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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續發展演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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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永續發展的驅動力：成長極限假說 

 「成長極限假說」中對於成長構成限制的各種根源，對永續性

構成影響的因素，依其性質可歸因於下列五項限制及其帶來的

衝擊： 

(1) 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的限制、 

(2)  環境汙染的影響與限制、 

(3)  化石能源的危機與限制、 

(4)  水資源的限制、及 

(5)  氣候變遷的衝擊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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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口成長與糧食生產的限制 
 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則提出著名的「差額地租」

（differential rent）觀念，為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提出合乎邏輯
的學理基礎，並得以解釋自然資源日益稀少的原因。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早在1798年就發表了《人口
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基於「人口呈
幾何級數成長，糧食生產呈算數級數增長」的觀察，對於未來
人類的生活水平提出悲觀的看法；這與當時普遍看好未來經濟
發展的主流觀點大相逕庭。 

 綠色革命也造成了不少問題，包括環境質損（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土地劣質化、所得及資產的分配不均度提高、低
層貧困家庭的經濟更加惡化。 

 由於土地過度集約利用，灌溉導致土壤鹽化，濫用農化資材也
導致土壤酸化及汙染，甚至危及農民健康及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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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環境汙染的影響與限制 
 在18至19世紀的工業革命中，人類開始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環境汙染

的問題隨之悄然而生，但因當時社會偏好物質享受甚於環境品質、環
保法規不全、環保意識未萌、環保科技落後等因素，環境汙染問題早
期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環境汙染的問題對永續性所造成的影響，自1970年代起也引起學術界
的關注。例如Forrester（1971）在《世界動態》（World Dynamics）一
書中考慮人口、工業化及汙染等因素，指出：(1) 工業化對於生態的干
擾遠勝於人口成長；(2) 當前低度開發中國家在未來是不可能與工業化
國家享有相同的生活水準；(3) 工業化程度越高的社會將越不永續，因
此，現代低度開發中國家追求工業化是不智之舉；(4) 經濟成長終會結
束，人類生活的物質水準將在1990年達到高峰，然後逐漸下降。 

 Meadows et al.（1972）在沸騰一時的巨著《成長的極限》中，利用一
個全球模型（World3），設定三種不同的情境，模擬出全球人口、工
業化、汙染、糧食生產、及資源消耗等攸關永續性之變數的未來趨勢。
結果顯示，其中有兩種情境將導致全球在21世紀中期或末期「超越極
限並趨於瓦解」（overshoot and collapse），而另一種情境則趨向於
「穩定的世界」（stabilize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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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化石能源的危機與限制 
 在19世紀，煤礦是除了土地之外另一個較受重視的自然資源。

著名的經濟學者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除了探
索擴張土地之邊際生產力（margin of productivity）的可能性之
外，也同時注意到礦產的快速開採將無可避免地提高生產成本。 

 化石能源的使用不但造成環境汙染問題，其存量也日漸枯竭。
根據預測，未來會面臨能源危機的國家將越來越多，甚至包括
目前具有自產能力的國家（如英國、中國等）。 

 在某些地區已經證實之石油蘊藏量偶見增加（尤其是拉丁美洲，
其份額從1990年的7.1%增為2010年的17.3%），但仍由「石油輸
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所掌控，其中又以中東占比最大。 

 產地集中的生產和長期穩定供應問題，一直是依賴進口能源之
國家（如臺灣、日本等）在能源安全議題上的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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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資源的限制 
 水資源常被視為可再生資源（renewable resource），之所以會成

為永續性的限制，在於造成水資源稀少性的原因非常多元： 

 天然賦與有限； 

 水資源的分配不均； 

 水資源的需求日增； 

 水質惡化減少可用水量； 

 供水成本遞增； 

 水資源領域的脆弱度（vulnerability）高；及 

 政策誘發性的水資源匱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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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水質惡化 
 造成水質惡化的原因也很多，包括水土保持不善、水庫水質

優氧化、強降雨導致水濁度驟增、廢汙水排放、水體容受能
力降低等。 

 水質惡化的結果，將減少可用水量。據估計，全球有12億人
口無法取得生活所需的安全飲用水，25億人缺乏適當的衛生
條件，每年約有500萬人因水媒疾病而死亡，而這些疾病大
都可以防範於未然。 

 歐盟的地表水也有20%受嚴重汙染的威脅，全歐洲的飲用水
有65%取自地下水，其中有60%的歐洲城市有過量取用的情
況。由於地下水的過量使用，使得濕地有50%面臨消失危機。 

 自1985年以來，南歐地區的灌溉面積已經增加了20%，造成
不同用水標的之間的競爭更加顯著（UNESCO, 200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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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氣候變遷的衝擊 
 進入20世紀後期，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蔚為最令國際社

會矚目的議題之一。氣候變遷所涵蓋的現象及衝擊均甚為多元，
其中較受重視的有以下五項：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臭
氧層耗竭、酸雨、土地劣質化、生物多樣性的損失等。 

 因全球暖化所衍生之「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s）包括：
地表溫度上升、海平面上升、異常與極端氣候（如乾旱、熱浪、
急降雨、極寒等）。 

 雖然許多科學家對於氣候變遷的成因仍有些許不同見解，三個
不爭的事實是： 

 上述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肇因於人類的經濟活動； 

 已經產生了許多不容忽視的經濟及生態服務價值的損失，並
對人類與其他動植物的生命與健康構成了莫大的威脅； 

 為避免情況惡化，或改善目前的狀況，均已非個別國家所能
獨立竟其功，而須仰賴國際合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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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發展的內涵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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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影響綠色經濟思維的重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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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Rio + 10之五大議題的關聯：WEH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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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Brundtland報告」（1987）的定義 
 《我們的共同未來》闡述了人類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和環境

問題，並提出永續發展的概念；這個概念得到了廣泛的接受與
認同，並在1992年UNCED得到共識，由與會178個國家代表共
同簽署了《21世紀議程》，做為落實永續發展的行動方案。根
據「Brundtland報告」（1987），「永續發展」係指「既能滿足
我們現今的需要（needs），又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能
力的發展。」 

 根據此一定義，再參考《21世紀議程》的內容，吾人以為，永
續發展應從經濟面、環境面、及社會面分別落實以下行動： 
 在經濟面： 
     (1) 在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情況下，允許現

世代追求自我的滿足。 
     (2) 應確保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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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生產」與「綠色科技」是由「永續發展」概況延伸，以「減

少能源使用與降低汙染」，並謀「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的科技」核心

之科技。 

 三個重要概念：污染預防、永續物料管理、能資源鏈結 

2.3永續發展演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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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綠色經濟的緣起 
 打從1972年的UNCHE起，「綠色經濟社會」（green economy）

（簡稱「綠色經濟」）的理念就已經逐漸萌芽，經濟與環境的關
聯也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重視，凡此均體現在Brundtland Report
（1987）中；在1992年「地球高峰會」前後，已有許多攸關綠色
經濟的論著出版，例如Pearce et al.（1989）、Jacobs（1992）、
Schmidheiny（1992）等。不過，當時「綠色經濟」的理念並未成
形，主要焦點仍集中在永續發展的議題上。 

