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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說明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年)」原係水災災害業務主管機關-經濟
部於莫拉克風災後檢討相關防災作為所研擬之防災計畫並以「零傷亡、少災損」
為防災最終目標，計畫內容不同於過去多以工程性措施作為防災唯一方法而係
以非工程手段策進相關防災作為。
行政院 99 年 11 月 8 日以院臺經字第 0990059939 號函復經濟部執行之「水
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100~104 年)」
，原預計以 5 年期程達成五大目標，以策進
水災防救工作。其中第一項目標，
「建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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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關「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測設與興建(含用地取
得)」乙案，奉行政院函示由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辦理。
惟興建防災降雨雷達站的工作，包括站址選勘、電波測試、土地取得、辦
理地方說明會取得民意支持、委託建築師進行站房規劃設計監造、委託臺灣銀
行辦理公開採購雷達儀、雷達站房建築工程施作、雷達儀技術協調、雷達儀頻
率申請、雷達儀廠驗、建置監控作業室及網連檢修機房、採購量測儀錶及辦理
人員操作訓練、建置遠地控制與通信系統，到最後的雷達儀安裝、測試、驗收
等等工作，其中又以土地取得及尋求民意支持最為費時，須逐一克服困難並加
以完成。經陳報第 1 次修正計畫，於 104 年 5 月 22 日奉行政院「院臺忠字第
1040022645 號」函核定整體計畫期程配合調整至 106 年年底，復因北部降雨雷
達站址位於新北市樹林區猐子寮山，因座落於 104 年 8 月 26 日新訂定「山崩地
滑地質敏感區（L0007 新北市）」之地質敏感區位內，經地質安全評估，需於原
基地內調整站房建置位置，以符合相關法規安全規範，致使原已於 104 年 8 月
11 日由交通部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
，及新北市政府審查通過之「加強山坡地
審查」及「站房工程設計」
，皆需重新規劃設計，重新審查。又為符合相關法規
規範，增加額外之水土保持工程施作項目，需再次調整區域降雨雷達網建置完
成期程至 108 年。
鑒於區域降雨雷達網建置之目的係為提升定量降雨預報的精準度及時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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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度，改善現有因降雨預報精確度不足，無法預先正確掌握各項水情變化的問
題，以達成「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修正計畫(100-106 年)」四大工作目標之首
要目標。因此，區域降雨雷達網功能是否得以發揮，牽動後續國家相關防災單
位是否提供民眾正確預警資訊並預先進行避災、離災行動降低人命傷亡或財產
損失的關鍵，爰於總經費不變原則下，配合調整整體計畫期程至 108 年止，僅
保留經費遞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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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執行績效報告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100-104 年)原預定以 5 年期程達成依五大工作項目
所擬定之全程績效指標，惟計畫年度核編經費不足，無法滿足各項工作經費需
求，經陳報第 1 次修正計畫，調整原計畫工作項目五項為四項、績效指標(原訂
完成 5 座測試流域建置調整為 2 座、法令增修部分納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辦理
及調升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至 300 處)及展延整體計畫期程至 106 年年底。第
一次修正計畫並於 104 年 5 月 22 日奉行政院「院臺忠字第 1040022645 號」函
核定辦理。原計畫自 100 年開始進行各項工作，透過本計畫及各相關工程與非
工程措施之推動，台灣地區颱洪災害死傷人數已明顯降低（死亡及失蹤人數如
98 年莫拉克風災 704 人、99 年梅姬颱風 41 人，明顯降為 100 年 0 人、101 年
17 人、102 年 9 人、103 年 2 人、104 年 17 人及 105 年 13 人），逐步邁向災害
零傷亡、少災損失之目標。四大工作項目截至 105 年止，全程績效指標達成情
形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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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目標：完成 3 座降雨雷達建置、完成水情災情監測網整合、完成
2 座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建置及 3 座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規劃並無償
提供流域監測資料予研究單位成果驗證
2. 迄 106 年 8 月目標達成情形
－北、中、南區區域降雨雷達
(1)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於 99 年 11 月 8 日奉行政院核定在案，並
明定區域降雨雷達建置案主辦機關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 北、中、南區三座降雨雷達截至目前為止，南區降雨雷達站業於
106 年 3 月竣工、同年 6 月進行雷達儀安裝，並預計於 9 月啟用；
中區雷達站係於 105 年 12 月動工並預計於 106 年 12 月竣工；北
區降雨雷達站目前辦理站房建築執照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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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區降雨雷達站站址位於新北市樹林區猐子寮山，該基地落於地
質敏感區位，經地質安全評估，需於原基地內調整站房建置位置，
以符合新增相關法規安全規範。因站房位置調整，原已核定之水
土保持計畫及站房工程設計，皆需重新規劃設計，重新審查。截
至 106 年 6 月完成站房基本設計、水土保持修正計畫審查及核定，
及既成巷道測量公告。已於 106 年 7 月 5 日提送建築執照申請並
協商安排進行加強山坡地審查，惟尚未取得建築執照，致後續站
房工程招標及站房工程施作無法順利進行。
－各地方政府水情災情監測網資訊整合
(1) 完成中央管河川水位站網（244 站）、災情監控即時影像監視站
網(約 222 站)及海堤溢淹監控即時影像監視站網(約 10 站)建置並
透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協助 19 縣市
完成 341 處水位站、127 處雨量站及 262 處 CCTV 站建置，完備
縣市管河川與區域排水水位站網及即時影像監視站網。
(2) 另藉由區域水情中心建置與地方政府共享水情資訊，使中央與地
方同步掌握即時水情及災害預警，及早做好防減災避洪準備。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建置
(1) 完成宜蘭河及典寶溪排水集水區 2 座防災測試流域監測基地建置，
並於試驗流域內建置系統化之監測架構、蒐集完整連續之監測資
料，提供各類水文水理模式進行參數率定驗證與實際案例之模擬
演算，俾確認各該數值模式之適用性與可靠度。
(2) 另完成羌園排水、曾文溪排水、林邊第一排水及將軍溪排水等 4
處測試基地建置之評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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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 全程目標：完成各河川局水情中心建置擴充維運、建立移動式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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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調度能力
2. 迄 105 年目標達成情形
－水情中心擴充與維運
(1) 103 年完成 10 個河川局水情中心(含 25 條中央管河川洪水預報系
統)建置，104 年起辦理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擴充及維運工作，建置
各相關應變系統以提昇防災能力，賡續辦理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擴
充與維運，健全水情中心功能並發揮防災應變所需。
(2) 極端降雨事件頻仍，各河川局均已訂定所轄水情中心作業要點，
於颱風豪雨期間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進駐水情中心，即時掌
握轄區內水情及災情資訊；經濟部水利署並透過各河川局水情中
心視訊會議系統，進行遠距多方聯合溝通會議，提昇經濟部水利
署決策判斷時效性，改善過往因距離無法及時提供防救災資源之
困境。
(3) 透過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河川局應變小組運作，成功於 100 年完
成 5 場颱風 21 場次豪雨及 1 場次海嘯應變作業、101 年完成 7 場
颱風 30 場次豪雨及 1 場次水災應變作業、102 年完成 6 場颱風
36 場次豪雨及 1 場次水災應變作業事宜及 103 年完成 3 場颱風
35 場次豪雨，104 年完成 6 場颱風 37 場次豪雨應變作業，105 年
完成 5 場颱風 85 場次豪雨應變作業，繼莫拉克風災後已有效降
低民眾受災引致之損失。
－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與資訊整合
(1) 經濟部水利署於每年汛期前完成抽水機整備工作，水利署控
有 336 部大型移動式抽水機，其中 271 部抽水機已預佈至各
縣市易淹水地區、65 部抽水機則置於各河川局，隨時機動待
命出勤支援，以因應低窪積淹水地區抽水救災需求。
(2) 經濟部水利署已完成所轄 10 個河川局及 7 縣市 GPS 即時監
控系統資訊整合，使移動式抽水機調度全國化，提昇面對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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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時之應變能力。
三、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
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全程目標：推動 20 縣市 30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2. 迄 105 年目標達成情形
(1) 截至 105 年止已於 20 縣市推動成立 384 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及
召募 1603 位全民防汛志工，落實民眾「離災優於防災、防災優
於救災」之防災觀念，透過社區及早進行防災準備工作及防汛志
工在多次災害中快速水情災情通報，使經濟部於面臨極端氣候挑
戰時防災應變能力達全面性。
(2) 另透過運用行動科技，開發行動水情 APP、上網登門號、市話廣
播、網路社群(FB)、LBS 簡訊廣播，使民眾可快速取得警戒資訊
並自主性避災，不僅大大減低災害發生，也提高防救災單位(如縣
市政府、鄉鎮區市公所、消防及水利單位、相關部會(行政院災防
辦公室、交通部、教育部、科技部、國防部、衛福部)、本署河川
局及水資源局)防救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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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目標：完成各部會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水情災情監測資訊整合
2. 迄 105 年目標達成情形
(1) 已建置「災害緊急應變系統」並持續每年更新維運，提供經濟部
水利署及所屬機關、地方政府、相關部會、自來水公司、台電公
司、農田水利會等防災應變單位使用，該系統整合氣象、水文、
水庫、災情等資訊，各單位於颱風豪雨期間可利用該系統進行應
變作業，輔助防災決策判斷。
(2) 另建置「防災資訊服務網」，民眾透過該網站即可獲得詳盡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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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氣象、淹水警戒、河川水位警戒、員山子分洪警戒、水庫洩
洪警戒及枯旱預警等資訊；另可線上觀看經濟部水利署於全臺各
地所設置的水情影像監視站所拍攝的即時畫面；網頁內容同時提
供各式防災資訊，如保全計畫、淹水潛勢圖及水災疏散撤離程序
等。此外，經濟部水利署發佈「行動水情 APP」，透過智慧型手
機應用程式提供行動化水情、河川水位、水庫洩洪及淹水警戒等
資訊，民眾可隨時隨地掌握即時防災資訊。
(3) 已建置「流域防災資訊整合系統」整合分散於各部會(中央氣象局、
水土保持局及公路總局)之防災資訊， 期能提供決策者應變決策
輔助資訊。

