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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年來受極端天氣與氣候變遷影響，全球常有嚴重災情傳出，而臺灣也因極

端水文現象頻頻發生且因時空降雨不均，導致旱澇交替已趨常態，因此建構智慧

的防洪抗旱應變措施，及營造水與綠的生存環境，使國人免於淹水、缺水之苦並

維持永續水環境的發展，一直是經濟部積極推動水資源政策的方向與目標。

回顧去(105)年影響臺灣的颱風計有5個，其中莫蘭蒂、馬勒卡及梅姬颱風

接連而來造成部分災情，然在汛期結束進入12月的枯水期後，由於全臺降雨量偏

少，自今年1月起各主要河川流量逐漸偏少產生旱象，因此經濟部於3月9日召開

「106年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一次工作會議，正式進入抗旱應變。雖

然今年梅雨季前的水情不佳，但民眾卻沒有受到缺水困擾，主要歸功於平時對民

眾的節約用水宣導，旱象初期開始即做好各區水資源區域調度、總量管制、人工

增雨等管控措施，以及經濟部水利署與行政院農委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等中央

機關與各縣市政府的合作抗旱。由此可知，因應水旱災必須各級政府機關及民眾

共同努力，始能化險為夷。

經濟部在防洪治水及水資源管理工作上，始終以追求防洪安全和供水穩定為

目標，期望能為社會、環境及經濟的發展提供最大的支援。為集思廣益共謀水利

大計，經濟部於105年12月召開「105年全國水論壇」，經由產官學研及公民團體

的熱烈參與及研討，獲得多項水資源政策的重要結論及共識，其中一項共識即為

資訊公開是民眾參與的基礎，因此特請水利署編撰臺灣水文環境情勢專刊，期每

年定期公開臺灣整體水文環境的情勢，使民眾更加了解及重視臺灣的水文環境變

遷情形，進而支持政府的水資源相關政策，以共同面對環境變遷及水旱災的嚴峻

挑戰。

經濟部  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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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先進大家好

在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變遷的衝擊下，臺灣豐枯水年雨量的多寡差距越來越

大，降雨時空分佈亦異常集中，而不論雨太多或太少都會帶來全國經濟發展和民

眾安全重大的損失，所以水旱災是我們每年難以避免及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本署近年來積極推動水文觀測現代化及長期發展計畫，已逐年完成現代化水

文觀測站網之建置、更新與維護，並由過去的人工觀測，全面提升為自記化及自

動傳輸，已大大提升水文觀測調查能力。本署的水文觀測資訊包含降雨、地表

水、地下水、近海海象及溫泉水等監測調查，並將每年觀測結果彙編成臺灣水文

年報，提供水利工程設計、防災及學術研究應用，已頗具績效及獲好評，因此，

希望將各項資訊公開至一般民眾。但年報資訊較偏重專業分析，對於一般民眾不

易閱讀及了解國內水文變化情形，因此特彙編本專刊將水文觀測資料研析結果以

圖文方式及災情案例報導提供給一般民眾閱讀，讓民眾更了解水資源情勢及水環

境情勢變化，進而支持水資源相關政策。

本專刊於水利節前夕出版，特別以水與大地為主題，說明水土人三者多少世

紀以來彼此相互影響的微妙關係，並透過水文環境情勢的資訊公開，讓民眾更了

解臺灣的水文環境變遷，深信在未來面臨水旱災的挑戰時，有更多相關知識因

應，並建立對政府的信心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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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離不開水，猶如水離不開土地，水只有落於土地上，才能為人所用，才能涵養滋

潤大地上的萬物。而土構成了大地，也給了人類立足之處。大地就像是我們的母親，水

就彷彿孕育我們的血液；河川與地下水流就如臍帶般將源源不絕的養分供給大地上的各

種生命。養分不足，萬物是無法滋長茁壯；營養過量，也同樣令人難以消受。

水、土、人三者的關係是如此微妙，多少世紀以來即彼此相互影響依賴著，時而滋

生、養育、支持，時而抑制、滯鬱、破壞，存在相生相剋的關係。水無土地則無處可涵

養，而水太多又有害於大地；土可阻水防堵水患，然土入水太多則易生淤，水流停滯與

水庫淤積日久必然生害。

由此可知，人們應當認知努力維持水土自然和諧的平衡關係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

性；尤其，全球籠罩在氣候變遷下，臺灣自然無法置身事外。

臺灣四面環海，土地面積約3萬6千平方公里，南北長不到400公里，東西最寬處約

140公里。中央山脈縱貫南北將全島一分為二，切割成東西二部分，也自然如其名成了

大多河川的發源地，正因如此，河川短、落差大、坡度陡與流速急乃是必然。西部河川

由東向西，東部反之。地面高度超過1000公尺以上的山區面積約為33％，100至1000公

尺的丘陵及台地也有38％，真正屬於人口居住區域，可供農業及工商的發展沖積平原僅

不到30％。

水水與與

大地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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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因北回歸線經過南半部，造成南北氣候存在明顯差異。降雨在臺灣的全