 繼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後，UNCED先後在2002年及2012年分
別舉辦了Rio + 10（2002，南非約翰尼斯堡）及R + 20（2012，巴
西里約），即便在「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亦即Rio + 10）中，尚未明確
出現「綠色經濟」這個詞彙。 

 經過40年的漫長歲月，並歷經多次的國際交流和磨合（見圖2-1），
再加上進入21世紀後引發的四大危機（全球金融危機、能源危機、
氣候變遷、及糧食危機），綠色經濟的倡議乃成為繼永續發展之
後的焦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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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發展綠色經濟的目的 
 UNEP（2011）在《綠色經濟報告》中則指出，經濟綠化是綠色

成長的新引擎，創造綠色就業的動力，也是消除貧窮的關鍵策略；
此外，推動綠色經濟將有於國家長期競爭力的提升與社會服務業
的發展，主要理由如下： 

(1)推動有效與適當環境政策，包括管制措施與市場工具，反映環境資
源的使用者成本，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淘汰不利環境的廠商
與產業，長期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產業結構低碳化。 

(2)政府制訂環境目標時，將會提高資源價格，藉由資源相對價格
（relative price）的引導，激勵潔淨資源（如再生能源）、人力資
本、知識與研發等的發展與創新，並抑制不利環境之資源利用
（如化石能源）。 

(3)利用價格機制反映自然資源的稀少性，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並促進
有利環境的投資與研發活動，長期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發展基礎，
邁向綠色與健康的經濟發展型態。 

(4)資源價格合理化有助於逐步增加環境投資的獲利，激勵投資者，從
而促進全球綠色產品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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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io + 10仍以永續發展為重點 
 WSSD仍以永續發展為重點，中心議題鎖定水資源（Water）、能

源（Energy）、健康（Health）、農業（Agricultural）及生物多樣

性（Biodiversity）等五大議題（簡稱「WEHAB」），並提出《約

翰尼斯堡推動計畫》（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 

 雖然Rio + 10並沒有針對並未提出「綠色經濟社會」的定義，但卻

已勾勒出來各科學領域（或產業部門）之間的關聯性。以能源為例，

其與水資源、健康、農業及生物多樣性均有密切的相互依存和投入

產出的關聯（見圖2-2）。這是足以說明，在推動永續發展的過程

中，只要確定了重點領域，則各領域相關的產業不僅有密切關聯，

而且也成為發展綠色經濟社會的關鍵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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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產業

低碳發展

綠色發展

永續發展

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綠化產業及永續發展之
關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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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續發展政策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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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永續發展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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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業永續發展策略 
(1) 政府與產業應建構永續發展優質環境，發展重點綠色產

業，推廣綠色產品及其行銷。 
(2) 企業體應整合製程、產品、服務等改善工作；落實製程

節水、節能及資源有效利用等清潔生產技術。 
(3) 產業永續發展需強化產業綠色供應鏈；並與科技研發緊

密結合，以提升產業環保與環保產業之技術與競爭力。 

3.2永續發展策略 



23 

2. 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策略 

(1) 以溫室氣體密集度做為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指標優選項目，

妥適規劃我國能源永續發展策略。 

(2) 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整合各部門在溫室氣體減量所

投入資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加強技術研發與創新機

制。 

(3) 建立參與國際二氧化碳減量合作機制，積極爭取國際機

構認證。 

 

3.2永續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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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永續發展策略 

3.環保科技園區推動策略 

(1) 秉持永續發展理念，整合環保及經建等相關法規及標

準規範，促進資源及能源再生利用。 

(2) 落實行政管理一元化措施，加速環保科技園區建置，

建立環境績效指標，檢討環保科技園區推動成效；並

促進既有工業區生態化。 

(3) 強化實踐型環境教育宣導及循環型城鄉建設理念，達

成生態社區的建設目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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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永續發展策略與願景 

4.生態社區之發展 

(1) 制訂「國土計畫法」；建立生態社區資料庫、績效指標

及評估體系。 

(2) 推動綠營建、綠建築及綠色交通系統，形塑生態城鄉新

風貌；設置生態社區教育中心。 

(3) 落實水源保護，積極推動汙水下水道建設；加強配水系

統檢漏與修護，訂定合理水價，宣導教育民眾節水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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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低碳永續家園專業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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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氣候變遷整體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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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氣候變遷風險 

2
 

資料來源：IPCC AR5 W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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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PCC報告關鍵名詞 

2
 

 危害(Hazard) 
 可能發生的自然或人為物理事件或趨勢，或物理影響。它可造成

生命損失、傷害或其它健康影響，以及財產、基礎設施、生計、
服務提供、生態系統以及環境資源的損害和損失。危害一詞通常
是指與氣候相關的物理事件、趨勢或其物理影響。 

 暴露度(Exposure) 
 對於人類生命、生計、物種或生態系統、環境服務與資源、基礎

建設、經濟、社會與文化資產有可能遭受不利影響的位置與設置。 

 脆弱度(Vulnerability) 
 容易受到負面影響的傾向(propensity)與本質(predisposition )。脆

弱度涵蓋多種概念，包括敏感性、容易受災特性、以及缺乏應付
與適應的能力。 

 風險(Risk) 
 風險來自脆弱度、暴露度以及危害的相互作用。風險主要指氣候

變遷影響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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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各國氣候變遷調適步驟 

3
 

STEP TaiCCAT UKCIP UNFCCC UNDP-APF NI 188 CLIMATE-
ADAPT 

1 界定問題與
設定目標 

計畫開始 觀察 
調適計劃的
範圍界定與

設計 
計畫開始 準備調適的

根據 

2 評估與分析
現況風險 

評估現況
脆弱度 評估 目前脆弱度

之評估 
公開承諾及
評估衝擊 

評估氣候變
遷的風險與

脆弱度 

3 評估與分析
未來風險 

分析未來
脆弱度 規劃 評估未來氣

候風險 
全面的風險

評估 
界定調適選

項 

4 界定與評估
調適選項 

評估調適
選項 實施 建構調適策

略 
整體調適行
動計畫 

評估調適選
項 

5 規劃與執行
調適路徑 

監測與回
顧 

監測與評
估 

持續調適過
程 

執行、監測
和持續檢討 實施 

6 監測與修正
調適路徑 ─ ─ ─ ─ 監測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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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調適計畫 

