觀測設施或通報系統取得即時災情資料。 

(2)、颱洪期間，光學衛星影像受雲層遮蔽影響產品品質 

強降雨發生多伴隨高度的雲系發展，不論是颱風、梅

雨亦或是西南氣流，且雲系遮蔽影響在強降雨結束後不會

馬上消散，使得災後透過光學衛星影像取得災情資料的難

度提高。 

(3)、非光學影像衛星非我國自主性衛星，影響產品取得效率 

目前國內代理不受雲系遮蔽影響的衛星產品，其拍攝

排程取決於販售端，使得影像的購買必須在災害發生前提

早下單，但是災害的發生不可預測，使得此類產品購買的

時機掌握不易。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光學衛星影像處理技術及其相關業務上的應用(光學衛星：

SPOT、FORMSATII、MODIS) 

(2)、雷達衛星影像處理技術及其相關業務上的應用 

(3)、無人載具影像及其災後勘查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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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光學衛星易受雲遮蔽 

(2)、雷達衛星自主性低 

(3)、缺乏航空影像處理技術 

(4)、缺乏多元影像處理技術 

 

機會(Opportunity) 

(1)、航空影像影像及無人載具影像的應用技術 

空載光達測量技術自 95 年已被廣泛應用於內政部地

政司、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量等單位；99

年後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量亦購買空載雷達設備，現

階段已通過測試，在各單位的落實應用指日可待；另外無

人載具技術的應用，80 年期間國內領先研究機構已將其

應用於災害調查使用，現階段無人載具技術已可執性較高

難度任務，包括視距外自動飛航、強風區穩定飛航等，以

及影像後續處理技術進步到可以立即產製數值高程，國內

的技術已經相當完善。 

(2)、多元遙測影像技術 

日本及韓國皆已有發展多元遙測影像應用於水災災

害影響的分析，藉由不同尺度航遙測影像的優點來提高判

釋精度，並透過不同航遙測影像的感測特性來克服不同氣

候條件和遮蔽條件障礙，大幅度提高航遙測影像於水災災

害防救業務運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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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的主要目的，就是透過地面上遙控

感測儀器，突破地理環境阻隔限制，取得廣域的水情及災情資料，

以「克服廣域災害導致的水情及災情資料無法取得課題」，所以辦

理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的建議為： 

 

(1)、發展多元遙測技術及相關處理應用 

(2)、提高遙測影像的空間解析度 

(3)、縮短遙測影像的取得時間 

 

建議行動計畫 

(1)、雷達影像應用於災後水利設施損壞快速評估 

(2)、UAV 影像應用於災害緊急調查作業 

(3)、MODIS 影像應用於旱災期間潛勢評估 

(4)、航載光達/雷達影像建置全省河海堤及區域排水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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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陸域水文觀測網已建置 

 地下水文觀測網已建置 

 近海水文觀測網已建置 

 水文自動化傳輸及其資料

發布平台已建置 

 流速觀測研發(ADCP、UHF) 

 斷面觀測研發(GPR) 

 泥砂觀測研發(TDR) 

 FEWS系統已建置，FEWS系

統擴充性高，未來可採用

不同洪水模式、淹水模式 

 介接氣候法定降雨預報、

WRF定量降雨預報、

QPESUMS、ETQPE預報 

 DRAINS 系統已建置(地文性

淹水、NEWC) 

 極端水文現象觀測精度不

足 

 水文站網應對任務需求及

水文環境變遷做檢討 

 DRAINS 系統缺少土砂運移

模式 

 FEWS系統地形資料鎖定，

限制模式地文參數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極端降雨事件觀測不易 

 豐枯水期極端流量觀測不

易 

 極端降雨事件誘發土砂災

害，間接加劇洪水災害影

響 

 降雨、洪水及土砂隨時空

間變化，掌握不易 

 環境與產業、市鎮的變

遷，預報模式演算參數需

要檢討 

 防災導向水文觀測站網規

劃檢討及更新 

 短延時強降雨水文觀測技

術提升 

 極端事件高低流量水文觀

測技術提升 

 高濃度泥砂觀測技術提升 

 低空降雨雷達觀測資料應

用於河川洪水預報和淹水

預報系統 

 都會區(建物、下水道及地

下空間)淹水模式研發及應

用 

 整合既有預報模式並持續

研發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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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極端降雨事件觀測不易 

短延時暴雨災害特性是在局部地區發生瞬間高強度

降雨的現象，當降雨強度超過 100mm/hr 以上時，雨量計

受限儀器的檢校能力，無法確實紀錄當時的水文量。 

(2)、豐枯水期極端流量觀測不易 

常水流量的觀測是透儀器量測水位高程，再由水位-

斷面-流量關係的轉換推估常水流量，但當極端水文事件

發生時，高低水流量下的水位高度超過或低過水位-斷面-

流量關係的轉換範疇，同樣面臨到高低水流量無法確實紀

錄的問題。 

(3)、極端降雨事件誘發土砂災害，間接加劇洪水災害影響 

山區長延時降雨常誘發崩塌、土石流等土砂災害，鬆

散土方落入河道後經洪水運移至下游造成災害，其水體高

濃度含砂量的觀測尚待精進，同樣面臨到高濃度含砂量無

法確實紀錄的問題。 

(4)、降雨、洪水及土砂隨時空間變化，掌握不易 

降雨、洪水及土砂等現象在時間及空間上不呈均一

性，而地面觀測設備是以點為單元而非面為單元，因此在

空間紀錄上設站位置可能影響水文現象在空間推估上的

誤差，此外自動化觀測設備的紀錄時間距也會影響水文現

象在時間推估上的誤差，水文現象空間及時間上推估的誤

差皆可能造成水旱災防救業務應用上的錯誤，因此在觀測

站網的設計上也應該針對水文環境特性及業務需求做檢

討，此外模式演算能力也需跟著觀測資料的精度提升，和

防救業務的需求擴充其他功能及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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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環境與產業、市鎮的變遷，預報模式演算參數需要檢討 

隨著都市規模的逐漸擴大，地上及地下空間建構的公

共設施也日益增長，因經濟活動及民眾生活與上述空間緊

密結合，如何保護都會免受旱澇區衝擊也成為未來重點課

題，署內既有水文預報模是尚無法因應上述課題的業務需

求，未來應持續精進發展。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陸域水文觀測網、地下水文觀測網及近海水文觀測網已建

置 

(2)、水文自動化傳輸及其資料發布平台已建置 

(3)、流速觀測研發(ADCP、UHF)、斷面觀測研發(GPR)、泥砂

觀測研發(TDR) 

(4)、FEWS 系統已建置 

(5)、介接氣候法定降雨預報、WRF 定量降雨預報、QPESUMS、

ETQPE 預報 

(6)、DRAINS 系統已建置(地文性淹水、NEWC)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極端水文現象觀測精度不足 

(2)、水文站網應對任務需求及水文環境變遷做檢討 

(3)、FEWS 系統擴充性高，未來可採用不同洪水模式、淹水模

式 

(4)、DRAINS 系統缺少土砂運移模式 

(5)、FEWS 系統地形資料鎖定，限制模式地文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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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1)、中央氣象局為強化短延時強降雨的掌握，規劃新設低空降

雨雷達站網，北區低空降雨雷達站預定於民國 103 年完

工，署內既有水文預報模式應配合觀測資料的精進來做調

整。 

(2)、日本京都防災研究所針對耐水型都市發展有都會區淹水

演算模式，歐盟 FP7 發展計畫中亦對都市地區水災耐受

度進行研究並開發相關演算模式，其中歐盟亦與台灣大學

合作，選定台北市為案例研究都會區水災問題。 

(3)、目前國內台灣大學、交通大學及成功大學皆自行發展有水

文水理模式，其適用性及限制性因著發展過程使用的基礎

理論、數值方法及格網規劃而有不同，而在商業軟體部份

則有功能性多元的 Flo2D、SOBEK 等軟體，因為不同的

模式各有其適用性及其限制性，而天然災害每次生的情境

都不一樣，未來藉以 FEWS 系統高擴充性的特點，強化洪

水預警系統。 

(4)、配合「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及「區域排水環境營造計畫」

等計畫的推動，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地區等環境資料庫

多已更新，加上 98 年莫拉克風災過後，經濟部地質調查

所及對重點災區產製高精度數值地形，藉由環境資料庫即

地文條件的更新，預報模式演算的結果可以更符合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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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的主要目的，是因為所有的水文觀

測資料是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動的基礎，包括預警機制、災害潛勢範

圍劃定及防救災資源調度等，以「降低水旱災防救業務決策的誤

判」，所以辦理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的建議為：  

 

(1)、提高水文觀測精度，降低時間及空間導致的觀測誤差 

(2)、應用水文觀測資料，降低預報模式空間演算的誤差 

(3)、擴充預報模式功能，並降低預報模式演算的時間 

(4)、更新環境資料庫，使預報模式演算情境符合現況 

 

建議行動計畫 

(1)、防災導向水文觀測站網規劃檢討及更新 

(2)、短延時強降雨水文觀測技術提升 

(3)、極端事件高低流量水文觀測技術提升 

(4)、高濃度泥砂觀測技術提升 

(5)、低空降雨雷達觀測資料應用於河川洪水預報和淹水預報

系統 

(6)、都會區(建物、下水道及地下空間)淹水模式研發及應用 

(7)、整合既有預報模式並持續研發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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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全島淹水潛勢圖資完成 

 全島水災脆弱度及風險圖

完成 

 全島海嘯溢淹圖資完成 

 旱災潛勢圖資完成 

 旱災指標訂定 

 河川水位警戒、區排水位

警戒訂定 

 水災及旱災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已核定 

 水災、旱災及緊急應變小

組協力機構團隊成立 

 各組室已因應業務需求建

構資料庫及資訊發布平台 

 災害潛勢評估模式有其適

用性及限制性 

 環境資料庫地理資訊化不

完整(區排系統、下水道系

統) 

 災害防救業務應配合潛勢

及預警值檢討做修正 

 災害防救業務運作效率應

檢討 

 緊急應變系統尚未能整合

署內各種數據庫及模式庫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莫拉克風災嚴重影響環

境，災前淹水災害潛勢圖

資不敷使用，河川水位及

淹水警戒值也應一併檢討 

 水災、旱災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需因應複合型災害及

極端事件進行檢討 

 災害緊急應變作業過程需

要檢討 

 災害防救業務運作，涉及

中央部會及地方單位，關

聯性複雜資訊傳遞不易 

 水災潛勢圖資檢討及更新 

 河川水位及淹水預警機制

檢討及更新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

討及更新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

討及更新 

 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強化 

 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

變系統檢討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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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莫拉克風災嚴重影響環境，災前淹水災害潛勢圖資不敷使

用，河川水位及淹水警戒值也應一併檢討 

98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大規模洪水及土砂災害，中南

部地區山川環境地貌經災害洗禮後以不同過往，此外災後

復建工程配合「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區域排水環境營

造計畫」、「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及「重要海岸環境營

造計畫」推動，除搶修復建災害造成的河防及水資源設施

外，更針對災害的課題，新設工程以提高河防的保護能力，

使得淹水災害潛勢已經不同以往。 

(2)、水災、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需因應複合型災害及極端事

件進行檢討 

我國「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和「旱災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是於 98 年 4 月核定，98 年 8 月莫拉克風災過

後，極端降雨事件帶給防救災業務諸多挑戰，包括複合型

災害和想定外災害，複合型災害是指不同類型災害在同一

場事件中同時發生，使得災害防救業務的應變機制及過程

複雜化，災害整備及應變所需的資源也要跟著檢討，而想

定外災害則是指當極端事件發生的時候，因為災害遠超過

河防設施及其他非工程措施的保護標準，此時災害防救業

務該如何進行才能將災害損失降至最低。 

(3)、災害緊急應變作業過程需要檢討 

為因應複合型災害與想定外災害的挑戰，因其應變機

制及過程複雜化，使得現階段災害緊急應變作業啟動極為

頻繁，導致災害防救業務運作所需投入的人力及物力資源

成本提高，為提高未來防救業務應變效率，應該更積極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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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致災條件及機制，並優化多元應變方案，以降低災害防

救業務運作的人力及物力資源消耗。 

(4)、災害防救業務運作，涉及中央部會及地方單位，關聯性複

雜資訊傳遞不易 

雖然「災害防救法」依各機關專業及職能特性主管不

同種類天然災害，但是面臨複合型災害的挑戰，災害防救

業務的運作同時涉及不同主管機關，在災害防救資訊交換

沒有統一標準情況下，資料彙整及研判即消耗大量防救災

資源及人力。此外，署內應用於災害防救整備及應變業務

的系統，因功能性的區分多為各自獨立運作的系統，雖然

整備及應變業務的執行時間點不同，但業務資訊卻彼此環

環相扣，為強化業務資訊間的有效互通或轉換，未來應對

署內系統進行整體盤點和整合性規劃。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全島淹水潛勢圖、水災脆弱度及風險圖資及海嘯溢淹圖資

完成 

(1)、旱災潛勢圖資完成 

(1)、河川水位警戒、區排水位警戒及旱災指標訂定 

(2)、水災及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已核定 

(2)、水災、旱災及緊急應變小組協力機構團隊成立 

(2)、各組室已因應業務需求建構資料庫及資訊發布平台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災害潛勢評估模式有其適用性及限制性 

(2)、環境資料庫地理資訊化不完整(區排系統、下水道系統) 

(3)、災害防救業務應配合潛勢及預警值檢討做修正 

(4)、災害防救業務運作效率應檢討 

(5)、緊急應變系統尚未能整合署內各種數據庫及模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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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1)、未來在署內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持續的提升下，用於災害

潛勢範圍劃定、警戒機制設定之演算模式誤差也將降低，

加上環境資料庫持續的更新，模式演算也更能符合現況。 

(2)、災害防救署已在辦理「防災雲端計畫」，有關防救災資訊

之整合與服務將會制訂資訊交換標準化格式，有利未來中

央部會及地方單位資訊交換。 

 

小結 

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的主要目的，是要強化水利署

水旱災防救業務運作的基礎，包括建全整備資源、強化應變作業流

程等等，以「提高水旱災防救業務運作的效率」，所以辦理防救資

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的建議為：  

 

(1)、持續檢討及更新災害潛勢圖資和警戒機制 

(2)、針對複合型災害及想定外災害挑戰，修正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及災害緊急應變作業 

(3)、整合災害防救業務及緊急應變作業資料庫和系統平台 

建議行動計畫 

(1)、水災潛勢圖資檢討及更新 

(2)、河川水位及淹水預警機制檢討及更新 

(3)、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及更新 

(4)、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及更新 

(5)、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強化 

(6)、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檢討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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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水文觀測設備傳輸自動化

已建置 

 災情傳遞管道僅有電話、

網路及 3G通訊管道 

 防災專用頻道建置職掌在

災害防救署，但災害發生

時，如何確保傳輸不中斷

尚待研究 

 災害發生期間，電話、網

路及 3G通訊極不穩定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中央部會及地方單位災情

查報及彙整水準不一 

 多元災情傳遞管道尚待建

立 

 災害通報作業流程檢討及

更新 

 水情多元傳遞及發布管道

強化 

 即時淹水區位研判機制之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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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中央部會及地方單位災情查報及彙整水準不一 

災害應變期間災情的通報及查證結果，常作為中央部

會單位防救資源的調度和地方縣市政府搶救支援的部署

等決策關鍵資訊，因此災情傳遞的即時性及正確性是為應

變期間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災情主要的來源自位於災區

第一線的民眾和鄉鎮公所層級防救業務值勤人員，雖然民

眾防災意識及觀念已經逐漸增強，但對於災情的通報仍舊

仰賴於地方的警消單位，而鄉鎮公所層級單位人力有限，

當災情大量湧入時候，主要人力必須投入於避難疏散業務

的運作，無法同步完成災情的通報，使得中央部會及縣市

政府層級單位於應變期間防救災資源的調度出現脆弱環

節。 

(2)、多元災情傳遞管道尚待建立 

傳統現地災情的通報，現場人員通常是透過通訊系統

語音回報後，再將現地照片帶回室內彙整，然後在補充文

字後上傳至災情通報平台，然則災害應變期間，現地環境

惡劣導致交通往來耗時費力。近年來移動式通訊設備技術

發展快速且成熟，且我國無線寬頻基礎設施亦在積極推

動，未來應利用上述科技來精進災情傳遞的即時性。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水文觀測設備傳輸自動化已建置 

(2)、災情傳遞管道僅有電話、網路及 3G 通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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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防災專用頻道建置職掌在災害防救署，但災害發生時，如

何確保傳輸不中斷尚待研究 

(2)、災害發生期間，電話、網路及 3G 通訊極不穩定 

 

機會(Opportunity) 