年時間分布上豐枯季水量比例懸殊，南部更是明顯；東北季風盛行於每年10月至次年3

月，可為北部帶來部分降雨；4到6月進入梅雨季，該季常在華南地區形成滯留鋒面而帶

來連續綿延的降雨，但梅雨也可能遲到或缺席，主要降雨仍需等到進入夏秋的雨季（或

豐水季），鄰近太平洋海域上易形成熱帶低壓與颱風，才可能為全島帶來豐沛雨量，成

為全臺水庫全年蓄水量的主要來源。因此，豐枯季的雨量差異相當懸殊，尤其南部地區

的差異可達到將近9倍之多，常常好不容易捱到了一場甘霖，但也伴隨著發生難以承受

的嚴重災情，只能眼看著挾帶大量泥沙的滾滾洪水無法取用而任其付諸大海。

全臺超過100公里的河川雖然只有淡水河、大甲溪、烏溪、濁水溪、曾文溪、高屏

溪等六條，但卻有6至8條河川洪水流量常發生每秒上萬立方公尺的現象，濁水溪（彰雲

橋流量站）更曾發生每秒2萬8千立方公尺的驚人流量紀錄。加上臺灣地質年輕，沖蝕劇

烈，河川泥砂含量高，依據水文年報，蘭陽溪、大安溪、濁水溪都曾有含砂量超過10萬

ppm的紀錄，相當於1立方公尺中有高達100公斤的泥砂，水砂比達10比1，土入水太多

有害，真的成為名符其實的水庫殺手了。

相較於河川與水庫中的水（即稱：地面水），地下水是貯存於地底下，另一種特殊

的水土關係。地下水的特質為，不受乾旱影響，水量水質穩定，開發成本低，平時可以

儲存起來，成為枯旱時「臨渴掘井」的救命水。但正因如此，地下水對農業而言實在是

一個減少看老天爺脾氣，不受降雨短缺影響，同時也免受用水量與用水時間限制的一個

好選擇。因此，臺灣早在1950~60年代外銷砂糖時期，台糖農場的地下水開發，也達到

高峰。此外，利用地下水來進行農業用水灌溉與養殖，自行鑿井的數量更是驚人。原本

芒種

國曆6月5或6或7日
四月芒種雨，五月無乾土，六月火燒埔

解釋：芒種日下雨便會連著下到五月，即俗稱梅雨。

節氣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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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來救急的水，卻被當成日常用水大量抽取，補注量遠遠不及抽取的量，導致20年

後開始出現地下水水位下降與地層下陷等不良後果，可見水入土太少也是有害。臺灣本

島主要有九個地下水區（如圖1），幾個地下水使用量特別高的區域包括：屏東沖積平

原、濁水溪沖積扇、嘉南平原，屏東、雲林與彰化等縣市，也長年飽受地層下陷所帶來

的種種災害與損失。能否在扇頂進行人工補注，除了利用天然的雨水、河川水之外，廢

水回收再生水的利用，是未來新興水資源開發努力方向。

隨著地形地勢一路由高山往平原逐漸接近海岸，水土關係變化也由地面、地下的顯

著關係，一變為陸地與水域間歇相互消長與淹沒的曖昧關係-濕地。「潟湖」（俗稱內海

仔）是一種被沙洲所圍起的半封閉濕地，不僅成為防禦外海風浪與侵蝕海岸的第一道防

線，也成為天然生態的避風港，孕育各種魚類、貝類、螃蟹、候鳥及濱海植物。同時，

潟湖亦可調節水量，具防洪功能，一方面可作為天然滯洪池，宣洩區域排水，另一方面

可阻擋海水倒灌，降低沿海地區水患的發生，是水土人共生的重要緩衝地帶。溼地強大

的生態淨化作用，贏得「地球之腎」的美名。但因原本由上游自然排入海的泥砂，隨著

水庫堰壩的興建阻攔，造成了海岸線後退與國土流失，使得這層保護區帶因土砂來源不

足而逐漸消失，這又是個土入水太少有害的例子。

水土人特殊的三角關係如何兼容並蓄，也關係著我們是否可以安身立命在臺灣這塊

土地上。持續不間斷地記錄並發覺、瞭解及探索曾發生在臺灣這片「土地」的過去與現

在「水」的歷史軌跡，應該是開啟認識彼此與珍惜水環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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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本島九大地下水分區圖

特編 / 水與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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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概況降雨量概況

臺灣四面環海，氣候溫暖潮濕，民國105年平均年雨量為3278毫米，與歷年（民國

38至104年）平均年雨量2497毫米比較，約多31％，屬於豐水年。降雨型態於時間及空

間分布極不均勻，豐枯相差懸殊，105年全臺豐水期之降雨量占了72.6％，而歷年平均

豐水期之降雨量更占了年雨量的77.7％；至於各分區之豐枯差距，105年及歷年之降雨

量於北部地區豐水期分別占了63.8％、64.6％，中部地區分別占了59.8％、77.2％，南

部地區分別占了82.0％、89.0％，東部地區分別占了79.7％、77.7％(如圖1)，由此可

知，南部地區之豐枯差距相較於北部地區更加顯著。

民國105年影響臺灣的颱風中有4個颱風發布陸上警報，分別為強烈颱風尼伯特、強

烈颱風莫蘭蒂、中度颱風馬勒卡及中度颱風梅姬。其中，尼伯特、莫蘭蒂及梅姬颱風甚

至在侵臺期間於南臺灣降下一小時破百的降雨量，如尼伯特颱風於南屏東的壽卡站測得

112毫米、莫蘭蒂颱風於林邊溪西大武山站測得107毫米、梅姬颱風於八掌溪小公田站測

得118毫米 。

105年105年
水文環境概況水文環境概況

圖1  民國105年降雨量與歷年平均比較

3278mm 2497mm

72.6% 77.7%

3404mm 2927mm

63.8% 64.6%

105

3998mm 2530mm

79.7% 77.7%

105

3616mm 2526mm

82.0% 89.0%

105

2345mm 2150mm

59.8% 77.2%

1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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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逕流量概況