 評估各區域受氣候變遷影響之風險分析，繪製風險等級地圖。 

 研析設施間之鏈結關係，某一設施發生問題可能造成連鎖效應，造成其
他設施故障或失去效能。 

 優先考量多目的性之基礎設施會更符合成本效益與富有韌性。 

 減少碳排放之目標也會對基礎設施有顯著的影響，同時也考量氣候變遷
效應技術需求、模型的建立。 

監督與管理 

 改革監督管理的體系，將檔案與資料透明公開，並建立制度確保部門間
不受挾持，確實做到監督的責任。 

 建立緊急情況與災難的備援、備載系統，技術人員需擁有危機管理能力，
在最快的時間內排除故障。 

科技與創新 
 創新技術能加強各設施之網絡管理、監測，能夠在災害來臨時做出及時

判斷，提升氣候變遷下的調適能力。 

資訊與學習 
 建立資訊公開平台，公布對於碳排放及氣候變遷成因的所有研究成果，

並且更深入地探討未來趨勢。 

工程專業與技術 
 強化技術人員專業知識與緊急應變能力的培養，在遭遇複雜的事件時，

能有更多彈性及方法應變。 

民眾參與和交流 
 開放民眾參與討論調適計畫內容決策，公開相關災時緊急應變程序，讓

民眾能夠更了解災害衝擊導致之結果。 

3
 

4.4 氣候變遷調適規劃-英國 

Source: The Roy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11. 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nsuring services in an uncerta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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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美國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紐約市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計劃（供水） 
1. 維護供水量 
• 備用輔助水源 
2. 保持水質 
• 水源流域保護程序 
• 暴雨高濁度事件使用Croton過濾系

統 
3. 減少需水量 
• 消防栓鎖、漏水檢測與維修、財

務管理、住宅水利用勘測、馬桶
用水、水回收再利用、水表改進、
雨水回用等。 

 

紐約市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計劃 



33 

4.6 國家層級維生基礎設施調適策略 

國家 國家層級維生基礎設施調適計畫 

英國 

 為有效規劃維生基礎設施之脆弱度應該有系統地列出優先順序。 
 須注意基礎設施之間的相關性，其中某一設施發生問題可能造成

連鎖效應，造成其他設施故障或失去效能。 
 多用途的基礎設施會更符合成本效益與富有韌性。 
 碳減排目標也會對基礎設施有顯著的影響，應與氣候變遷效應同

時考慮。 

澳洲 

 各州和地區政府主要著重於適當的法規和市場架構已到位，合適
的資訊，並提供在其管轄範圍內的調適對策。 

 地方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擔任前線與重要的角色，他們能夠告
知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地方和區域的實地需求，針對當地變遷提出
因應方法與溝通。 

 緊急應變規劃，以確保供水供電交通服務等業務不中斷：即使沒
有氣候變化的因素，在澳洲自然災害帶來的經濟成本預計到2050
年將上升到每年23億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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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國家層級維生基礎設施調適計畫 

德國 

 提供知識、信息、支持、參與：維生基礎設施領域包括由聯邦政府建
立知識基礎，提供資訊與溝通，拓展德國的研究和資訊基礎設施建設，
支持對話，鼓勵參與和建立交流機制。 

 由德國聯邦政府設定的框架：維生基礎設施領域包括與聯邦政府提供
此領域的調適措施與方式：“設置法律或技術架構”、“標準化”和
“資助政策”。 

紐西蘭 
 建立並共享國家基礎設施數據標準 
 建立卓越區域中心以支持決策的制定 
 評估可行方案以支持長期、綜合的區域基礎設施的計劃 

美國  鼓勵清潔水和國家飲用水循環基金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考慮。 

日本 
 必要提升適應能力應對措施來以防止和減緩可能造成的影響，通過評

估中長程可能出現的影響風險，並通過控制影響來減少脆弱度並加強
應變能力。 

4.6 國家層級維生基礎設施調適策略 



35 

 

 

 

 

五、國內氣候變遷調適規劃-維生基礎設
施領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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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2013-2017)」 

 綜合「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之規劃，並考量實
務上相關維生設施間之重要性與關聯性，有關「維生基礎設施」之領域範圍應包
括： 

一. 能源供給系統:包含供油、供電及供
氣（瓦斯）等系統。 

二. 供水及水利系統:主要指「輸水」、
「儲水」、「河海水工」及「農田
水利」相關基礎設施。 

三. 交通系統:主要指陸運、海運、空運
等相關基礎設施。 

四. 通訊系統:主要指「無線通訊」及
「有線通訊」等相關基礎設施。 

 
圖1-1 維生基礎設施領域範圍 

5.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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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TaiCCAT調適步驟 

6. 監測與修正
調適路徑 

5. 規劃與執行
調適路徑 

4. 界定與評估
調適選項 

3.評估與分
析未來風險 

2. 評估與分
析現況風險 

1. 界定問題與設
定目標 

1.1 氣候變遷調
適工作團隊之組

成 

1.2 問題之界定 

1.3 跨領域關聯
分析 

1.4 目標之設
定 

2.1 歷史事件之
風險分析 

2.2 評估模擬模
式之驗證 

2.3 利用現況氣
象資料進行風險

模擬 

3.1 情境設定 

3.2 評估基期風
險 

3.3 評估未來風
險 

3.4 比較基期
與未來之風險

差異 

4.1 界定調適選
項 

4.2 評估調適選
項 

5.1 規劃調適路
徑 

5.2 完成調適行
動執行分工 

6.1 制定監測計
畫 

6.2 制定檢覈計
畫 

6.3制定調適路
徑修正計畫 

Data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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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關鍵議題 

I1 
極端事件暴雨造成維生基礎設施的功能受損以致
提高運作風險 

I2 
暴雨逕流與引發土砂崩塌災害，造成維生基礎設
施結構的衝擊破壞 

I3 
海平面上升，沿岸地區維生基礎設施受損風險提
高 

I4 
暴雨與乾旱造成水資源短缺與資源可利用變異性
加大 

I5 
建立中央與地區資訊平臺，共享各地區資料庫與
計畫經驗 

北部都會區氣候變遷調適整體規劃 

5.3 維生設施關鍵議題 

• 由未來氣候變遷趨勢與現今
維生設施存在的問題，決定
維生設施之關鍵議題。 

• 根據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2013-2017年)，未來氣候變
遷的主要影響因子。 

1. 氣溫特性改變 
2. 降雨特性改變  
3. 海平面上升 
4. 極端事件(颱風)發生強

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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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歷史災害回顧-納莉颱風 

 事件時間:2011年9月 

 災害衝擊:臺北市基隆河多處堤防缺口未補，造成颱風時爆滿的基隆河水在突破警戒水位後，

由堤防缺口灌入臺北市，使大臺北地區嚴重水患。並造成臺北捷運板南線、臺北車站等地下

鐵路遭水淹沒，以及忠孝東路淹水，使臺北交通陷入混亂。 

 風險來源: 

 災害:市中心地區淹水、抽水站機具淹沒當機、大眾交通系統中斷及毀損、停水及停電。 

 危害度:極端(降雨)事件。 

 脆弱度:水利設施負荷能力不足且未能定期維護，緊急備援不完全，抽水站操作管理不當。 

 政府應變措施: 

 緊急調派抽水機具進行搶救。 

 災後緊急進行搶修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緊急應變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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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歷史災害回顧-蘇迪勒颱風 
 事件時間:2015年8月 

 災害衝擊:北部地區南勢溪因上游山林自然崩塌導致溪流濁度高達3萬NTU，直潭淨水廠無法

處理，大臺北地區水質不佳並且停止供水；大量雨水造成水利設施-河堤及海堤的損壞；強風

導致路樹、招牌傾倒，交通道路受阻，部分地區供電管線毀損，無電可用。 

 風險來源: 