(1)、內政部消防署針對偏遠地區發展有有/無線電與影像緊急

通信機制，台南市政府水利局於地方水文觀測系統建置時

採用無線寬頻微波鏈路，做為專用通訊網路，未來此業務

的發展可依上述計畫成果為基礎做開法。 

(2)、以日本靜岡縣危機管理建立綜和資訊網絡系統，災情資訊

可透過無線電、衛星等管道傳遞制地區危機管理局，並利

用直升機、移動車等載具強化地方災情的蒐集。 

 

小結 

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的主要目的，是要強化水利署在災

害應變期間掌握災情的能力，同時也協助地方單位及民眾能掌握即

時水情，以「縮短水情及災情交換的時間」，所以辦理水情及災情

傳遞管道之強化的建議為：  

 

(1)、發展多元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 

(2)、提高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能量 

 

建議行動計畫 

(1)、災害通報作業流程檢討及更新 

(2)、水情多元傳遞及發布管道強化 

(3)、即時淹水區位研判機制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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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移動式抽水機等防救災資

源已經擴充 

 流域水情中心(淡水河)、

中區水情中心已建置 

 CCTV監視系統應用水災判

釋技術掌握 

 地方水情中心建置不完全 

 防救災資源調度掌握不完

全 

 CCTV監視系統應用水災判

釋技術尚待落實於地方水

情中心 

 署內水情中心尚未建置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中央部會及地方單位水情

及災情資料處理能力水準

不一 

 地方單位是中央部會和民

眾之間的橋梁 

 CCTV影像監視系統資源整

合應用於水情及災情研判 

 中央及縣市的水情和災情

資訊整合及加值運用規劃 

 抽水機調度規劃方案檢討

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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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中央部會及地方單位水情及災情資料處理能力水準不一 

中央部會機關水情中心具有優越資訊整合和調度決

策能力，然則對地方即時現況資訊取得效率較低，反之地

方部會機關水情中心具有較足的人力及熟悉環境特性的

優勢去取得即時災況，但是並無適當的人力或專員進行資

訊整合及決策評估，未來應針對各機關水情中心的弱點進

行補強規劃。 

(2)、地方單位是中央部會和民眾之間的橋梁 

縣市層級水情中心相當於中央部會單位水情中心與

鄉鎮公所層級單位和民眾間的橋梁，不論是警戒資訊對地

方的發布，亦或是地方災情資訊對中央的傳遞，皆需經過

縣市層級水情中心，然則國內各縣市水情中心僅有部分縣

市建置，其他地區受限於技術與經費障礙，既有的水情中

心功能性良莠不齊，有待統一規劃及技術支援。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移動式抽水機等防救災資源已經擴充 

(2)、流域水情中心(淡水河)、中區水情中心已建置 

(3)、CCTV 監視系統應用水災判釋技術掌握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地方水情中心建置不完全 

(2)、防救災資源調度掌握不完全 

(3)、CCTV 監視系統應用水災判釋技術待落實於地方水情中心 

(4)、署內水情中心尚未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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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1)、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情中心的建置是國內相當成功案例，

藉由地方單位做為橋梁，除讓市府災害防救業務作業人員

於災害應變期間得以取得更多的研判資訊外，也讓民眾有

便捷的管道知道水情及災情資訊。 

(2)、CCTV 影像相當普遍應用於交通路網的監視和地區治安的

維護，因此商業密集區、高密度住宅區及重要交通路口皆

設置有 CCTV 監視器，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已發展 CCTV

影像於淹水狀況的自動判釋技術，未來若能落實應用於各

機關水情中心的災情蒐及業務，將有助於災害情報的取得

效率提升。 

 

 

小結 

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的主要目的，是要強化中央部會及

地方單位在災害應變期間掌握災情的能力，藉由水情中心建置讓災

害防救業務運作更有效率，以「縮短水情及災情蒐集及研判的時

間」，所以辦理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的建議為：  

 

(1)、加快各機關水情中心的建立 

(2)、發展主動式及自動化災情蒐集及研判技術 

 

建議行動計畫 

(1)、CCTV 影像監視系統資源整合應用於水情及災情研判 

(2)、中央及縣市的水情和災情資訊整合及加值運用規劃 

(3)、抽水機調度規劃方案檢討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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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洪氾區管制已建置  天然災害綜合保險(水災保

險)推動可行性尚待研擬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產業與都市的發展影響水

旱災害發生特性 

 綜合天災災害保險可行性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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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產業與都市的發展影響水旱災害發生特性 

產業與都市的發展往往會改變地區的水旱災特性，以

80 年科技園區的建設為例，為保護科技園區所以墊高土

地，間接使得河流流向改道並將淹水潛勢地區轉移到其他

聚落，以及產業發展大幅度提高水資源消耗量，間接導致

地區水資源供需失衡並造成缺水。由此可以知道，土地的

利用將會改變影響水旱災特性，若要控制災害規模不再擴

大，以及災害區位不再轉移，必須要能有效進行土地利用

管制。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洪氾區管制已建置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天然災害綜合保險(水災保險)推動可行性尚待研擬 

 

機會(Opportunity) 

(1)、洪災保險是分散風險以及風險轉移的防災對策，藉由民間

保險業的引進，或是由政府支援強制保險的推動，得以有

效降低民眾受到水災災害的衝擊。美國洪災保險是針對易

淹水地區的民眾來做保險，因此易淹水地區範圍的公開及

洪氾區的劃設，即為洪災保險推動的前提，現階段署內洪

氾區的劃設已經法制化，且全島淹水潛勢圖資也製作完

成，已可作為未來洪水保險費率擬定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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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希冀透過土地利

用的管制，以「降低不當土地利用造成的災害衝擊」，所以辦理水

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的建議為：  

 

(1)、建立土地利用標準，並加快相關法規的檢討及政策推動 

 

建議行動計畫 

(1)、綜合天災災害保險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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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完成區域水資源調查 

 完成區域水資源供需調查 

 水資源調度效率、精細

度…等有待加強改進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氣候變異導致乾旱和緊急

缺水 

 水資源開發方案多元及水

資源消耗單元複雜，供需

及調度管理不易 

 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水資源總量管制機制建立 

 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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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氣候變異導致乾旱和緊急缺水 

氣候變異使得水文現象出現「豐者越豐枯者越枯」的

特性，隨著乾旱時間的拉長，使得既有水資源設施的蓄水

量不足以因應水資源的需求量；此外，極端降雨事件使得

洪水伴隨土砂災害的發生，隨著洪水的運移大量土砂淤積

於中下游水資源設施及取水設施，導致水資源設施功能喪

失並造成間接缺水。 

(2)、水資源開發方案多元及水資源消耗單元複雜，供需及調度

管理不易 

水資源開發受限於地形特性，尤其是山高陡急的河

川，適當用於建設水資源設施的腹地更是有限，而平原地

區的水資源開發，受限於我國島嶼地形關係，平原地面積

少而珍貴，水資源開發與產業發展、民眾居住需求互為競

合關係，上述種種限制導致流域必須依其環境特性進行水

資源開發；此外，除農業、工業、科技業及民生皆對水資

源有所需求，在自然降雨至形成地表逕流的過程中，水資

源的消耗因素很多，包括窪蓄、截流、入滲等，精確掌握

不易。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完成區域水資源調查 

(2)、完成區域水資源供需調查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緊急水資源調度機制尚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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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1)、96 年由地質調查所執行「臺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

先期計畫」，目前已完成整體計畫的細部規劃，並掌握在

固結岩層水文地質調查合適的現地調查與地下水資源評

估方法。 

(2)、於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持續提升後，署內掌握流域內水資

源的精度將提高，此時水資源供需及調度規劃的時間尺度

得以降低和空間規劃精度提高。 

 

小結 

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希冀透過水資源

的掌握精度，以「提高緊急水資源的調度量」，所以辦理水資源供

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的建議為：  

 

(1)、提高水資源供需在空間分布上的解析度 

(2)、提高水資源觀測在時間分布上的精度 

 

建議行動計畫 

(1)、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2)、水資源總量管制機制建立 

(3)、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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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防汛志工隊已成立 

 水災自主防災社區已成立 

 防救災講師需求大量增加 

 防救災演練及演習辦理耗

時費力 

 民間組織成員複雜，整合

運作不易 

 自主防災社區永續運作方

案尚待檢討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防災教育資源需求隨著

「自主防災組織」成立數

量增加而成長 

 防救災演練動員人力及資

源龐大 

 民間組織成員數量龐多，

但組織理念和宗旨不一 

 防救教育課程規劃及種子

教師培訓 

 水旱災防救演練情境模擬

系統研發 

 民間及企業參與水旱災防

救業務方案及模式檢討及

更新 

 自主防災社區成立及運作

方案檢討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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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防災教育資源需求隨著「自主防災組織」成立數量增加而

成長 

配合防汛志工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等非工程措施推

動，縣市政府及各地河川局等災害防救業務執行人員日益

聚增，使得災害防救教育訓練需求大幅度提高。 

(2)、防救災演練動員人力及資源龐大 

水旱災害防救業務運轉，涉及中央、縣市及鄉鎮公所

等各機關單位，若然進行大規模演練、兵棋推演或高司演

練，動輒聯合中央部會及地方單位，演練辦理實屬不易。 

(3)、民間組織成員數量龐多，但組織理念和宗旨不一 

非災民自主性救助團體的組成複雜，部分為組織性強

的公義團體，例如慈濟、紅十字會等等，部分為非組織性

的個人或小團體，由於組織性團體有其運作宗旨，當多團

體共同投入時合作不易，而非組織性團體多採非計畫性的

資源投入，使得明星災區或是災情較早傳出的地區防救災

資源過多。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防汛志工隊已成立 

(2)、水災自主防災社區已成立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防救災講師需求大量增加 

(2)、防救災演練及演習辦理耗時費力 

(3)、民間組織成員複雜，整合運作不易 

(4)、自主防災社區永續運作方案尚待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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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1)、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自 94 年即結合水土保持義工、山坡地

查報取締巡查員、緊急連絡人及社會團體等人力成立土石

流防災專員，96 年協助鄰近土石流潛勢溪流的社區成立

自主防災社區，超過 5 年的推動經驗可做為經濟部水利署

維持防汛志工隊及易淹水地區自主防災社區的參考依據。 

(2)、日本靜岡縣從事防災活動的「自主防災組織」大約 5,000

個，達成率近乎 100%，且其每年參與防救災研習與演練

人次將近縣內人口 60%，其相關辦理經驗供做為我國借

鏡。 

(3)、日本靜岡縣設立有「靜岡縣災害志工活動基金」，及成立

「富士之國國際災害志工支援網絡」，以配置和調整與靜岡

縣社會福祉協議會、靜岡縣志工協會、志工團體等合作。 

小結 

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的主要目的，是因為災害的預防及避

免是建立在民眾積極的減災與避災作為，而非消極的等待政府的搶

救與支援，所以要積極強化民眾防救災任知，以「提高民眾參與防

救災活動的次數」，所以辦理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的建議為：  

 

(1)、擴充國內防災講習師資，並培育防災專職人員 

(2)、持續對災害潛勢區推動自主防災社區，強化民眾防救災活

動的參與度 

建議行動計畫 

(1)、防救教育課程規劃及種子教師培訓 

(2)、水旱災防救演練情境模擬系統研發 

(3)、民間及企業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方案及模式檢討及更新 

(4)、自主防災社區成立及運作方案檢討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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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減災及復建」SWOT 分析 

一、流域治理技術提升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環境永續，生態工法概念

已俱備 

 流域整體治理概念已俱備 

 綜合治水概念已俱備 

 集水區逕流管制 

 流砂一貫概念尚未落實至

流域治理 

 想定外災害因應對策尚未

落實至流域治理(確保溢淹

在規劃範圍內，相同規模

歷史災害不再發生等理念

未落實)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複合型災害的挑戰 

 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 

 流域土砂運移模式研究 

 土砂災害高潛勢河川敏感

河段監測設施及機制建立

計畫 

 土砂災害高潛勢河川之土

砂沖淤管理規劃 

 流域土砂移動監測系統研

究及建置 

 河川集水區產砂與河道沖

淤趨勢評估機制研究 

 重要河川流域土砂調控機

制之研究 

 辦理集水區逕流管制示範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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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複合型災害的挑戰 

98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中南部地區之後，該次風災導

致流域內崩塌地面積劇增、集水區內堆積大量土石、河道

輸砂量過大等現象，土砂對河防安全的影響不同以往僅侷

限在中上游集水區，下游集水區河道嚴重的淤積及側岸劇

烈的侵蝕皆對既有河防造成衝擊，使得集水區整體治理對

策中洪水和土砂的控制同等重要，應採「流砂一貫」概念

來研擬整體規劃。 

(2)、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此外莫拉克風災的極端降雨現象，突顯出「氣候變遷」

對水文特性的影響越益明顯，未來豐枯水期降雨量將呈現

豐者越豐和枯者越枯的極端，每場事件的瞬時降雨量不斷

攀高，使得既有河防保護設計標準必須重新檢討，才能避

免山區土石災害和平原洪氾機率的提高，且針對既定保護

設計標準外的災害事件也應研擬衝擊減低對策，才能有效

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知保障。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環境永續，生態工法概念已俱備 

(2)、流域整理治理概念已俱備 

(3)、綜合治水概念已俱備 

(4)、集水區逕流管制推動中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流砂一貫概念尚未落實至流域治理 

(2)、想定外災害對策尚未落實至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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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1)、水文技術組發展有新興水文觀測技術，包括河川泥砂濃度

觀測設備，有助流域土砂管理上對土砂移動之監測，掌握

流域內洪峰及土砂運移的精度將提高，此時對其做總量分

配在時間的操作精度和空間的規劃解析度都能有所提昇。 

(2)、地質法於 99 年三讀通過，其中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具

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

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在有法令依據下，流域土砂減量

的管理有法可循，於未來流域土砂的管理執行上有極大幫

助。 

小結 

流域治理技術提升的主要目的，是為規劃因應氣候變遷條件下

想定外之洪水與土砂策略，設定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區位，並調整

區位內之整體減洪避洪能力(防洪時間操作)，確保洪水未受土砂運

移與堆積之影響，於預定洪泛區域溢淹(防洪空間操作)，以「提高

洪峰和土砂的控制及分配能力」，所以流域治理技術提升為： 

(1)、在不改變流域既有保護標準設計規劃下，提高洪峰和土砂

分配在時間操作上的精度和空間規劃上的解析度 

建議行動計畫 

(1)、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 

(2)、流域土砂運移模式研究 

(3)、土砂災害高潛勢河川敏感河段監測設施及機制建立計畫 

(4)、土砂災害高潛勢河川之土砂沖淤管理規劃 

(5)、流域土砂移動監測系統研究及建置 

(6)、河川集水區產砂與河道沖淤趨勢評估機制研究 

(7)、重要河川流域土砂調控機制之研究 

(8)、辦理集水區逕流管制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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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會防洪能力提升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環境永續，生態工法概念

已俱備 

 綜合治水概念已俱備 

 區域排水資料庫建置 

 區排系統 25年重現期不溢

堤防洪標準已規劃 

 已規劃的區域排水系統工

程因受限土地徵收及工程

預算進度有限 

 耐水都市概念尚未落實至

都會區(多重防線的耐洪策

略等理念未落實)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流域上中下游河段及排水

保標準檢討與整合 

 都會區排水系統與滯蓄洪

設施連接之研究 

 公共設施滯洪多元化應用

研究 

 土地利用變遷對逕流影響

之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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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此外莫拉克風災的極端降雨現象，突顯出「氣候變遷」

對水文特性的影響越益明顯，未來豐枯水期降雨量將呈現

豐者越豐和枯者越枯的極端，每場事件的瞬時降雨量不斷

攀高，使得既有河防保護設計標準必須重新檢討，才能避

免山區土石災害和平原洪氾機率的提高，且針對既定保護

設計標準外的災害事件也應研擬衝擊減低對策，才能有效

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知保障。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環境永續，生態工法概念已俱備 

(2)、綜合治水概念已俱備 

(3)、區域排水資料庫建置 

(4)、區排系統 25 年重現期不溢堤防洪標準已規劃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規劃完區排工程受限土地徵收及工程預算進度有限 

(2)、耐水都市概念尚未落實至都會區 

 

機會(Opportunity) 

(1)、98 年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通過，未來區域規劃應整合國

土資源之保育事權、加強景觀及防災之空間規劃，建立公

共建設與土地利用之整體配合及都會區建設之協調機制。 

(2)、日本針對都會耐洪能力此一課題，研究分析城市發生洪水

時，在道路路網、建築物群、下水道系統及地下空間網絡

等影響下淹水發生的歷程，透過這樣的研究研擬城市水災

災害預防及減輕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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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歐盟科研架構計畫(European Union Framework Programme, 

