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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

• 自然環境對水資源影響
– 地狹人稠

• 年平均雨量2,510 mm，為世界平均值2.6倍，但因地狹人稠，每人每年所

分配雨量僅及世界平均值七分之一。

– 降雨時空分布不均，坡陡流急，水資源蓄存與利用不易
• 5月至10月河川總逕流量497億立方公尺，佔全年之77%

• 南部地區豐水期之降雨量更達其全年平均降雨量之90%

• 標高1,000 m以上山坡地佔台灣本島總面積31.5%，東西最寬處僅150

km，攔蓄利用之逕流量有限，其餘均奔流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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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公尺以上
31.5%

100~1,0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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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資源利用現況
– 河川引水、水庫調節與地下水所

佔比例約46%、23%與31%

– 地面水每年約供給120~130億立

方公尺，僅佔年總逕流量18%

– 地下水供應量相對穩定

• 水資源利用遭遇問題

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

8,199 9,273 8,468 8,584 7,813 6,726 8,391 8,725

4,793
3,986

3,747 3,659 4,611
5,165

4,347 3,424

5,485 5,435

5,380 5,541 5,526
5,513

5,831
5,829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百萬立方
公尺百萬立方公尺百萬立方公尺百萬立方公尺)

地下水 水庫調節 河川引水 農業用水 生活用水 工業用水

台灣本島水資源利用概況

人口與經濟
成長提高供
水壓力

供水系統抗
旱能力不足

水質污染降
低水資源利
用量 地下水開發

與管理問題



• 水資源利用遭遇問題
– 供水系統抗旱能力不足

• 新建水利設施不易

• 水庫堰壩淤砂，有效庫容損失10%~20%，

部分更超過30%

– 蓄水量減少，增加水庫運用比，枯水期

缺水風險上升，以石門水庫為例：

– 淤積使表層原水濁度增加，提高颱洪期缺水風險

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農業用水農業用水農業用水農業用水 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 工業用水工業用水工業用水工業用水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 運用比運用比運用比運用比

98 38,593.1 39,169.0 1,006.2 78,768.3 20,908.0 3.77

110 38,593.1 48,180.00a 86,773.1 18,364.0b 4.73 備註： a.以每日132萬噸估算
b. 110年有效庫容 = 98年底有效庫容 –年平均淤積量(212萬m3) × 12年 單位：萬立方公尺

莫拉克颱風南化水庫原水

濁度7萬NTU以上，影響

台南縣市約37萬戶用水
莫拉克高屏攔河堰抽水設備

遭洪水泥砂及漂流木淹沒，

影響高雄縣市約30萬戶用水

艾利颱風石門水庫原

水濁度8~12萬NTU以

上，大桃園停水18天

**：更新改善增加1,200萬m3庫容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完工年完工年完工年完工年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 現存現存現存現存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 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有效庫容減少量減少量減少量減少量 淤積比淤積比淤積比淤積比
(%)翡翠 76 34,409 33,550 859 2.5 石門 52 25,188 20,908 4,280 16.99 霧社 47 14,600 5,440 9,160 62.7 白河 54 1,940 970 970 50.0 曾文 62 63,120 49,058 14,062 22.3 南化 82 14,946 9,681 5,265 35.2烏山頭 19 10,377 8,085 2,292 22.09 阿公店 42 2,045 1,769** 276 13.50 牡丹 84 3,055 2,793 262 8.6 

單位：萬m3單位：萬m3



• 水資源利用遭遇問題
– 人口與經濟成長提高供水壓力

• 台灣地區總人口數由民國50年之1,121萬增加至民國98年之2,312萬。

• 未來人口成長率雖不致再大幅攀高，惟生活品質提昇將增加用水需求。

• 用水型態移轉，對缺水忍受度下降，增加供水壓力。

– 水質污染降低水資源利用量
• 依98年資料，河川水質輕度污染8.1%，中度污染18.9%，

嚴重污染5.9%，致部分河川水資源無法有效利用。

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

圖片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 水資源利用遭遇問題
– 地下水開發與管理問題

• 涉及國土規劃、產業結構與水資源規劃等三面向

• 年補注量約40億噸，遠低於年利用量55~58億噸，面臨地下水枯竭可能

• 西南沿海局部區域超抽情形更為嚴重

– 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年抽取量約9億噸，惟依據

經濟部水利署(2003)，合理利用量僅為每年1.35億噸

• 地下水超抽帶來地層下陷危害，導致地下水儲水空間減少、

海水入侵、與局部洪患問題

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台灣水資源現況

台灣地層下陷概況台灣地層下陷概況台灣地層下陷概況台灣地層下陷概況
(累積最大下陷量累積最大下陷量累積最大下陷量累積最大下陷量 m)