 災害:部分地區淹水、交通中斷、停水及停電。 

 危害度:極端(降雨)事件、強風事件。 

 脆弱度:水利設施負載能力不足，水源區上游水土保持未能落實，供水系統整合彈性管理

不足。 

 政府應變措施: 

 水利設施災後緊急進行搶修。 

 由交通部門排定主次要交通幹道優先順序，並針對第二級以上災害，明訂工務局各工程

處之救災權責及區域。 

 淨水場無法處理高濁度原水，停止取水、供水。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緊急應變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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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歷史災害回顧-杜鵑颱風 

 事件時間:2015年9月 

 災害衝擊:杜鵑颱風來襲全臺總計超過208萬戶停電；臺北市文山區、新北市汐止區、淡水區、

新店區等15鄉鎮市區被列入淹水一級警戒，部分供電、供水之維生管線受損失去功能，通訊

系統影響戶數約30000戶。 

 風險來源: 

 災害:部分地區淹水、河岸潰堤、交通中斷、停水及停電。 

 危害度:極端(降雨)事件、強風事件。 

 脆弱度:水利設施設計不良、負載能力不足，緊急備援計畫不完全。 

 政府應變措施: 

 易積水地區預駐抽水隊待命。 

 災後緊急進行搶修計畫(以電力及供水系統優先)。 

 直潭淨水場依 SOP 開始停止取水、供水。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緊急應變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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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災害現況風險 

圖、北部地區現況淹水災害風險圖 圖、北部地區現況坡地災害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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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未來天氣型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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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關鍵議題 調適策略 行動計畫 負責局處 

1. 

極端事件
暴雨造成
維生基礎
設施的功
能受損以
致提高運
作風險 

檢視、修訂既有或新建維生
基礎設施設計及淹水地區公
共設施之選址，並檢討提出
易淹水地區建築之設計相關
規範 

辦理抽水站興建、擴建及更新老舊機
組。 

臺北市水利處 

強化輸配電管線之防水設計與標準。 臺灣電力公司 

交通號誌控制器汰換。 桃園市交通局 

推動以海綿城市與綠色生態
設施理念強化原有水利設施
排洪能力 

增加城市綠地和水體面積，結合城市
濕地公園與水岸再造，增加保水能力。 

臺北市水利處 

3. 

海平面上
升，沿岸
地區維生
基礎設施
受損風險
提高 

沿海維生基礎設施災害防治
及風險管理系統 

沿海低窪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或
低風險、低敏感替選區。 

基隆市工務處 

低漥地區優先抬升之指認評估及強化
雨水滲透設施建置。 

基隆市工務處 

5.9 調適計畫 

北部都會區氣候變遷調適整體規劃 

維生領域共5大關鍵議題，僅將部份行動方案部分
列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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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關鍵議題 調適策略 行動計畫 負責局處 

3. 

海平面上
升，沿岸
地區維生
基礎設施
受損風險
提高 

沿海能源發電系統排水設施
能力評估與強化 

檢討降溫冷卻水排水設施之規範標準
與強化其排水容量。 

臺灣電力 

建立平時沿海維生基礎設施維護管理
研擬災後復原機制。 

基隆市工務
處、水利局 

4. 

暴雨與乾
旱造成水
資源短缺
與資源可
利用變異
性加大 

加強水源區保護、集水區管
理與強化監督供水設施維護
管理體系 

建立水源保護、淨水場及配水管網效
能綜合評估制度。 

臺灣自來水、
北水處 

加強集水區山坡地水土保持工程審查
及監督管理。 

臺北市大地
處 

水、能源鏈結強化強化能源
與通信設備 

推動利益關係者共同參與緊急應變配
水策略。 

地方政府、
產業界 

維生領域共5大關鍵議題，僅將部份行動方案部分
列出如下： 

5.9 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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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關鍵議題 主調適策略 行動計畫 負責局處 

5. 

建立中央
與地區資
訊平臺，
共享各地
區資料庫
與計畫經
驗 

建立地方政府之間風險管理
及資訊共享的溝通管道 

建立資訊共用平臺管道並增加公眾參
與。 中央、地方

政府單位 
 增加機動觀測、遠端遙控與自動監測

系統與指揮平臺。 

強化與維生設施利益關係人
的橫向聯繫 

建立與利益相關者的互相支援服務協
定機制。 

中央、地方
政府單位、
產業界 推動利益關係者共同參與緊急應變搶

救行動策略。 

積極研發新技術，並投資人
力與經費於國內外相關技術
之交流與移轉 

建立政府、學術、研究及產業界合作
平臺，整合新技術之研發、國內外相
關技術交流與移轉。 

中央局處 

維生領域共5大關鍵議題，僅將部份行動方案部分
列出如下： 

5.9 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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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淨水廠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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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氣候變遷所影響之層面相當廣泛，就天然災害架構於水環境影

響層面中，水資源影響層面下，如圖所示。 
 就我國上位計劃談起，再蒐集各國的案例議題，最後可以就相

關議題提出相關策略。 

 

「天然災害」相關議題於氣候變遷整體架構下之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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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 
發生天然災害緊急情況下提供飲用水的4個步驟，如下： 
1. 應急水源 
 本地水源：將地下水與現有的配水系統做連結，可作為本地的

備用水源。 
 周邊供水設施供給的水源：建立供水設施與相鄰的供水設施互

聯，在緊急情況下以分享水資源，互聯可通過管道實現。 
 批量運水：側重運輸處理過的水，但未經處理的水也可運輸。

處理過的水可以來自現有的處理水儲存系統、水處理廠。 
 預包裝水：包括本地存儲的瓶裝水，或外地運輸到受影響地區

的瓶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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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 
發生天然災害緊急情況下提供飲用水的4個步驟，如下： 
2. 應急水處理 
 集中式或衛星式水處理方法：若為大規模水處理，其方法

包括低壓薄膜過濾和高壓薄膜過濾（如逆滲透），例如
美國國防部及一些州立民警衛隊使用的水淨化系統。現
場製造飲用水的水處理設備也可以安裝在車廂中，典型
的處理技術包括複合薄膜系統。 

 使用點水處理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家庭使用點飲用水處
理方法可滿足應急所需。家庭使用點飲用水處理方法包
括：次氯酸處理、碘片處理、及個人手持式過濾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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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蒐研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 
發生天然災害緊急情況下提供飲用水的4個步驟，如下： 
3. 備用水的存儲 
 飲用水的儲存位於配水管網之前或散裝水處理單元之後。

包裝水在分發點之前需要有倉庫存儲。在某些情況下，
可以將處理水水庫中的水注入油輪、卡車或現場封裝，
以滿足需求。 

 

應急時刻飲用水可能存儲方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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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 
發生天然災害緊急情況下提供飲用水的4個步驟，如下： 
4. 應急配水 
應急配水方案包括下列兩種： 
 在線配水方案：此方案需要使用全部或部分現有配水系統。

