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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危害與衝擊分析
–原五區→全臺危害與衝擊圖資產製
–工具模組開發(MMIS)
–圖資整合應用

風險評估與調適知識
–調適案例彙整

• 國內外相關調適案例蒐集
• 確認合適內容並彙整上架

–調適示範區操作
• 利害關係人訪談、現地勘查、可行性評估
• 方案擬定與示範模擬操作

AR6資料測試

執行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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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操作流程

氣候變遷
推估資料庫
AR5動力降尺度
HIRAM-WRF
颱風事件資料

Team1資料

Team3 推廣

跨小組合作

各領域執行

衝擊圖產製
• 淹水發生機率變化趨勢
• 最烈颱風逐時淹水動態

調適示範區操作
• 三爺溪集水區(工程)
• 安南區(非工程)

危害圖產製
• 降雨變化率
• 累積雨量變化趨勢

氣候指標訂定
• 總累積雨量、最大24小時、最大12小

時、最大6小時TOP30%降雨變化率

調適知識、利害關係人訪談
• 國內外案例蒐整
• 專家學者與部會署訪談、現地勘查

TCCIP平台
調適百寶箱

Team2危害與衝擊評估

衝擊模擬
• SOBEK模式

衝擊指標訂定
• 0.5m以上淹水發生機率
• 最烈事件逐時淹水概況

MMIS工具
• 模擬成果分析

資料申請
服務機制

資料使用
狀況回饋



淹水危害衝擊分析
危害圖與衝擊圖產製
工具模組開發
整合套疊評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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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淹水衝擊模擬分析

彰雲嘉投地區

臺北地區

臺中地區

臺南地區

共同合作單位
水利署：模組提供
交通大學：技術支援
國網中心：調校及模擬
災防中心：整體規劃及分析

宜蘭地區

桃竹苗地區

花蓮地區

臺東地區

高屏地區

一 原規劃區域
一 新規劃區域

氣變情境資料：
 RCP8.5 HiRAM-WRF V3.3
下游邊界條件：
 天文潮與暴潮

全臺灣衝擊模擬分析
危害指標： (基期 vs RCP8.5世紀中)
不同指標排序前30%場次

 總累積雨量變化率
 最大24小時累積雨量變化率
 最大12小時累積雨量變化率
 最大6小時累積雨量變化率
 全臺灣各分區最大24小時累積雨量

95百分位數值(區域平均)

衝擊指標： (基期 & RCP8.5世紀中)
 最大24小時累積雨量排序前30%場次淹水
發生機率

 暖化後淹水發生最劣事件(極端颱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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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與衝擊圖資產製
最大24小時累積雨量排序前30%場次降雨變化率全臺灣各分區最大24小時

累積雨量95百分位數值
(區域平均)

淹水發生機率趨勢
[註]以四區為例[註]以四區為例

宜蘭地區

臺南地區 高屏地區

臺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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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S工具模組開發
宜蘭地區

臺南地區 高屏地區

 多場次快速運算累積雨量、淹水深，及各指標排序
 自動化繪製雨量分布、淹水分布，及其逐時動態
 產出對應相對圖檔與資料檔，可進行額外分析使用
 淹水發生機率計算工具

[註]以四區為例
臺北地區
暖化後淹水發生最劣事件(極端颱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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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單位計畫應用評估
農委會作物分析(2021)

高屏地區紅豆主要栽種範圍
(depth≧0.2m)

農委會作物分析(2020)

臺南地區玉米主要栽種範圍
(depth≧0.3m)

基期

世紀中

交通部運研所測試(2021)

臺南地區鐵公路設施分析未來熱區
(depth≧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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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危害與衝擊圖資套疊應用-以宜蘭為例 (2022)

整合其他領域套疊應用

稻田(depth≧0.3m) 畜牧舍(depth≧0.3m)

養殖魚塭(depth≧0.5m)

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風險評估與調適知識
調適案例彙整
調適示範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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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災害相關調適案例彙整
平台展示資料蒐集 重點轉譯

淹水領域相關案例目前彙整36例 持續蒐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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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架於平台國內外調適案例
調適選項 調適案例名稱 國家 調適手段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新北市瑞芳區-員山子分洪道 臺灣 流量分洪
結構物理&社會性 嘉義縣東石鄉-掌潭村耐淹規劃 臺灣 建物改造 提升防災觀念 產業轉型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屏東縣林邊鄉-光采濕地易淹水地區複合式調適方案 臺灣 土地轉型 堤防加高