修正事項摘要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修正計畫 (100-106 年)主要係藉非工程手段完善相
關防救災作為，進而達到「災害零傷亡」之目標。計畫採目標導向規劃四大工
作項目全程及分年績效指標，相關指標並將於 106 年陸續達成，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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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中，北
區降雨雷達站興建因站址座落於 104 年 8 月 26 日新訂定「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L0007 新北市）」之地質敏感區位內，經地質安全評估，需於原基地內調整站
房建置位置，以符合相關法規安全規範，因此需重新規劃設計，重新審查「水
土保持修正計畫」並增加額外之水土保持工程施作項目及重新辦理「加強山坡
地審查」及「站房工程設計」
，爰需延長原工作期程至 108 年。整體計畫總經費
不變，僅保留經費遞延使用，為發揮計畫整體效益，爰配合辦理整體計畫期程
修正。
一、 經費
整體計畫經費 11 億 8,458 萬 7 仟元，因計畫內各項工作除北區降雨雷
達站無法順利於計畫期程內完成外，其餘各項工作將於 106 年完成，故整
體計畫經費不變，僅將區域降雨雷達網建構所需經費保留遞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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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程修正
區域降雨雷達網建置係本計畫四大工作目標之一，目的係為提升定量
降雨預報的精準度，改善現有因降雨預報精確度不足，無法預先正確掌握
各項水情變化的問題。因此，區域降雨雷達站功能是否得以發揮，成為後
續國家相關防災單位是否提供民眾正確預警資訊並預先進行避災、離災行
動降低人命傷亡或財產損失的關鍵；鑒於防災降雨雷達係國內首度興建、
雷達站土地取得程序費時、民眾因電磁波輻射影響健康疑慮進行抗爭及對
於山坡地建築的安全規範更為嚴謹等因素，導致雷達網建置期程須加以延
長至 108 年年底。
三、 績效指標
本計畫採目標導向規劃四大工作項目全程及分年績效指標，除北部降
雨雷達站因座落於 104 年 8 月 26 日新訂定「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L0007
新北市）」之地質敏感區位內，經地質安全評估，需於原基地內調整站房建
置位置，以符合相關法規安全規範，須調整分年績效指標外，其餘各大工
作項目之全程及分年績效指標，預估將於 106 年達標，惟完成 3 座降雨雷
達建置之全程績效目標不變。

修正計畫說明
一、環境變遷檢討
近十年來，科技迅速蓬勃發展，一方面提升了國家的競爭力與人民的生活
水準，另一方面在民意高漲下，也逐漸增加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興趣。
雖然防災降雨雷達的興建，可以提供國家災害防救作業體系極為重要之即
時監測資訊，亦為整體防救災不可或缺的一環。除民眾對於雷達電磁波輻射的
疑慮外，政府對於山坡地建築之安全規範亦更為嚴謹。
北部降雨雷達，因座落於 104 年 8 月 26 日新訂定「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
（L0007 新北市）」之地質敏感區位內，經地質安全評估，需於原基地內調整站
房建置位置，以符合相關法規安全規範，因此需重新規劃設計，重新審查「水
8

土保持修正計畫」並增加額外之水土保持工程施作項目及重新辦理「加強山坡
地審查」及「站房工程設計」，爰需延長原工作期程至 108 年。

二、需求重新評估
北、中、南 3 個都會區之防災降雨雷達的興建，是「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
畫修正計畫(100~106 年)」中，建置國家災害防救作業體系中極為重要之即時監
測系統的一環，也是國家整體防救災體系中無法分割，且非常重要的預警系統。
行政院於「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修正計畫(100~106 年)」核定由中央氣象
局負責辦理防災降雨雷達建置工作。鑒於區域降雨雷達網建置完成後，既有防
災系統中之雨量監測及預警功能可獲得長足之改善，並可協助中央與地方防災
單位爭取更多應變救援行動時間。為有效達成防救災目的，經濟部水利署與中
央氣象局多次拜會包括行政院國家災害防救中心、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以
及屏東縣政府等單位，了解各個水利與防救災單位的需求，彙整並審慎評估後，
再選勘並邀請相關單位會勘確認建置地點。同時依據水利與防救災單位的需求，
擬定雷達採購規格以及雷達操作策略，以期在防災降雨雷達建置完成後，能發
揮計畫整體最大效益。
因此，3 處防災降雨雷達建置地點，原係為配合國家整體防救災體系規劃下
之最佳建置地點，惟北部降雨雷達建置地點基於建築安全考量及為符合與時俱
進的法令規範，須重新辦理雷達站房規劃設計，故須展延工作期程才能繼續執
行。爰此，在不增加計畫核定之總經費的原則下，將原訂工作時程重新檢討並
再予以延長 2 年至 108 年。

三、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100~104 年)」係於 99 年 11 月 8 日奉行政院核定
並於 100 年開始實施，總經費為 20 億 9,700 萬元整，其中 3 億 4,250 萬元分年
(100~102 年)編列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三階段實施計畫，經第一次
修正計畫，總經費調整為 12 億 6,458 萬 7 仟元，惟經 105 年、106 年立法院審
議，計畫經費調整為 11 億 8,458 萬 7 千元。計畫目標及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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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進度
本計畫不同於傳統以工程執行進度作為計畫總體進度之管控，而係採目標
導向規劃績效指標。截至 105 年四大工作項目全程指標達成情形，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推動，原規劃 106 年完成 20 縣市推動 300 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截至 105
年底止已推動 384 處，超越既定目標。各項工作除區域降雨雷達網建構無法於
原計畫期程內達成全程目標外，其餘各項將於原計畫期程(106 年)達標。
(二) 計畫經費
截至 106 年本計畫共計編列 1,184,587 仟元（法定預算數），各年度經費如
下:
100 年度：本計畫係於 99 年 11 月 8 日奉院核定，因行政作業不及未編列預
算並由經濟部水利署防洪排水次類別其他公共建設計畫項下勻
支
101 年度：編列 99,500 仟元
102 年度：編列 253,490 仟元(含中央氣象局 180,520 仟元)
103 年度：編列 211,243 仟元(含中央氣象局 130,000 仟元)
104 年度：編列 188,354 仟元(含中央氣象局 73,880 仟元)
105 年度：編列 208,000 仟元(含中央氣象局 40,000 仟元)
106 年度：編列 224,000 仟元(含中央氣象局 20,000 仟元)
(三) 經費執行
截至 105 年 12 月底共執行經費 940,825 仟元；分年經費編列與實際執行情
形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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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計畫需求數暨法定預算數分配表
單位:仟元

年度
經費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合計

經費需求

99,500

253,490

211,243

188,354

266,000

246,000

1,264,587

法定預算

99,500

253,490

211,243

188,354

208,000

224,000

1,184,587

經濟部

99,500
(含雷達
26,000)

72,970

81,243

114,474

168,000

204,000

740,187

180,520

130,000

73,880

40,000

20,000

444,400

91,178

249,683

210,433

184,167

205,364

940,825

91,178

71,288
178,395

80,516
129,917

110,651
73,516

165,364
40,000

518,997
421,828

交通部
決算數
經濟部
交通部

四、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區域降雨雷達網建置係修正計畫所列四大工作項目之一，為本計畫策進相
關防災作為之首要工作（中央災害防救會報重點列管項目之一）
，雖然策劃之初
皆以使用國有地進行相關建置規劃，惟為符土地使用及建築相關法規之規定，
致額外增加工作事項（如都市計畫審議、山坡地水土保持等）增加工作時程，
又因北區降雨雷達站原站房位址（新北市樹林區猐子寮山）座落於 104 年 8 月
26 日新訂之「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L0007 新北市）
」內，經地質安全評估，需
於原基地內調整站房建置位置，以符合相關法規安全規範，致原於 104 年 8 月
11 日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及新北市政府審查通過之「加強山坡地審查」及
「站房工程設計」
，皆需重新規劃設計、審查，並須增加額外之水土保持工程施
作項目，以符合敏感地質安全評估需求，致使建置期程需延長至 108 年年底。

五、展延計畫期程，維持既定目標
(一) 全程績效指標不變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修正計畫(100~106 年)」依四大工作項目分別訂有
全程及分年績效指標，除中央氣象局主辦「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之北區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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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站建置，受新增建築基地地質安全法令規範無法依既定分年指標達成外，
其餘中區及南區 2 座防災降雨雷達站皆可於 106 年達分年指標；另經濟部水利
署主辦各項工作業將依第一次修正計畫期程(106 年)全數達到目標。考量建構區
域降雨雷達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力，為本計畫首要目標，為發揮整體計
畫效益，爰維持完成 3 座降雨防災雷達建置之全程目標，僅調整北部降雨雷達
之分年績效指標至 108 年止。
(二) 計畫期程展延
本計畫經第一次修正以七年期程完成四大主要工作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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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一，而其中之建構
區域降雨雷達網係由中央氣象局主辦。因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可提升降雨預報
精確度並可改善目前因降雨資訊不足無法清楚掌握各項水情變化之情況，且為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重要列管事項，經中央氣象局審慎評估後，咸認為北部降雨
雷達基地位於新增地質敏感地區需辦理地質安全評估規定之範圍內，為符合建
築物安全相關法規，須重新辦理北部降雨雷達站房建築設計及水土保持修正計
畫之各項審查，俾取得建築執照進行站房工程施工，考量各項工作所需法定程
序、審核時程、後續建築工程工期等，評估約需再增加 24 個月，因此，北區區
域防災降雨雷達建置須調整工作期程至 108 年年底，故整體計畫期程由 7 年調
整為 9 年。

六、修正內容、分年實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經審酌北區區域防災雷達實際作業上，山坡地地質敏感地區為符合地質安
全建築物所需之相關審查時程及各項工作之必要性，原 7 年執行之「水災災害
防救策進計畫修正計畫 (100~106 年)」調整執行期程至 108 年。
依前述章節之檢討結果，本計畫各工作項目之實施期程、分年經費需求及
辦理單位除建構降雨雷達網實施期程須調整外，其餘各工作項目未調整，如表 2
所示。另計畫修正內容對照表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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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工作項目之實施期程、分年經費需求及辦理單位表
單位：百萬元
工作項目

100

101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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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海岸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
5
5
5
5
2、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護
15
15
15
15
3、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及測設
4、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
5、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及測設
26
180.52
130
6、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
7、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及測設
8、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
9、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建置與維護
10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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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強化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
48
33
38
39
2、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
20
20
20
20
3、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
20
20
20
20
4、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
40
40.5
34.97
28.243
5、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
5
5
5
5
（三）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
12
10
10
7
2、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
3、水災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79
111
4、防災社區推動
5、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
6
6
6
6
6、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
10
10
10
10
7、水利署民眾水情系統更新與維護
8
8
8
8
8、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更新與維護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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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
8
8
8
8
2、水利署防災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6
6
6
6
3、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
12
12
12
12
合計

99.5

253.49

211.243

104

105

106

107

合計

108

辦理單位

15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35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5
15

5
10

5
10

73.88

40

20

7

4

4

48
20
20
33.474
5

40
20
20
20
5

48
20
20
40
5

246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4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4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97.187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8

8

8

7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0

10

10

6
10
8
8

6
10
5
5

6
10
6
6

12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2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1 水利署
11 水利署