這取決於現有配水系統在災區的配置，以及使用替代管道
進行配水的可能性，使用閥門來控制隔離受影響地區供水
及更改配水管道的可能性。 

 離線配水方案：此方案用於配水系統受到嚴重損壞，無法
投入使用。需要從受災地區外運送水至災區進行再分配。
此方案需要水運輸和水配送站點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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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案例一） 
2010年4月4日，加利福尼亞州-卡萊克西科城 (Calexico) 發生
芮氏規模7.2的地震。該地38,000人的飲用水設施受損。 

 
 

受地震破壞的Calexico 城自來水儲存池 受地震破壞的Calexico 城自來水沉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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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案例一） 
 因應對策：市政府採取的應急行動包括： 
1. 限制居民用水量（必要時才使用飲用水），和安裝

臨時自來水處理設施。 
2. 加州公共衛生署加速批准臨時處理單元，因此製造

商能夠在一周內調動車箱型自來水處理設施。 
3. 頗爾公司 (Pall Corporation) 和卡萊克西科城市達成

協議，以4座頗爾Aria™移動水處理系統提供總計每
天四百萬加侖的飲用水。 

4. 此類安置於拖車或集裝箱的頗爾Aria系統可以用於
緊急飲用水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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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案例二） 
 

 
案例：2006年5月和2007年4月，貝裡克水務部（BWD）遭受連續兩次大

雨影響。BWD設施及道路通行被洪水切斷。BWD擔心，公司在未來
可能會遭受到更加強烈的洪水影響。 

因應對策：因此，在BWD的要求下，公用事業部門和EPA的工程師進
行了試點項目計劃，以評估洪水風險，並確定可以改善設備來抵禦洪
水的措施。EPA和BWD人員進行以下四個步驟以增強設施應對水災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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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案例二） 
 

 
美國EPA在2014年對飲用水淨水廠在洪水事件中的調適與減緩方案中做了
以下的確認表格，讓各淨水廠與設施在洪水事件前，可以檢視淨水廠的
各部結構與減緩方案。 

淨水廠對於洪水事件的調適與減緩方案 Cost 
1. 防止結構進水 

安裝物理屏障，以保護整個設施免受洪水災害（例如，防洪牆，防洪堤），
或者能夠部署達到所需的臨時保護系統 

$$-$$$ 

淨水廠的邊界安裝綠色基礎設施減緩或分洪洪水和風暴 $$-$$$ 
安裝防洪抽水系統和/或管道/暗渠系統，收集和分流洪水遠離處理設施 $$ 

2. 在淨水廠受到洪災時保護關鍵部件 
利用升級或設備更新設計之間，在洪水之前有足夠的時間暫時移除並安全存
儲易損部件。 

$-$$$ 

安裝耐海水設備和儲罐（例如，化學品和燃料） $$ 
防水電氣部件（例如，泵馬達，監測設備）和電路 $$ 
提升、搬遷或加蓋個別物件，以防止洪水將其損壞；垂直建設水處理結構
（例如，盆，罐，過濾器），來因應水階段的防/密封結構，以防止洪水滲
入處理的程式。 

$$$ 

更新馬達設備（例如，泵）更換電動和電氣設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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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美國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案例二） 
 

 
淨水廠對於洪水事件的調適與減緩方案 Cost 

3. 洪水期間中維持飲用水輸送安全。 
監控進入處理廠的原水的質量，並準備根據需要調整水處理程式（例如，化
學加藥與停留時間），以因應污染物或濁度增加。 

$ 

購買便攜式，掌上型檢測設備作為備用，永久檢測設備在洪水期間可能無法
使用。 

$ 

開發模型來瞭解潛在水質量的變化與調整措施，必須達到飲用水標準，並可
預估潛在成本。 

$$ 

找尋夥伴關係或其他合作機會，共用資源或協助緊急公共供水服務與供水設
施。 

$-$$$ 

4. 在電網關閉時，保持淨水廠的運行 
安裝節能設備，以增加燃料供應備用發電機的壽命。 $$ 
更換機動設備。 $$ 

5.增加存儲容量以應對洪水時期的困境 
考慮以往的暴雨事件所涉及的損害，如果淨水廠淨水程式損壞或中斷時可以
提升水的存儲量來度過洪水期間 

$ 

安裝大容量化學品儲罐，以確保足夠緊急應變時供應量，直到恢復供應鏈。 $$ 
確保是否增加緊急用水的存儲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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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日本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震，在維生基礎設施中，供水

系統受災尤其嚴重，日本淨水廠對此地震災害與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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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先進國家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調適之案例 

日本因應天然災害的策略 
 

 
因應對策：在經歷了日本阪神大地震後，日本大阪市水道
局提出了地震的事前準備：大阪市水道地震防備改善計劃
（基本概念）：管道是輸送淨水場生產的水是重要生命線。 

基本概念如下（大阪水道局）： 
•提高重點設施的抗震性能 
•建立配水系統中心網絡 
•改善不同的配水系統之間的相互兼容性 
•改善對電源故障對策 
•擴大應急物資儲備體系 
•在人造島建立穩定的供水路線 
•改進信息通信系統的可靠性 
•提高總部的抗震救災和恢復活動 大阪水道局取水塔加固防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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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並評估天然災害對淨
水廠處理效能之影響因子與關鍵議題 
影響因子與國內淨水場備援效能分析 
經歷1999年921大地震和2004年艾莉颱風造成桃園大停水，面臨複合性災
害，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2005年起推動「自來水備援備載計畫」，設下5
層供水保險： 
(1)節約用水，降低需求量； 
(2)改善設備，降低漏水率； 
(3)台北市11個供水區都設有雙供水系統； 
(4)提升淨水備載系統； 
(5)建置災後供水機制，建置緊急維生儲水系統，提供大台北地區民眾災
後約1個月的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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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並評估天然災害對淨
水廠處理效能之影響因子與關鍵議題 
影響因子與國內淨水場備援效能分析 

發生時間 影響因子 因應對策方案 
民國88年9月
21日 

南投集集發生7.3級百年大地
震，造成中部地區公共給水
管線損害，台中市、南投縣
供水設備幾近完全癱瘓，造
成全面性停水。石岡壩、豐
原給水廠、輸配管線都受損
嚴重。 

提升管線耐震技術與耐震設計規範標準 
評估自來水維生系統脆弱度、降低震災風險 
配水系統分割小區模式化，方便掌握水質、水
壓和水量資訊 
培養平日災難危機意識，注意水系統安全性，
增強停電等事故備用設施與配水池容量 
提升緊急事故應變量能，定期演練，加強管理
領導能力 

民國90年7月
31日 

桃芝颱風引發花蓮土石流掩
埋鳳林淨水廠；原水濁度增
高 

以運水車、給水站臨時供應民生用水 
宣導用戶清洗水池水塔；颱風過後自來水加重
氯消毒劑，燒開水多煮沸幾分鐘 

民國90年9月
18日 

納莉颱風，造成石門大圳及
桃園大圳崩毀、桃園地區分
區供水；台北地區捷運車站
及地下停車場等遭洪水淹沒  

水公司提出「平鎮第二取水口計畫」將取水口
從石門大圳延伸到從石門水庫的上游後池堰取水 
北水處採購抽水機參與投入救災 
修補堤防缺口 

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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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並評估天然災害對淨
水廠處理效能之影響因子與關鍵議題 
影響因子與國內淨水場備援效能分析 