社會性選項 臺南市仁德區-二行里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建置 臺灣 防災社區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臺南市安南區-新吉工業區滯洪空間建置 臺灣 滯洪池 分洪排水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嘉義縣布袋鎮-新塭滯洪池建置 臺灣 滯洪池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大排系統整治 臺灣 流量分洪 滯洪池 堤防護岸改善 下水道導流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日本東京-G-Cans地下排水系統 日本 分洪排水 抽水站 增加蓄洪面積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韓國首爾-清溪川整治 韓國 河道整治與拓寬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香港香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香港 下水道導流 蓄水池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馬來西亞吉隆坡-SMART隧道系統 馬來西亞 分洪排水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南達科他州-Cottonwood Springs Dam滯洪水庫 美國 滯洪水庫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灣區-阿拉米達淹水潛勢防治計畫 美國 分洪排水 增加蓄洪面積 抽水站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貝尼西亞排水系統 美國 修建排水系統 增設大型抽水站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堪薩斯州-拉貝特縣183號橋修建工程 美國 修建橋梁下排水通道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東後堤LPV 111重建工程 美國 防洪堤修建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納帕-納帕河防洪工程 美國 修建及增設堤防 恢復沼澤地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紐約州紐約市皇后區-皇后植物園設計工程 美國 明渠及下水道導流 雨水收集 增加蓄洪面積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市- Tanner Springs Park 美國 滯洪池 雨水蒐集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加拿大多倫多-Corktown Common 加拿大 滯洪池 堤防修建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德國奧斯特菲爾德爾恩-Scharnhauser Park 德國 增加蓄洪面積 分洪排水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德國奧芬巴赫-奧芬巴赫港改善計畫 德國 防洪牆 分洪排水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德國佛萊堡-Zollhallen Plaza氣候調適工程 德國 易滲透舖面 蓄水槽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捷克布拉格-伏爾塔瓦河防洪工程 捷克 增設防洪堤 自然導流
結構和物理性選項 荷蘭鹿特丹-倍恩特姆廣場 荷蘭 滯洪池 雨水蒐集

國
內

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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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案例分享
德國佛萊堡-Zollhallen廣場氣候調適工程

植被區+
大型可滲透平板

土壤下蓄水池，透過排水梯度
收集多餘的水，水從水箱中的
溢流管流到儲水槽，然後再慢
慢入滲至土壤中。

在100年的洪水，廣場大部分將會被淹沒。為
使水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提供了安全區，
該安全區位於較高的位置，可防止水外溢。
該洪水將透過可滲透的鋪面和植被緩慢滲透。

一般降雨

10年重現期降雨

100年重現期降雨

(資料來源：LAND8, LANDEZINE, urbanNext web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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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案例分享
馬來西亞吉隆坡- Stormwater Management and Road Tunnel
(簡稱SMART計畫-精明隧道)

(圖片來源：Mohd Saleh Santhiman et al. 2006)

多年來無法預測的山洪氾濫一直是困擾吉隆
坡的一個重要課題。此案例同時也是一個既可
以開車行駛又可以充當排水溝以應對洪水的隧
道。9.7公里隧道具有兩個功能：減少吉隆坡的
山洪暴發及減少尖峰時段的交通擁堵，該隧道
更是東南亞最長、亞洲第二長的防洪水道。

(模式1)正常情況
不會有水量導入排洪隧道內
(模式2)中度洪水情況
透過位於車道下的分洪隧道進行分洪，
仍可正常運行通車
(模式3)大型暴雨事件
汽車通道將全面關閉並開啟自動水密門，
整條隧道做排洪之用，最高可容納300
萬立方公尺水量，約可削減100年重現
期之尖峰洪水。
洪水結束後，進行隧道安全檢查，並使
用壓力水柱清洗後，高速公路與隧道會
於48小時內恢復通車。

(圖片來源： https://www.amusingplanet.com/2013/05/smart-tunnel-in-kuala-lumpur-storm.html )

https://www.amusingplanet.com/2013/05/smart-tunnel-in-kuala-lumpur-stor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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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示範區規畫執行請教-利害關係人訪談