8
6
12

6
6
6

6
6
12

12 水利署
18 水利署
18 水利署

188.354

208

224

0

0

470.4 中央氣象局

22 水利署

220 縣市政府

1,184.587
883.4
301.187

資本門
59
218.52
176
149.88
142
138
經常門
40.5
34.97
35.243
38.474
66
86
總經費
1184.587(資:883.4、經 301.187)
備註：
1. 表 2 所列各項防災工作囿於原計畫經費短缺無法全數支應；惟所列各項工作為防災所必需，鑒於完善防災工作係社會安定之基石，故所列工作橘色欄位表示係由其他公務預算協助籌措辦理，另原計畫所列
五大工作項目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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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計畫經費不足且該項工作後續納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辦理，爰於計畫辦理第一次
修正後不再挹注經費並於原計畫中刪除該項工作。
2. 本(第二)次修正計畫整體經費需求不變，並以法定預算數表示；相關工作除中央氣象局執行「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工作期程展延至 108 年，經費保留遞延使用外，其餘各項工作於 106 年完成，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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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修正內容對照表
項次
一

修正項目

原計畫內容

計 畫 期 程 原計畫期程為 100-104 年，合計 5 年。
修正

第 1 次修正期程為 100-106 年，合計 7 年。

修正計畫內容

修正說明

第 2 次修正期程為 100-108 年，合計 9 年。 經參酌實際作業，北部降雨雷達站址位於敏感地質區域，
為符合地質安全要求，須調整建置位置，並因此執行水土
保持計畫修正，及重新辦理站房建築設計與各項建築執照
申請審查，爰調整「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修正計畫)
(100~106 年)」執行期程至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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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依據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之台灣地區天然災害損失統計顯示，台灣地區
於民國 89 至 98 年颱洪災害之生命與財產損失合計有 1169 人死亡、251 人失蹤、
1975 人受傷及 6217 棟房屋倒塌（詳表 4）
；其中 97 年即有卡玫基、鳳凰、辛樂
克及薔蜜颱風等颱風釀成重大災害，全台多處地區嚴重淹水及橋樑斷橋，而 98
年 8 月，莫拉克颱風在台灣中、南、東部帶來近 3000 毫米的雨量，導致嚴重之
災情，675 人死亡、24 人失蹤，45 傷 (截至 98 年 8 月 19 日)，更是讓人始料未
及。在在顯示颱風豪雨災害嚴重威脅著臺灣地區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全。
然而水利防災面對的挑戰不僅於此，全球氣候變遷跡象日益顯著，臺灣地
區水環境變化越快且來越難預測，導致洪澇災害頻率、規模與損失之廣度、深
度均有加大的趨勢。復以水災災害應變任務頻繁，現有人力疲乏物力不足。再
則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土地利用的改變勢所難免，高地、都市水患屢屢發生，
損害日益擴大，複合型災害一再重演。另在民代及媒體的渲染下 ，民眾對救災
之速率與對災害之忍受度均較以往大不相同。政府亟需注入嶄新之思維與更靈
活之調度策略，始能負起預警疏散、減災及救助災民損失之責，讓民眾感受政
府的作為與改變。
特別是莫拉克颱風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極端降雨事件帶來的水災不僅
是淹水而已，土砂災害、漂流木災害、供水中斷災害、維生管線失能災害、災
民安置與村鎮機能恢復等問題，複合發生。經濟部面對水災，必需有不同的思
維。如何彰顯政府「厚植防救災力量」、「整合救災資訊」及「周詳防災規劃」
的災防施政主軸，是本計畫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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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台灣地區民國 89 至 98 年天然災害損失統計表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類型
年度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合計

颱風豪雨
死傷人數
房屋倒塌
死亡 失蹤 受傷 全倒 半倒
88
225
10
4
58
42
7
17
42
676
1169

33
129
1
1
34
8
4
3
14
24
251

184 434
585 646
266
6
19
0
524 376
152
0
8
43
94
54
105
74
38 472
1975 2105

1725
1978
0
0
151
0
32
81
17
128
4112

地震
死傷人數
死亡 失蹤 受傷
5
0
0
2
2
0
2
0
0
0
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48
3
15
1
1
0
79
0
0
15
162

房屋倒塌
全倒 半倒
0
0
0
0
0
0
17
0
0
0
17

0
0
0
0
0
0
11
0
0
0
11

目前經濟部執行之各項治水工程，多著重於工程性措施；至於非工程性部
份，僅有中央管河川之防洪預警工作，無法降低近幾年淹水損害多發生於下水
道、區域排水、海岸及縣市管河川溢淹之防汛需求；再則地方政府為水災災害
防救災第一線，宥於經費拮据，水災災害防救災能量不足，致使應變救災遲緩；
另面對氣候變遷及全台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水災防救已非仰賴政府而能達成，
政府與民間必須通力合作，並落實社區與民眾防災意識，方能有效執行水災災
害防救任務。
讓民眾免於水患之苦是政府的責任，經濟部身為水災災害中央主管機關，
更應「苦民所苦，急民所急」責無旁貸。故在相關治水計畫完成前，部分地區
時有重大淹水災情之際，且新挑戰接踵而來，民眾對政府防災救災的期許日益
提高下。水災災害防救之策進，更形急迫與重要，經濟部爰研擬本計畫以符合
台灣地區水利防災業務發展之實際需要。
本計畫業經召開專家諮詢座談會、水利署所轄各單位及跨部會的討論與意
見交流，且於 97 年 2 月 21 日經「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第 46 次委員會議」
（如附件）審議修正後提報行政院，並依 97 年 9 月 9 日行政院審查意見及 98
年 8 月 18 日函示修正，再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計畫經費初步估算約 2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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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 萬元（含編列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第三階段實施計畫之 3 億 4,250 萬元），
新增經費為 17 億 5,450 萬元，其中 11 億 8,650 萬元為資本門，約佔 67.63％，
餘為經常門，期程原預計以 5 年執行完成，經費來源除易淹水地區部份編列於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第三階段實施計畫」外，餘由相關部會於防洪排水次類
別相關計畫內成立新興計畫編列。

一、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 3 條第 2 款規定經濟部為水災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及協調水災災害防救各級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
業，執行下列各項水災災害預防、緊急應變及復原重建等工作：
1. 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第 22 條
第 1 項第 7 款：
「災害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
及適時公布其結果。」；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災害防救團體、災害
防救志願組織之促進、輔導、協助及獎勵。」
2. 第 23 條第 1 項第 3 款「災害監測、預報、警報發布及其設施之強化」
3. 第 24 條第 1 項：
「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防止災害擴大，直轄市、
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勸告或
強制其撤離，並作適當之安置。」
4. 第 25 條第 1 項：
「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應實施災害防救訓練及演
習。」
5. 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
「災害警報之發布、傳遞、應變戒備、人員疏散、
搶救、避難之勸告、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6. 第 35 條第 1 項：
「為緊急應變所需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
及其發布時機，除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公告之。」
（二）「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民國 96 年核定版)」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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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民國 98 年核定版)」
，均指出現階段之水災災害
防救系統應作前瞻性與整體性之規劃與調整，以強化現階段災害防救實
施流程與機制；
（三）「第八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總結報告 ：「精進氣候變遷推估能力，以
及評估氣候與環境變遷下災害脆弱度與衝擊之影響」
、
「提升颱洪、乾旱、
地震災害監測與預警技術」、「研擬颱洪乾旱及大規模地震之減災策略」
及「建立關鍵基礎設施災害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機制」結論；
（四）「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等重
大水利計畫，結合行政院「強化水旱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
、
「全
國災害管理平台建構方案(草案)」、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科技發展計畫
(97-99)等重大政策計畫方案；
（五）行政院「卡玫基颱風 718 水災研究暨檢討報告」及「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莫拉克颱風檢討報告」等政策指示事項。
（六）行政院「98 年全國治水會議」會議結論等政策指示事項。
（七）「行政院重要河川流域協調會報」第一次工作會議決議事項。

二、未來環境預測
依據氣候變遷及全台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台灣地區水災防救體系正面臨環
境的重大轉變，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1 年評估報告指出：
（一）極端水文現象日益頻仍：北半球中高緯度地區發生豪雨的頻率已增加
2~4%；另中央氣象局分析台灣氣象資料，亦發現 100 年來台北氣象站的
平均溫度上升 1.31℃，台中上升 1.11℃，台南上升 1.39℃，比聯合國氣
候變遷小組(IPCC)所估計全球百年來溫度上升 0.6℃還高出 1 倍多。種種
跡象顯示台灣暖化的情況甚至更為嚴重，伴隨著極端水文現象發生的頻
率也越來越高。尤其 98 年莫拉克颱風及芭瑪颱風，高強度、長延時降雨，
造成嚴重的災害，更讓人不得不相信氣候變遷對台灣水文環境已造成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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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響。而依過去氣候統計特性下各領域設計之相關設施或管理策略失
敗之風險亦越來越高。
（二）海岸災害加劇：20 世紀全球海平面平均高度已上升 0.1~0.2 公尺。台灣四
面環海，海平面上升造成海岸線後退加劇、低窪地區遭海水淹没、海岸
水利構造物損壞機率增加，又因海岸濕地生態平衡破壞、海水入侵範圍
加劇、地下水超抽導致地層下陷及土壤鹹化範圍加大等因素，均使海岸
災害擴大加劇。
（三）複合型災害挑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土地利用的改變勢所難免，高地、
都市水患屢屢發生，損害日益擴大。而這些水害往往跨越政府部門救災
介面，在缺乏應變經驗與介面整合下，救災事倍功半。由 97 年卡玫基颱
風造成下水道與區域排水之淹水災害、97 年辛樂克颱風廬山集水區崩塌、
98 年莫拉克颱風坡地崩塌、漂流木、土石流、堰塞湖潰堤、河防潰溢堤
與淤積改道、市區內排水不及等各種災情，在在顯示複合型災害已成經
常性挑戰，建立新的救災能量與機制，刻不容緩。
（四）地方水災防救災任務加重：水災防救的重心在基層，馬總統更明確「地
方救災、中央支援」的防救災政策。面對日益頻仍且新類型輩出之水利
災害挑戰，目前以消防體系為主幹的應變系統，漸感專業能力不足，未
來水災災害防救倚賴經濟部執行將日深。但地方政府水利單位人力、財
力一向薄弱，經驗與專業不足，復因執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業
務沉重，使水災災害防救災能量負荷有限。無論是在水災災情監測與通
報、地方水情掌握、抽水機調度與搶險疏散能力，俱皆不足，有賴中央
支援，方能減輕水害。
（五）行政院組織調整：行政院組織法 101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後，本計畫執
行機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經濟部水利署暨附屬機關將改隸環境資源部。
鑒於行政院組織改造後，雖然計畫推動與銜接，技術上並不會發生空窗
期，但環境資源部與經濟部施政主軸必然不同，101 年度後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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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經費需求配置等，需由環境資源部進行整體規劃考量，本計畫並
將視需求適時修正計畫，以臻完備。