EUFP)下針對都市淹水問題辦理有「都市地區洪災耐受度

合作研究計畫」，此計畫針對都市洪災風險預防及管理進

行研究，並建立適合都會區的洪災風險評估模式，以利未

來都市發展規劃時能瞭解可能面臨的淹水風險。 

(4)、縣市水情中心的建立，將強化都會地區水文觀測資訊的掌

握，以及提高地區防洪操作的即時性，有助於都會區控制

地表逕流在時間操作上的精度和空間規劃上的解析度。 

 

小結 

都會防洪能力提升的主要目的，是為規劃因應氣候變遷條件下

想定外之洪水策略，針對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進行保護，並調整區

位內之整體減洪避洪能力(防洪時間操作)，以確保區域內地表逕流

未受主流洪峰與土砂影響，於預定洪泛區域溢淹(防洪空間操作)，

以「提高地表逕流的控制及分配能力」，所以都會防洪能力為： 

 

(1)、在不改變都會區既有保護標準設計規劃下，提高地表逕流

分配在時間操作上的精度和空間規劃上的解析度 

 

建議行動計畫 

(1)、流域上中下游河段及排水保標準檢討與整合 

(2)、都會區排水系統與滯蓄洪設施連接之研究 

(3)、公共設施滯洪多元化應用研究 

(4)、土地利用變遷對逕流影響之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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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岸禦潮能力提升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環境永續，生態工法概念

已俱備 

 綜合治水概念已俱備 

 海堤資料庫建置 

 流砂一貫概念尚未落實至

流域治理 

 想定外災害因應對策尚未

落實至海岸治理(確保溢淹

在規劃範圍內，相同規模

歷史災害不再發生等理念

未落實)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海岸線退縮，危及海堤設

施 

 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海岸環境變遷趨勢分析 

 海岸防護區劃設檢討與規

劃 

 海岸防護基本資料調查暨

資料庫更新 

 海岸防護新工法研究應用 

 提升養灘技術與養灘成效

評估 

 提升海岸漂砂觀測技術及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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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海岸線退縮，危及海堤設施 

因河川上游興建水庫及水土保持攔砂工等設施，攔蓄

來自上游集水區之土砂材料，使河川輸砂量減少而造成海

岸沙源供給量不足；漁港防波堤等突出海岸線之結構物，

阻斷沿岸流漂沙之攜帶；築堤束洪之影響，使河川水流流

速加劇，以束流之形式將應該停駐於河口沖積三角洲之沙

源帶往較深之海底，致使近岸流無法將其帶回鄰近海岸淤

積。綜合以上因素，海岸線長期而言呈向後退縮之現象，

自然海岸沙灘之侵蝕與消失，非但減少其抵禦大潮及風浪

之效果，更使得濱海遊憩休閒之功能與海岸景觀之風貌大

為降低。 

(1)、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氣候變遷除對水文特性的影響越益明顯，未來海平面

可能隨著全球暖化而提升，除此颱風及熱帶低氣壓侵襲台

灣次數越益頻繁，氣象潮與天文潮對河口下游水位的影響

越益明顯，導致海水倒灌排水系統的災害出現，也使得海

堤可能因保護設計標準降低發生溢堤災害，是故因針對既

定保護設計標準外的災害事件也應研擬衝擊減低對策，才

能有效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知保障。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環境永續，生態工法概念已俱備 

(2)、綜合治水概念已俱備 

(3)、海堤資料庫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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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流砂一貫概念尚未落實至流域治理 

(2)、想定外災害對策尚未落實至海岸治理 

機會(Opportunity) 

(1)、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已發展有適用我國

海域之之風浪、水位、流場等數值模式，以及港灣構造物

安全檢查評估技術，若以上述科研成果為基礎，經濟部水

利署能更快掌握海堤易致災區位，並能針對災害問題的不

能提出有效禦潮能力提升方案。 

(2)、新興海岸禦潮技術部分，法國使用新的地工織布材料於薩

拉格里豐海港施作砂管工法，使用聚酯纖維 PET 取代傳

統的聚乙烯 PE 或聚丙烯 PP，提高砂管的使用壽命。 

小結 

海岸禦潮能力提升的主要目的，是為規劃因應氣候變遷條件下

想定外之暴潮策略，為能針對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進行保護，應確

保海堤禦潮能力符合設計標準，且為因應想定外災害的發生，需確

保海堤溢堤後不會毀損，且於預定淹沒區域溢淹，以「提高暴潮防

禦能力」，所以都會防洪能力為： 

(1)、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調適海岸防護策略 

(2)、提升海岸防護技術，加強工法研發與應用 

建議行動計畫 

(1)、海岸環境變遷趨勢分析 

(2)、海岸防護區劃設檢討與規劃 

(3)、海岸防護基本資料調查暨資料庫更新 

(4)、海岸防護新工法研究應用 

(5)、提升養灘技術與養灘成效評估 

(6)、提升海岸漂砂觀測技術及分析能力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397 國立成功大學 
 

四、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河海堤工程建設技術已掌

握 

 水資源設施建設技術已掌

握 

 水利設施防禦土砂衝擊技

術尚待精進 

 河海堤防禦能力尚待提升

(確保溢堤而不潰堤等理念

未落實)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土砂災害加劇洪水規模，

影響水利及水資源設施之

安全 

 防洪設施因應土砂災害技

術規範研究 

 高性能修補材料及工法於

高沖刷水工混擬土構造物

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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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土砂災害加劇洪水規模，影響水利及水資源設施之安全 

台灣地質破碎、地形陡峻且地震頻繁，加上極端降雨

事件頻傳，每當颱風及豪雨侵襲，暴雨除導致河川逕流量

遽增，也經常引致包括崩塌、土石流及堰塞湖等嚴重坡地

災害，於河道上游形成堰塞湖，中下游則造成河床抬昇、

河岸沖刷等現象，影響水資源設施運用及河川防洪 設施

安全。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河海堤工程建設技術已掌握 

(2)、水資源設施建設技術已掌握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水利設施防禦土砂衝擊技術尚待精進 

(2)、河海堤防禦能力尚待提升(確保溢堤而不潰堤) 

 

機會(Opportunity) 

(1)、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已開始研究關鍵基礎設施災害脆

弱度評估方法，經濟部水利署可延續其研究成果發展針對

水利設施的災害脆弱度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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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的主要目的，是希冀透適當的

監測和普查方法，即時發現水利及水資源設施損壞區域，並予以進

行補強，以「提高水利及水資源設施維持或回復既有設計標準的能

力」，所以辦理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的建議為：  

 

(1)、發展構造物安全即時監測技術 

(2)、發展非破壞性構造物安全檢測技術 

 

建議行動計畫 

(1)、防洪設施因應土砂災害技術規範研究 

(2)、高性能修補材料及工法於高沖刷水工混擬土構造物之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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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庫區及其上游土砂特性評

估技術已發展 

 庫區清淤技術已發展(空庫

清淤、水力排砂、機械排

砂、繞庫排砂) 

 原水濁度飆升後快速復原

技術尚在研究 

 庫區清淤方案多元，整合

方案尚待研議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洪水挾帶大量土砂淤積於

水資源設施 

 庫區清淤受限於水資源利

用及土地取得而效率不如

預期 

 極端事件後濁水飆升導至

缺水 

 新興原水濁度處理技術研

發及應用 

 水力排砂、機械排砂及繞

庫排砂聯合操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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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洪水挾帶大量土砂淤積於水資源設施 

98 年莫拉克風災後，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庫容

佔原設計容量百分率分別僅剩65.55%、61.21%及52.05%，

其中曾文水庫壩前庫床淤積高程已達 179 公尺，遠高於永

久河道放水道進水口底部高程及發電廠進水口中心高程，

嚴重威脅永久河道放水道及電廠之正常運轉，使曾文水庫

營運功能受到嚴厲考驗。 

(2)、庫區清淤受限於水資源利用及土地取得而效率不如預期 

曾文及南化水庫為南部區域重要水庫，依上述評估現

有設施有必要加以更新改善，又需維持供水功能，且目前

無其他替代水源，爰無法全面將水庫放空。經評估現階段

在蓄水狀况下，以陸上機械開挖及浚渫船水力抽泥等方式

清淤，同時在考量降低對環境、交通及居民生活等影響情

形下，宜透過既有設施改善及增建防淤隧道等措施，以提

升水庫防淤能力。 

(3)、極端事件後濁水飆升導至缺水 

由於入庫端水流中挾帶細微泥砂，使得入庫混水和庫

內清水因不同的比重而形成異重流，即形成下部渾水水庫

和上部清水水庫的明顯分介面，但在渾水水庫形成的過程

中，隨著混水面的上升，先是過渡成為中層異重流後，入

庫渾水與上部清水發生混參現象，而使庫面清水也變混

濁，隨著洪水伴隨土砂災害次數的變高，庫區原水供應也

受到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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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庫區及其上游土砂特性評估技術已發展 

(2)、庫區清淤技術已發展(空庫清淤、水力排砂、機械排砂、

繞庫排砂)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原水濁度飆升後快速復原技術尚在研究 

(2)、庫區清淤方案多元，整合方案尚待研議。 

 

機會(Opportunity) 

(1)、美國機械式清淤過程中新增泥和砂分離的作業，相較於傳

統作業，如此的機械式清淤技術不須泥沙沉澱池即可運

作，大幅度提升機械式清淤的效能。 

(2)、美國近年來研究並採用以可做為食品及藥品之天然高分

子聚合物作為多功能天然混凝劑，取代化學混凝劑，並可

用於如水庫、湖泊、河川等天然的水體之中。 

小結 

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的主要目的，是希冀透庫區清淤及凝

劑的使用，以「提高水利及水資源設施維持或回復既有設計標準的

能力」，所以辦理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的建議為：  

 

(1)、生物凝劑對原水濁度降低效益評估 

(2)、多元庫區清淤方案規劃 

 

建議行動計畫 

(1)、新興原水濁度處理技術研發及應用 

(2)、水力排砂、機械排砂及繞庫排砂聯合操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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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水源開發技術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人工湖開發技術已掌握 

 水庫建設技術已掌握 

 伏流水擷取技術已掌握 

 跨域調水技術已掌握 

 水資源聯合操作技術已掌

握 

 因應旱災緊急備用水源待

規劃(建議開發山區地下

水)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氣候變異導致乾旱和緊急

缺水 

 台中盆地地下水資源利用 

 名竹地下水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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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氣候變異導致乾旱和緊急缺水 

氣候變異使得水文現象出現「豐者越豐枯者越枯」的

特性，隨著乾旱時間的拉長，使得既有水資源設施的蓄水

量不足以因應水資源的需求量；此外，極端降雨事件使得

洪水伴隨土砂災害的發生，隨著洪水的運移大量土砂淤積

於中下游水資源設施及取水設施，導致水資源設施功能喪

失並造成間接缺水。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人工湖開發技術已掌握 

(2)、水庫建設技術已掌握 

(3)、伏流水擷取技術已掌握 

(4)、跨域調水技術已掌握 

(5)、水資源聯合操作技術已掌握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因應旱災緊急備用水源待規劃(建議開發山區地下水) 

 

機會(Opportunity) 

(1)、89 年，吳銘志於『臺灣地區水文圖繪製工作』中已明白指

出臺灣山區之地下水蘊藏量較平原區的多出 2.5 倍之多，

為有效運作水資源調度應當要整體性評估山區及平原區

地下水的蘊藏量，過去山區地下水資源觀測技術因為受到

山區複雜地形及地質構造影響而發展有限，但自 96 年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先期

計畫」推動至今，已有相當初步成果，經濟部水利署作為

水資源利用執掌單位，未來應將其視為重點項目之一。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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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地質調查所執行「臺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研究先期

計畫」，目前已完成整體計畫的細部規劃，並掌握在固結

岩層水文地質調查合適的現地調查與地下水資源評估方

法。目前已完成中部地區山區地下水資源調查。 

 

小結 

新水源開發技術的主要目的，是新水源的開發，以「提高緊急

水資源的調度量」，所以辦理新水源開發技術的建議為：  

 

(1)、發展山區水資源開發技術 

 

建議行動計畫 

(1)、台中盆地地下水資源利用 

(2)、名竹地下水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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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造雨技術研發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造雨設備國土化 

 地面造雨技術已掌握 

 空中造雨技術已掌握 

 雲物理機制尚待研究 

 雨雲監測系統尚待建置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氣候變異導致乾旱和緊急

缺水 

 國內做為天氣改造及水資

源研究與作業有關的雲特

性氣候資料掌握較少 

 中低空造雨作業(無人載

具、熱氣球)的發展較晚，

未來應整合計有地面及高

空造雨作業發展多元造雨

作業模式 

 目前的地面造雨器、增雨

焰劑都仰賴國外進口，空

中增雨的載具更是缺乏，

有賴國內產業的技術支援 

 雨雲物理機制與觀測系統

建置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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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氣候變異導致乾旱和緊急缺水 

氣候變異使得水文現象出現「豐者越豐枯者越枯」的

特性，隨著乾旱時間的拉長，使得既有水資源設施的蓄水

量不足以因應水資源的需求量；此外，極端降雨事件使得

洪水伴隨土砂災害的發生，隨著洪水的運移大量土砂淤積

於中下游水資源設施及取水設施，導致水資源設施功能喪

失並造成間接缺水。 

(2)、國內做為天氣改造及水資源研究與作業有關的雲特性氣

候資料掌握較少。 

(3)、中低空造雨作業(無人載具、熱氣球)的發展較晚，未來應

整合計有地面及高空造雨作業發展多元造雨作業模式。 

(4)、目前的地面造雨器、增雨焰劑都仰賴國外進口，空中增雨

的載具更是缺乏，有賴國內產業的技術支援。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造雨設備國土化 

(2)、地面造雨技術已掌握 

(3)、空中造雨技術已掌握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雲物理機制尚待研究 

(2)、雨雲監測系統尚待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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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y) 

(1)、無人載具技術的應用，80 年期間國內領先研究機構已將

其應用於災害調查使用，現階段無人載具技術已可執性較

高難度任務，包括視距外自動飛航、強風區穩定飛航等，

可將其技術應用至空中人造雨之研究。 

 

小結 

人造雨技術研發的主要目的，是透過人造雨技術，以「提高緊

急水資源的調度量」，所以辦理人造雨技術研發的建議為：  

 

(1)、強化雨雲觀測技術 

(2)、持續研發種雲技術 

 

建議行動計畫 

(1)、雨雲物理機制與觀測系統建置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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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政策研擬」SWOT 分析 

一、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已經掌握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調適對

策研擬中(淡水河、濁水

溪、曾文溪及高屏溪辦理

中) 

 想定外災害因應對策尚未

落實至流域治理(確保溢淹

在規劃範圍內，多重防線

的耐洪策略，確保溢堤而

不潰堤，相同規模歷史災

害不再發生等理念未落實)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複合型災害的挑戰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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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想定外災害的挑戰 

此外莫拉克風災的極端降雨現象，突顯出「氣候變遷」

對水文特性的影響越益明顯，未來豐枯水期降雨量將呈現

豐者越豐和枯者越枯的極端，每場事件的瞬時降雨量不斷

攀高，使得既有河防保護設計標準必須重新檢討，才能避

免山區土石災害和平原洪氾機率的提高，且針對既定保護

設計標準外的災害事件也應研擬衝擊減低對策，才能有效

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知保障。 

 (2)、複合型災害的挑戰 

近年極端降雨事件發生越益頻繁，其高強度及長延時

降雨事件極易於山區誘發大量崩塌及土石流現象，因山區

地形多為陡峭峽谷河川，一旦落於河道之土砂阻斷水流即

形成堰塞湖。由於堰塞湖的災害形式複雜，包括壩後迴水

造成局部地區的淹沒、潰壩後對近距離造成影響的土石流

和對遠距離造成影響的洪水波，不論災害的預警和應變執

行難度皆高於平地淹水。因此如何掌握堰塞湖形成潛勢區

位，並建置適當之預警機制和規劃詳全的應變方案，成為

因應極端降雨事件的對策之一。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6) 

(1)、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已經掌握 

(2)、氣候變遷對水環境調適對策研擬中(淡水河、濁水溪、曾

文溪及高屏溪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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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6) 

(1)、想定外災害對策尚未落實至流域治理 

 

機會(Opportunity) 

(1)、配合流域治理技術、都會防洪能力、海岸禦潮能力的提升

及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增加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可行方案。 

(2)、配合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

管理，增加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可行方案。 

 

小結 

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的主要目的，是藉由氣候變遷調

適策略的研擬，以「指導我國水旱災防救業務的走向」，所以氣候

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的建議為：  

 

(1)、加速全國各流域氣候變遷調適方案的擬定 

 

建議行動計畫 

(1)、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評估研究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412 國立成功大學 
 