臺灣地區所有河川多由中央山脈或其鄰近山區發源，分向東西注入太平洋或臺灣海

峽，計有中央管河川24水系、跨省市河川2水系及縣(市)管河川92水系。各河流均短且

陡，暴雨時水流湍急，挾帶大量泥沙，河川流量並隨降雨迅速漲落。

民國105年臺灣地區各河川流量高於歷年平均值，總逕流量約為880.55億立方公尺，

與歷年（民國38至104年）總逕流量平均值645.67億立方公尺比較，約高36.38%。民

國105年北部地區逕流量占了22.1%，中部地區逕流量占了20.4%，南部地區逕流量占了

27.6%，東部地區逕流量占了29.9% (如圖2)。

194.93

179.38

243.31

262.93

194.93

179.38

243.31

262.93

圖2  民國105年河川逕流量概況

105年總逕流量880.55億立方公尺

何謂豐水年、平水年與枯水年

一般而言，年雨量接近歷年平均雨量2500毫米者，稱為平水年；年雨量高於歷

年平均雨量者，稱為豐水年；年雨量低於歷年平均雨量者，稱為枯水年，例如

民國91年雨量為歷年最低，僅1572毫米。

何謂豐水期與枯水期

豐水期為一區域在一年中降雨量特別豐富的時期，此時水庫蓄水量充裕，河

川流量大，土壤含水量高，一切用水不虞匱乏，臺灣地區的豐水期為5月至10
月；枯水期為一區域在一年中降雨量特別稀少的時期，此時容易出現乾旱缺水

的現象，臺灣地區的枯水期為每年11月至次年4月。

水文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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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水文概況

依民國105年與104年地下水水位資料比較結果顯示，民國105年臺灣地區除澎湖地

下水區地下水觀測井水位多數呈現下降，其餘九個地下水區地下水觀測井水位多為上升

(如圖3)，其中，臺北盆地與屏東平原地下水區有超過90%之觀測井水位上升。

再利用民國105年地下水水位與管理水位進行比較，其中，蘭陽平原、新苗地區、

臺中地區及花東縱谷等地下水區皆有超過20%之觀測井水位低於管理水位(如圖4)，顯

示其地下水環境狀況較差，須加強管理。

圖3  各地下水區民國105年與104年地下水

水位井數比較

圖4  各地下水區民國105年地下水水位與

管理水位井數比較

何謂地下水區

地下水區是指地下水資源蘊藏量較豐富地區；目前本島地下水分區，主要包含臺北盆地、桃

園中壢臺地、新苗地區、臺中地區、濁水溪沖積扇、嘉南平原、屏東平原、蘭陽平原、花東

縱谷地區等9個分區，再加上離島之澎湖地區，共計10個分區。

何謂管理水位

地下水管理水位係利用各觀測井記錄歷史地下水水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之成果，可用於判斷

地下水水位狀態是否需加強管理之參考數值，意即當觀測井水位低於管理水位時，表示該觀

測井及其鄰近地下水水位處於歷史相對較低之位置，若持續低於此一標準則應加強管理。

地下水文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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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105年颱風期間海上資料浮標觀測所得之波高值

何謂示性波高

示性波高(Significant wave height)，亦有人採用日譯「有義波高」，

為海面某一點位長時間連續觀測之所有波高觀測值，計算其前三分之一

最大波高平均後所得數值稱之，以H1/3或Hs表示﹔據統計，Hs與海員目

測之波高值甚為接近。

近海水文小常識

整體而言，民國105年臺灣總計751口觀測井中有606口之地下水水位高於104年之

地下水位，約佔整體之81%，有629口高於管理水位，約佔整體之84%。

近海水文概況

民國105年強烈颱風尼伯特、莫蘭蒂及中度颱風梅姬侵臺期間測得的示性波高(以下

簡稱波高)、風速及暴潮，多數觀測站打破往年紀錄測值(如圖5)，如在梅姬颱風期間蘇

澳資料浮標測得18.7公尺的波高；臺東資料浮標於尼伯特颱風期間測得57.7公尺/秒陣風

風速；在潮汐部份，梅姬颱風期間於小港潮位站測得最大暴潮為146.8公分，另在莫蘭蒂

颱風期間料羅灣潮位站亦測得最大暴潮146.6公分。

民國105年許多測站均創下設站以來最大觀測值，這樣的現象與陸上暴雨集中化情

況相當類似，對於本署海堤管理以及防災預警業務而言，確實是一項相當艱鉅的挑戰。

在海岸防災的設計與檢討上須做更嚴格之檢驗以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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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水文情勢變化長期水文情勢變化
年雨量水文情勢變化趨勢年雨量水文情勢變化趨勢

由民國由民國3838年到年到105105年的年雨量長期記錄來看，豐枯水年會交替發生，以往豐枯水年的年雨量長期記錄來看，豐枯水年會交替發生，以往豐枯水

年從年從1919年一循環，到近期大幅縮短為年一循環，到近期大幅縮短為77年一循環，而且豐枯水年的雨量多寡差距越來越年一循環，而且豐枯水年的雨量多寡差距越來越

大，不是水太多、就是水太少，各年豐枯水情擺盪變化加劇，意味旱澇極端事件交替發大，不是水太多、就是水太少，各年豐枯水情擺盪變化加劇，意味旱澇極端事件交替發

生更加頻繁（如圖生更加頻繁（如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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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灣歷年年雨量與旱澇交替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署臺灣水文年報

強降雨發生次數變化趨勢強降雨發生次數變化趨勢

再利用本署及中央氣象局近再利用本署及中央氣象局近3737年之降雨資料（年之降雨資料（143143站）進行趨勢分析，統計臺灣每站）進行趨勢分析，統計臺灣每

年的大豪雨發生次數（日雨量大於年的大豪雨發生次數（日雨量大於350350毫米），以毫米），以1010年為一期，第一期（民國年為一期，第一期（民國6969年至年至7878

年）及第二期（民國年）及第二期（民國7979年至年至8888年）之平均發生次數分別為年）之平均發生次數分別為3636次及次及3535次，第三期（民國次，第三期（民國

8989年至年至9898年）之平均發生次數為年）之平均發生次數為7777次，明顯較前兩期增加。隨著降雨強度變強，發生次次，明顯較前兩期增加。隨著降雨強度變強，發生次