三、問題評析
雖然政府在「災害防救法」的架構下戮力推動各項防救災的工作，然而近年
來水災災害並無減輕的趨勢，其主要問題分析如下：
（一） 環境因素
1.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降雨事件發生機會增加，使原來依據歷史降雨事
件所設計建造的防洪構造物將有可能無法滿足實際的防洪需求。
2. 台灣多樣的地形，增加定量降雨預報的不確定性，連帶造成洪水預報與
警報的困難。
（二） 社會因素
1. 國人認為經濟發展凌駕一切之上，土地開發是否適度或土地利用是否超
限未獲重視。
2. 民眾普遍對工程措施存在依賴心態，不瞭解工程措施的極限性。
3. 受災地區民眾普遍缺乏足夠的災害知識與資訊，無法在災害來臨時採取
適當的應變措施。
4. 水災受災地區多數無防災社區的組織，無法有效結合。
5. 當地居民採取有效應變措施。
（三） 防救災措施
1. 災前減災工作在過去多以工程措施為主，偏重災害發生的防治，然而工
程措施成本大，成效有其極限，且造成民眾喪失防災意識，一旦發生超
過保護標準之災害，損害更形慘重。
2. 面對複雜的新類型災害，部會間資訊協調整合行動統合必須提升，目前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災害管理系統(EMIS)，未來提昇強化後，經濟部提
20

供之資料品質與豐富度都需增加。
3. 地方政府為水災災害防救災第一線，宥於經費拮据，水情資訊系統闕乏，
致使水情災情掌控及應變能力不足。
4. 水災防災教育與宣導僅侷限於防災業務人員的專業訓練，缺乏對社會大
眾的水災防災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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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 目標說明
依據前述未來環境的預測及問题評析，並考慮政府整體水患防治推動的政策
方向，本計畫提出下列目標，以策進水災防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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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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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強化防
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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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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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達成目標之限制
本計畫欲達成各項目標，仍受限於諸多因素，經歸類大致為六大項限制因素，
詳述如下：
（一） 人力方面：近年來各地各類災害頻傳，尤其颱風豪雨期間之各項業務，
均需眾多人力辦理該轄區內水情資料蒐集、傳遞通報、防汛搶險（修）
及抽水機操作等繁重工作。因此，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流域管理
單位之人力合理編列，為影響本計畫目標達成之重要關鍵之一。
（二） 設備維護管理方面：各項水情監視及監測設備、防汛器材建置完成後，
妥為維護管理才能延續功能壽命；而各項水情監視及監測設備、防汛器
材之維護管理費用係由建置單位編列，然地方政府礙於人力及財源拮拒，
建置完成後是否能妥善規劃維護管理經費，亦為影響本計畫目標達成之
限制因素。
（三） 執行單位之合作協調方面：由於本計畫所規劃之工作項目涵蓋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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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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土地取得：區域降雨雷達及水情災情監控網之建置，均涉及土地取得或
用地變更，相關移撥、爭恐難以避免，協調溝通時間無法掌控。
（五） 救災資源與資訊整合：防災工作包括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依災害
防救法將跨數個部會之權責，本計畫強化之救災資源、能力與資訊，是
支持救災指揮官決策之重要關鍵。惟若無法與其他部會減災、整備、應
變及復原政策整合，計畫之成效恐無法滿足民眾之期待。
（六） 民眾接受度方面：土地使用管制、建築物防洪能力補強措施與集水區洪
水區流管制等需要長時間的經營方能見效，無立竿見影之效，較難獲得
民眾的支持，並直接對於人民的既有權益進行限制，造成政策執行的困
難。
（七） 經費方面：近年災害之範圍、深度均較以往加大，而防救災經費之編列
仍延續以往方式，為因應整體大環境之需求，本計畫依工作內容合理編
列經費，避免以往缺乏經費辦理防救災工作之情事再度發生。

三、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一） 本計畫採目標導向規劃績效指標，四大工作項目全程及分年績效指標訂
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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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目標：完成 3 座降雨雷達建置、完成水情災情監測網整合、完成 2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建置及 3 防災測試流域規劃並無償提供流域監測資
料予研究單位成果驗證
2. 分年目標：
100 年：完成北區降雨雷達前期規劃、2 防災測試流域選定
101 年：完成南區降雨雷達前期規劃、完成各河川局水情災情監測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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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整合、完成 2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建置
102 年：完成北區降雨雷達建置用地取得及中區降雨雷達前期規劃、2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擴充維運
103 年：完成中區降雨雷達建置用地取得、完成各地方政府水情災情監
測網資訊整合、2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擴充維運
104 年：完成南區降雨雷達建置用地取得、完成 1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
規劃、2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擴充維運
105 年：完成 1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規劃、2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擴充
維運
106 年：完成中、南區降雨雷達建置、完成 1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規劃、
2 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擴充維運
108 年: 完成北區降雨雷達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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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程目標：完成各河川局水情中心建置擴充維運、建立移動式抽水機即
時調度能力
2. 分年目標：
100 年：完成 5 個河川局水情中心建置、完成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與
資訊整合
101 年：完成 3 個河川局水情中心建置、5 個河川局水情中心擴充維運
102 年：完成 2 個河川局水情中心建置、7 個河川局水情中心擴充與維
運
103、104、105、106 年：賡續 10 個河川局水情中心擴充維運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建立民眾正確的風險觀念
1. 全程目標：推動 20 縣市 30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2. 分年目標：
100 年：完成 5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101 年：完成 9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102 年：完成 13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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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完成 165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104 年：完成 20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105 年：完成 25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106 年：完成 300 防災社區防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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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目標：完成各部會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水情災情監測資訊整合
2. 分年目標
100 年：完成與中央各部會水情災情監測資訊整合
101 年：完成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水情災情監測資訊整合
102~106 年：賡續水情災情監測資訊擴充、更新與維運
（二） 本計畫所訂各工作項目，應由各主(協)辦機關研訂具體實施細部計畫，
加強辦理、積極推動，並依本計畫所研擬之各考核表，定期查核或不定
期抽查。其中評估評分方式，主要分別有五級分與非權責不列入計分項
等兩大項方式進行評定，其評分標準說明詳如下列所述
1. 已辦理完成，且可完整運用－5 級分
2. 已辦理完成，但待改善－4 級分
3. 部分已辦理完成－3 級分
4. 辦理中－2 級分
5. 未辦理－1 級分
6. 僅為協辦，非權責業務不列入計分項－非本機關權責項目
（三） 為利計畫管考，主辦單位及各協辦單位需按季填列「計畫辦理進度表」
及「經費支用累計季報表」
，倘有進度落後情況，並應分析落後原因提出
改善措施併送經濟部考核執行成效。每年並應由經濟部會同各主協辦機
關檢討一次，並視需要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後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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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計畫分年執行目標，將列為辦理各該機關施政績效重要考核之參考；
承辦人員並依辦理成果優劣予以獎勵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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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內容
經濟部依災害防救法為水災中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爰依據民國 90 年行政
院內政部頒佈施行之「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與民國 96 年行政院核定通過「災
害防救基本計畫(96 年核定版)」，針對減災、防災、應變及復建等各項災害管理
階段，訂定「水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下簡述現行政策方案內容如下：

一、 預防減災及災後復建部分
（一）治水減災
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1） 政策目標：完成台灣 1,150 平方公里易淹水低窪地區之約 500 平方
公里內之縣（市）管河川、區域排水及事業海堤治理。並結合雨水
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及農田排水等作上、中、下游整體規劃
治理，期能以流域整體規劃、治理工程及管理等手段並進，有效降
低易淹水地區之水患威脅。
（2） 執行重點：係以縣（市）管河川 35 水系、縣（市）管區域排水 244
系統、縣（市）管事業海堤 4 處為範圍。以綜合治水規劃、應急工
程、疏濬工程及流域治理為主要工作項目。
（3） 期程及經費編列：自民國 95 年至 102 年，分 3 階段編列 1,160 億元。
2.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1） 政策目標：整治石門水庫及其上游集水區，近期以達成 95 年颱風
期間不分區供水為目標；中長期目標則為延長水庫壽命、降低缺水
風險。
（2） 執行重點：針對水庫上游集水區部分，以兼顧治理與管理、加強生
態保育與環境景觀維護等理念，達成避(減)災、保土蓄水、土地合
理利用目標。針對水庫庫區部分，以提升水庫取水功能及增加蓄水
容量、災後復建為目標。另外針對下游供水部分，以擴充淨水場處
理能力、增加各供水區相互支援容量、增加蓄水備援容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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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程及經費編列：自民國 95 年至 100 年，分 2 階段編列經費 250
億元。
3. 「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1） 政策目標：以「美麗河川再造」為長期願景，以邁向「落實流域整
體治理、推動河川環境管理、營造優質親水環境、恢復自然健康河
川」目標。
（2） 執行重點：係以 24 條中央管河川及淡水河、磺溪 2 條跨省（市）
河川為範圍。以「管理與治理並重」
、
「優先規劃落實計畫」之原則
辦理防災減災、河川環境改善、維護管理及基本資料調查監測及技
術發展等四大項工作。
（3） 期程及經費編列：自民國 98 年至 103 年，分 6 年編列 585 億元。
（4） 計畫變更：本計畫內容及莫拉克災害復建工程移緩濟急部分改列至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項下之「加速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
段治理與環境營造計畫」
（98 年~100 年）辦理，101 年度後計畫內
容則再回歸為「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
4.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1） 政策目標：以「營造自然與人文共生的海岸風華」為本計畫願景，
並以「消減海岸災害、防止國土流失」
、
「改善海堤景觀、復育海岸
環境」及「因應氣候變遷、創造永續海岸」為目標。
（2） 執行重點：係以推動整體監測調查研究及規劃、提昇自然海岸線比
例、海岸風華主題營造及一般性海岸防護業務等四大項目。
（3） 期程及經費編列：自民國 98 年至 103 年，分 6 年編列 80 億元。
5.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
（1） 政策目標：辦理中央管區域排水改善、環境營造、規劃調查研究及
維護管理等工作，以減低淹水災害、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及提高
生活品質。同時配合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達到整體改善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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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重點：以推動整體性改善計畫、環境營造計畫、維護管理計畫
及基本資料調查及規劃研究等四大項目，並採取開發增加逕流雨水
流出之抑制、土地之合理使用、建築物之耐水化、洪水預警、防災
演練、洪災保險、教育宣導等多種措施綜合運用。
（3） 期程及經費編列：自民國 98 年至 103 年，分 6 年編列 170 億元。
（二）災害救助
1. 莫拉克颱風淹水災害救助
依據莫拉克颱風特別條例發放淹水 50cm 以上受災戶 140,423 戶，每
戶 2 萬元淹水救助，共 28 億 1,125 萬。適時協助災民度過最無助的關鍵
期。
2. 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依據標準，由縣市政府發放淹水 50cm 以上受災戶，最高每戶 2 萬元
淹水救助及其它淹水受災情形之救助。
（三）前瞻防災科技研發
1. 「強化水旱災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
（1） 整體方案目標：
－精進災害風險評估系統，兼顧環境特性與地區發展，規劃推動整體
性之減災工作。
－構思新類型災害與新增課題因應對策。
－加強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能量，由技術支援提升至政策支持。
－發展防救災產業，吸引民間資源投入。
（2） 推動策略：
－加速研議各類災害運作體制整合之可行方向，促使災害應變與管理
朝向一元化目標邁進，以有效因應新類型災害與新增課題。
－結合技術研發團隊，擴大研發與技術支援能量，強化資訊綜整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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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判機制，將研發能量由「技術支援」提升至「政策支持」
，以
前瞻性觀點，探究環境脆弱層面與災害防救新增課題之跨領域研發
工作，使政府面臨災害防救重大決策時，能夠及時獲得正確資訊。
－結合資通產業優勢，針對國際防救災產業之需求，開發環境與設施
監測、決策支援與應用管理相關設備與系統，吸引民間資源投入，
為防救災產業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3） 計畫期程與經費編列：自民國 96 年至 99 年。總經費為 2 億 961 萬
元。
（4） 民國 100-103 年，經濟部已提報本計畫之後續計畫「水旱災減災及
預警策進科技之研究」，總經費 2 億 375 萬元。
（5） 本計畫所需之科技研究經費已納入前述「強化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
落實運用方案」暨其後續計畫配合推動。