二、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益評估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工程效益評估技術已掌握  效益評估目的是為規劃最

小災害損失的災害調適對

策，以此為目的的效益評

估方法尚未建立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內採用

積效管理指標多以學術研

究成果和防洪工程措施效

益評估為主，但缺少防災

非工程措施及抗旱措施效

益的績效管理指標 

 防救業務及科專計畫辦理

成效評估及策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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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防洪抗旱非一朝事業 

民國 95 年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政府耗時八年

和出資八百億，其成效已可於近年幾次風水災明顯可見，

然則治水抗旱非一朝事業，更應隨著環境變遷和社會改變

而有所調適。為能確保調適方案能與未來環境變遷和社經

變化相符合，且不勃離水旱災防救業務推動主軸，調適方

案之規劃應有所本及指標依據，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內採用

積效管理指標多以學術研究成果和防洪工程措施效益評

估為主，但缺少防災非工程措施及抗旱措施效益的績效管

理指標。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工程效益評估技術已掌握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效益評估目的是為規劃最小災害損失的災害調適對策，以

此為目的的效益評估方法尚未建立 

 

 

機會(Opportunity) 

(1)、日本透過「治水經濟調查手冊」制定國內防災措施效益評

估方案，並據以研擬防災措施定期檢討機制，以利國內防

災措施長期的推動。 

(2)、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99-96 年針對政府災害防救績效、

災害社經調查與災損評估及災害社經影響與脆弱性評估

等研究辦理過多項計畫，可研成果豐碩亦可作為經濟部水

利署未來相關計畫推動的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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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益評估的主要目的，是藉由防災效益的

掌握，以「使水旱災害的損失最小化」，所以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

效益評估的建議為：  

 

(1)、制定水旱災防救效益評估方案 

(2)、據以水旱災防救效益評估對水旱災防救措施定期進行檢

討及調整 

 

建議行動計畫 

(1)、防救業務及科專計畫辦理成效評估及策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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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 

優勢(Strength) 劣勢(Weekness) 

 署內已建立日本、中國、

美國、韓國等國際交流管

道 

 現階段國際交流是以進口

國外技術提升我國防災能

力為主，未來應提升本土

化防災技術，改將技術出

口至其他國家 

威脅(Threat) 機會(Opportunity) 

 我國防災技術產品化及本

土化程度不足 

 國際水旱災災害調查及防

救災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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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Threat) 

(1)、我國防災技術產品化及本土化程度不足 

我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的經驗相較於其他先進國

家，譬如美國、日本及歐盟等等，雖然在經驗的累積上有

一段差距，但對於防救災業務的發展，我國也是科技技術

世界領先國家之一，因此在防救災科技技術發展上，已經

有世界水準，但卻長期仰賴國外技術的進口及支援，使得

我國防災技術產品化及本土化不足。 

 

 

優勢(Strength)-(參考表 4-1.25) 

(1)、署內已建立日本、中國、美國、韓國等國際交流管道 

 

劣勢(Weekness)-(參考表 4-1.25) 

(1)、現階段國際交流是以進口國外技術提升我國防災能力為

主，未來應提升本土化防災技術，改將技術出口至其他國

家 

 

機會(Opportunity) 

(1)、CCTV 監視技術應用於水災判釋已經取得專利技術。 

(2)、流速觀測設備(ADCP、UHF)、透地雷達(GPR)及泥沙觀測

設備(TDR)皆為本土化自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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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藉由國際交流及

國外訪察，以「提升我國防災技術產品化及本土化能力」，所以國

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的建議為：  

 

(1)、定期辦理國際交流及國際自然災害調查，以釐清防災市場

需求 

(2)、推動防災技術產品化及本土化 

 

建議行動計畫 

(1)、國際水旱災災害調查及防救災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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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 

本計畫已先對我國水旱災防救業務的沿革、挑戰及範疇，瞭解

現階段科技發展可能遇到的威脅，再藉由對水利署的歷年執行成果

分類及落實應用檢討瞭解署內既有科技發展的優勢及劣勢，並從國

內外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文獻蒐集及彙整成果中，挑選適當的先進

技術用於彌補署內科技不足之處，最後綜整以上結果進行 SWOT

分析，據以研擬水利署未來十年的水旱災科技發展目標及策略。 

若然要將本計畫所規劃之科技發展於水利署推動，勢必要能與

署內目前辦理的計畫進行接軌，從既有且已核定(或核定中)的計畫

項目為優先辦理項目，然後再將尚未納入既有計畫的科技發展規劃

作為未來中長期計畫優先提報的項目。整理與本計畫所提科技發展

內容有關的水利署相關計畫如下： 

(1)、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100-103) 

(2)、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100-104) 

(3)、水資源經營管理規劃(102-111) 

(4)、北、中、南、東及離島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102-111) 

(5)、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展計畫(103-106) 

(6)、都會區防洪科技計畫(103-106) 

(7)、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評估研究(103-107) 

(8)、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維護管理計畫(103-108) 

(9)、台中盆地、名竹地區地下水資源利用(104-106) 

(10)、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計畫(104-108) 

(11)、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12)、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13)、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104-109) 

(15)、海嘯(暴潮)造成海岸水利設施損毀即淹水災害緊急應變

計畫(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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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署內目前已核定(或核定中)的計畫彙整結果來看，本計畫所

提「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

理」、「流域治理技術提升」、「都會防洪能力提升」、「海岸禦潮能力

提升」、「新水源開發技術」、「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及

「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等發展規劃，署內已經研擬有 104

年往後 5-10 年的期程規劃，且其辦理主軸與本計畫所提理念一致，

因此建議本計畫所規劃之科技發展內容依署內原規劃期程辦理。 

而本計畫所提「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水情及災

情傳遞管道之強化」、「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各機關水

旱災防救資源協調」、「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及「水旱災防災

措施推動效益評估」等發展規劃，署內有「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和「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100-103)」等計

畫予以推動，但上述計畫將屆於 104 年，因為上述計畫署內主要的

權責單位為水利防災中心，因此建議該單位針對上述規劃研擬下階

段中綱計畫。 

最後本計畫所提「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人造雨技術

研發」等相關規劃，未盤點到署內有相關的施政計畫予以推動，因

此建議署內參考本計畫予以規劃未來的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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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1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期程規劃-發展目標：整備及應變 

發展目標：整備及應變 

發展策略 相關前期計畫 相關中長期計畫 建議未來期程規劃 
水情及災情資訊

來源之擴充  無  無 

 納入未來優先辦理計

畫，期程規劃建議為

104-113 年 

水文觀測及預報

技術之提升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測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

計畫(104-108) 

 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

展計畫(103-106)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

之研究 (104-107)(本計

畫新提) 

 建議 108 年後持續辦理 

防救資源整合及

應變作為之提升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測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

之研究 (104-107)(本計

畫新提) 

 建議 107 年後持續辦理 

水情及災情傳遞

管道之強化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

計畫(104-108) 

 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

展計畫(103-106)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

之研究 (104-107)(本計

畫新提) 

 建議 108 年後持續辦理 

各機關水旱災防

救資源協調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

之研究 (104-107)(本計

畫新提) 

 建議 107 年後持續辦理 

水利用地及洪氾

區檢討與管理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無 

 納入未來優先辦理計

畫，期程規劃建議為

104-113 年 

水資源供需及調

度檢討與管理 

 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102-111) 

 水資源經營管理規劃(102-111) 

民眾參與水旱災

防救業務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

之研究 (104-107)(本計

畫新提) 

 建議 107 年後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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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2  發展路徑圖-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 

 

圖5-3.3  發展路徑圖-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 

 

圖5-3.4  發展路徑圖-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圖5-3.5  發展路徑圖-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圖5-3.6  發展路徑圖-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 

 

圖5-3.7  發展路徑圖-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 

 

圖5-3.8  發展路徑圖-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422 國立成功大學 
 

 

圖5-3.9  發展路徑圖-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423 國立成功大學 
 

表5-3.2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期程規劃-發展目標：減災及復建 

發展目標：減災及復建 

發展策略 相關前期計畫 相關中長期計畫 建議未來期程規劃 
流域治理技術提

升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98-103)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104-109) 
 建議 109 年後持續辦理 

都會防洪能力提

升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計畫(98-103)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95-102)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

造計畫(104-109) 

 易淹水地區後續治理及

維護管理計畫(103-108) 

 都會區防洪科技計畫

(103-106) 

 建議 109 年後持續辦理 

海岸禦潮能力提

升 
 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98-103) 

 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104-109) 

 海嘯(暴潮)造成海岸水

利設施損毀即淹水災害

緊急應變計畫(105-107) 

 建議 109 年後持續辦理 

防洪構造物耐災

能力檢討與提升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98-103) 

 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98-103)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104-109) 

 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104-109) 

 建議 109 年後持續辦理 

水資源設施永續

運作規劃 
 水資源經營管理規劃(102-111) 

新水源開發技術 
 台灣山區地下水資源調

查 研 究 整 體 計 畫 (99-

102)(地調所) 

 台中盆地地下水資源利

用(104-106) 

 名竹地下水資源利用

(104-106) 

 視開發成效檢討持續辦

理之必要性 

人造雨技術研發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無 

 納入未來優先辦理計

畫，期程規劃建議為

104-1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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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10  發展路徑圖-流域治理技術提升 

 

圖5-3.11  發展路徑圖-都會防洪能力提升 

 

圖5-3.12  發展路徑圖-海岸禦潮能力提升 

 
圖5-3.13  發展路徑圖-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圖5-3.14  發展路徑圖-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 

 
圖5-3.15  發展路徑圖-新水源開發技術 

 

圖5-3.16  發展路徑圖-人造雨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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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3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期程規劃-發展目標：政策研擬 

發展目標：政策研擬 

發展策略 相關前期計畫 相關中長期計畫 建議未來期程規劃 
氣候變遷課題研

究及對策研擬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

擊評估研究(103-107) 

 視辦理成效檢討持續辦

理之必要 

水旱災防災措施

推動效益評估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無 

 納入未來優先辦理計

畫，期程規劃建議為

104-107 年 

國際水旱災防救

政策比較研究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

科技之研究(100-103) 

 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

展計畫(103-106) 

 台灣水文觀測長期發展

計畫(104-108) 

 建議 109 年後持續辦理 

 

 

圖5-3.17  發展路徑圖-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 

 

 

圖5-3.18  發展路徑圖-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益評估 

 

 

圖5-3.19  發展路徑圖-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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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經濟部水利署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績效指標研擬 

雖然我國防救災科技發展是依各主管機關單位需求自理研擬

發展方向，但科研成果彙整單位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因此在政府科

技計畫成果效益報告中採用的效益評估指標偏重學術價值的量化，

如表 5-4.2~5-4.4 所示，缺乏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和環境安全永

續)和其他效益(模式應用與資訊系統建置、工程規劃設計和政策研

擬或探討)等方面績效，因此無法有效呈現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目

標災害防救效益，因此本計畫同時參考經濟部水利署委辦計畫主要

績效指標表，如表 5-4.5 所示，此外本計畫參考相關施政報告評估

指標、工程效益評估指標等參考文獻，據以研擬本計畫所規劃水旱

災防救科技發展績效指標，其結果如表 5-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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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1  本計畫所研擬水旱災防救科技績效指標建議表 

目標 策略 方向 建議績效指標 

I、整備及應變 

I-1、水情及災情資

訊來源之擴充 

克服廣域災害導致

的水情及災情資料

無法取得課題 

 影像解析度 

 影像取得時間 

 影像取得成本 

I-2、水文觀測及預

報技術之提升 

降低水旱災防救業

務決策的誤判 

 水文觀測時間及空間精度 

 預報模式時間及空間精度 

I-3、防救資源整合

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提高水旱災防救業

務運作的效率 

 潛勢圖資及預警指標檢討

頻率(次/10 年) 

I-4、水情及災情傳

遞管道之強化 

縮短水情及災情交

換的時間 

 水文觀測站傳輸自動化百

分比 

 傳輸頻道承載人數 

I-5、各機關水旱災

防救資源協調 

縮短水情及災情蒐

集及研判的時間 
 災情報告產製頻率 

I-6、水利用地及洪

氾區檢討與管理 

降低不當土地利用

造成的災害衝擊 
 不當土地利用回收面積 

I-7、水資源供需及

調度檢討與管理 

提高緊急水資源的

調度量 
 緊急水資源調度量 

I-8、民眾參與水旱

災防救業務 

提高民眾參與防救

災活動的次數 

 民眾參與活動人次 

 教育訓練辦理場次 

II、減災及復建 

II-1、流域治理技術

提升 

提高洪峰和土砂的

控制及分配能力 

 洪峰調節量 

 土砂調節量 

II-2、都會防洪能力

提升 

提高地表逕流的控

制及分配能力 
 地表逕流管制量 

II-3、海岸禦潮能力

提升 
提高暴潮防禦能力  海堤每年維護長度 

II-4、防洪構造物耐

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提高水利及水資源

設施維持或回復既

有設計標準的能力 

 水利設施每年維護長度 

II-5、水資源設施永

續運作規劃 

提高水利及水資源

設施維持或回復既

有設計標準的能力 

 水資源設施運作年限 

II-6、新水源開發技

術 

提高緊急水資源的

調度量 
 緊急水資源生產量 

II-7、人造雨技術研

發 

提高緊急水資源的

調度量 
 緊急水資源生產量 

III、政策研擬 

III-1、氣候變遷課題

研究及對策研擬 

指導我國水旱災防

救業務的走向 

 調適策略完成規劃流域數

量 

III-2、水旱災防災措

施推動效益評估 

使水旱災害的損失

最小化 
 水旱災害年損失 

III-3、國際水旱災防

救政策比較研究 

提升我國防災技術

產品化及本土化能

力 

 防災科技產專利數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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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2  國科會採用主要績效指標定義(1/3)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學
術
成
就
（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 

A.論文 

論文發表數量、國內 

外期刊發表數量、重 要

期刊（SCI、 SSCI、EI、

AHCI、 TSSCI 等）發

表數量 等 

論文發表在國際上重要 

研討會或期刊（篇數）、 被

引用次數及影響係 數、論

文獲獎（次數） 

 

 

B.研究團隊 養

成 

系內、校內跨領域、 

跨校或跨組織合作 

團隊數目 

 

形成研究中心或實驗室 

數目 
 

 

C.博碩士培 育 

參與計畫執行之碩 

士研究生及博士研 

究生數量 

 

研究生畢業後從事之相 

關行業人數 

 

產值（薪資） 

D.研究報告 數量 引用  

 

E.辦理學術 活

動 

辦理國內、雙邊或國 

際 之 研 討 會 

workshop、學術會議 

sy mp osium、學術研 

討會 conference、論 壇 

forum 次數。出版 論文

集數目 

 

辦理主要之國際研討會 

場次 
 

F.形成教材 

製作教材或自由軟 

體授權釋出教材（件 

數） 

 

引用次數、其他個人或 團

體之加值利用次數 
 

其他    
 

技
術
創
新
（
科
技
整
合
創
新
） 

G.專利 
申請、獲得國內或國 

外之專利（件數） 

應用、引用、移轉（授 

權金、權利金） 

產值（形成產 

業） 

H.技術報告 數量 授權使用（授權金） 授權金 

I.技術活動 
發表於國內或國外 

研討會（場次） 

發表於主要之國際研討 

會（場次） 
 

 

 

 

 

J.技術移轉 

可移轉技術（件 

數）、先期技轉（項 數、

家數、金額）、 釋出軟

體執行檔、自 

由軟體授權（項數、 家

數）、引進技術（件 數） 

 

 

技術移轉（移轉金、授 權

金、權利金）、應用、 引用、

技術獲得國際認 證數 

 

 

 

 

產值（形成產 

業） 

 

S.技術服務 

技術服務（項數、家 

數、金額）、委託案 

及工業服務次數 

 

金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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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3  國科會採用主要績效指標定義(2/3)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經
濟
效
益
（
產
業
經
濟
發
展
）

 

L.促成廠商或

產業團體投資 

研發投資（件數、金 

額）；生產投資（件 數、

金額）；新創事 業（家

數、金額） 

產品上市（項數、產量、 

金額）、量產（產量、 產

值）、智財權授權（件 數、金

額） 

 

M.創新產業或

模式建立 

成立營運總部（家 

數）；衍生公司家數 或

參與產業團體 數；創新

模式衍生產 品（品項

數、產量、 產值）；建立

產業發  展之環境或

體系、營 運模式件數 

增加臺灣產業運籌電子 

化擴散面積；衍生公司 

（生產投資金額、研發 

投資金額、產值）；衍 生

產品（品項數、產量、 產值）；

環境改善或體 

系建立；提高產品競爭 

力，促進產業發展 

 