發生時間 影響因子 因應對策方案 
民國91年上半
年 

由於降雨集中於90年夏季、梅雨降
雨量短少，造成新竹科學園區水源
不足、台北市因限水造成管線負壓
大腸桿菌感染、桃竹苗18,000公頃
農田休耕 

產業建立停水應變計畫 
避免自來水管吸入化糞池污水 
加強水資源調配：「北水南調」計畫 
設立臨時供水站、醫療及緊急用水載水站、工業用
水站、消防取水站、水車送水服務 

民國98年8月8
日 

莫拉克風災3天2,700毫米的降雨量，
造成高屏溪溢流，淹沒高屏溪攔河
堰，抽水馬達遭淹沒進砂，原水濁
度超過10萬度，大高雄地區110萬噸
供水受影響；另外也造成台南、屏
東等縣市部分供水系統遭摧毀、曾
文水庫泥沙及漂流木淤積。 

通過「國土計畫法」，將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調適
列入國家目標，劃分4項國土功能分區：國土保育、
農業發展、城鄉發展及海洋資源 
檢討集水區土石崩落原因：曾文水庫越域引水工程
棄土、隧道爆破，造成高屏溪上游山區土石鬆動，沖
刷大量土方 
加強暴雨逕流管理，降低強降雨和豪大雨沖刷土石 
台水公司修頒「自來水設備特別災害暨防災整備特
別檢驗作業要點」 

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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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並評估天然災害對淨
水廠處理效能之影響因子與關鍵議題 
影響因子與國內淨水場備援效能分析 

發生時間 影響因子 因應對策方案 
民國104年春
季 

面臨67年以來最嚴重旱災  經濟部決議自2015年2月26日起分地區執行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限
水 

民國104年8
月9日 

颱風蘇迪勒讓水源濁度創
歷史新高，新店溪水濁度
一度飆至3萬9300度，遠高
於民國97年薔蜜颱風的1萬
2000度，也超過了一般淨
水設備處理能力(濁度6000
度) 。 

檢討上游人為開發、水土保持問題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建立「原水濁度達6千度，減量供水；超過1萬2
千度，停止供水」的SOP 
分析各項取水替代方案，包括：大漢溪水源支援新店溪水源、臺
北盆地地下水源、伏流水源及直潭二原延伸段工程等備援方案，其
中可行性較高者為翡翠水庫下游設置專管之直潭二原延伸段工程，
北水處於104年11月中將發包進行專管可行性評估作業，接著將進
行工程經費、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徵收等工作 

民國105年2
月6日 

2月6日凌晨發生規模6.4地
震，致台水公司南化淨水
廠下游2,000mm(永康及新
化區)送水幹管嚴重損壞。 

以1,750mm備援幹管支援供水，因管徑較小輸水量較少，雖經調
配供水，仍造成東區、南區及永康等局部地區初期約5萬戶停水。 
為減少停水戶數，緊急施設崑大路(永大路至中山高速公路
)1350mm臨時明管來挹注補充水量，因係由1200mm較小管徑銜接，
整體供水量仍不足，雖經全力調配供水，惟部分高地區及管線末端
水壓仍偏低。 

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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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並評估天然災害對淨
水廠處理效能之影響因子與關鍵議題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 
一、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備援效能提升計畫 

備援備載目標 備援備載效能提升內容 

(一)原水雙系統取水 

(二)淨水備載率提升至37% 

(三)清水幹線相互備援更完善 

(四)各供水分區可相互備援 

(一) 提高備援能力 
1.興建直潭第二原水路，與第一原水路相互備援。 
2.興建信義支線，強化供水調度靈活性。 
3.興建「安華加壓站」及「安華加壓站新店線」，建立中
和新店雙系統供水。 
4.興建「民生加壓站內湖線」，建立內湖南港雙系統供水。 
5.興建「大同關渡送水管線」，建立士林北投雙系統供水。 
6.興建「陽明山5段加壓系統」，與高地供水系統相互備援。 

(二)增加備載容量 
1.興建「直潭六座淨水設備」，提升淨水備載率至34%。 
2.直潭、長興淨水設備更新，提升淨水備載率至37%(含支
援板新之計畫)。 



65 

6.2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並評估天然災害對淨
水廠處理效能之影響因子與關鍵議題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備援效能提升計畫 

備援備載目標 備援備載效能提升內容 
(一)多元化水源開發 
(二)降低漏水率 
(三)充實備援備載能量 
(四)強化緊急應變能力 

•集集淨水場二期擴建工程計畫 
充分供給南投西南地區居民之用水，並與柑子林取水口下
游自來水計畫聯合運用互相調配支援及增加出水能力
45,000立方公尺。 
•鳳山淨水場淨水設施改善及營運案 
建立水廠(所)自我營運效能評估制度(OPEE)及營運智識支
援系統 
OPEE制度的建立與落實，對淨水場設計、操作、管理及
維護進行整體性的評估與提出改善建議方案，以有效提升
淨水單元處理功效與淨水場整體績效。 
•新竹寶山淨水場第三期擴建及下游送水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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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國內淨水廠備援效能分析，並評估天然災害對淨
水廠處理效能之影響因子與關鍵議題 
關鍵議題 

議題一：颱風造成淨水場單元操作效能不彰以致提髙運作風險 

議題二：暴雨逕流與暴雨引發土砂崩塌災害，造成淨水場處理原水濁度增加 

議題三：暴雨與乾旱造成水資源短缺與水量可利用變異性加大 

議題四：地震頻繁、地質脆弱導致淨水場操作單元設施損傷 

議題五：建立中央與地區資訊平臺，共享各地區資料庫與計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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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研擬淨水廠因應天然災害之調適策略，建立短/中/
長期之調適行動方案 
淨水廠因應天然災害之調適策略 

一、檢討修訂既有法令規範，設置多重屏障措施 

二、落實淨水場例行維護，建立淨水場績效評鑑制度 

三、提升淨水場人力素質及技術，加強緊急應變與復建計畫訓練 

四、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機制，發展水量水質監測預警系統 

五、建立政府與相關利益團體的協調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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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研擬淨水廠因應天然災害之調適策略，建立短/
中/長期之調適行動方案 
淨水廠因應天然災害之調適策略 

調適策略 行動方案 
一、檢討修訂既有

法令規範，設
置多重屏障措
施 

研擬健康水源相關法規並完善現有緊急應變措施以因應天然
災害 
檢討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以因應天然災害 
研訂供水系統開發與復健原則，並完善現有法規標準與設施
技術規範 