二、 應變救災部分
（一）「水情、災情監控網」建構
1. 經濟部運用水文觀測現代化、重要河川環境營造及海岸環境營造等計畫，
已完成中央管河川水位站網（約 202 站）、災情監控即時影像監視站網(約
142 站)及海堤溢淹監控即時影像監視站網(約 10 站)建置。
2. 經濟部另運用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2 階段及第 3 階段實施計畫，
協助縣市政府辦理縣市區域水情災情監測與監控系統，以完備縣市管河
川與區域排水水位站網及即時影像監視站網。
3. 考量莫拉克颱風災後，水位站多所損壞，且中央管河川及區排上游集水
區疏散避難及封橋預警需求劇增，有賴本計畫擴充與更新。
4. 又計畫多元，監控資訊系統分散凌亂，有賴本計畫整合。
（二）「移動式抽水機」建構
1. 經濟部運用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採購 400 餘部大型移動式抽水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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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部中小型移動式抽水機，以因應低窪積淹水地區抽水救災需求。
2. 因各地淹水每年發生機會不一，為求效率與節省維運公帑，難以全面預
佈。部份縣市已完成 GPS 即時監控系統以提高效率。
3. 但因抽水機數量龐大，目前均以人工作業調度，效率較低，面對大災害
時常捉襟見肘。本計畫將完成經濟部自有移動式抽水機之 GPS 即時監控
系統，並整合其它縣市已完成之 GPS 即時監控系統資訊，使移動式抽水
機調度全國化，提昇面對巨災時之應變能力。
（三）「水情中心與防洪預警系統」建構
1. 經濟部早年已完成淡水河、濁水溪及大里溪流域防洪指揮中心，並建構
防洪預警報系統。經濟部另運用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2 階段及第 3
階段實施計畫，推動各河川局所轄流域水情中心之建築。
2. 本計畫將充實各水情中心資訊軟硬體設備及建置防洪預警報系統，以發
揮實質功效。
3. 另鑒於洪水預報科技日新月異，各防洪指揮中心及水情中心須及時運用
科專技畫研發前瞻技術，以提昇預報準確率，其擴充、更新與維護有待
本計畫推動支持。
4. 各防洪指揮中心及水情中心所使用的防洪預警報系統除經濟部自行研發
者外，將引入科技部多年研究成果，以多模式預報作為計畫目標。
（四）「民眾自主防災」建構現況
1. 尚未推動，僅於 99 年試辦防汛志工，並選定 4 個社區進行水災防災社區
試辦。
2. 民眾自主防災之避災、減災功能最大，藉由本計畫之執行，可將自主救
災觀念推展至水災危險潛勢保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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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本計畫預計自民國 100 年開始至 108 年為止，以 9 年(100~108 年)期程進行
各項工作，其主要工作分為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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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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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水利署水災災害應變小組功能
（1） 更新及維運備援通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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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及維運災情通報及洪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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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式抽水機維運及更新，並建置即時監控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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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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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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期(年)執行策略
本計畫工作項目分 9 年完成（100~108 年），依執行年度研訂如下表：
（一）10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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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國海岸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1/7)
（2） 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護
(1/7)
（3）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前期規劃及測設
（4） 防災測試基地監測網建置與維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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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強化防
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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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1/7）
（2） 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1/7）
（3）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1/7)
（4）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1/7)
（5） 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1/7）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的
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1/7)
（2） 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 (1/7)
（3） 水災防災疏散避難演練(1/7)
（4） 防災社區推動(1/7)
（5） 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1/7)
（6） 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1/7)
（7） 水利署民眾水情系統更新與維護(1/7)
（8） 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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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1/7)
（2） 水利署災害決策支援系統建置(1/7)
（3） 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1/7)
（二）101 年度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力。
（1） 全國海岸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2/7)
（2） 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護
(2/7)
（3）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前期規劃及測設
（4）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1/4)
（5）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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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災測試基地監測網規劃、擴充與維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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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強化防
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運（2/7）
（2） 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2/7）
（3）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2/7)
（4）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2/7)
（5） 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2/7）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的
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2/7)
（2） 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 (2/7)
（3） 水災疏散避難演練(2/7)
（4） 防災社區推動(2/7)
（5） 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2/7)
（6） 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2/7)
（7） 水利署民眾水情系統更新與維護(2/7)
（8） 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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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2/7)
（2） 水利署災害決策支援系統建置(2/7)
（3） 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2/7）
（三）102 年度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力。
（1） 全國海岸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3/7)
（2） 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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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2/2)
（4）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房建築執照申請(1/5)
（5）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及測設
（6）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1/2)
（7）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2/4)
（8） 防災測試基地監測網建置維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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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強化防
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3/7）
（2） 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3/7）
（3）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3/7)
（4）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3/7)
（5） 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3/7）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的
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3/7)
（2） 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3/7)
（3） 水災疏散避難演練(3/7)
（4） 防災社區推動(3/7)
（5） 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3/7)
（6） 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3/7)
（7） 水利署民眾水情系統更新與維護 (3/7)
（8） 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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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及決策支援系統更新與維護(3/7)
（2） 水利署災害決策支援系統建置(3/7)
（3） 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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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3 年度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
力。
（1） 全國海岸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4/7)
（2） 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護
(4/7)
（3）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房建築執照申請(2/5)
（4）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2/2)
（5）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建築執照申請(1/2)
（6）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3/4)
（7） 防災測試基地監測網建置維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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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4/7）
（2） 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4/7）
（3）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4/7)
（4）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4/7)
（5） 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4/7)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
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4/7)
（2） 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4/7)
（3） 水災疏散避難演練(4/7)
（4） 防災社區推動(4/7)
（5） 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4/7)
（6） 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4/7)
（7） 水利署民眾水情系統更新與維護 (4/7)
（8） 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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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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4/7)
（2） 水利署防災決策支援系統建置(4/7)
（3） 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4/7)
（五）104 年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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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海岸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運(5/7)
（2） 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運
(5/7)
（3）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房建築執照申請(3/5)
（4）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建築執照申請(2/2)
（5）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用地取得(4/4)
（6） 防災測試基地監測網規劃建置與擴充維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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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5/7）
（2） 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5/7）
（3）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5/7)
（4）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5/7)
（5） 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5/7)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
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5/7)
（2） 各縣市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計畫(5/7)
（3） 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5/7)
（4） 水災疏散避難演練(5/7)
（5） 防災社區推動(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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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5/7)
（7） 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5/7)
（8） 水利署民眾水情公開系統更新與維護 (5/7)
（9） 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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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5/7)
（2） 水利署防災決策支援系統建置(5/7)
（3） 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5/7)
（六）105 年度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
力。
（1） 防災測試基地監測網更新與維護(6/7)
（2）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房建築執照申請(4/5)
（3）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建築執照申請(2/3)
（4）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1/2)
（5）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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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6/7）
（2） 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6/7）
（3）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6/7)
（4）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6/7)
（5） 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6/7)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
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6/7)
（2） 各縣市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計畫(6/7)
39

（3） 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6/7)
（4） 水災疏散避難演練(6/7)
（5） 防災社區推動(6/7)
（6） 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6/7)
（7） 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6/7)
（8） 水利署民眾水情公開系統更新與維護 (6/7)
（9） 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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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6/7)
（2） 水利署防災決策支援系統建置(6/7)
（3） 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6/7)
（七）106 年度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
力。
（1） 防災測試基地監測網規劃建置與擴充維運(7/7)
（2） 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房建築執照申請(5/5)
（3）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建築執照申請(3/3)
（4）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2/2)
（5） 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儀安裝
（6）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2/2)
（7） 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儀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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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7/7）
（2） 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7/7）
（3）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7/7)
（4） 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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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7/7)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
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 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7/7)
（2） 各縣市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計畫(7/7)
（3） 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7/7)
（4） 水災疏散避難演練(7/7)
（5） 防災社區推動(7/7)
（6） 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7/7)
（7） 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7/7)
（8） 水利署民眾水情公開系統更新與維護 (7/7)
（9） 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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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7/7)
（2） 水利署防災決策支援系統建置(7/7)
（3） 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7/7)
（七）107 年度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
力。
（1）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房興建(1/2)
（八）108 年度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
力。

（1）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房興建(2/2)
（2）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儀安裝

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本計畫中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測設與興建（含用地取得）
，由中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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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辦理；春雨及冬雨預報技術研發等部分，由中央氣象局考量防災需求
辦理，其餘部分由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辦理。本計畫中防災測試基
地監測資料，將提供科技部其他科專中綱計畫推動之水旱災模式測試及相
關分析研究參考使用。

伍、資源需求
一、 所需資源說明
（一）人力資源：本計畫之執行由經濟部水利署統籌，並協調中央氣象局（降
雨雷達）等權責單位辦理。另涉及設計、規劃、監造、施工、用地取得
等部分委託學術單位、技術顧問服務機構辦理。防災社區部分執行工作，
補助縣市政府辦理。
（二）經費資源：本計畫為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非自償性計畫，而計畫以
強化各級水災業務單位之防救災需求，以彌補以往經費不足之窘境，故
建請由中央政府全額籌應。