數增加，未來因氣候變遷所引致之高強度降雨，不論於時間或空間分布上都將愈趨複雜數增加，未來因氣候變遷所引致之高強度降雨，不論於時間或空間分布上都將愈趨複雜

且不確定性增加。且不確定性增加。

水文資訊公開 / 長期水文情勢變化



地下水水位歷時變化趨勢

由民國95年到105年近10年地下水長期水位紀錄來看，地下水觀測井水位主要呈現

上升趨勢的地下水區包含臺北盆地、桃園中壢臺地、濁水溪沖積扇、嘉南平原與蘭陽平

原，而主要呈現下降趨勢的地下水區則包含新苗地區、臺中地區、屏東平原、花東縱谷

地區與澎湖地區等(如圖2)。其中，值得注意者為過去因地下水超抽而導致地下水環境受

到影響的濁水溪沖積扇、嘉南平原與蘭陽平原等地下水區，其多數觀測井地下水水位則

有逐漸上升之趨勢，顯示過去於這些地區所執行的相關管理政策亦已逐漸產生效果。

根據民國97年「臺灣地區未來氣候變遷預估」及民國100年「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

告」等，皆指出未來我們將面對氣候變遷可能造成之影響下，勢必使得地面水的利用將

更趨困難；另外回顧臺灣自民國38年到105年長期的年雨量變化趨勢，亦可預期未來面

臨乾旱等極端氣後發生之情況也會越趨頻繁，致使臺灣之地面水資源不管在調蓄使用及

管理上都面臨極大的挑戰，也因此，我們絕對相信地下水於水資源供應所扮演之角色也

會越顯重要，甚至轉變為整體水資源主要一環。

波高、風速及暴潮年最大值變化趨勢

利用民國88年到105年近海水文觀測站網的觀測紀錄統計分析顯示，波高、風速及

暴潮最大值有逐年略為變大的趨勢（如圖3），這些觀測所得知最大值一般大多發生於

颱風期間，如民國105年梅姬颱風期間蘇澳資料浮標測得18.7公尺的波高，少部分發生

在東北季風期間，如澎湖海域於東北季風期間之海況曾測得近7公尺的波高，其破壞力

不下於颱風期間。顯示不僅在颱風期間，東北季風期間的海岸防災工作亦不容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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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近10年各地下水區地下水水位長期變化趨勢

圖3  波高、風速及暴潮年最大值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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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水資源分布溫泉水資源分布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由於地震活動頻

繁，孕育臺灣豐富且泉質多元的溫泉地區。在全臺

溫泉區中有13縣市已劃設公告溫泉區計25處(如圖

1)，目前設有監測井及露頭監測儀器有北投、烏

來、礁溪、蘇澳、谷關、關子嶺、四重溪、知本及

瑞穗等地區(如表1詳述)，其中以礁溪及四重溪的監

測最早開始，自民國96年起有監測數據，監測設備

及現場數據蒐集狀況，如圖2所示。臺灣溫泉泉質主

要為碳酸氫鈉泉，約占70%，其次為硫酸鹽泉及

氯化物泉。在溫泉(蘇澳冷泉除外)水溫方面，多

為40-80℃，約占70%，大於80℃的高溫溫泉約

占30%。在溫泉之溶解礦物質（以導電度代表），以綠島及關子嶺溫泉最高，蘇澳冷泉

最低。

溫泉水資源調查溫泉水資源調查

圖1  臺灣公告溫泉區

圖2  監測設備及現場數據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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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井網設置

本署為強化溫泉資源保育工作，自民國100年起逐年建置溫泉監測井網，分別將礁

溪溫泉區(100年)、四重溪溫泉區(100年)、新北投溫泉區(101年)、烏來溫泉區(101

年)、瑞穗溫泉區(102年)、知本溫泉區(103年)、谷關溫泉區(103年)、蘇澳溫泉區

(103年)，關子嶺溫泉區（104年）納入監測井網，同時為使監測資訊能發揮加值利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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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享的效果，監測數據經過整理分析，自民國101年起編纂國內第一本「臺灣溫泉

監測季報」，民國102年起並發行「臺灣溫泉監測年報」。

105年溫泉水資源監測概況

依民國105年監測結果，除礁溪與四重溪局部地區因集中時段抽水導致短期水位下

降情形外，北投、烏來、礁溪、蘇澳、谷關、關子嶺、四重溪、知本及瑞穗水位大多為

持平或上升之趨勢；至於水溫部分，整體而言，則呈現持平或上升之趨勢。

105年溫泉水資源溫泉監測-以礁溪地區為例

礁溪溫泉位於臺灣東北部宜蘭縣，涵蓋湯圍溪南北兩側地勢相對低窪的谷地，溫泉

區劃設範圍約277公頃，泉質以碳酸氫鈉泉為主。礁溪溫泉的溫度分布：熱水進入沖積

層後，沿地層之水平面流動，向下游流動及擴散皆以水平方向為主，因其上方及下方為

較冷的地層，所以形成上下冷而中間熱之現象，此現象因人為抽水而更明顯。本區有超

過90家以上的旅館，大都為自有溫泉井，井深約20-50公尺。此含水層大量的抽水，有

助於上游之熱水持續向此層流動，溫度最高的層次，應是水流最快的層次，湯圍及太子

井約在地面下20公尺，員山井約在地面下75公尺。溫泉源頭水溫約65℃、往下游漸漸降

低，若以溫度將本區分為三區：上、中、下游。上游為65-50℃、中游為50-30℃、下游

為低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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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主要溫泉區的露頭及監測井數