N.協助提升我

國產業全球地

位或產業競爭

力 

建立國際品牌排 名、相

關產業產品世  界排

名 

相關產業（品）產值國 際

排名前三名 
 

O.共通/ 檢測技 

術服務 

輔導廠商或產業團 

體（品質保證、技術 標

準認證、實驗室獲 得認

證數、申請與執 

行主導性新產品及 

關鍵性零組件等件 

數、家數、配合款）； 技

術操作教育訓練 

（次數、人次）作業 準

則之技術服務、輔 

導、講習（次數、人 

數）；提供國家級校 正

服務（件數） 

個人獲得相關專業證照 

（人次）、衍生之國家/ 國

際證照（項數）、提 升專

業能力、產業競爭 力、國

內二級校正衍生 數 

 

T.促成與學界

或產業團體合

作研究 

合作研究件數、研究 金

額 

產品上市（項數、產量、 

金額）、降低成本金額（件 

數、金額）、提升產品附 加

價值（件數、金額） 

 

U.促 成 智 財 權 資 

金 融 通 

輔導診斷、案源媒合 

（家數） 

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 

及保證（家數、金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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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4  國科會採用主要績效指標定義(3/3)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效益說明 重大突破 

社
會
影
響 

民
生
社
會
發
展 

P.創業育成 家數 
廠商研發投資、生產投 

資 
 

Q.資訊服務 設立網站、提供客服 訪客人數、人次  

R.增加就業 人數 
降低失業率，提升國民 

生產毛額 
 

W.提 升 公 共 服 務 
旅行時間節省（換算 

為貨幣價值） 

運輸耗能節省金額、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量 
 

X.提高人民 

或業者收入 
受益人數、金額 

受益人數、增加收入（金 

額） 
 

其他    

環
境
安
全
永
續 

 

V.提高能源 利

用率 

技術應用或產品開 

發之能源效率提升 

百分比 

技術或產品上市銷售帶 

動節約能源量；減少二 

氧化碳排放量 

 

 

Z.調查成果 

調查結果圖幅數、面 

積、調查點筆數、資 

料量、影像資料量 

調查面積與精密度、即 

時映像環境可輔助決策 

之準確度 

 

其他    

 
其
他
效
益
（
科
技
政
策
管
理
） 

 

K.規範/標準 

制訂 

參與制訂政府或產 

業技術規範/標準 

（件數）、共同發表 

政府或產業技術規 

範/標準（件數）、 參

與政策或法規草 案

之訂定（件數） 

 

採用標準之廠商家數、 

產品種類等；訂定或建 

立政府或產業技術、標 

準；訂定或完成政策或 

法規標準之規定 

國人使用相 

關產品數量 

估計；撰寫之 

規範/標準被 

採納為國際 

標準 

 

Y.資料庫 

新建資料庫（資料庫 

數目、資料筆數、資 

料量）；新建資料庫 關

聯數量、使用人數 與

好評數 

 

1.資料庫整合服務加速 

（分鐘）2.資料庫之資 

料量與查詢介面方便度 

 

X Y.性別平等 

促進 

性別或弱勢族群的 

受益情形 

性別或弱勢族群的受益 

比率 
 

 

AA.決策依據 

新建或整合流程、重 

大統計訊息與政策 

建議、決策支援系統 

及其反應加速時 

間、節省經費 

 

1.流程整合之效益數目 

2.重大統計訊息 

3.節省公帑數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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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5  經濟部水利署採用主要績效指標定義 

類

別 
績效指標 

國科會 KPI 

之對應指標 
計畫主要產出 產 出 說 明 

社

會

影

響 

民

生

社

會

發

展 

H 資訊

服務 

Q 

 

Q 

Q 

H-1：可供申請資料 

  

H-2：可供資料下載 

H-3：可供資料查詢 

 

H-1、H-2、H-3 

□署內同仁□公職人員□

民眾 

資料性質： 

□物理資料，內容__，區

域__ 

□化學資料，內容__，區

域__ 

□生態資料，內容__，區

域__ 

□水文資料，內容__，區

域__ 

□其他，內容__，區域__ 

操作滿意度___ (%)、 

I 辦理

民間

交流

活動 

 I-1：辦理與民間團體

(民眾)說明會、I-2：辦

理大型座談會(公聽

會)、I-3：辦理滿意度

調查、I-4：辦理滿意

度調查 

________(場)_____ 

I-1、I-2 

名稱___、主題___、區

域___、與會民間、政

府、學術團體___(個)名

稱_、投入經費_ 

I-3 

名稱___、主題(標

的)___、區域___、調查

母體數___(件)、有效回

收件數(件)、調查起迄時

間：民國__年__月至民

國__年__月、投入人力

___(人)、投入經費

___(千元) 

J 減低

人民

或產

業災

損 

X 

 

J-1：防災效益 J-1 

災害別 

 □洪災：保全戶數 U    

（戶）U人數__(人)減少

災害時間 U          

（小時）減少災損金額

__(元)(以 25 年保護標準

計)  

□旱災 

保全戶數U    （戶）U人

數__(人) 

減少災害時間U          

（天） 

減少災損金額__(元)、 

計畫區域：名稱__面

積     、涵蓋行政區、         

保全範圍土地屬性、保

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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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績效指標 

國科會 KPI 

之對應指標 
計畫主要產出 產 出 說 明 

K 提升

供水

與節

水服

務 

 

 

 

 

 

 

K-1：提升供水量 

K-2：節水器材推廣使

用 

               

K-3：水回收再利用設

備施作 

K-1 

水源別□水庫、□川流

水、□地下水、□其他          

用水標的 

□民生 計畫區範圍 、用

水人數   

□工業 計畫區名稱        

□農業 灌區範圍 、農作

類別       

K-2 

節水器材名稱___投入經

__(元)推廣使用區域 

□計畫區面積__(公頃)，

名稱__ 

□_縣(市)_鄉(鎮)_村(里) 

□全臺各地 

□其他，說明__ 

推廣使用單位 

□民間企業，名稱__ 

□學校單位，名稱__ 

□政府機關，名稱__□ㄧ

般家庭□其他___ 

K-3 

設備名稱___ 

設備成本___(元) 

設置場址 

行政區域_縣(市)_鄉(鎮) 

用水標的□民生□工業□

農業 

HK 其

他 

其他   

環

境

安

全

永

續 

L 基礎

資料

調查 

Z 

 

 

 

Z 

 

 

Z 

 

 

Z 

 

 

Z 

L-1：物理性質資料 

                    

L-2：化學性質資料 

                    

L-3：生態資料 

                   

L-4：水文資料 

______ 

L-5：其他 

L-1~L-5 均同調查範圍 

□全臺各地 

□_縣(市)_鄉(鎮)_村(里) 

□計畫區，名稱__面積

__(公頃) 

□河川流域，名稱__，面

積__ 

□河川長度，名稱__，長

度__ 

□海域範圍，名稱，說明

___ 

□海岸長度，名稱，長度

__ 

□水庫集水區，名稱__，

面積___ 

□水庫庫區，名稱___，

說明 

□其他，說明__ 

調查起訖期間共計__年

__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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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績效指標 

國科會 KPI 

之對應指標 
計畫主要產出 產 出 說 明 

調查頻率___ 

M 水

利設

施與

河川

排水

維護 

其他 M-1：河川排水維護 

M-2；工程品質查核 

 

N 提昇

水域

環境 

其他 N-1：水岸綠化、N-

2：水岸復育、N-3：改

善水域生態、N-4：復

育並維持海岸線 、N-

5：改善河川水質、N-6

歩道/自行道 

N-1、N-2、N-3、N-4、

N-5 

□計畫區域名稱___、面

積__ 

 

LN 其

他 

   

其

他

效

益 

模

式

應

用

與

資

訊

系

統

建

置 

O 資料

庫 

Y 

 

 

 

 

Y 

O-1：資訊系統或網站

設置 

  

O-2：資訊系統或網站

功能更新 

O-3：資訊安全 

    

O-1、O-2 

資料庫名稱___資料庫功

能___ 

連結網站□是□否，網站

名稱    

資料性質： 

□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生態資料□水文資料□其

他 

O-3 

緣由           

投入經費__(元) 

P 模式

或方

法 

AA 

 

 

AA 

 

 

AA 

P-1：新建模式或方法 

P-2：改良模式或方法 

P-3：應用模式或方法 

P-1、P-2、P-3 名稱

___________ 

□水文模式(方法)□水理

模式(方法)□地下水模式

(方法)□水資源開發調度

模式(方法)□其他___ 

解決問題說明

_____________ 

應用案例                  

投入經費金額__(元) 

Q 決策

系統

(如

預警

系

統、

預報

系統

AA Q-1：新增系統 

Q-2：維護或更新 

 

Q-1、Q-2 系統名稱    

維護或更新系統內容說

明 

□乾旱預報(預警)□水

庫、壩體安全預報(預

警)□洪水預報預警□其他

__ 

連結網站□是□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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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績效指標 

國科會 KPI 

之對應指標 
計畫主要產出 產 出 說 明 

等)

建置

或應

用 

名稱    

系統適用區域_____ 

OQ 其

他 
其他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R 規

劃、

設計

及施

工 

其他 R-1：安全或可行性評

估 

R-2：管理面之規劃 

R-3：工程面之規劃設

計 

R-4：新設工程設施維

護 

   

R-1、R-2、R-3、R-4 

名稱___ 

所在區域___ 

S 試驗 其他 S-1：現地試驗 

S-2：模型試驗

_____(件) 

S-1、S-2 

試驗名稱__、試驗目的

__、試驗區域__、試驗

標的___ 

RT 其

他 
其他   

政

策

研

擬

或

探

討 

T 可供

決策依

據 

AA T-1：可做為決策之依

據 

T-2：作為法規新增或

編修 

T-3：作為重大開發依

據 

T-4 作為跨部會間合作

依據 

T-1 

名稱___ 

適用單位 

□水利署□其他___ 

T-2、T-3 

名稱___ 

類型___ 

T-4 

名稱___ 

可供合作依據之單位，

名稱___ 

UU 其

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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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下階段中綱計畫的修正 

6-1  下階段中綱計畫的修正內容 

前期計畫「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對水利署水

利防災中心歷年計畫盤點分類及落應用檢討後，針對水利防災中心

的職掌，偏重於災害應變業務需求研擬有 5 項發展策略，如圖 6-1.1

所示。本年度計畫擴大盤點分類歷年委辦計畫並進行落實應用檢

討，依災害防救管理概念「減災、整備、應變、復建」的概念，研

擬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總規劃有三大發展目標「整備及應

變」、「減災及復建」及「政策研擬」，其下共計有 18 項發展策略，

鑒於科技發展內容與署內八組室一隊一中心的職掌及專業，本計畫

建各項發展策略的未來權責單位如表 6-1.1。 

表6-1.1  本計畫所提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目標暨策略 

目標 策略 建議未來權責單位 

I、 

整備及

應變 

I-1、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 河川勘測隊為主 

I-2、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提升 水文技術組為主 

I-3、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水利防災中心為主 

I-4、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水文技術組為主 

I-5、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 水利防災中心為主 

I-6、水利用地及洪氾區檢討與管理 河川海岸組為主 

I-7、水資源供需及調度檢討與管理 水源經營組為主 

I-8、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水利防災中心為主 

II、 

減災及

復建 

II-1、流域治理技術提升 河川海岸組為主 

II-2、都會防洪能力提升 河川海岸組為主 

II-3、海岸禦潮能力提升 河川海岸組為主 

II-4、防洪構造物耐災能力檢討與提升 工程事務組為主 

II-5、水資源設施永續運作規劃 水源經營組為主 

II-6、新水源開發技術 水源經營組為主 

II-7、人造雨技術研發 水源經營組為主 

III、 

政策 

研擬 

III-1、氣候變遷課題研究及對策研擬 綜合企劃組為主 

III-2、水旱災防災措施推動效益評估 綜合企劃組為主 

III-3、國際水旱災防救政策比較研究 綜合企劃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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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下階段「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中綱計畫」預定辦理期程為

104-109 年，為配合 104 年環境資源部成立時，水利署水文技術組

和水利防災中心將合併為水文防災組，因此將未來權責建議為水文

技術組和水利防災中心的發展策略納入下階段的「水旱災防救科技

發展中綱計畫」中，總計有五項發展策略，分別為「水文觀測及預

報技術之提升」、「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水情及災情

傳遞管道之強化」、「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及「民眾參與水

旱災防救業務」。 

本計畫分別於 102 年 8 月 15 日和 9 月 11 日與會水利防災中心

討論下階段「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中綱計畫」規劃內容，考量目前

署內會議水文防災組擬分為水文觀測科、水文情報科、防災整備科

及防災應變科等四個科室(此決議尚未定案，僅供本計畫參考用)，

所以按四個科室來設定「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中綱計畫」的發展目

標，並將原科技發展規劃的五項發展策略，依四個科室未來的業務

辦理內容，分為十一項發展策略予以對應，其調整結果如圖 6-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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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計畫(期末)_12月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

5項策略-水利防災中心

102年度計畫(期中)_7月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
5項策略-水文技術組、水利防災中心

102年度計畫(期中後)_11月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目標、策略暨行動計畫

4項目標、11項策略-水文防災組

1.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精進

2.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3.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4.各機關防災系統機制之協同

5.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1.水情及災情資訊來源之擴充

2.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之精進

3.資訊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4.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5.各機關防災系統機制之協同

1.水文觀測站網規劃檢討

2.極端事件水文觀測技術提升

1.水旱災預報及預警技術提升

2.水旱災潛勢圖資更新

3.各機關水情中心效能提升

1.水旱災防救及演練技術提升

2.水旱災業務計畫執行強化

水旱災防救相關科專計畫執行規劃

1.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及流程強化

2.民間防救資源整合及利用

3.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

I.精進水文觀測技術

II.精進水文分析能力

III.研擬防災整備規劃

IV.提升防災應變效能

策略 策略 策略目標

 

圖6-1.1  前後期中綱計畫修正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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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下階段中綱計畫的修正成果 

104年度綱要計畫書 

 

審議編號： 

 

 

經濟部水利署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1/4)」 

 

 

 

 

 

 

 

計畫全程：104年 1月至 107年 12月 

10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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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基本資料及概述表 

審議編號  

計畫名稱 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1/4) 

申請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預定執行機關 

（單位或機

構）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 

預定計畫主持

人 

姓名 謝明昌 職稱 主任 

服務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電話 02-37073123 電子郵件  

額度類別 

■一般額度 

國家型額度 

特別申請額

度 

政策預算額

度 

計 畫 屬

性 

跨部會署方案計畫(重大計畫) 

國家型科技計畫(重大計畫) 

特別申請額度計畫(重大計畫) 

政策預算計畫(重大計畫) 

大型計畫(重大計畫) 

經常性業務或基本運作計畫(一般

計畫) 

■部會署計畫(一般計畫) 

計畫類別 

■新興一般計畫 

延續型一般計畫 

特別申請額度計畫 

政策預算計畫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 

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運作計畫 

計畫群組及比

重 

生命科技 %  環境科技 100%  資通電子 % 

工程科技 % 科技服務 % 科技政策 %資通訊建設 % 

執行期間 104 年    1 月    1 日  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全程期間 104 年    1 月    1 日  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 

中英文關鍵詞 
中文關鍵詞：整備、應變、水災、旱災 

Keywords: preparation、reponse、inundation、draught 

資源投入 
年度 經費（千元） 人力（人/年） 

104 63,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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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65,000 32 

106 76,500 40 

107 81,000 44 

合計 285,500 146 

當年度 

人事費 15,000 土地建築 0 

材料費 47,000 儀器設備 0 

其他經常支出 1,000 其他資本支出 0 

經常門小計 63,000 資本門小計 0 

經費小計（千元） 63,000 

政策依據 

1.水資源科技長期發展計畫。 

2.「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民國 100 年至 103 年)」： 

(1)第三章 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與策略，第一節 遠景、目標與指

標，目標三：國民幸福安全之(三)-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精

進災防科技研發能力，保障國人生活安全。 

(2)第三章 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與策略，第二節 策略，策略二：

重視學術研究品質，促進學研產業合作 

(3)第三章 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與策略，第二節 策略，策略五、

整合災害防救科技，增進人民幸福安全。 

3.下階段「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 

本計畫在機關

施政項目之定

位及功能 

1 防災資訊即時傳遞、整合及公開。 

2.健全災害整備業務，發揮災害保全效益。 

3.提升災害應變作業，發揮災害預警效益。 

計畫重點描述 

水情及災情等防災資訊，係政府在防災整備及應變等業務推

動上最主要之依據。因此，持續精進防災監測技術和水情及災情

分析能力，以及健全防災整備規劃和提升防災應變效能，為水旱

災防救業務推動的重點任務之一。為有效運用有限之經費及人力，

本計畫將著眼於資訊、視訊及通訊等先進科技的整合，並落實應

用於中央部會、地方機關及民間團體，以發揮災害預警及保全的

最大效益。 

無論是聯合國 IPCC 或國科會之 2011 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均指

出面對近年來每每打破歷史紀錄的極端氣候，其所引致的巨(複合)