二、加強水源保護
與集水區管理
維持供水質量
之穩定性 

研擬缺水時之彈性調度及備用水源規劃 
評估伏流水與回收水開發計畫之可行性 
水庫設施更新改善及加速淤積處理 

三、提升淨水場人
力素質及技術
加強緊急應變
與復建計畫訓
練 

推動淨水場員工提升專業能力之獎勵制度 
制定防災教育訓練與應變演練計畫 
建置完整水質自動監測系統與資料庫 
建置淨水場單元程序及配管系統之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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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研擬淨水廠因應天然災害之調適策略，建立短/
中/長期之調適行動方案 
淨水廠因應天然災害之調適策略 

調適策略 行動方案 
四、建立設施安全

性風險評估機
制，發展水量
水質監測預警
系統 

執行現有供水基礎建設與相關設施的脆弱度分析 
建立待補強或待更新之設施清單，並列出優先順序 
加速配管巡檢測漏與汰舊換新作業工作 
建置水質突變的監控預警與緊急應變作業系統 

五、建立政府與相
關利益團體的
溝通協調合作
機制，強化監
督管理體系 

建置水公司、淨水場、中央地方政府單位與民間組織的資訊
技術交流平台 
建立相關單位之〝夥伴關係〞機制，並推動利益關係者共同
參與緊急應變搶救行動策略 
中央、地方政府單位、產業界建立與利益相關者的互相支援
服務協定機制 
民眾及志工防災作業建置及策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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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防災應變計畫 
 依照美國的經驗中，發生天然災害緊急情況下提供飲用

水的4個步驟，如下：(1) 應急水源；(2) 緊急水處理；(3) 
備用水的存儲；(4) 應急配水 

 本節以台北自來水事業處與台灣自來水公司之防災應變
計畫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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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防災應變計畫 

一、台北自來水事業處防災應變計畫 
考量災後提供民眾維持生存所需最基本飲用水，北水處目前

規劃建置之維生取水設施分為3種形式， 
 第1種型式係在配水池旁建置緊急維生取水站，利用抽水

機抽取配水池之清水儲放， 
 第2種型式係利用送水管之排氣閥，設置取水設備抽取積

蓄管內之清水。 
 第3種型式為於臺北市防災公園內，建置地下式管狀或鋼

筋混凝土維生貯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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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防災應變計畫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防災應變計畫 
 當自來水系統災害發生時，第一要務為維持系統之供水，

將民眾之不便降到最低，因此供水應變能力、緊急搶修能
力對台灣自來水公司而言十分重視。 

 台灣自來水公司設有北、中、南三個物料中心倉庫，儲存
各重要供水區緊急搶修所需之機具、器材，經常盤點保養
俾保持物料之最佳性能，並可機動靈活調配撥供，對重要
淨水場，備有柴油發電機以因應電力缺乏時可自行發電，
並建立全省供水區域之柴油發電機及無線電通訊網路整備。 

 台灣自來水公司各區管理處並購置送水車與臨時儲水桶，
作為災害應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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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防災應變計畫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防災應變計畫 

台水公司緊急供水對策分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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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防災應變計畫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防災應變計畫 

台水公司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措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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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防災應變計畫 

台灣自來水公司緊急應
變處理作業流程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防災
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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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淨水場之防災績效評估體系 
 淨水場之防災績效評估體系建立績效評估指標，確實做

到維護管理與回報設施現有功能狀態；執行時間必須符
合定期維護與檢測之週期，避免設施損壞或失去既有功
能時面臨緊急事件，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我國政府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機制應包含：建立各部會
間氣候衝擊調適整合之行政管理機制、整合天然災害衝
擊相關之資料庫、建立天然災害風險評估機制、各部會
調適工作人員之宣導溝通與教育與調適行動方案之推動、
調適機制之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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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淨水場之防災績效評估體系 

調適策略 行動方案 評估指標 
一 檢討修訂既有法

令規範，設置多
重屏障措施 

 研擬健康水源相關法規並完善現有緊急應
變措施以因應天然災害 

 檢討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以因應天然災害 

 研訂供水系統開發與復健原則，並完善現
有法規標準與設施技術規範 

 防災調適法規 
 緊急應變措施 
 設施維護管理 

二 加強水源保護與
集水區管理，維
持供水質量之穩
定性 

 研擬缺水時之彈性調度及備用水源規劃 
 評估伏流水與回收水開發計畫之可行性 
 水庫設施更新改善及加速淤積處理 

 水源水質潔淨 
 生態環境保育 
 綜合水源管理 

三 提升淨水場人力
素質及技術，加
強緊急應變與復
建計畫訓練 

 推動淨水場員工提升專業能力之獎勵制度 
 制定防災教育訓練與應變演練計畫 
 建置完整水質自動監測系統與資料庫 

 建置淨水場單元程序及配管系統之緊急應
變作業程序 

 操作管理成效 
 維護管理成效 
 水質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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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建構綠色淨水廠之防災規劃、監測預警與績效評
估體系 
淨水場之防災績效評估體系 

調適策略 行動方案 評估指標 
四 建立設施安全

性風險評估機
制，發展水量
水質監測預警
系統 

 執行現有供水基礎建設與相關設施的脆弱度分析 
 建立待補強或待更新之設施清單，並列出優先順序 
 加速配管巡檢測漏與汰舊換新作業工作 
 建置水質突變的監控預警與緊急應變作業系統 

 風險評估管理 
 管網監測操作 
 監測預警系統 

五 建立政府與相
關利益團體的
溝通協調合作
機制，強化監
督管理體系 

 建置水公司、淨水場、中央地方政府單位與民間組
織的資訊技術交流平台 

 建立相關單位之〝夥伴關係〞機制，並推動利益關
係者共同參與緊急應變搶救行動策略 

 中央、地方政府單位、產業界建立與利益相關者的
互相支援服務協定機制 

 民眾及志工防災作業建置及策進計畫 

 資訊平台建置 
 防災調適策略 
 綜合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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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的危害因子與因應對策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淨水場 
台北自來水事業處淨水廠 (直潭淨水廠) 

直潭淨水廠的脆弱點在兩次颱風中凸顯出來。蘇迪勒颱風及杜鵑颱風造
成南勢溪濁度超過12,000 NTU，且南勢溪原水濁度高峰及時間，均較以
往狀況大幅提高，考量未來發生暴雨及颱風時發生之高濁度狀況，仍將
造成大臺北地區供水之危機，另翡翠水庫原水濁度低，如能於暴雨期間
只取北勢溪原水且避開南勢溪高濁度原水，則可降低淨水廠處理原水之
負荷，故政府重新檢討直潭二原延伸段專管取水工程計畫，以避免南勢
溪原水水量與水質不確定之因素，增加大臺北地區供水穩定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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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廠脆弱點分析(板新給水系統) 

風險點 危害因子 因應對策 

水源(水庫、
河川取水

口) 

 溫室效應造成氣候變遷、全

球暖化，導致暴風雨頻率驟

增，造成三峽河上游多處土

石崩塌； 

 石門水庫污泥淤積更趨嚴重，

致使本廠水源水質高濁度不

斷提升，增加淨水處理負荷。 

 復育上游集水區山林，加強水土保持。 

 增設三峽河水源水質預警系統（上游雨量站

水情即時監測系統），由歷史資料雨量多寡

預估原水高濁度變化，即時因應處理。 

 興建石門水庫中庄調整池，以取代颱風季節

石門水庫排淤所造成鳶山堰高濁度原水，降

低淨水處理負荷。 

 儘速完成板新地區供水改善二期工程計畫，

以因應工商業發展用水需求，達成共飲翡翠

水庫水之目標。 

6.5 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的危害因子與因應對策 
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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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廠脆弱點分析(彰化給水系統) 