分區 溫泉區 露頭數 縣市政府露頭監測 水利署露頭監測 縣市政府監測井 水利署監測井

北部

馬槽 5 0 0 0 0
行義路 4 0 0 4 0
中山樓 6 0 0 0 0
新北投 3 0 0 2 0

金山萬里 6 0 0 0 0
烏來 3 0 2 3 0
礁溪 1 0 0 5 8
員山 1 0 0 0 0

蘇澳冷泉 1 0 0 3 0
泰安 0 0 0 0 0
清泉 1 0 0 0 0

小錦屏 0 0 0 0 0

中部
谷關 0 0 0 0 1
東埔 3 0 0 0 0

南部

中崙 1 0 0 0 0
關子嶺 5 2 1 0 0
龜丹 8 0 0 0 0
寶來 0 0 0 0 0
不老 1 0 0 0 0

四重溪 0 0 0 0 5
旭海 0 0 0 0 0

東部

金崙 2 0 0 0 0
知本 1 0 0 0 2
安通 1 0 0 0 0
瑞穗 2 0 0 4 0



水資源運用情勢水資源運用情勢

一、水資源利用情形

(一)生活、工業及農業用水概況

臺灣地區由於人口增加及經濟成長，用水需求隨著社會產業結構變化而改變，一

般來說，水資源利用情形，依用水標的區分可分為三類，分別為生活用水、工業用水

及農業用水。

近十(民國95~104)年平均總降雨量945.7億立方公尺/年，其中總利用水量175.24

億立方公尺/年，包括農業

用水量(含灌溉用水、畜牧

用水及養殖用水)126 .23

億立方公尺/年為最多，占

72.0%；其次為生活用水量

32.93億立方公尺/年，占

18.8%；工業用水量16.08

億立方公尺，占9.2%。近

十(95~104)年水資源運用

情形(如圖1)。 圖1  近十(民國95～104)年水資源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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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3~104年枯水期發

生嚴重乾旱，水源無法完全滿

足各標的用水需求，桃園、新

竹、苗栗、臺中及嘉南部分地

區104年一期稻作公告停灌農

業用水，以支援生活、工業及

其他未停灌地區農業用水使

用，因此104年度農業用水量

118.01億立方公尺相較於近十

(民國95~104)年平均值大幅下降8.23億立方公尺，同時間，也因實施自來水限水措

施及用水戶自主節水，生活用水31.42億立方公尺/年及工業用水為及16億立方公尺/

年，相較平均值分別微幅下降1.51億立方公尺/年及0.08億立方公尺/年，近十(民國

95~104)年歷年水資源利用變化情形如圖2。

(二)水庫運用概況

臺灣地區地勢陡峭、季節性雨量豐枯分佈不均，水資源蓄積不易，藉由構築壩堰

形成水庫，作為調蓄河川流量並提供各種標的用水之設施，臺灣地區現今實際運轉中

且有營運統計資料，經由經濟部公告之水庫計有95座，包括本島66座及離島29座。

(臺灣主要水庫分布位置如圖3)

臺灣地區民國105年95座水庫總容量20.42億立方公尺，較完工當年總容量29.03

億立方公尺減少約8.61億立方公尺；總有效容量19.11億立方公尺，較完工當年有效容

量25.23億立方公尺減少約6.12億立方公尺。

民國105年95座水庫總進水量477.51億立方公尺，由水庫供應生活、工業及農業

用水之總水量為71.25億立方公尺，其中農業用水為36.97億立方公尺，佔51.9%，生

活用水為31.64億立方公尺，佔44.4%，工業用水為2.64億立方公尺，佔3.7%。

另外，透過水庫提供之水力發電用水為非消耗性用水，其發電後之剩餘水量可再

次提供其他標的使用，民國105年由水庫供應之循環使用約245.58億立方公尺。

圖2  近十(民國95~104)年各標的用水情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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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臺灣主要水庫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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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總容量、呆容量及有效容量

總容量為水庫所能容納之最大水量。

呆容量為最低放水口以下之容量，此部份蓄水無法透過放水口放出。

有效容量指水庫總容量中，能調節提供有效使用水量之部分容量，即

總容量扣除呆容量後之容量。

水庫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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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用水趨勢

民國120年各標的用水推估

為擘劃未來水資源經營管理之基本藍圖，臺灣地區以目標年民國120年之生活、

工業及農業用水供需情形作為規劃依據。

農業用水依據民國100年「全國糧食安全會議」決議，除持續推動各項農業輔導

及節水措施外，為糧食安全亦會擴大耕種面積，整體用水量以高標147.74億立方公尺/

年、中標138.09億立方公尺/年及低標122.2億立方公尺/年為臺灣全區農業用水範圍，

目標年則致力以低標122.2億噸/年為願景目標。

生活及工業用水則依據未來人口成長估計、自來水普及率、漏水率、每人每日生

活用水量變化趨勢及用水計畫等資料加以統計推估，分為北、中、南、東部及離島區

域分別說明如後。

● 北部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趨勢推估

北部區域包括宜蘭、基隆(北海岸)、臺北、新北、桃園及新竹等地區，推估民

國120年由自來水供應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需求分別為402.5萬及110.4萬立方公尺/

日，合計512.9萬立方公尺/日，較現況供水量496.2萬立方公尺/日增加16.7萬立方

公尺/日，成長約3.4%。

● 中部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趨勢推估

中部區域包括苗栗、臺中、南投、彰化及雲林等地區，推估民國120年由自來

水供應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需求分別為177.8萬及87.2萬立方公尺/日，合計265.0

萬立方公尺/日，較現況供水量234.4萬立方公尺/日增加30.6萬立方公尺/日，成長

約13.1%。

● 南部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趨勢推估

南部區域包括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等地區，推估民國120年由自來水供應

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需求分別為188.2萬及150.8萬立方公尺/日，合計339.0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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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日，較現況供水量288.1萬立方公尺/日增加50.9萬立方公尺/日，成長約