(年下陷速率年下陷速率年下陷速率年下陷速率 cm/yr)

圖片與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7)

重現期重現期重現期重現期 10年年年年 25年年年年現況 91,619 149,958

10年後 162,168 263,404

20年後 173,288 281,843

雲林北部10年後各重現期淹水範圍與災損金額(萬元)雲林北部10年後各重現期淹水範圍與災損金額(萬元)



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

• 水文特性變化
– 未來台灣降雨量、逕流量及蒸發散量有

增加趨勢，地下水入滲量呈漸減趨勢，

河川豐枯差異更加明顯

– 惟部分研究顯示降雨量增加減少趨勢隨區域有所不同

– 不降雨日數與最大連續不降雨日數

增加

大漢溪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季節性流量增減趨勢大漢溪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季節性流量增減趨勢大漢溪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季節性流量增減趨勢大漢溪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季節性流量增減趨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童慶斌童慶斌童慶斌童慶斌，，，，2005)

冬 春
夏 秋

依百年監測資料推估台灣地區整體依百年監測資料推估台灣地區整體依百年監測資料推估台灣地區整體依百年監測資料推估台灣地區整體降降降降雨趨勢改變雨趨勢改變雨趨勢改變雨趨勢改變量量量量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游保杉游保杉游保杉游保杉，，，，2007)



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氣候變遷對台灣水資源之衝擊

• 供水系統
– 豐枯差異增加，水庫供水及減洪

能力皆受影響

– 南部豐枯差異更明顯，未來缺水風險提高

• 蓄水設施功能受損
– 水利設施遭大洪水侵襲風險提高，增加破壞與水庫淤積風險

• 艾利颱風石門水庫新增淤積2,700萬立方公尺，超過設計有效庫容1/10

• 韋帕颱風巴陵壩毀損

• 莫拉克颱風曾文水庫新增淤積1億立方公尺，達設計有效庫容1/6

• 農業灌溉型態
– 氣候變遷後枯水期流量可能減少，影響一期作生長初期(枯水

期)需水量

• 河川汙染
– 枯水期流量減少，河川自淨能力降低

– 豐水期暴雨使懸浮微粒及濁度增加，惡化供水系統

氣候變遷下石門水庫枯水期蓄水量預測氣候變遷下石門水庫枯水期蓄水量預測氣候變遷下石門水庫枯水期蓄水量預測氣候變遷下石門水庫枯水期蓄水量預測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童慶斌童慶斌童慶斌童慶斌，，，，2009)

下限水位下限水位下限水位下限水位

嚴重下限水位嚴重下限水位嚴重下限水位嚴重下限水位

模擬水位模擬水位模擬水位模擬水位



水資源調適政策架構水資源調適政策架構水資源調適政策架構水資源調適政策架構

•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架構(APF)之濫觴
– 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架構公約 (UNFCCC)下推動，主為開發中國

家設計

• 水資源調適政策與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架構之關係
– 歐洲國家推動APF之經驗

• 2009歐盟白皮書、2008德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報告、2008丹麥氣候變遷

調適策略報告皆以歐盟水架構法(WFD)與洪水法(EU Flood Directive)為依

歸

– 具體作為仍應以現有水資源法制與政策為藍本



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

• 台灣屬已開發國家，非APF所欲協助對象。

• 2006年提出「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

• 參酌WFD，歐盟洪水法與2008年OECD以經濟觀點提出之氣候變

遷調適報告，經建會提出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草案)



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台灣水資源調適政策目前發展

• 水資源調適政策(草案)之衡量指標

調適政策調適政策調適政策調適政策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水資源永續經營與利用為最高指導原則
1.完成水資源供需平衡策略規劃

2.主要流域水資源供需平衡達成百分比

重視水環境保護工作，以維護水資源永續經營與利用 完成主要流域之水環境保護計畫

由供給面檢討水資源管理政策以促進水資源利用效能 推動維持既有供水能力之工作計畫

由需求面檢討水資源管理政策以促進水資源使用效益 配合產業發展，訂定各標的合理用水量

以聯合國推動之水足跡(water footprint)概念促進永續

水資源經營與利用
水足跡標章及法制化之推動

建立風險管理與回饋改善回報機制 建立風險管理與回饋改善機制之流域管理計畫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 氣候變遷仍屬未定論

• 台灣現況水資源問題
– 災害加劇

– 既有設施老舊

– 新建設施困難

– 供應減少

– 需求增加

• 因應方向
– 既有設施活化，永續經營

– 環境保育，提升回復力

– 產業調適，用水結構合理化

– 深耕教育，全民節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