風險點 危害因子 因應對策 

水源 

溫室效應造成氣候變遷、全球暖化，導
致暴風雨頻率驟增，造成大甲溪、大安
溪上游多處土石崩塌，鯉魚潭及石岡壩
水庫污泥淤積更趨嚴重，致使本廠水源
水質高濁度不斷提升，增加淨水處理負
荷。 

復育上游集水區山林，加強水土保持。 
增設大甲溪、大安溪水源水質預警系
統（上游雨量站水情即時監測系統），
由歷史資料雨量多寡預估原水高濁度變
化，即時因應處理。 
興建原水調整池，以降低颱風季節高
濁度原水，降低淨水處理負荷。 

淨水廠 

本廠因四區原水高濁度發生機率提升，
在供水壓力下超過淨水廠處理負荷，嚴
重影響四區支援本廠水量，本廠現有深
井水量不足，如四區減少支援水量，即
造成供水量不足。 

訂定處理因四區減少支援水量SOP，
加強現有深井之維護，並增闢開發新水
源。 

6.5 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的危害因子與因應對策 
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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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廠脆弱點分析(雲林給水系統) 

風險點 危害因子 因應對策 

水源 

氣候變遷導致暴雨頻率增加、集
集堰上游排砂水質長期高濁度，
增加淨水廠處理負荷，清水溪水
源上游蓄牧業造成水質不佳。 
夏季午後雷陣雨及颱風期間台電
公司無預警停電，林內場取水口
無設置發電機組，影響進流閘門
啟閉功能。 

105年起配合中水局聯合調度湖山水庫及集集攔河堰供應原
水解決原水濁度高的問題。 
興建湖山水庫下游前處理設備將原水初步沉澱，降低原水濁
度。 
於高濁期間增加本廠觸口場寬口井出水水量降低林內場原水
濁度。 
降低林內場出水量，由各場所增加深井出水補足供水缺口。 
調度嘉義廠出水量，支援雲林縣斗南、土庫、元長、北港、
四湖、口湖等鄉鎮用水。 
增加清洗原水調節池設備次數，防止原水淤泥淤積。 
增設柴油發電機組(含防溢堤) 

淨水廠 

因極端氣候，濁水溪汛期高濁度
發生頻率增加；在供水壓力下，
淨水廠處理設備不勘負荷、經常
故障，影響出水能力且需經常清
洗及維修調整淨水設備。 

興建湖山淨水廠與林內場聯合供應彰、雲、嘉用水預計最多
可供應60萬噸民生用水，減少高濁度取用量。 
逐年汰換老舊淨水設備增加淨水設備效能。 
增加清洗設備次數，防止淨水設備因污泥淤積。 
訂定處理高濁處理標準作業程序，以利操作人員操作。 

6.5 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的危害因子與因應對策 
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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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廠脆弱點分析(高雄給水系統) 

風險點 危害因子 因應對策 

水源 

高屏溪自從98年莫拉克颱風以
後，整條流域堆積大量積泥，
每遇颱風豪雨即使原水濁度驟
升，增加抽水機磨耗及下游淨
水廠處理負荷。 

復育高屏溪上游集水區山林，加強水土保持。 
建請水利署增加每年高屏溪清淤數量 
加強由中央氣象局網站觀測高屏溪集水區雨量，早期研判降
雨量造成溪水濁度變化，以利調整供水處置。 
加強建置高屏溪伏流水取水系統，以取用穩定量及質優之水
源。 

淨水廠 

本廠高屏溪堰取水站輸水幹管
以3,200 mm (PCCP)專管，分
二路輸送坪頂淨水廠及下游澄
清湖、拷潭及鳳山淨水廠。 

本廠原水輸水管3,200 mm及2,200 mm PCCP管於87年施設，
使用年限50年，尚未達到一半，除因100年1月27日台電瞬停電
水錘造成破管外，未有其它重大事故，且輸水壓力最高點約
5.5 kg/cm2，非屬高管壓操作使用之管線。 
可考慮將竹寮取水站送坪頂淨水廠之900 mm管線擴大重埋，
做為緊急爆管之備援管線。 
大泉營區15萬噸淨水廠增建(水源為高屏溪汱流水)，降低高
屏溪表面水取水量。 

6.5 淨水場因應天然災害的危害因子與因應對策 
台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 



84 

 

 

 

 

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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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氣候變遷增加強風與雨量負荷，政府應提升維生基礎設施承載抗災與復原能
力，以維持其營運之安全性與永續性。如何在眾多計畫中挑選優先執行或重
點計畫為本組首要目的；為有效實踐「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茲將建議
政府宜修先考量執行下列計畫: 

 檢討修訂既有相關法令規範，擬定維生基礎設施開發與復建原則 

1. 檢視修訂維生基礎設施設計，檢討易淹水地區建築選址與設計規範； 
2. 提升坡地水土保持能力，敏感區域分級規劃； 
3. 巡勘土砂災害警戒值，劃設災害危險區域與推動自然復育措施； 

 協調整合各管理機關與產學研資源，研發基礎設施之氣候變遷調適新技術 

1. 建立地方政府之間風險管理及資訊共享的雙向溝通管道； 
2. 強化與維生設施利益關係人的橫向聯繫； 
3. 積極研發新技術，投資人力與經費於國內外相關技術之交流與移轉。 
4. 災害敏感區位進行實地調查，建立完整資料庫內容與跨領域間之資訊交流平臺；

同時以持續性監測方式收集資料，以達防災預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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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管理資料庫，強化設施維修養護與監測作業 

1. 更新既有維生設施之抗災功能與防災行動、損壞備援及災後復原計畫； 

2. 推動以海綿城市與綠色生態設施理念強化原有水利設施排洪能力； 

3. 持續監測維生基礎設施於不同氣候條件之抗災能力，建立網絡型邊坡維生基礎
設施監測系統。 

4. 維生設施維護管理計畫執行成果應建立績效評估指標，確實做到維護管理與回
報設施功能狀態； 

5. 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 

 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機制，進行生命損失衝擊分析模擬 

1. 建置公路、鐵路、橋樑等交通設施災害防治及風險管理系統； 

2. 沿海能源發電系統風險評估、預警系統； 

3. 沿海維生基礎設施災害防治及風險管理系統； 

4. 沿海能源發電系統排水設施能力評估與強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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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維生基礎設施營運水平，提升維護管理人力素質及技術 

1. 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維護管理人力之素質及技術提升，加強水源區保護、集水區
管理與強化監督供水設施維護管理體系； 

2. 提昇供水設施維護管理，減少供水異常； 

3. 研析水與源鏈結議題，並強化能源與通信設備； 

4. 民眾之教育宣導與防災應變演習，建立緊急應變手冊。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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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本基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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