17.7% 。

● 東部及離島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趨勢推估

東部區域包括花蓮及臺東等地區，自來水系統多供應生活用水(含綠島、蘭嶼

地區觀光用水量)，工業用水則以自行取水為主，推估民國120年由自來水用水需求

為17.9萬立方公尺/日，較現況供水量19.1萬立方公尺/日減少1.2萬立方公尺/日，

成長約-6.3%。

離島區域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澎湖地區(馬公、西嶼、望安、七美

及吉貝)推估民國120年由自來水用水需求為3.0萬立方公尺/日，較現況供水量3.1

萬立方公尺/日減少0.1萬立方公尺/日，成長約-3.2%；金門地區推估民國120年由

自來水用水需求為3.2萬立方公尺/日，較現況供水量1.9萬立方公尺/日成長1.3萬立

方公尺/日，成長約68.4%。馬祖地區(南竿、北竿、西莒、東莒及東引)推估民國

120年由自來水用水需求為4,382立方公尺/日，較現況供水量3,754立方公尺/日增

加628立方公尺/日，成長約16.7%。

三、豐枯不均、氣候變遷，以前瞻水資源整體方案，逐

　　步提升用水環境

臺灣地區水資源環境原即有豐枯不均特性，加上IPCC氣候變遷AR5推估未來臺灣

地區於極端氣候下之降雨強度一日暴雨量將增加約14%，枯水期降雨量則減少14%，

旱澇風險加大，整體水資源政策已經朝向強化水資源管理及多元水資源開發來推動，

包括實施節水三法提高水源利用效率，自來水減漏工作亦持續積極推動，截至民國

105年底全國漏水率已由95年時23.3%降為16%；另外，持續推動水源跨區調度工程

計畫，如板新計畫二期工程（目前已可達每日72萬立方公尺調度水量）、臺南高雄水

源聯合運用（民國108年完成後可增加調度水量達20萬噸）、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

用等工程；同時，積極推動水資源多元開發，除傳統水源如地面水、地下水及伏流水

等，新興水源如再生水及海淡水等均積極推動，讓水資源運用朝多元面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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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05年
重大水情概述重大水情概述

民國105年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之颱風數量為5個，分別為7月

份尼伯特颱風、9月份莫蘭蒂、馬勒卡及梅姬颱風與10月份艾利颱風，其中莫蘭蒂颱風

與梅姬颱風造成臺灣較嚴重之災情；而未發布颱風警報，但仍為臺灣地區帶來顯著降雨

之颱風，分別為7月份的妮妲、電母、獅子山颱風及10月份的艾利、莎莉佳及海馬颱風

外圍環流。整體而言，105年全臺灣地區累積降雨量屬於相對豐沛之一年。

莫蘭蒂颱風

民國105年9月中旬第14號莫蘭蒂颱風侵襲臺灣，侵臺路徑為第七類，莫蘭蒂颱風活

躍期間之綜觀環境較穩定，且颱風中心未登陸臺灣，颱風結構受地形破壞小，因此路徑

與速度皆穩定，且此類路徑向北移動之分量較大，對西南沿海造成之影響亦較為明顯，

應變期間降雨中心為花東地區與高屏山區，而宜蘭山區與恆春半島亦有較強降雨。此次

應變期間最大總累積雨量發生於屏東縣泰武鄉西大武山雨量站之876.5毫米，連續24小

時之最大累積雨量亦為屏東縣泰武鄉西大武山雨量站之800.5毫米(如圖1及圖2)。

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於9月12日20時成立三

級開設，9月13日0時提

升為二級開設，9月13日

7時提升為一級開設，9月

15日12時降為二級開設，
圖1 莫蘭蒂颱風-綜合示意圖

22



9月15日23時30分轉為馬勒卡颱風應變作業，應變期間共投入6,048人時之應變值勤人

力。應變期間針對臺南市等5個縣市發布69報淹水警戒通報，針對二仁溪等4個流域發布

11報水位警戒通報。莫蘭蒂颱風事件之災中調查，在臺中市等8縣市內共發生192處積淹

水災情，花蓮縣與臺東縣等2縣共發生3件水利設施受損事件，此次應變小組支援臺南市

與屏東縣等2縣市共計18台次大型抽水機進行抽水作業。

圖2 左：莫蘭蒂颱風路徑；右：24小時累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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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的分類

臺灣地區的颱風路徑共分為10類，其中第1~5類為由東向西之路徑，第6~9類為由

南向北之路徑，第10類為其他無法分類之路徑。(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降雨情境說明：時雨量的判別

約5mm/hr：需要撐傘才不會淋濕。

約15mm/hr：地面開始積水，走路鞋子會濕。

約25mm/hr：就算撐傘，身體也會淋濕。開車要使用快速雨刷。

約35mm/hr：道路嚴重積水，行車水花大，煞車危險。

氣象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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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姬颱風

民國105年9月下旬第17號梅姬颱風侵襲臺灣，路徑為第三類，梅姬颱風在暴風圈接

觸陸地後，受地形影響移速加快，因此對北部與東北部之影響相對較小，災情亦明顯較

其他地區輕微，應變小組開設期間主要降雨區域為宜花山區與嘉義以南山區，而雪山山

脈西側山麓與嘉義以南沿海地區亦有較強降雨。此次應變期間最大總累積雨量發生於宜

蘭縣大同鄉太平山(1)雨量站之1114.0毫米，連續24小時之最大累積雨量為亦為宜蘭縣

大同鄉太平山(1)雨量站之981.0毫米(如圖3及圖4)。

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於9月25日20時成立二級開設，9月26日8時提升為一級開

設，9月28日20時降為二級開設，9月29日15時降為三級開設，9月29日20時解編，應變

期間共投入13,015人時之

應變值勤人力。應變期間

於基隆市等18個縣市發布

137報淹水警戒通報，針

對淡水河等14個流域發布

55報水位警戒通報。梅姬

颱風事件之災中調查，在基隆市等16縣市內共發生706處積淹水災情，無發生水利設施

損壞事件，此次應變小組支援新北市等6縣市共計94台次大型抽水機進行抽水作業。

圖3  梅姬颱風-綜合示意圖

圖4 左： 梅姬颱風路徑；右：24小時累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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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擊美國加州
500年一遇的大乾旱