災害衝擊為當前防災整備及應變的工作重點，如何讓防災資訊得

以及時傳遞、整合及公開和發揮災害預警及保全效益，成為下階

段科技發展重點。本計畫全程(104~107 年)重點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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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進防災監測技術：防災監測站網規劃檢討、極端事件防災監

測技術提升。 

(2)精進水情災情分析能力：水旱災預報及預警技術提升、水災潛

勢圖資更新及各機關水情中心效能提升。 

(3)研擬防災整備規劃：水旱災防救及演練技術提升、水旱災業務

計畫執行強化及水旱災防救相關科專計畫執行規劃。 

(4)提升防災應變效能：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及流程強化、民間防

救資源整合及利用及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 

預期效益摘要 

1.提高極端水文事件觀測能力，包括儀器量測水文量上下限值、

儀器紀錄水文量時間距，以降低強降雨、高低水流量與含砂水

流的觀測誤差，以利未來水文分析作業的準確度提高，以及防

救災應變決策資訊的可信度增加。 

2.提高水文水理模式演算能力，包括演算所需的時間、運算往隔

的解析度及預測誤差陡，使情境設定與模擬得以更符合現實，

以利未來預警機制的修正，以及災害潛勢圖資的更新。 

3.提高各機關水情中心效能，包括水情分析能力、災情蒐集能力

及資訊傳遞能力等，提高彙整及分析資要的作業效率，以及縮

短各單位間水情及災情資訊交換時間，以利未來防災應變效

能提升。 

4.培養防救教育種子教師，開發及編撰防災教育教材和系統，擴

充防救教育推廣能量，以利未來凝聚政府與民眾間的共識，齊

心齊力推動水旱災害防救業務。 

5.提高災情研判能力，除持續擴充多元管道，供民眾查通報災情

資訊外，透過即時水情及災情資訊，配合水文水理模式演算，

預測未來 1 小時、3 小時災害發生高潛勢區域，以利未來防救

災應變決策。 

6.因應水文環境特性改變，洪水及土砂共伴影響放大水災的規

模及尺度，針對洪水因土砂引起的災害新增因應對策。 

主要績效指標 

（KPI） 

1.論文：預計於 104-107 年度國內外期刊及研討會論文發表共計

73 篇 

2.研究團隊培養：各機關防救災技術協力機構 

3.博碩士培育：預計於 104-107 年度共計培育博士 20 人、碩士

60 人 

4.研究報告：預計於 104-107 年度共計出版 73 本成果報告 

5.辦理學術活動：預計於 104-107 年度共計辦理研討會及教育訓

練 40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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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形成教材：防災監測站網規劃手冊、高精度河川水位模式教學

手冊、高精度區域淹水模式教學手冊、災害潛勢圖資製作標準

更新、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操作手冊、堰塞湖緊急應變作業手冊

更新、水災災害防救業務手冊更新、旱災災害防救業務手冊更

新、災害防救教育教材 

7.專利：專利申請 5件 

8.技術活動：預計於 104-107 年度共辦理研討會 20 場 

9.資料庫：全國淹水潛勢圖資更新、全國水位及淹水警戒值更新、

全國水旱災情資料庫更新、全國水旱災防救資源資料庫更新 

10.決策依據：各機關水情中心系統平台建置、預警應變系統平

台整合與更新、災情查通報系統平台整合與更新、災害防救教

育訓練及演練系統 

11.模式演算：發展都會區淹水模式、高精度(網格解析度<5m、

演算時間<1h)河川水位預報模式、高精度(網格解析度<5m、演

算時間<1h)區域淹水預報模式 

12.災情查報：災情查證 100 筆/10 分鐘、系統最大上線人數 

1,000 人 

13.防救災組織：自主防災社區成立數量 500處 

前一年計畫或

相關聯之前期

計畫名稱 

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 

計畫連絡人 

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電話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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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力配置及經費需求 

一、詳述經費計算標準及方式 

將由水利署 104 年度水資源科技發展計畫(經費來源源自政府

科專計畫)項下支應，計列基準參照 102 年度經濟部「經濟部及所

屬機關委辦計畫預算編列基準」相關規定估列。 

二、人力配置及經費需求表 

人力需求及配置表（B004） 

人力需求及配置說明 

本計畫為 4 年度之計畫，計需 147 位研究人力，其中 104 年度需求預計 30 位、

105 年度需求預計 32 位、106 年度需求預計 40 位、107 年度需求預計 44 位，有

關各年度所需詳細研究人力職級，請詳見人力需求及配置表。 

 

計畫名稱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預估

總人

力 

職級 

預估

總人

力 

預估

總人

力 

 

預估

總人

力 

研究

員級 

(含)

以上 

副研

究員

級

(含)

以上 

助理

研究

員級

(含)

以上 

研究 

助理

級 

技術

人員 

其

他 

1.防災導向監測站網規劃檢討及更新(104-107) 2 1  1    2 2 2 
2.短延時強降雨防災監測技術提升(106-107)         2 2 
3.極端事件高低流量防災監測技術提升(104-105) 2 1  1    2   
4.高濃度泥砂於複合型災害防災監測技術提升

(106-107) 
        2 2 

5.低空降雨雷達觀測資料應用於河川洪水預報和

淹水預報系統(104-107) 2  1 1    2 2 2 

6.都會區(考慮建物、下水道及地下空間)淹水模式

研發及應用(104-107) 2 1  1    2 2 2 

7.整合既有預報模式並持續研發精進(106-107)         2 2 
8.河川水位及淹水預警機制檢討及更新(104-107) 2 1  1    2 2 2 
9.水災潛勢圖資檢討及更新(104-107) 2  1 1    2 2 2 
10.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檢討及整合

(104-107) 
2 1  1    2 2 2 

11.CCTV 影像監視系統資源整合應用於水情及災

情研判(104-107) 2 1  1    2 2 2 

12.中央及縣市的水情和災情資訊整合及加值運用

規劃(104-107) 2  1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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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預估

總人

力 

職級 

預估

總人

力 

預估

總人

力 

 

預估

總人

力 

研究

員級 

(含)

以上 

副研

究員

級

(含)

以上 

助理

研究

員級

(含)

以上 

研究 

助理

級 

技術

人員 

其

他 

13.抽水機調度規劃方案檢討及更新(106-107)         2 2 
14.防救教育課程規劃及種子教師培訓(104-107) 2  1 1    2 2 2 
15.水旱災防救演練情境模擬系統研發(106-107)         2 2 
16.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及更新(105)        2   
17.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及更新(107)          2 
18.防救業務及科專計畫辦理成效評估及策進規劃

(104-107) 
2 1  1    2 2 2 

19.災害通報作業流程檢討及更新(107)          2 
20.水情多元傳遞及發布管道強化(104-107) 2  1 1    2 2 2 
21.即時淹水區位研判機制之研發(104-107) 2  1 1    2 2 2 
22.民間及企業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方案及模式檢

討及更新(104-107) 2  1 1    2 2 2 

23.自主防災社區成立及運作方案檢討及規劃

(106-107) 
        2 2 

24.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強化(104-107) 2  1 1    2 2 2 

合計 30 7 8 15    32 40 44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445 國立成功大學 
 

經費需求表（B005） 

經費需求說明 

本計畫總經費計需新台幣 285,500 仟元整，其中 104 年度計需新台幣 63,000 仟元整（經常支出需新台幣 63,000 仟

元整，資本支出需新台幣 0 仟元整，）；105 年度計需新台幣 65,000 仟元整（經常支出需 65,000 仟元整，資本支

出需新台幣 0 仟元整）；106 年度計需新台幣 76,500 仟元整（經常支出需新台幣 76,500 仟元整，資本支出需新台

幣 0 仟元整）；107 年度計需新台幣 81,000 仟元整（經常支出需新台幣 81,000 仟元整，資本支出需新台幣 0 仟元

整），有關各年度所需經費編列情形，請詳見經費需求表。 

 

計 畫 名 稱 

目

標 

計

畫

性

質 

知
識
產
業
化
類

別 

政

策

工

具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人

事
費 

材

料
費 

其

他

費

用 

土

地

建

築 

儀

器

設

備 

其

他

費

用 

1.防災導向監測站網規劃檢討

及更新(104-107) 
3 7 7 15 4,500 3,000 1,500 0 0 0 0 4,500 4,500 0 4,500 4,500 0 4,500 4,500 0 

2.短延時強降雨防災監測技術

提升(106-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2,000 2,000 0 2,000 2,000 0 

3.極端事件高低流量防災監測

技術提升(104-105) 
3 7 7 15 3,500 2,500 800 200 0 0 0 3,500 3,50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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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目

標 

計

畫

性

質 

知
識
產
業
化
類

別 

政

策

工

具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人

事
費 

材

料
費 

其

他

費

用 

土

地

建

築 

儀

器

設

備 

其

他

費

用 

4.高濃度泥砂於複合型災害防

災監測技術提升(106-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5.低空降雨雷達觀測資料應用

於河川洪水預報和淹水預報系

統(104-107) 

3 7 7 15 3,500 2,500 800 0 0 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6.都會區(考慮建物、下水道及

地下空間)淹水模式研發及應用

(104-107) 

3 7 7 15 3,500 2,500 800 0 0 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7.整合既有預報模式並持續研

發精進(106-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3,000 3,000 0 3,000 3,000 0 

8.河川水位及淹水預警機制檢

討及更新(104-107) 
3 7 7 15 2,000 1,500 500 0 0 0 0 2,000 2,000 0 2,000 2,000 0 2,000 2,000 0 

9.水災潛勢圖資檢討及更新

(104-107) 
3 7 7 15 12,000 10,000 2,000 0 0 0 0 12,000 12,000 0 12,000 12,000 0 12,000 12,000 0 

10.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

系統檢討及整合(104-107) 
3 7 7 15 6,500 4,500 2,000 0 0 0 0 6,500 6,500 0 6,500 6,500 0 6,500 6,500 0 

11.CCTV 影像監視系統資源整

合應用於水情及災情研判(104-

107) 

3 7 7 15 3,500 3,000 500 0 0 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12.中央及縣市的水情和災情資

訊整合及加值運用規劃 (104-
3 7 7 15 6,000 4,000 2,000 0 0 0 0 6,000 6,000 0 6,000 6,000 0 6,000 6,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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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目

標 

計

畫

性

質 

知
識
產
業
化
類

別 

政

策

工

具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人

事
費 

材

料
費 

其

他

費

用 

土

地

建

築 

儀

器

設

備 

其

他

費

用 

107) 

13.抽水機調度規劃方案檢討及

更新(106-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14.防救教育課程規劃及種子教

師培訓(104-107) 
3 7 7 15 2,500 2,200 300 0 0 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15.水旱災防救演練情境模擬系

統研發(106-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16.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

及更新(105) 
3 7 7 15 0 0 0 0 0 0 0 2,000 2,000 0 0 0 0 0 0 0 

17.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檢討

及更新(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00 2,000 0 

18.防救業務及科專計畫辦理成

效評估及策進規劃(104-107) 
3 7 7 15 2,5000 2,200 300 0 0 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19.災害通報作業流程檢討及更

新(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500 2,500 0 

20.水情多元傳遞及發布管道強

化(104-107) 
3 7 7 15 2,5000 2,000 500 0 0 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21.即時淹水區位研判機制之研

發(104-107) 
3 7 7 15 2,5000 1,500 1,000 0 0 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2,500 2,500 0 

22.民間及企業參與水旱災防救

業務方案及模式檢討及更新
3 7 7 15 3,500 3,000 500 0 0 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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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目

標 

計

畫

性

質 

知
識
產
業
化
類

別 

政

策

工

具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小
計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人

事
費 

材

料
費 

其

他

費

用 

土

地

建

築 

儀

器

設

備 

其

他

費

用 

(104-107) 

23.自主防災社區成立及運作方

案檢討及規劃(106-107) 
3 7 7 15 0 0 0 0 0 0 0 0 0 0 3,500 3,500 0 3,500 3,500 0 

24.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強化

(104-107) 
3 7 7 15 4,500 3,500 1,000 0 0 0 0 4,500 4,500 0 4,500 4,500 0 4,500 4,500 0 

註一：當年度應填列詳細資料，含經常支出（人事費、材料費、其他費用），資本支出（土地建築、儀器設備、其他費用）。 

註二：請針對各細部計畫選擇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目標：（1）提升臺灣的學研地位；（2）做好臺灣的智財布局；（3）推動臺灣永續發展；（4）銜接

上游學研與下游產業；（5）推動由上而下的科技計畫；（6）提升臺灣的產業創新動能；（7）解決臺灣的科技人才危機。 

註三：請針對各細部計畫選擇計畫性質。 

註四：請針對各細部計畫選擇知識產業化類別。 

註五：請針對各細部計畫選擇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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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儀器設備需求 

本計畫無相關儀器設備需求。 

 

肆、總目標及說明 

一、目標說明 

本計畫為「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的後續計畫，

前期計畫成果已能有效解決水旱災防救業務過去面臨到的問題及

滿足業務現況需求，因此本計畫是以前期計畫成果為基礎，針對未

來氣候及社會變遷遇到的挑戰及課題，研提下階段的水旱災防救科

技發展規劃，此計畫之規劃是以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為推動

核心，依據其業務職掌及其專業能力，審慎擇定短期內優先達成的

目標，以及建構長期上應達成的願境，予以規劃未來 4 年（104 年

至 107 年）發展目標及策略如下： 

 

 

104-170 年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目標及策略規劃-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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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重點說明 

(一)精進防災監測技術 

防災監測資料為水旱災防救整備及應變業務的基礎，

隨著氣候與環境的變遷，災害特性於空間和時間的分布已

不若以往，對於空間分布上既有的防災監測站網密度應依

災害特性和預警需求進行調整，而於時間分布上防災監測

受極端事件和洪水共伴土砂後的影響，其監測成果的資料

品質需提升和取得時間間隔需縮短，才能降低防災監測資

料在後續業務應用上的誤差。 

 

1.防災監測站網規劃檢討 

2.極端事件防災監測技術提升 

 

(二)精進水情災情分析能力 

若要將預警效益最大化，必須要能確保防災資訊傳遞

管道的順暢，且全民與政府合作，將中央與地方的防災應

變緊密結合，以落實全民防災理念，並因應新類型災害課

題掌握有確實的應變技術，並研擬有應對巨(複合)型災害

的對策。 

 

1.水旱災預報及預警技術提升 

2.水災潛勢圖資更新 

3.各機關水情中心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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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擬防災整備規劃 

整備是為水旱災防救應變業務的前期重點工作，透過

完善的整備作業才得以確保應變業務運作時的順暢，因此

在相關技術落實應用上要能因應災害課題，於水旱災業務

規劃上要能符合實務需求，上述工作皆完善後其相關業務

人員及民眾能按預期規劃來確實做到災害緩衝或是避免。 

 

1.水旱災防救及演練技術提升 

2.水旱災業務計畫執行強化 

3.水旱災防救相關科專計畫執行規劃 

 

(四)提升防災應變效能 

若要將預警效益最大化，必須要能確保防災資訊傳遞

管道的順暢，且全民與政府合作，將中央與地方的防災應

變緊密結合，以落實全民防災理念，並因應新類型災害課

題掌握有確實的應變技術，並研擬有應對巨(複合)型災害

的對策。 

 

1.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及流程強化 

2.民間防救資源整合及利用 

3.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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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析方法(SWOT 分析) 

SWOT 分析 

一
、
優
勢
（S

tren
g
th

） 

1.防災監測及水情災情分析技術之提升 

近十年水文技術組已完成陸域水文觀測網已建置、地下水

文觀測網已建置及近海水文觀測網已建置，且水文自動化

傳輸及其資料發布平台已建置。目前已在研發流速觀測研

發(ADCP、UHF)、斷面觀測研發(GPR)及泥砂觀測研發

(TDR)等先進觀測設備。於預報技術部份，署內 FEWS 系

統已建置，FEWS 系統擴充性高，未來可採用不同洪水模

式、淹水模式，且系統能介接氣候法定降雨預報、WRF 定

量降雨預報、QPESUMS、ETQPE 預報。 

2.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災害潛勢特性掌握部分，全島淹水潛勢圖資、全島水災脆

弱度及風險圖、全島海嘯溢淹圖資及旱災潛勢圖資皆已完

成，災害預警機制掌握部分，旱災指標、河川水位警戒、

區排水位警戒訂定皆已訂定。此外，水災及旱災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已核定，其水災、旱災及緊急應變小組協力機構