2020.03.13
臺南水利局雨水科吳書旭科長

2020.03.13
成大防災中心臧運忠副主任

2020.03.06
成大水利系游保杉老師

2020.03.12
成大都計系林峰田老師

2020.06.20
水規所灌排課劉敏梧課長

2020.07.24
成大都計系張學聖老師

2020.09.11
成大都計系葉如萍老師

2020.10.18
成大城鄉調適工作坊

2021.04.06
北大都計所廖桂賢老師

1. 針對本計畫執行內容與
宗旨概述

2. 調適示範區選定與執行
規劃說明

3. 與專家學者討論調適示
範區容執行方式與建議

4. 實地走訪現地了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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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示範區-三爺溪未來雨量分析
• RCP8.5動力降尺度 HIRAM C384模式 V3.3版本

模擬範圍：

重現期距
(年)

二仁溪
河口
(mm)

深坑子
溪匯流
前(mm)

HIRAM
基期
(mm)

HIRAM
世紀中
(mm)

2年 261.8 277.5 225.66 295.93

5年 372.5 398.5 328.76 457.31

10年 435.4 470.2 398.36 576.48
25年 503.8 551.4 486.03 734.78

50年 547.8 605.8 550.65 856.06

100年 586.9 655.5 614.48 978.96

二仁溪流域 24小時頻率分析

(二仁溪治理規劃報告)

二仁溪為中央管河川 100年保護標準
三爺溪保護標準為10年重現期25年不溢堤

資料版本 時期 年份

HIRAM-C384
動力降尺度5km

基期 1979-2008

世紀中 2039-2065

目前保護標準將無法
負荷未來之降雨強度
可提供當作未來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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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工程不變，只有考量雨量(T=10yr)的變化

調適示範區-三爺溪因應未來雨量模擬成果

基期T=10yr

指標 累積雨量
(mm)

總雨量 398.35

最大12小時 284.54

最大6小時 177.55

最大3小時 105.01

最大1小時 39.68

指標 累積雨量
(mm)

總雨量 576.48

最大12小時 411.78

最大6小時 256.94

最大3小時 151.96

最大1小時 57.42

最大積淹水面積：596公頃 最大積淹水面積：1528公頃

世紀中T=10yr

萬代橋瓶頸段 萬代橋瓶頸段

大甲排水分流大甲排水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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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示範區-三爺溪工程調適方案設計

◎本計畫設計方案說明與模型架構

◎水利局三爺溪未來中下游治理規劃方案
• 河道拓寬浚深
• 堤防加高
• 抽水站+抽水機
• 截流

與水利局規劃之類似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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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示範區-三爺溪模擬成果範例展示

無調適 調適A

調適B調適C

積淹水面積
減少2.53%

積淹水面積
減少15.73%

積淹水面積
減少24.34%

[案例說明]
無調適：模式為原始架構
調適A：下游增設滯洪池
調適B：調適A+下水道導流20%
調適C：調適B+分洪入海及二仁溪

模擬成果
範例比較

 由此成果可看出上述方案在世紀中T=10
雨量強度，災害程度有明顯減少，上述
方法皆屬需從長計議之大型工程方法，
針對極端氣候增加的趨勢，可將此示範
案例作為未來規畫之參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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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成果回饋與建議
2021/05/27(四) TCCIP計畫淹水領域專家訪談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雨水下水道工程科吳書旭科長

重點討論與建議

氣候變遷情境雨
量重現期分析

TCCIP計畫之氣候變遷情境雨量重現期分析成果非常
值得參考，但執行相關工程需以中央所制定之水利法
為設計依據，未來是否能在工程設計提升至極端情境
可承受之保護標準，需於中央先行修正相關法規，才
能調整地方政府實際執行之依據。

相關設計工程調
適方案

除了水利局正在執行類似方案之外的方法，滯洪池與
導流部分因土地徵收、都市人口眾多等因素較難執行，
則在流量分洪部分則以集水區面積之相對流量分配的
概念去針對三爺溪上游執行相關規劃。

未來操作建議 未來工程調適操作上，科長建議可了解下水道的設計
標準(從去年已開始針對各區修訂中)，從其著手。



氣候變遷新資料測試
AR6統計降尺度日資料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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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6資料測試模擬成果

淹水面積比較成果

(重現期)

氣變情境資料：
AR6 統計降尺度日降雨資料
(所有模式平均) [註]以桃竹苗50年重現期為例

4℃2℃

基期淹水範圍分布概況

針對AR6資料更完整的淹水領域相關操作
將規劃於新一期計畫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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