自2012年開始，加州冬季降水量即開始偏少，旱情逐漸擴大，旱情自2013年12月

及2014年1月開始加劇，至2014年1月，加州州長宣布加州進入旱災緊急狀態，2014年2

月後迅速惡化，直至2016年12月開始大範圍降雨，2月後陸續解除旱象，4月官方正式宣

告旱災結束。

加洲旱災情況如圖1、圖2所示，而造成加州地區大旱的致災原因主要可以分為三

類：阻塞高壓籠罩導致降水偏少、異常高溫以及積雪偏少。

圖1 沙斯塔湖、奧羅維爾湖、米德湖蓄水情形(資料來源： 美聯社、環球網)

奧羅維爾湖 米德湖

沙斯塔湖
Shasta Lake

米德湖
Lake Mead

奧羅維爾湖
Lake Oroville



國際災情回顧 / 襲擊美國加州500年一遇的大乾旱

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發現，加

州地區大旱之直接肇因為東北太

平洋上空之「阻塞高壓(blocking 

high)」，高壓將噴射氣流導向北

方，將水氣往北邊輸送，導致加州

在2013年及2014年未能有顯著降

水。加州在2013之降水明顯偏少，

遠低於平均值(約563.3毫米)，為

此次加州乾旱最主要之肇因。

◆加州地區大旱的災情包含：

1.根據加州大學的估算，受到乾旱的影響，加州將有70%的農作收入短缺，共造成22

億美元的損失，同時農業就業人口將減少17,100人。

2.加州為美國農業重鎮，乾旱造成之衝擊亦對美國全國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如圖2所

示。經估算，將造成美國GDP0.5%~1%的損失，約等於750億美元至1,500億美

元。

3.根據報導，已約有100萬英畝農田休耕，面積是2014年的兩倍。

4.根據美國西部種植者協會（Western Growers Association）估計，2014年農業減

少了逾17,000個工作機會。

5.加拿大大多蔬果由美國進口，由於受到加州旱災、農作物減產的影響，加拿大的蔬

菜、水果價格分別上漲了8.4%及3.5%。

6.有專家估計，若位於加州的矽谷因旱災而造成經濟活動減少兩成，則會等同於美國

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5,000億美元。

7.有專家表示，乾旱導致死水面積增加，容易造成傳染病媒介的孳生，加重傳染病的

流行。

圖2 乾旱造成農作物歉收(資料來源：Keep California Farming)

26



◆至於聯邦政府的因應做為包含： 

1. 農業部宣布加州54個郡為主要旱災災區，位於災區內之農民、牧場主人將可申請

緊急貸款。

2. 投入1,500萬美金用以保護加州及鄰近地區之水資源，協助農民及牧場主人實施

節水措施；阻止因乾旱而發生之土壤風化、沙漠化；改善牲畜飲用水的品質。

3. 投入1億美金援助受災之畜牧業業主。

4. 投入300萬美金緊急援助，用於協助面臨缺水的社區。

5. 撥款6千萬美金予糧食銀行，協助受旱災影響而面臨經濟問題的家庭。

6. 農業部向農民提供協助，提升灌溉系統之效率。

◆加州政府的因應做為包含： 

1. 水務部門(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於2014年1月31日宣布為了保護剩

餘之水資源，政府水庫將可能停止供應地方水局用水。此為54年來首次發生之情

形，將影響到2,500萬人及75萬英畝(約30萬公頃)農地。

2. 加州政府撥款6.87億美元用於推行節約用水、緊急供應、賑災等措施。

3. 提出獎勵方法，如鼓勵民眾將庭院改成種植省水耐旱之草皮。在洛杉磯，每平方

英尺可獲得3美元之補助津貼。

4. 投資發展新興水源。如聖荷西市的矽谷純淨水中心於2014年7月18日啟用，回收

廢水循環再生，每年可產800萬加侖(約3.5萬立方公尺)之淨水。

5. 州長Jerry Brown再度於2015年4月1日頒布行政命令強制限水，此為該州史上頭

一次頒布此類命令，期望於2015年節約25%的用水。

6.洛杉磯市於2015年8月，將9千6百萬顆遮光球(Shade ball）放入洛杉磯水庫中，

以 減少日曬、蒸發。

27



國際災情回顧 / 美國加州奧羅維爾水壩危機國際災國際國際災國國國國際國國際國際災際災國際災國際災國際災國際災際災國際災際災際災際災際際災災災際災際災災國際災災災災國國際災際災國際災際災際災際國國國際災國際災國際際際際災際災災國際災災災國際國國際災國際災國際災際災國際災際災國際災際災際災際災際際災災災災國際國國際災國際災際際國際災國際災際際際災災災災國際際際國際災際災災災國國國際際國際災國際際災國際災國國國際災國際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災情回情回顧情回顧情回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情回顧情情情回情回回顧回情回回情回情回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顧回顧回情回顧回顧情 顧顧顧情情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情情情情回顧情回情回顧顧顧顧顧情回情回顧情情回回回回情回顧顧顧顧情情情情回顧情情回顧情回情回顧情回顧情回回回回情回顧情情回情回顧情回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回顧情回顧情回顧回顧情情回顧情回顧回顧情回回顧回顧情回顧情回回回顧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情回顧顧顧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情回顧回顧回顧回顧情回回顧顧回顧回顧顧情回顧回顧情回顧顧顧顧情情回顧顧回顧顧顧情情 顧顧顧 ////////////////////////////////////////////////////////////// //////////// // //// // //// ///////// 美國加美國加加國加國加國加加加加國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國美國加美 加美美美 加美 州奧州州奧羅州奧州奧羅州州奧州奧州州奧州奧州奧奧奧奧州奧奧奧州奧州奧州奧州州州奧州州州州奧州奧州奧州奧州奧州州州州州州奧奧州奧奧州州州州州奧奧奧奧州奧州奧奧奧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維爾水維爾水維爾水維維維維維爾維爾水維爾水維爾水維爾水爾水爾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水水爾水爾水水維爾水維爾水維爾水維爾水維爾維爾水爾水爾爾爾水爾水爾水水維維爾水維爾維爾水維爾水爾水爾爾爾爾爾爾爾水爾水維爾水維維爾水爾爾水爾水水水水水水爾水爾水水維爾水維維爾水維爾水維爾水爾水爾爾水爾水水維維維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水爾水水水水維維爾水維爾水爾爾水爾爾爾水爾爾水爾爾水水爾水水水水水水維維爾維爾水爾爾爾水水水水水維維爾爾水爾爾水維爾水爾水水爾維爾水水維爾水爾水爾水水爾水爾爾爾爾水水水水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危機機壩危機壩危機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壩壩壩危壩危機壩壩危機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機壩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危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危機危機危危機危機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壩危機壩壩壩危機壩危壩壩危機壩危壩危危危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機壩危壩危機壩危機壩危壩壩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壩危機壩危機壩壩壩壩危機壩危機壩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壩危機壩壩 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危危機壩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危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壩危機壩危機機危機危機機機機機壩壩壩壩危機危機機機機壩壩壩危危機機機機機壩危機壩危機壩危危機壩危機危機壩危機危危機危機壩壩危危機機機危危危危壩危機壩壩