團隊雛型已具備，以及各組室已因應業務需求建構資料庫

及資訊發布平台。 

3.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水文技術組建置之水文觀測設備傳輸自動化已逐漸普及，

且災情傳遞管道目前有電話、網路及 3G 等通訊管道。 

4.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 

前期計畫「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中，針對

移動式抽水機等防救災資源已經擴充，以及流域水情中心

(淡水河)、中區水情中心已建置，和 CCTV 監視系統應用

水災判釋技術掌握。 

5.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前期計畫「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中，防汛

志工隊已成立和水災自主防災社區已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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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劣
勢
（W

eak
n

ess
） 

1.人力方面： 

近年來水旱災害發生越益頻繁，災害應變業務運作不分日

夜假日，應變值班期間需要眾多人力輪班替換來辦理水情

及災情資料彙整、通報傳遞及查核、防汛搶險(修)及緊急

水資源調度等等繁複工作，再加上我國災害防救業務尚無

專職人員，中央、地方至民間防災教育素質不一，業務執

行運作尚協調性較為不足，在既有人力及素質條件下，未

來如何將科研成果落實應用到地方和民間，是本計畫達成

目標的重要關鍵之一。 

2.設備維護及資訊管理方面： 

應用於水旱災防救業務整備及應變業務的硬體設施精密

且繁雜，包括有各種水情監視及監測設備、中央及地方水

情中心及災害搶救等設備，建置完成後需能妥善維護管理

才能長期發揮功能。而在資訊管理部份，既有災害潛勢圖

資和災害預警機制歷時將屆 10 年，其環境及人文條件皆

已經不若以往，另外高精度的災害潛勢和預警技術業已發

展有成，未來應掌握相關技術來檢討更新圖資與機制。此

外，上述設備購買或建置之經費系由中央單位補助，然地

方政府或民間單位礙於財源拮据，建置完成後是否能規劃

長期維護管理經費，亦為影響本計畫目標達成之限制因

素。 

3.執行單位合作協調方面： 

我國災害防救體系採中央、縣市及鄉鎮三級制，因此本計

畫規劃工作之執行將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防救災單位，爰如

何就各單位間所共同負責之工作項目，進行妥善規劃、分

工、溝通與協調，亦為影響本計畫目標達成之限制因素；

此外水旱災防救科技的應用可能涉及相關法令增訂與修

改，均需與不同業務主管機關溝通協調，因此有賴於良善

溝通平台，否則難以如期完成法令修改或計畫任務執行。 

4.設施用地取得、專用通訊頻道取得及相關產業合作協調

不易： 

觀測設備的建置可能涉及土地取得或用地變更，專用頻道

的取得可能受通訊傳播基本法的限制，以及防救災設備的

研發可能需要國內相關產業的協助，相關的申請、移撥及

核可等業務曠日廢時，上述因素皆為計畫推動過程中難以

掌握的不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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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眾認知方面： 

災害的預警與避難等業務工作推動，其一為颱風豪雨與乾

旱皆為自然現象，因為人為生存的活動介入環境脆弱環

節，使得財產損失或生命傷亡的災害發生，災害是自然之

力亦或為人為之禍，隨著民眾身處立場不同各執一辭，使

得防災業務推動的共識凝聚不易，其二為災害發生機制複

雜無法完全預測，使得預警誤報不得避免，民眾對預警系

統過度預期的情結下信賴度大幅度下降。另外災害之發生

並非既有保護措施得以完全防範，再加上公共防救災資源

有限，多數投入於保全弱勢族群，使得諸多災害避險作為

有賴民眾自主性進行，但對部分民眾而言，政府有義務保

護民眾免於災害及災害復原所有損失之觀念根深蒂固，使

得民眾對於災害避險行動過於被動，龐雜的社會補助亦成

為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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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機
會
（O

p
p

o
rtu

n
ity

） 

1.防災監測及水情災情分析技術之提升 

中央氣象局為強化短延時強降雨的掌握，規劃新設低空降

雨雷達站網，北區低空降雨雷達站預定於民國 103年完工，

署內既有水文預報模式應配合觀測資料的精進來做調整。

日本京都防災研究所針對耐水型都市發展有都會區淹水

演算模式，歐盟 FP7 發展計畫中亦對都市地區水災耐受度

進行研究並開發相關演算模式，其中歐盟亦與台灣大學合

作，選定台北市為案例研究都會區水災問題。目前國內台

灣大學、交通大學及成功大學皆自行發展有水文水理模

式，其適用性及限制性因著發展過程使用的基礎理論、數

值方法及格網規劃而有不同，而在商業軟體部份則有功能

性多元的 Flo2D、SOBEK 等軟體，因為不同的模式各有其

適用性及其限制性，而天然災害每次生的情境都不一樣，

未來藉以 FEWS 系統高擴充性的特點，強化洪水預警系

統。配合「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重要河川環境營造

計畫」、「重要海岸環境營造計畫」及「區域排水環境營

造計畫」等計畫的推動，河川、區域排水及海岸地區等環

境資料庫多已更新，加上 98 年莫拉克風災過後，經濟部

地質調查所及對重點災區產製高精度數值地形，藉由環境

資料庫即地文條件的更新，預報模式演算的結果可以更符

合現況。 

2.防救資源整合及應變作為之提升 

未來在署內水文觀測及預報技術持續的提升下，用於災害

潛勢範圍劃定、警戒機制設定之演算模式誤差也將降低，

加上環境資料庫持續的更新，模式演算也更能符合現況。

災害防救署已在辦理「防災雲端計畫」，有關防救災資訊

之整合與服務將會制訂資訊交換標準化格式，有利未來中

央部會及地方單位資訊交換。 

3.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內政部消防署針對偏遠地區發展有有/無線電與影像緊急

通信機制，台南市政府水利局於地方水文觀測系統建置時

採用無線寬頻微波鏈路，做為專用通訊網路，未來此業務

的發展可依上述計畫成果為基礎做開法。以日本靜岡縣危

機管理建立綜和資訊網絡系統，災情資訊可透過無線電、

衛星等管道傳遞制地區危機管理局，並利用直升機、移動

車等載具強化地方災情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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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機關水旱災防救資源協調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情中心的建置是國內相當成功案例，

藉由地方單位做為橋梁，除讓市府災害防救業務作業人員

於災害應變期間得以取得更多的研判資訊外，也讓民眾有

便捷的管道知道水情及災情資訊。CCTV 影像相當普遍應

用於交通路網的監視和地區治安的維護，因此商業密集

區、高密度住宅區及重要交通路口皆設置有 CCTV 監視

器，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已發展 CCTV 影像於淹水狀況的自

動判釋技術，未來若能落實應用於各機關水情中心的災情

蒐及業務，將有助於災害情報的取得效率提升。 

5.民眾參與水旱災防救業務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自 94 年即結合水土保持義工、山坡地

查報取締巡查員、緊急連絡人及社會團體等人力成立土石

流防災專員，96 年協助鄰近土石流潛勢溪流的社區成立自

主防災社區，超過 5 年的推動經驗可做為經濟部水利署維

持防汛志工隊及易淹水地區自主防災社區的參考依據。日

本靜岡縣從事防災活動的「自主防災組織」大約 5,000 個，

達成率近乎 100%，且其每年參與防救災研習與演練人次

將近縣內人口 60%，其相關辦理經驗供做為我國借鏡。日

本靜岡縣設立有「靜岡縣災害志工活動基金」，及成立「富

士之國國際災害志工支援網絡」，以配置和調整與靜岡縣

社會福祉協議會、靜岡縣志工協會、志工團體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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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威
脅
（T

h
reat

） 

從 IPCC、國家科學委員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等單位研究報告皆指出，未來水文環境特性變遷上將是

「豐者越豐，枯者越枯」，對於豐水間的降雨現象，高強

度(>70mm/hr)和長延時(>48hr)降雨發生的次數明顯上升，

而枯水期間的無降雨日數亦較以往來得增加。由於既有水

旱災害防救保護設計標準和應變情境設定多採用長期水

文觀測資料統計分析成果為主，當未來水文環境帶來的現

象與過去不逕相同時，水旱災害發生規模與尺度亦在想定

範疇之外，使得災害防救的規劃面臨更多不確定因素與挑

戰，所以必須精進水文觀測技術與水文分析能力，以設法

掌握水旱災害隨著時間推移及空間轉移的特性，利用科技

力來提高執行水旱災防治時間操作上的精度與空間規劃

上的解析度。此外，隨著都市城鎮的擴大發展，國土利用

多已劃定或先天限制使得防禦水旱災的設施新設不易，以

及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對於防禦水旱災的標準與門檻

越來越嚴苛，種種因素使得河海堤防洪設施雨水資源開發

設施的建構成本單元越來越高，在國家防救災預算與資源

有限的條件下，保護設計標準和應變情境設定無法無限上

綱，所以必須設法精算承擔水旱災害的風險成本，並提高

防救災預算與資源的利用效率，檢討及調整防災整備規劃

和提升防災應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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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益及主要績效指標（KPI） 

一、預期效益 

(一)、提高極端水文事件觀測能力，包括儀器量測水文量上下

限值、儀器紀錄水文量時間距，以降低強降雨、高低水

流量與含砂水流的觀測誤差，以利未來水文分析作業的

準確度提高，以及防救災應變決策資訊的可信度增加。 

(二)、提高水文水理模式演算能力，包括演算所需的時間、運

算往隔的解析度及預測誤差陡，使情境設定與模擬得以

更符合現實，以利未來預警機制的修正，以及災害潛勢

圖資的更新。 

(三)、提高各機關水情中心效能，包括水情分析能力、災情蒐

集能力及資訊傳遞能力等，提高彙整及分析資要的作業

效率，以及縮短各單位間水情及災情資訊交換時間，以

利未來防災應變效能提升。 

(四)、培養防救教育種子教師，開發及編撰防災教育教材和系

統，擴充防救教育推廣能量，以利未來凝聚政府與民眾

間的共識，齊心齊力推動水旱災害防救業務。 

(五)、提高災情研判能力，除持續擴充多元管道，供民眾查通

報災情資訊外，透過即時水情及災情資訊，配合水文水

理模式演算，預測未來 1 小時、3 小時災害發生高潛勢

區域，以利未來防救災應變決策。 

(六)、因應水文環境特性改變，洪水及土砂共伴影響放大水災

的規模及尺度，針對洪水因土砂引起的災害新增因應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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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績效指標 

有關本計畫所擬預期效益及主要績效指標（KPI），茲臚列如主

要績效指標表（B002）及主要績效指標說明（B003）所示。 

 

主要績效指標表（B002） 

 

計畫類別 

 

績效指標 

1 2 3 4 5 6 7 8 9 99 

學術

研究 

創新

前瞻 

技術

發展 

(開

發) 

系統

發展 

(開

發) 

政策、法規、

制度、規範、

系統之規劃 

(制訂) 

研發

環境

建構 

(改

善) 

人才

培育 

(訓

練) 

研究

計畫

管理 

研究

調查 

其他 

A 論文 √          

B 研究團隊養成       √    

C 博碩士培育       √    

D 研究報告        V   

E 辦理學術活動       √    

F 形成教材       √    

G 專利   √        

I 技術活動   √        

Y 資料庫         √  

AA決策依據    √       

AB觀測精度           

AC模式演算   √        

AD災情查報    √       

AE防救災組織       √    

註：性別平等促進指標：為協助政府執行「性別主流化」政策，提升科技研究人才性別

敏感度。「性別主流化」不僅關注「婦女」，或是關注男女「兩性」議題，更涵蓋對「多元性

別」族群與權益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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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績效指標說明（B003）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 效益 

學術成

就 

A 論文 論文發表 73 篇 

國外 SCI 期刊、國內期刊、

國際研討會論文、國內研討

會論文 

B.研究團隊養

成 
各機關防救災協力機構  

C 博碩士培育 
博士 20 人 

碩士 60 人 
 

D 研究報告 成果報告 73 本  

E 辦理學術活

動 
研討會及教育訓練 40 場 

完成專業人才培訓 1,000人

次 

完成民眾教育宣導 10,000

人次 

F 形成教材 

防災監測站網規劃手冊 

高精度河川水位模式教學手冊 

高精度區域淹水模式教學手冊 

災害潛勢圖資製作標準更新 

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操作手冊 

堰塞湖緊急應變作業手冊更新 

水災災害防救業務手冊更新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手冊更新 

災害防救教育教材 

 

技 術 創

新 

G 專利 專利申請 5 件  

I 技術活動 研討會發表 20 場  

其他效

益（科

技政策

管理) 

Y 資料庫 

全國淹水潛勢圖資更新 

全國水位及淹水警戒值更新 

全國水旱災情資料庫更新 

全國水旱災防救資源資料庫更新 

災害資料之蒐集保存、分析

研究與成果展現及資源分

享 

AA 決策依據 

各機關水情中心系統平台建置 

預警應變系統平台整合與更新 

災情查通報系統平台整合與更新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演練系統 

重大統計訊息與政策建議、

決策支援系統及其反應加

速時間 

災 害 防

救效益 

AC 模式演算 

都會區淹水模式 

高精度(網格解析度<5m、演算時

間<1h)河川水位預報模式 

高精度(網格解析度<5m、演算時

間<1h)區域淹水預報模式 

 

AD 災情查報 
災情查證 100 筆/10 分鐘 

系統最大上線人數 1,000 人 
 

AE 防救災組

織 
自主防災社區成立數量 500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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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計畫內容說明 

一、計畫內容 

(一)、精進水文觀測技術 

(1).水文觀測站網規劃 

以防災為導向對水文觀測站網規劃作檢討及更新建

議，因為既有水文觀測站網規劃，尚未考量堰塞湖災害預

警的應用，以及部分庫區上游集水區水文觀測站網密度不

足，因此未來應檢討水文站網規劃，並研擬設站規劃。 

(2)極端事件水文觀測技術提升 

提升短延時強降雨水文觀測技術、極端事件高低流量

水文觀測技術與高濃度泥砂觀測技術，其因為近年來強降

雨事件頻繁，應提昇雨量計觀測能力，強化雨量紀錄匝

(Rain Pack)，將觀測值提升至 150mm/hr 以上，及觀測時

間距縮短至 5 分鐘一筆；另外，低水位時和高洪流量時河

床斷面因刷深淤積變化，使得水位觀測受限，應研發受河

川斷面變動影響較少水文觀測設備，提高極端事件高低流

量觀測能力；以及莫拉克風災過後，水土災害嚴重影響水

資源與水利設施，因此掌握河川泥砂濃變化成為防災重要

環節，98 年後已針對此課堤投入大量資源發展，因此延

續水文觀測技術提升與發展計畫研究成果，持續精進高濃

度泥砂觀測能力。 

 

(二)、精進水文分析能力 

(1).水情預報及預警技術精進 

其一，配合低空降雨雷達的建置將其觀測資料應用於

河川洪水預報和淹水預報系統，北部低空降雨雷達站預定

於民國 103 年完成建站，其中南部低空降雨雷達站則預定



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成果報告書 
 

 

經濟部水利署 462 國立成功大學 
 

於民國 104 年完成建站，低空降雨雷達站將提供高空間

(100-250m)和高時間(1-2min)解析度降雨資料，並將其資

料應用於署內既有洪水預報和淹水預報系統。 

其二，研發都會區(考慮建物、下水道及地下空間)淹

水模式，研發具反映都會區內受地表建物、地下空間及下

水道影響之淹水模式，以利未來掌握都會區淹水歷程及特

性，並據以檢討及更新水災災害應變對策。 

其三，整合經濟部水利署內既有預報模式並持續研發

精進，仿系集化概念運作預報系統，並制定水利署預報系

統產出格式或展示介面，並檢討預報模式功能是否能滿足

水旱災防救業務需求，研提精進方案。 

其四，應用精進後洪水和淹水模式檢討及調整河川水

位及淹水預警機制，以提高災害預警準確度，並完成全島

警戒值更新。 

(2).水災潛勢圖資更新 

檢討及更新水災潛勢圖資，配合水文環境變遷及土地

利用類型調整，採用最新淹水潛勢分析技術，對既有討水

災潛勢圖資檢討修正，分年分區完成全島圖資更新。 

(3).各機關水情中心效能提升 

首要為檢討及整合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

現階段災害緊急應變系統尚未完全統整署內或應變所需

相關資訊，例如潮位資料、水利設施資料、河川斷面資料

等等，和目前系統尚待整合署內洪水預報及淹水預報系

統，以及擴充堰塞湖和旱災災害緊急應變功能，並研擬擴

充系統功能的期程規劃。以及持續維運既有相關系統，例

如對外資訊公開的(行動水情 app)、水利設施地震災害通

報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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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者是整合及加值運用規劃中央及縣市的水情和災