二、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經費來源：
1. 本計畫中各實施要項之工作項目、實施期程、分年經費需求等如表 5
所示，九年期程之總經費預計為 11 億 8,458 萬 7 仟元，其中 100 年所
需經費編列於防洪排水次類別內各相關計畫， 4 大工作項目所需經費
如下：
（1） 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水情與災情監控網，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
力費用為 5 億 4,240 萬元。
（2） 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擴充與維運，並落實移動式抽水機與防汛器材管
理，俾強化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費用為 5 億 3,318 萬 7 仟
元。
（3）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並建立正
確的風險觀念，所需費用為 6,1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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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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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備工作費用為 4,800 萬元。
2. 本計畫爲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並
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念所辦理相關工作，其部分工作如保全村落水災避
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及水災防災疏散避難演練及防災社區推
動等工作所需經費 2 億 2,000 萬元已編列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第三階段實施計畫（100 年至 102 年）及流域綜合治理計畫(103
至 108 年)；另 100 年所需預算亦已納入水利署 100 年度政府重大公共
建設計畫防洪排水次類別中「海岸環境計畫」
、振興經濟新方案「加速
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治理與環境營造計畫」及中程概算額度內匡列，
其餘預算來源將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公共建設預算項下運用。
（二）計算基準：
1. 表 5 工作項目（一）所列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建置費用每座為 1 億 5
千餘萬元，係參酌中央氣象局往年雷達站建置經費編列；另全國海岸
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及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
（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護所需經費則係根據水利署每年所需維護費
編列。
2. 表 5 工作項目（二）所列各工作經費係參酌水利署 99 年辦理水情中心
及防汛器材相關經費編列。
3. 防災社區由推動、成立至發揮功能，需藉整合辦理計畫中所列保全村
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水災防災疏散避難演練及防
災社區推動等工作，始能達到有效避災之目的；另鑒於經濟部水利署
人力、物力皆不足，水災防災社區推動工作又刻不容緩，爲有效控管
各縣市水災防災社區工作執行情形，故採成立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
動服務團方式協助本署督導、考核各縣市防災社區工作之進行並協助
縣市防災社區推動工作進行。綜上所述，表 5 工作項目（三）中有關
防災社區推動係為一整合型工作，而其所列經費則係參酌水利署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辦理經驗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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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 5 工作項目（四）之各相關計畫則係根據水利署每年系統更新維護
費編列。

三、 經費需求
依前述章節之檢討結果，防救災工作本計畫各工作項目之實施期程、分年
經費需求(以法定預算數)及辦理單位表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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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工作項目之實施期程、分年經費需求及辦理單位表
單位：百萬元
工作項目

100

101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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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海岸災害影像監視及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
5
5
5
5
2、水利署防災即時影像及水位監視站網（含系統）功能提升與維護
15
15
15
15
3、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及測設
4、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
5、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及測設
26
180.52
130
6、南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
7、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規劃及測設
8、中部區域降雨防災雷達站興建
9、防災測試流域監測網建置與維護
10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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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強化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
1、各河川局水情中心洪水、淹水預警系統更新與維護
48
33
38
39
2、本署暨各河川局應變小組維運
20
20
20
20
3、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及防汛器材更新
20
20
20
20
4、經濟部水利署移動式抽水機維護與操作
40
40.5
34.97
28.243
5、經濟部水利署之移動式抽水機 GPS 監控系統建置與維護
5
5
5
5
（三）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識，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1、水患治理非工程措施推動服務團
12
10
10
7
2、保全村落水災避難疏散圖暨告示牌製作與宣導
3、水災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79
111
4、防災社區推動
5、防汛志工災情通報訓練與專業智能提升
6
6
6
6
6、推動水災防災教育宣導
10
10
10
10
7、水利署民眾水情系統更新與維護
8
8
8
8
8、主動式民眾水情災情通報系統更新與維護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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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系統更新與維護
8
8
8
8
2、水利署防災決策支援系統建置
6
6
6
6
3、水利署防災緊急通訊設備更新與維護
12
12
12
12
合計

99.5

253.49

211.243

104

105

106

107

合計

108

辦理單位

15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35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5
15

5
10

5
10

73.88

40

20

7

4

4

48
20
20
33.474
5

40
20
20
20
5

48
20
20
40
5

246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4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4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97.187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8

8

8

7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0

10

10

6
10
8
8

6
10
5
5

6
10
6
6

12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20 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
11 水利署
11 水利署

8
6
12

6
6
6

6
6
12

12 水利署
18 水利署
18 水利署

188.354

208

224

0

0

470.4 中央氣象局

22 水利署

220 縣市政府

1,184.587
883.4
301.187

資本門
59
218.52
176
149.88
142
138
經常門
40.5
34.97
35.243
38.474
66
86
總經費
1184.587(資:883.4、經 301.187)
備註：
1. 表 2 所列各項防災工作囿於原計畫經費短缺無法全數支應；惟所列各項工作為防災所必需，鑒於完善防災工作係社會安定之基石，故所列工作橘色欄位表示係由其他公務預算協助籌措辦理，另原計畫所列
五大工作項目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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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計畫經費不足且該項工作後續納入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辦理，爰於計畫辦理第一次
修正後不再挹注經費並於原計畫中刪除該項工作。
2. 本(第二)次修正計畫整體經費需求不變，並以法定預算數表示；相關工作除中央氣象局執行「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工作期程展延至 108 年，經費保留遞延使用外，其餘各項工作於 106 年完成，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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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經濟效益分析
本計畫主要經濟效益是計畫完成後，透過3部防災降雨雷達運轉，北、中及
南區都會區區域降雨監測之時間及空間解析度將獲得提升，對區域暴雨的預警
時間將提前 0.5~3小時。透過預先掌握各項水情變化及各項防汛資訊整合，提早
提供各級防救災單位及國人災防環境的預警資訊，增加水災防救災防範措施之
準備時間以降低災害損失。
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統計，臺灣地區因颱風豪雨災害所造成的直接財
物損失，平均每年高達新臺幣 170 億元以上，間接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透過
本計畫執行除可強化各級防救災單位之各項防救災整備工作，儘早相關防災預
警相關的調至措施外，另，導入社會大眾「離災優於防災」正確的風險觀念，
提升防災意識與知識，保守估計每年的潛在減損效益即可達 17 億元。由美國國
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的 2006 年統計資料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NOAA)顯示，平均花費 1 塊錢在減少自然災害的損失，可以替整個社會節省 4
塊錢的效益成本。除了替整個社會減少災害損失外，美國財政部亦指出花費 1
塊錢在減少自然災害的損失，可以避免產生 3.65 元稅收損失和花費。

二、 預期效果
本計畫係屬防救災為目標，所達之效益為不可計量效益，其預期效果如下：
（一）提升整體災害防救效率：建構區域降雨雷達網及建置中央管河川及區域
排水溢淹地區水情與災情監控網，以針對近年淹水損失較嚴重之區域排
水、海岸及中央管河川溢淹等地區，預先掌握各項水情變化，並由專業
團隊分析研判可能災情或淹水地點，及時依各縣市之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保全計畫啟動彈性調度防汛搶險器材、移動式抽水機、救災資源、疏散
撤離及請求支援等應變措施，進而提升整體災害防救效率。
（二）強化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能：藉由水情中心擴充與維護，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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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防救災指揮系統及與地方政府共享水情資訊，以提升地方水情災情
掌控及應變能力，並使中央地方防災應變結合一體，創造雙贏。另編列
充足經費，滿足各河川局應變小組之視訊、監視、監測、通訊等防救災
設備正常運作。
（三）「全民防災」觀念建立：社會大眾之防災意識與知識將可獲得提升，藉
由導入正確的風險觀念，具有緊急應變能力，能自救與救人，並且使未
來相關政策的執行容易推動。另適時提供各項治水成果與防災宣導。
（四）整合各部會暨地方政府防汛資訊：更新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作業
系統，以提升為各部會暨地方政府水旱災災害緊急應變作業平台，提供
防救災單位迅速取得防汛資訊。
（五）國土合理利用：藉由法令增修，對於因土地開發所造成之逕流量增加將
可獲得控制，以達成降低開發區下游流量負荷之目標，進而減低下游地
區淹水之風險。
（六）掌握未來環境之預測：利用防災監測網資訊及勘災服務團探討災害發生
原因，俾針對氣候變遷影響下，研究未來潛勢災害，以預為研擬相關因
應措施。

三、 計畫影響
由本計畫之實施可強化各級防救災單位之各項防救災整備工作，促使防救
災工作更能有效執行，並符合民眾對政府救災效率之要求，俾利保障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促進社會經濟繁榮發展。茲影響程度簡述如下：
（一）厚植防救災力量：有效且迅速執行防救災應變措施，降低水災災損，使
人民生命獲得保障，裨益社會安定及國家繁榮。
（二）整合救災資訊：強化政府救災決策，齊一救災步伐，可提振人民對政府
救災之信心，提升救災效率。
（三） 周詳防災規劃：藉由防災社區推動，使我國水災防救規劃趨於完整，落

實自助、互助、公助的最佳防救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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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則
一、 替代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水災災害防救基礎業務由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河川局及中央氣象局共同執
行，惟近年來各地水災災害頻傳，其工作量與日俱增，尤其颱洪及豪雨期間之
各項防災應變業務，均需眾多人力於同時間辦理該轄區內各流域之水情資料蒐
集、傳遞通報、值班應變、潛勢災情分析模擬及水情資訊整合等工作；然而執
行單位之災害管理與應變所需空間、水情資訊、人員專業能力及設備維護營運
經費均普遍不足，使得執行單位之工作效能遭受民眾質疑，故為達本計畫之目
標，並無替代方案。

二、 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本計畫之執行包含中央氣象局、各縣市政府及經濟部水利署等機關，有關
中央氣象局配合事項詳第肆章及表4。

三、 有關兩性平權應辦事項
本計畫執行時，將於合約中明訂要求承包廠商必須遵守國家兩性平權政策
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法令。在聘僱的人力調
配、工時要求及工作指派上，尊重性別的差異性，並不得有性別歧視待遇、打
壓工作機會情視。在建築空間的規劃上，需以建構兩性友善環境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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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水旱災害防救實施計畫」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商結論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15 日部字第 0970004152 號】

結論

辦理情形

1. 由於防災之工程方法有其保護 1.
極限，不論中央及地方均有擴
充防災軟硬體之需要，爰經濟
部所報計畫，確實有其必要性。
2. 流域治理與管理，其執行方式 2.
以區域或合併流域及區域之方
式進行，尚在研究中且並未定
案，不宜立即依目前所報之方
式實施。