美國加州美國加州
奧羅維爾水壩危機奧羅維爾水壩危機

奧羅維爾水壩(Oroville Dam)建於美國加州中北部(如圖1左上所示)的費瑟河

(Feather River，又名羽毛河)，1968年正式啟用，是加州第二大水壩，蓄水量約43億

立方公尺(臺灣最大的曾文水庫設計總容量7.4億立方公尺)；壩高230公尺，為美國最高

的水壩，為美國第二大之人工湖泊。

由於美國加州地區過去數年連續遭逢乾旱，奧羅維爾水壩之水位一度降至歷史最

低。自今年(2017年)1月以來，溫帶氣旋自太平洋帶來大量水氣，造成加州地區發生數

次降雨日長且累積雨量大之降雨事件，奧羅維爾水壩水位因而快速高漲超過歷史平均

值，甚至超過庫容，加州水資源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及奧

羅維爾水壩管理單位因而決定進行放水，調節水壩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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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太平洋標準時區，UTC-8)水壩連日進行放流，主要洩洪道出現些微破損(如

圖1右上所示)，但在水壩持續放流的情形下，坑泂持續受到沖刷。為避免破損持續擴大，

奧羅維爾水壩管理單位便減少主要洩洪道之放流量，但也導致水壩水位持續升高。

2月11日，水壩內的水溢過緊急溢洪道頂部之混凝土牆，自緊急溢洪道流出。由於緊急

溢洪道並未鋪設混凝土，在溢流水持續沖刷下，坡體受到沖蝕、掏空(如圖1右下所示) ，

且速度比預想的還要快。加州水資源局及奧羅維爾水壩管理單位擔心若緊急溢洪道持續受

到沖蝕，會使擋水牆下方的地基受到掏空，造成擋水牆崩塌，甚至導致整個水壩崩潰(如圖

2所示)。若奧羅維爾水壩崩潰，不僅失去水壩蓄洪功能，下游數十萬居民的生命及財產安

全將受到威脅，亦會對加州地區之水資源、電力能源造成相當大的問題。

2月12日下午加州州政府發表聲明，撤離費瑟河下游或位於低漥地區的居民，包含標特

(Butte)、尤巴(Yuba)、薩特(Sutter)等3縣行政區約18萬8千人，並持續放流以降低水壩水

位。圖2為奧羅維爾水壩空拍圖、水壩主要洩洪道及緊急溢洪道毀損情形。其中，緊急溢洪

圖1 左上：水壩位置；左下：空拍圖。右上：主要洩洪道毀損情形。右下：緊急溢洪道毀損情形

                                                            （資料來源： 洛杉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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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災情回顧 / 美國加州奧羅維爾水壩危機

圖2 奧羅維爾水壩危機說明圖(資料來源：加州水資源局)

道受到洪水沖蝕，水壩擋水牆下方坡地被掏空之程度相當嚴重。

直至2月14日14時45分，水壩水位脫離緊急範圍，且經過美國聯邦政府及加州州政

府官員評估安全後，才解除強制撤離令，讓民眾返家。加州水資源局評估主要洩洪道及

其他設施的修繕費用逾1億美元(約新臺幣32億元)，且必須待雨季結束後，才能開始進

行修復工程。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導致發生「極端降雨」，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之資料，

自2017年1月1日至2月16日，奧羅維爾水壩所在之區域累積降雨量達55英吋(約1,397毫米)

以上，為過去同期的200%至400%遠高於平均的降雨使得水壩水位快速上升，最後溢出。

雖極端降雨為此次水壩危機原因之一，然追根究柢，水壩的維護、管理、操作等問題

或許才是此事件之肇因。此次事件提醒我們：

(1)因應極端事件之發生：受遠高於歷史平均之劇烈降雨影響，奧羅維爾水壩之水位在短短

幾週內快速上升。面對如此迅速且大量之降水，水庫管理單位如何在短時間內因應、調

節水壩水位實為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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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庫設施維護、管理、升級：奧羅維爾水壩主要洩洪道及緊急溢洪道均出現毀損，實為

此次危機之主要肇因。這也提醒我們，應加強辦理水庫等水利設施之檢修、維護。另

外，由於臺灣部分水庫受先天自然環境、地形的限制，淤積嚴重，影響水庫壽命及蓄

水、防洪功能。因此，本署正加強辦理水庫集水區治理計畫，以增加水庫壽命及蓄水

量，強化水庫防洪、蓄洪之功能，以增加因應極端事件之能量。

(3)強制撤離命令：強化跨部會之聯繫、合作：此次事件中，加州州政府曾對奧羅維爾水壩

下游近20萬居民發布強制撤離命令，政府如何迅速且準確地進行橫向及垂直聯繫即為相

當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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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溢洪道

溢洪道是水庫的防洪構造物，當水庫的水位超過安全限度時，過多的水便會

從溢洪道流出，即可降低水位，維護水庫安全。

水庫小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