情資訊，強化中央與地方水情資訊交流能力，參考國外中

央及地方水情中心運作經驗，釐清中央單位對水情及災情

資訊的需求，規劃未來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的水情

中心建置方案，以及建立中央與地方的水情和災情交換標

準格式及標準作業流程，並選定單一縣市為示範區域，檢

視實際運作成效。 

然後是將 CCTV 影像監視系統資源整合應用於水情

及災情研判，將交通、警消及民間等 CCTV 影像監視系

統資源予以整合，並應用，應用署內研發之 CCTV 影像

研判水情及災情技術，強化地區和縣市水情中心的水情及

災情蒐集能力。 

最後是檢討及更新抽水機調度規劃方案，盤點全國抽

水機調度能量，並檢討近年風水災期間抽水機調度及運作

的執行成效，修正抽水機調度規劃，以及研擬抽水機設備

維運方案。 

 

(三)、研擬防災整備規劃 

(1).水旱災防救教育及演練技術提升 

配合防汛志工隊、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等非工程措施推

動，縣市政府及各地河川局等災害防救業務執行人員增

加，使得災害防救教育訓練需求大幅度提高，為確保防救

教育課程的品質及內容符合受訓人員需求，應進行防救教

育課程規劃，然後選定縣市試辦教育訓練以檢視成效，此

外強化培訓各縣市地區的種子教師數量，以提高防災教育

推動能量。此外，隨著水旱災防救業務計畫與地區防救計

畫的推動及落實，中央、直轄市及區里災害防救制度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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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未來水旱災防救演練將成為平時防災整備期間的固

定工作，然則演練聯合各機關共同辦理耗時費財，藉由演

練情境模擬系統研發，做為各機關未來辦理防救災演練的

選項。 

(2).水旱災業務計畫執行強化 

檢討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旱災災害業務計畫，並

召集專家諮詢座談會，彙集相關業務單位實務經驗，及相

關專家學者研究經驗， 完成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的內容更

新。 

(3).水旱災防救相關科專計畫執行規劃 

辦理防救業務及科專計畫的成效評估及策進規劃，檢

視署內防救業務及相關科專計畫辦理成效，並依據水旱災

防救業務需求，調整未來防救業務執行方向，以及規劃未

來科專計畫辦理內容。 

 

(四)、提升防災應變效能 

(1).水情及災情傳遞管道之強化 

水情與災情的傳遞在災害應變期間扮演者重要角色，

因此除檢討及更新災害通報作業流程，還應持續強化水情

多元傳遞及發布管道，以及研發即時淹水區位研判機制。

有關災害通報作業流程檢討，主軸是檢討既有災害通報作

業流程，規劃不同災情資料來源的整合方案，包括媒體、

民眾、志工、警消及署內基層單位，並完成災害通報作業

流程更新；而在水情多元傳遞及發布管道強化部分，檢討

既有行動水利方案，包括行動水情方案，從時效性、民眾

使用意見、維運費用等層面來做評估，研擬水情傳遞及發

布管道強化方案；最後為即時淹水區位研判機制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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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歷史災情資料彙整並進行加值，使決策者能依水情資

料加以研判淹水區位及時間，並結合即時淹水模擬和水情

預報資料，透過即時災情通報點位來研判未來淹水可能發

生區位及時間。 

(2).民間防救資源整合及利用 

由於民間的動員能力及支援能量來自防汛志工、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及企業等等，不論是災害應變期間亦或是災

後復原期間皆扮演重要角色，未來應有效進行整合規劃，

依不同民間及企業等族群特性建立參與平台，才能將民間

防救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此外，從政策、法規及實務操作面檢討自主防災社區

成立及運作遇到的問題，研擬未來推動自主防災社區的規

劃方案，並召開專家諮詢委員會，彙整實務單位及專家學

者之意見，以期能強化未來自主防災社區的推動成效。 

(3).堰塞湖災害應變技術 

由於土砂加劇洪水災害對保全對象的衝擊，因此對於

新類型的災害課題因研擬應對對策，是故透過堰塞湖災害

潛勢評估標準建立，並據以完成水利署治理界點下堰塞湖

災害潛勢圖資製作及相關對策研擬。研擬規劃以堰塞湖災

害預警為標的之水位站網規劃及設置，以提供堰塞湖災害

預警觀測資訊，提供災害應變作業與對策研擬之參考。檢

討既有堰塞湖災害應變處置流程，除既有壩體安全性評估

外，納入不同破壞形式評估方案，並據以研擬對應不同破

壞形式之處置對策，完成堰塞湖災害快速評估及應變處置

流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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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近 3 年主要績效說明 

行政院核定之「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計畫

至 99 年度結束退場；而國科會為因應莫拉克風災經驗，乃推動「災

害防救科技應用方案」。經濟部水利署為持續妥善利用科技，確實

掌握水旱災風險，以達減災並提升防災應變能力，是故民國 100 年

至 104 年間爰研提「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冀強化

水旱災防救體系之建立及整合氣候資訊與水資源之管理，精進水旱

災災害風險評估並落實應用，以求產官學界相互合作，達成減災、

救災之目標。 

 

100 年度計畫辦理內容： 

（一）、精進水文觀測技術 

(1).整合多重觀測資訊於山區雨量推估及洪水預報風險管

理評估(2/2) 

（二）、精進水文分析能力 

(1).機率式洪水預報系統之研發(2/2) 

(2).區域型淹水警示技術研發應用-以北部區域為例 

(3).沿海低地排水系統淹水預警模式之研究-二仁溪以南

至林邊溪(1/2) 

(4).曾文溪、北港溪、八掌溪、朴子溪、急水溪流域與臺

南市、嘉義市、嘉義縣脆弱度及風險地圖製作 

(5).西南及東南海岸海嘯溢淹潛勢圖製作之研究（2/2） 

(6).流域災害資訊整合之研究(1/2) 

（三）、研擬防災整備規劃 

(1).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與應變機制檢討之研究 

（四）、提升防災應變效能 

(1).水利設施地震災害通報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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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佈式水位感測技術研發與區域性淹水檢核及通報系

統先期計畫(1/2) 

(3).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應用技術之研發案(1/2) 

（五）、其他 

(1).人工增雨技術研發評估計畫(2/2) 

(2).100 年人工增雨服務團計畫 

 

101 年度計畫辦理內容： 

（二）、精進水文分析能力 

(1).系集降雨預報應用於洪水預報之研究（1/2） 

(2).融合多重雨量資訊於水庫集水區即時雨量推估及入庫

流量預報技術之研究(1/2) 

(3).沿海低地排水系統淹水預警模式之研究-二仁溪以南

至林邊溪(2/2) 

(4).東北沿岸海嘯溢淹潛勢圖製作之研究 

(5).台灣脆弱度及風險地圖製作與整合應用(1/2) 

(6).流域災害資訊整合之研究(2/2) 

(7).監視系統應用於都市區域水情及災情評估之研究(1/2) 

（三）、研擬防災整備規劃 

(1).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檢討及發展藍圖規劃 

（四）、提升防災應變效能 

(1).水利設施地震災害通報系統維護與擴充計畫 

(2).主動式民眾淹水預警系統應用技術之研發(2/2) 

(3).分佈式水位感測技術研發與區域性淹水檢核及通報系

統先期計畫（2/2） 

(4).研發村落型緊急供水技術之研究(2/2)-綠能快組式之

高濁度原水淨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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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計畫辦理內容： 

（一）、精進水文觀測技術 

(1).宜蘭河下游淹水範圍監測模型提昇計畫 

（二）、精進水文分析能力 

(1).融合多重雨量資訊於水庫集水區即時雨量推估及入庫

流量預報技術之研究(2/2) 

(2).系集降雨預報應用於洪水預報之研究（2/2） 

(3).台灣脆弱度及風險地圖製作與整合應用(2/2) 

(4).全國淹水潛勢圖資更新及整合先期計畫 

(5).強化流域災害資訊整合及決策應用之研究(1/2) 

(6).監視系統應用於都市區域水情及災情評估之研究(2/2) 

（三）、研擬防災整備規劃 

(1).水旱災防救科技落實應用及發展之研究(1/2) 

（四）、提升防災應變效能 

(1).行動水利防災資訊服務先期規劃與應用 

(2).民眾淹水警戒通報系統應用技術之研發(1/2) 

（五）、其他 

(1).人工增雨技術精進研發計畫(1/2) 

(2).多元化水源機動式緊急淨水設備研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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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103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自評結果（A007） 

I.計畫名稱：水旱災整備及應變科技之研究(1/4) 

審議編號： 

計畫類別： 

 ■新興一般計畫 

 □延續型一般計畫 

 □特別申請額度計畫 

 □政策預算計畫 

 □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 

 □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 

 □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運作計畫 

 

II.評審委員： 謝明昌 、 蘇俊明  

日期：102 年 12 月 15 日 

III.審查項目及意見（以下係最基本之審查項目，各機關可酌增）： 

壹、計畫概述： 

氣候與環境的快速變遷使既有防救災科技尚不足以因應，未來

應需投入更多的人力及資源，在現有的科技基礎上持續整合相關單

位防救災資源與能量，並予以統合規劃建構災害管理平台，加倍發

揮整體防災作業效能，是故推動「災害防救科技應用方案」，計畫

採四年為一階段，執行年度為民國 100 年至 103 年，其最終目標是

設定全國性災害管理平台建立，並有效整合部會署研發能量與資

源，以提升整體運作效能。 

經濟部水利署為我國水災及旱災防救業務中央主管機關，基於

業務職掌持續以來利用防救災相關科技，來確實掌握水旱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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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減災及防災應變能力提升之目的。配合國家科學委員會「災害

防救科技應用方案」的推動，民國 100 年爰提「水旱災減災及預警

策進科技之研究」計畫，藉由科專計畫推動來強化水旱災防救體系

之建立，及整合氣候、水情及災情資訊，以精進水旱災災害風險評

估，達水旱災減災之目標。時至民國 104 年「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

進科技之研究」計畫辦理期程將屆，細究其執行實際應用成效，僅

能解決過去遇到的問題，以及滿足現況當下的需求，然對於未來必

須面臨氣候與環境變遷的挑戰不會中止，仍應未雨綢繆即早研擬應

對策略，以做到提前部屬隨時防災。 

 

貳、綜合建議： 

經濟部水利署依據災害防救法賦予之業務職掌，持續精進水旱

災防救科技，確實掌握水旱災風險，以達減災並提升防災應變能力，

因應 98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之嚴重災害課題，於 100 年至 104 年間

辦理「水旱災減災及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健全我國水旱災防救

體系，以及落實氣候資訊與水資源之管理整合，和精進水旱災災害

風險評估並落實應用，以求產官學界相互合作，達成減災、救災之

目標。 

由於 98 年莫拉克風災重創中南部地區，其災害規模與尺度為

近十年來之嚴重災害，為解決相關災害課題有賴於諸多前瞻技術的

投入，現階段已經完成多項示範性或實驗性案例且成效良好，未來

應依其成果為基礎來規劃未來的科技發展計畫，將以發展之前瞻科

技確實落實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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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計畫執行進度甘梯圖 

本計畫已於 102 年 11 月 5 日繳交期末報告書，待審查會議審

核通過後，參照委員意見修正後，繳交成果報告書，預定 12 月 15

日於以上完成計畫所有工作進度並配合辦理驗收，執行進度彙整如

圖 7-1.1 之甘梯圖 (Gantt Chart)。 

 

工作項目 

月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別 102 年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國內外相關資料蒐集彙整             

2. 計畫執行成果分類評析             

3.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

動計畫撰擬研提 
            

4. 下階段中程綱要計畫修正提報             

5. 期中報告      期中       

6. 期末報告           期末 正式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 0 15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圖7-1.1  計畫預定進度甘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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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前期計畫僅針對水利署水旱災防救應變業務進行盤點分類與

落實應用檢討，其成果相當有助於水利署瞭解近十年防災應變科

技的沿革及未來的精進方向。有鑒於防災業務減災、整備、應變

及復建應為一體，是故辦理本計畫對水利署做通盤瞭解以利水利

署掌握未來水旱災防救科技推動方向。本計畫為兩年期的第一年

度計畫，茲以下就各完成之工作項目的成果做說明： 

一、國內外相關資料蒐集彙整 

國內外政府公開資料多屬政策(績)宣導和教育宣導資料，屬於

科技報告的技術文件公開不多，使得國內外資料參考價值侷限在科

技發展方向定性的描述，不容易訂訂定量的達成目標，這也是未來

研擬績效指標的挑戰之一。成功大學防災研究中心常年與日本建立

有交流管道，且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所教學資源豐富且建

立有美國交流的管道，因此在國外文獻資料蒐集部份，日本和美國

的資料相當完善及豐富，而在署內文獻資料蒐集部份，計畫辦理期

間積極拜訪署內各組室承辦人員，包括綜合企劃組、水文技術組、

河川海岸組、水源經營組及水利防災中心，受惠於實務經驗豐富的

長官指導與提攜，亦使得本計畫近十年的資料彙整非常完善，非常

有助於計畫後續工作的辦理。 

二、計畫執行成果分類評析 

水利署歷年計畫盤點分類不易，水利署為實務推動單位，科專

計畫推動過程中不免配合辦理一般業務，在加上災害防救業務減

災、整備、應變及復建工作環環相扣，使得分類過程極為不易，且

署內委辦資料庫既有分類是採業務導向，不利釐清各科專計畫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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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課題的差異性，使得本計畫需先釐清署內各組室業務職掌以及

水旱災防救業務賦予水利署的職責，然後再據以研擬分類架構才得

以完成本項工作。 

科技落實應用檢討不易，科專計畫研究內容課題複雜，且階段

性目標不同，再加上檢討內容需溯源十年前的辦理計畫，現況與過

去科技發展的時空背景不一致，極難用現今技術水準評價過去技術

水平，再加上計畫盤點數量龐大，署內僅與水旱災防救相關計畫將

近 1700 件，實難逐本詳讀。本計畫於 2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大

約 230 日工作天)對指標性計畫優先審閱，逐一查閱各計畫的成果

報告書，然後針對各項科技實務應用上的優點和使用的限制進行彙

整，完成本年度計畫工作。 

三、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研提 

水旱災害的發生涉及層面極廣，若然將全國處理水過多旱水過

少的技術納入本計畫的發展規劃中，並非本計畫年度執行期程與經

費得以辦理，是故於期中審查決議，本計科技發展策略暨行動計畫

書僅針對狹義水旱災防救業務進行規劃。 

本計畫擬定科技發展規劃前，藉由水旱災防救業務沿革及挑戰

來瞭解科技發展主要威脅「複合型災害」和「想定外災害」，然後

透過落實應用檢討釐清署內各科技的發展優勢及劣勢，再從國內外

文獻中尋求精進技術的機會，最後以「保持優勢、利用機會、強化

劣勢，因應威脅」為原則，完成未來水旱災科技發展規劃。 

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必須先結合署內政策推動，再予以規劃推

動才得於落實於防救災體系中。本計畫盤點彙整署內近年來已核定

(或核定中)的中長期計畫，據以釐清各項計畫的辦理目標及內容，

然後匹配本計畫所研擬之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將科技發展目

標與中長期計畫目標一致者予以結合，以建議於實務得以推動辦理

的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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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階段中程綱要計畫修正提報 

中綱計畫的修正，是以本計畫前項工作所研擬之科技發展規劃

為基礎，然後因應未來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與水文技術組的合併，

依水文防災組科室分類為目標來修正中綱計畫書內容。 

 

8-2  建議 

本計畫為兩年期的第一年度計畫，年度計畫成果已經完成署內

近十年委辦計畫的盤點分類和落實應用檢討，並針對複合型災害和

想定外災害的挑戰，研擬未來十年的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規劃。 

由於水利署十年來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成果豐碩，以及本計畫

蒐集相當豐富國外文獻資料，配合下一年度工作「水旱災防救科技

計畫精要報告編撰」，應將本年度成果分為「前瞻科技」和「精彩

回顧」兩冊呈現，以供署內同仁對水利署過去的努力和未來的發展

有更深刻的認知，因此建議將此納為下一年度工作預期成果之一。 

此外，水旱災防救科技發展推動非一朝之工作，必須逐年對其

推動內容進行檢討，並於發展內容與現況需求不符合時，予以適當

的調整科技發展規劃，使其科技發展規劃方向得以滿足國內水旱災

防救業務之需求，是故為能對科技發展推動的工作進行檢討，勢必

要有對應的績效指標予以查核，然而水旱災防救業務執行內容涵蓋

防災、整備、應變及復建，其績效指標設計過於簡單可能無法完全

掌握科技發展成效，但績效指標設計過於繁雜有會導致計畫的檢核

作業不便，由於本年度第二年計畫「計畫執行成果應用評核」項下

需建立管考計畫用的績效指標，因此建議將其做為下一年度工作預

期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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