感謝委員支持鼓勵。

依據行政院「卡玫基颱風 718
水災研究暨檢討報告」辦理，
且因淡水河已建置有流域防洪
指揮中心，大甲溪部分已納入
「大里溪防洪指揮中心」擴
充，故將新建濁水溪及高屏溪
等兩流域防洪指揮中心。
3. 計畫所提分工事項及經費，應 3. 業已修正，並確實分工編列。
釐清主辦機關及經費編列單
位，部分內容與其他相關計畫
工作項目重複者應再檢討，並
加強說明具相似性工作項目間
之差異性與必要性。另中央災
害緊急應變中心與各災害主管
機關之協調運作與指揮機制，
應深入剖析並明確分工。
4. 除 區 域 應 變 調 度 中 心 之 建 置 4. 遵照辦理。
外，其餘防災所需各項工作，
請經濟部參考各部會意見重新
調整後，納入修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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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設置降雨雷達部分，究由 5.
氣象局或水利署主政？請經濟
部協調後決定主政單位，並納
入計畫內容實施。
6. 計畫擬妥後，涉及尚需其他部 6.
會共同辦理或協助部分，併同
以上修正內容，請經濟部協調
確定後，再依行政程序陳報行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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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氣象局協商，由氣象局主
政。

遵照辦理。針對需其他部會共
同辦理或協助部分，業納入水
資源協調會報研商解決。

「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第 46 次委員會議」
審查情形
壹、時

間：97 年 2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地

點：經濟部第 1 會議室

叁、主持人：陳主任委員佐鎮

記錄：陳金川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案由：「加強災害防救實施計畫第一期」
，提請

審議。

決議：本計畫有其需要性，請經濟部水利署依委員意見修正後，
同意依程序陳報經濟部轉陳行政院核定實施。
二、討論事項及辦理情形
結論

辦理情形

黃委員金山：
1. 除硬體建設外，軟體性之防災系統及作業可 1.感謝委員支持鼓勵。
彌補硬體功能之不足，至為重要，同意辦
理。

2.計畫內容已作修正。

2. 計畫過分複雜，無法簡潔明瞭，一目了然，
建議再將文內表格等內容再加以精簡易
3.本計畫所需經費已修正為 21 億

懂．增加計畫之可讀性。

3. 總經費需求 6 年需新台幣（下同）30 億元， 5,900 億元，且依委員意見將本
平均 1 年約 5 億元，建議併入河川、海岸及

計畫之經費併入「重要河川環

區域排水之防洪排水次類別內勻列。

境營造計畫」之防洪排水次類
別內勻列或獨立事項計畫編
列。

51

楊委員錦釧：
1. 本計畫之目的雖然與河川及區排營造計畫
所擬之預警工作不盡相同，但仍有其相輔相 1. 本計畫為建置四大流域與區域
成之處，建議考量整合之可能性，讓防災預

水情中心，並落實移動式抽水

警工作能具體落實至基層單位，方能收其實

機與防汛器材管理，俾強化地

效。

方防汛管理及應變指揮調度功

2. 國內發展之預警模擬模式於檢定、驗證及穩

能。

定度方面仍嫌不足，建議於「強化洪旱災害 2. 本計畫著重於區域降雨雷達網
研判分析能力」項下列為重點工作項目之

及水情監測與災情監控網，以

一。

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力。

3. 但欲達到精準之檢定及驗證，亟須有充足及 3. 同上
精確之水文、水理及河性相關資料，建議內
容中考量研議「水文觀測現代化計畫」執行
成果與本計畫之關聯性。
4. 經濟部水利署所屬各河川局建置相當多之 4. 本計畫將提升水利署災害緊急
資料庫及河川管理系統，如何將相關之資源

應變系統為各部會及地方政府

予以整合，建議於計畫中適度的規劃，以作

之水旱災災害急應變作業平

為預警系統平台建置之參考。

台，以提供防救災單位迅速取
得防汛資訊。

李委員孟諺（李科長顯掌代）
：
1. 加強災害防救實施計畫整合相關河川、海岸 1. 本計畫已修正為「水災災害防
防災事宜，有其必要性，惟計畫擬新建防災

救策進計畫」
，其中新建防洪指

指揮調度中心大樓（南勢角）及 7 處防災應

揮中心部分係依據行政院「卡

變調度副控中心部分，建議補充說明經濟部

玫基颱風 718 水災研究暨檢討

水利署現有相關空間使用情形及與其他亦

報告」辦理，且因淡水河已建

有興建防災中心計畫(如大里溪治理計畫亦

置有流域防洪指揮中心，大甲

編列 2 億元建置防災中心等)之關聯性，以

溪部分已納入「大里溪防洪指

增加說明其需求性。

揮中心」擴充，故將新建濁水
溪及高屏溪等兩流域防洪指揮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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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委員嶠暉：
1. 台灣人口約 80﹪居住在都市，都市雨水下 1. 本計畫著重於區域降雨雷達網
水道都以降雨頻率 3 年-5 年設計，不符近

及水情監測與災情監控網，以

年氣候變遷，因之都市防災應朝向雨水滲

精進降雨及淹水預警能力。

透、洪峰貯留等綜合治水因應，但國內對滲
透或貯留的推廣尚待加強推廣跨部會落實。
陳委員茂生：
1. 依據災害防救法，經濟部水利署主管災害防 1. 本計畫名稱已修正為「水災災
救事項有「水災」及「旱災」，本案似以水

害防救策進計畫」（99~103

災為對象，故標題建議正名「加強水災害防

年）。

救實施計畫」
。
（如 P.15 表 4-1，二、洪旱災
應變整合中，未列旱災。）或需增列加強防
旱災計畫。
2. 本計畫之考核甚為詳細，但為期工作之延
續，前 1 年之管考檢討、建議改進事項等列 2. 依委員意見辦理，未來將逐年
考核前一年之執行成效，以作

為下年度綜合考核其執行情形。

為管考檢討之依據。
夏委員正鐘（陳諮議育偉代）
：
1. 依據災害防救法，經濟部主管之災害包括水 1. 本計畫工作重點主要針對水災
災、旱災等天然災害，以及公用氣體與油料

災害之防救，故己依委員意見

管線、輸電線路等災害。本計畫名稱為「加

修正為「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

強災害防救實施計畫」，然其實質內容僅包

畫」(98~103 年)。另本計畫總

括水旱災之防救，工作重點為相關防救設施

經費需求約為 21 億 5,900 億

與應變系統之新建或整備，爰建議計畫名稱

元，其中各期工作內容及經費

應具體修正為較符合計畫內容之名稱(例如

詳表 3。

「水旱災防救設施整備計畫」等)。另本計
畫稱為第 1 期計畫，試問本計畫之整體計畫
及總經費需求為何?擬分幾期完成?各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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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經費為何?建請補充敘明。
2. 水災通常與颱風、土石流等災害併同發生，
但風災與土石流災害分屬內政部與農委會 2. 本計畫將提升水利署災害緊急
主管。因此，如何整合各單位之資源，有效

應變系統為各部會及地方政府

發揮防救災效率，實為當前政府首要的課

之水旱災災害急應變作業平

題。據悉，相關部會亦有類似本計畫之建置

台，以提供防救災單位迅速取

規劃(如行政院農委會之土石流防災應變系

得防汛資訊。

統等)，相關之水情、災害等資訊的監測、
分析、與資訊傳送，宜特別注意機關間資源
共享與系統整合的問題。
3. 據悉，災防會刻正研議規劃建置全國防救災
資訊中心，而本計畫亦有建置防災指揮中心
大樓、水情及區域應變調度中心、區域防災 3. 本計畫已修正為「水災災害防
，其中新建防洪指
中繼站等硬體設施之規劃。考量社會輿論對 救策進計畫」
於政府公共建設閒置或浪費有諸多質疑，本

揮中心部分係依據行政院「卡

計畫有關規劃建築廳舍部分，宜先行評估現

玫基颱風 718 水災研究暨檢討

行各地水情中心使用情形，並研議與相關機

報告」辦理，且因淡水河已建

關整合建置，或閒置空間再利用之可行性。

置有流域防洪指揮中心，大甲
溪部分已納入「大里溪防洪指
揮中心」擴充，故將新建濁水
溪及高屏溪等兩流域防洪指揮
中心。

顏委員清連：
1. 問題分析及因應對策部分非常明確，而且可 1. 感謝委員支持。
行。
2. 有關跨部會的部分應表達清楚，而且應事先 2. 已於 96 年 8 月 9 日邀集專家學
者、經建會及交通部中央氣象

協調。

局等單位召開本計畫之研商會
議，充分討論協調；另跨部會
協助部分，詳第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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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將逐年
3. 所列績效指標在系統建置階段尚屬合理，但

檢討考核上年度之執行進度與

建置完成之後在正常運轉之後應該有運轉

成效，並依運轉成效評量，隨

成效的評量指標，各指標應配置一定權重，

時改進修正工作細項內容；其

評量之後組成一個綜合性指標，可以對社會

評量結果可呈現給長官與社會

及高階長官呈現進步的情況及重點。綜合性

公眾，以彰顯防災實施之成效。

指標在現階段計畫書中可先提出概念，俟計 4. 已依委員建議修改。
畫核定實施時再詳細設計。
4. 計畫書主體部分應精簡，詳細資料納為附 5. 遵照辦理。
錄。
5. 修正後，贊成報行政院。
謝委員瑞麟：
1. 本計畫與國家災害防救有密切關係，特別中 1. 依委員意見辦理，計畫執行過
央與地方的災害防救指揮與支援，故有必要

程將充分與各部會溝通協調。

與行政院防災委員會協調辦理。
2. 防災有四個階段，本方案應針對應變階段工 2. 本計畫已修正為，詳第貳章。
作提計畫為宜。
林委員火木：
1.媒體對訊息取得與掌握速率超高，為確實掌 3. 媒體訊息之取得與掌握對防災
握災害發生之狀況及發揮救災之速率與民

業務之資訊與民眾之溝通十分

眾之融和，建請研擬結合媒體投入救災之可

重要，此部份計畫。

行性，並在本計畫內列入計畫試辦。
陳委員伸賢：
1.花這麼多的錢，其效益是值得的，因為應變 1. 感謝支持。
不好，災害損失更大，後果更麻煩，所以本
計畫很重要。
1. 目前的公共建設經費，經濟部水利署部分係 2. 本計畫所需經費約 21 億 5,900
列在水資源與防洪排水次類別，如要再爭取

億元，列於防洪排水次類別，

另列一次類別，如何說服人家。現在要的是

並已併入「重要河川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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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的效率，而事前的預防與災後處理的經

計畫」
（98~103 年）或獨立事

費，可以列入上述 2 次類別。

項計畫編列。

2. 本計畫應聚焦在應變機制能夠快，效果能夠 3. 已納入規劃。
好，與決策能快速有效形成。本計畫應爭取
的是這一部分之經費。
3. 和其他部會的類似應變計畫，其介面要有交 4. 本計畫將提升水利署災害緊急
待，其分工、定位等要分清楚，範圍不重疊，

應變系統為各部會及地方政府

如此本計畫則可報院。

之水旱災災害急應變作業平
台，以提供防救災單位迅速取
得防汛資訊。

5.房舍可儘量利用現有建物，不要重蓋。

5. 本計畫已修正為「水災災害防
救策進計畫」
，其中新建防洪指
揮中心部分係依據行政院「卡
玫基颱風 718 水災研究暨檢討
報告」辦理，且因淡水河已建
置有流域防洪指揮中心，大甲
溪部分已納入「大里溪防洪指
揮中心」擴充，故將新建濁水
溪及高屏溪等兩流域防洪指揮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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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經濟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 104 年 3 月 16 日
填表人姓名：謝佩伶
職稱：副工程司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e-mail：a680120@wra.gov.te
□非業務單位人員
電話：02-3707-3035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
計畫期程變更外，皆應填具本表。
二、
「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
「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
位）
。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之意見；計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
程序參與，參酌其意見修正計畫內容，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
與者。
壹、計畫
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修正)草案
名稱
貳、主管
主辦機關
經濟部
水利署
機關
（單位）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V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
V (水災防救)
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每年颱洪災害都造成台灣地區生命與財產重
大損失。其中 97 年卡玫基、鳳凰、辛樂克及薔蜜
颱風，生命與財產損失高達 41 人死亡、14 人失
蹤、95 人受傷及 31 棟房屋倒塌。在在顯示颱風
豪雨災害仍嚴重威脅著臺灣地區民眾的生命與財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 產安全。復以近年全球氣候變遷異常顯著，導致
所面臨到洪旱災害之頻率、規模與災害之廣度、
需求概述
深度均有加大的趨勢，使得應變任務愈益頻繁，
人力物力疲乏不足；再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土
地利用的改變勢所難免，高地、都市水患屢屢發
生，損害日益擴大；另民眾對救災之速率與對災
害之忍受度均較以往大不相同，政府亟需注入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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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新之思維與更靈活之調度策略，始能負起預警疏
散、減災及救助災民損失之責。
目前經濟部防汛著重各項治水措施，本計畫則以策
進應變救災建設使水災防救更趨完整，重點包括下
水道、區域排水、海岸及縣市管河川災情與水情監
控需求；提昇地方政府水災災害防救災能量；及部
會間資訊協調整合。
1、水災防救策進作為，直接受益對象為全體國
民，受益對象為全體之不同性別者。
2、又本計畫專業屬性偏向工程施作與管理，參與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
計畫者一般多為男性，依目前公務機關參與計畫
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規劃者，男性與女性比例約為 5：1。
3、俟計畫核定後，本署將會要求執行計畫廠商建
立相關性別統計與分析資料。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
與 本計畫相 關的性
別 統計與性 別分析
及其方法

俟計畫核定後，本署將會要求執行計畫廠商建立
相關性別統計與分析資料，例如規劃人員性別統
計、工作人員性別統計、管理人員性別統計及受
益使用對象性別統計等。
1.
2.
3.
4.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
同敘明性別目標） 5.
6.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
善方法（計畫於研
擬、決策、發展、
執行之過程中，不
同性別者之參與機
制，如計畫相關組
織或機制，性別比
例是否達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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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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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全民防災」觀念，提昇社會大眾的防災意識與知
識，建立正確的風險觀念，於災害來臨時能自救與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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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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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標準得以提升，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執本計畫性別目標：執行過程中，請相關位依性別平等
規定辦理。並為建構兩性平權環境，請發包單位要求廠
商檢視勞工安全衛生對於女性勞動者之工作限制及保
護措施，建立懷孕及哺乳勞動婦女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環
境，並盡量朝向兩性人數相等之目標。

計畫及各工作項目推動，將朝符合性別衡平參與目標努
力。

柒、受益對象
1.若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如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
內容」8-1 至 8-9，逕填寫「第二部分－程序參與」
，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
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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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
不得僅列示「無涉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是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為
受益對象

備註

否
ˇ

水災防救策進作為，直接受益對象為
全體國民，受益對象為全體之不同性
別者。
水災防救策進作為，對象為全 體國
民，於委辦計畫中，務求承包廠商遵
守並配合國家兩性平權之政策及保障
弱勢性別之要求。
本計畫為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修正
計畫，直接受益對象為全體國人，惟
因本計畫專業屬性偏向防救災層面，
一般社會認知參與計畫執行者應以男
性居多。在專業能力許可下，盡量增
加女性工作機會。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
但計畫內容涉及一
般社會認知既存的
ˇ
性別偏見，或統計
資料顯示性別比例
差距過大者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涉及
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
益相關者

評定原因

ˇ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或調
整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需求
與達成性別目標

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不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差
異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如何
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能力
或使用習慣之差異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對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之友善措施或方案

本計畫涉及建置硬體空間設施僅區域
降雨雷達站建置為 3 座雷達皆以無人
站設置未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權益。

說 明
備註
受益對象為台灣地區全體民眾，故無
針對性別項次特別編列經費。
由於本計畫專業屬性偏向防救災層
面，參與計畫執行者以男性居多。執
行過程將囑咐相關單位及廠商落實
性平相關規定。
受益對象為台灣地區全體民眾，無縮
小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差
異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惟因本計畫專業屬性偏向防救災層
面，故參與計畫執行者以男性居多，
未來計畫執行過程將朝鼓勵女性者參
與努力。
本計畫含水災防災教育宣導，除透過媒
體及網路傳達防災相關資訊外，並不定
辦理宣導活動，預期可顧及各方獲取資
訊權益。並依人口別不同，設計淺顯易
懂宣導品，以顧及兒童與婦女。
執行過程中，將請相關位依性別平等規
定辦理。並督促廠商建構兩性平權環
境；本署將會要求廠商檢視勞工安全衛
生對於女性勞動者之工作限制及保護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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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立懷孕及哺乳勞動婦女工作環境
安全衛生環境，並盡量朝向性別衡平參
與等目標。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備
1.計畫推動將朝符合性別衡平參與目標努力。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
符合相關法規政策 2.計畫相關工作於受託執行，將於招標文件載明履
約廠商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範。
之情形
1.本計畫為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直接受益對象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 為全體國人。
2.督促相關單位及廠商，於計畫工作執行時，應依
離：計畫如何預防或
性別平等法辦理，並注意兩性工作環境之差別需
消除性別隔離
求，且消除傳統工程文化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8-7 平 等 取 得 社 會 資 本計畫為水災防救策進計畫，不論性別皆可透過
源：計畫如何提升平 本署已建置之網路資訊系統取得計畫成果及相
等獲取社會資源機 關資訊。此外，亦可透過如網路首長信箱，提出
相關政策建議。
會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 本計畫涉及建置硬體空間設施僅區域降雨雷達站
硬體的公共空間之 建置為 3 座雷達皆以無人站設置，未涉及不同性
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
計，在空間使用性、
安全性、友善性上之
具體效益
1. 針對本計畫相關工作於受託執行時，將於招標
文件載明履約廠商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
關規範。
制：計畫如何設立性
別敏感指標，並且透 2.囑咐執行單位於本計畫相關工作執行時，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於各工作會議，請相單
過制度化的機制，以
位說明落實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相關作為。
便監督計畫的影響
3.
加強督導廠商顧用女性工作者人數比例逐年增
程度
加。

註

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
括對「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
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9-1 評估結果之綜
合說明

委員意見敬表同意，已納入計畫評估，將督導廠商落實性別平等

9-2-1 說明採納意見 依擬定精神採納委員意見，確實辦理
後之計畫調整
9-2 參採情形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 無
由或替代規劃
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
已於 104 年 3 月 16 日將「評估結果」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 請機關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第壹項至第捌項後，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第
二部分－程序參與」項目，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後，再由機關填表人依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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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程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續填「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評
定為「有關」者，請機關填表人依據其檢視意見填列「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9-1
至 9-3；若經評定為「無關」者，則 9-1 至 9-3 免填。
＊
若以上有１項未完成，表示計畫案在研擬時未考量性別，應退回主管（辦）機關重新
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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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經濟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
家學者意見；民間專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10-1 程序參與期程或
時間

104 年 3 月 11 日至 104 年 3

月 16

日

10-2 參與者姓名、職
稱、服務單位及
其專長領域

張瓊玲副教授，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海巡科主任、經濟部
性平專案小組委員、行政院性平會委員

10-3 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見

計畫書涵納其他初
評結果
■有 ■很完整
■有，
■有，
□可更完整
且具性別目標 已很完整
10-4 業務單位所提供
□現有資料不足須 □有，
□有，
之資料
設法補足
但無性別目標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無
□無
□現狀與未來皆有
困難
■有關
□無關
10-5 計畫與性別關聯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
7-1 至 7-3 任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
；
之程度
若 7-1 至 7-3 均評定「否」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
資源投入及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相關統計資料

計畫書

10-6 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7 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8 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 合宜
宜性
10-9 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合宜

10-10 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11 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合宜
如審查意見

10-12 綜合性檢視意見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合宜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張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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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六點中長程
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1、計畫書格式
(1)計畫內容應包括項目是否均已填
列(「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
（以下簡稱編審
要點）第 6 點、第 14 點)
(2)延續性計畫是否辦理前期計畫執
行成效評估，並提出總結評估報
告(編審要點第 6 點、第 15 點)
2、民間參與可行 是否填寫「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評
性評估
估（依「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
）
3、經濟效益評估 是否研提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
益分析報告(「預算法」第 34 條)
4、財源籌措及資 (1)經費需求合理性(經費估算依據
金運用
如單價、數量等計算內容)
(2)經費負擔原則：
a.中央主辦計畫：中央主管相關法
令規定
b.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
(3)年度預算之安排及能量估算：所
需經費能否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內容納加以檢討，如無法納編
者，須檢附以前年度預算執行、
檢討不經濟支出等經費審查之相
關文件
(4)經資比 1：2（
「政府公共建設計
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第 2 點）
檢視項目

5、人力運用

(1)能否運用現有人力辦理
(2)擬請增人力者，是否檢附下列資
料：
a.現有人力運用情形
b.計畫結束後，請增人力之處理原
則
c.請增人力之類別及進用方式
d.請增人力之經費來源
6、營運管理計畫 是否具務實及合理性(或能否落實
營運)
7、土地取得費用 (1)能否優先使用公有閒置土地房舍
原則
(2)屬補助型計畫，補助方式是否符
合規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63

主辦機關
是
否
ˇ

主管機關
是
否

備註

ˇ
本計畫係
新興計畫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a

a

ˇ

ˇ

ˇ

ˇ

ˇ

ˇ

ˇ

經費計
2.155 億
元，係由
振興經濟
擴大公共
建設特別
預算支
應；
二、另
100~102
年部分經
費計
3.425 億
元係由
「易淹水
地區水患
治理計
畫」支應

ˇ

ˇ

ˇ

ˇ

ˇ
ˇ

一、100 度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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