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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間水位變化 

為瞭解豐枯水期地下水水位變化情形，本計畫以民國 85、92 及 107

年豐枯水期之地下水位並繪製地下水等水位圖如圖 5-30～5-31，由圖

中顯示可知豐水期各地下水含水層等水位線均有往內陸退縮呈現地下

水水位下降趨勢，內陸地區以虎尾、土庫一帶為最；而枯水期含水層

二及三沖積扇南北兩側地下水位下降，濁水溪河道附近變化不大，惟

內陸地區仍以虎尾、土庫附近變化較明顯；此外，口湖鄉、四湖鄉及

水林鄉等地區無論豐枯月份均有較大之變化量。而彰化地區則以濁水

溪北岸溪州鄉鄰近地區變化較為明顯。因地形及水文地質材料特性影

響，多數地下水會向北及西北進入彰化地區，而地層下陷較嚴重之雲

林地區，地下水來源則是從沖積扇南側流入。 

六、歷年相關計畫辦理情形 

(一) 濁水溪下游河道伏流水及地下水調查分析 

集集攔河堰自民國 91 年開始營運，因近年濁水溪下游地下水

水位有下降趨勢，為釐清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補注與集集攔河堰相

關性，中水局於民國 95 年間辦理「濁水溪下游河道伏流水及地下

水調查分析」，經評估集集攔河堰鄰近之地下水位於營運前後無明

顯變化之趨勢顯示，下游各站地下水水位變化應屬區域用水量增加

造成的長期地下水水位變化，與集集攔河堰應無直接關係。 

(二) 濁水溪沖積扇地面地下水聯合運用管理模式建立與機置評估 

中水局依據「彰化雲林地區地層下陷防治計畫」之上位計畫指

示，於民國 96 年辦理「濁水溪沖積扇地面地下水聯合運用管理模

式建立與機置評估」，除針對彰雲地區之地下水管理建議「高鐵沿

線 3 公里管制區」、「嚴重地盤沉陷區」與「重大工業用水戶」列

為重要管制區域，並擬定各地下水觀測站各月之地下水管理水位，

以利管理單位能掌握各測站區域之地下水是否有超抽情形；該計畫

亦分析彰雲地區民國 84～94 年之地下水年平均補注量約為 8.12 億

立方公尺，建議長程之地下水用水量以不超過 7 億立方公尺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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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0 濁水溪沖積扇豐水期地下水等水位圖 

 

圖 5-31 濁水溪沖積扇枯水期地下水等水位圖 

(三) 彰化雲林地區地下水補注實施計畫草案 

經濟部為持續推動地層下陷防治工作，除規劃辦理「第三期地

層下陷防治執行方案」外，為能減緩彰化雲林等地區地層下陷嚴重

程度，促進地下水資源永續發展，並參照「愛台十二項建設」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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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防洪」議題所揭示「加強地下水補注，有效改善地層下陷」具體

策略，爰綜整「第二期地層下陷防治執行方案」及「彰化雲林地區

地層下陷防治計畫」實施期間有關彰雲地區地下水補注相關研究規

劃方案，經綜合評估引水水源水量、土地取得難易程度、計畫區位

與規模及對地層下陷敏感地區之效益等條件，研擬優先推動方案。 

(四) 濁水溪中下游水資源規劃檢討評估 

鑒於水資源開發已趨飽和，為了解濁水溪集集堰下游至自強大

橋間水資源潛能，水規所民國 99 年辦理「濁水溪中下游水資源規

劃檢討評估」，釐清水量來源及分析增減變化趨勢，以提供區域水

資源開發評析參考。該計畫以濁水溪中游之伏流水源調查為主，惟

調查結果發現位於清水溪與濁水溪匯流處之名竹盆地，因車籠埔斷

層與彰化斷層橫交於二水隘口處形成沖積層堆積。由圖 5-32 可知名

竹盆地因地質條件利於地下水補注，該地區之地下水位明顯高於中

下游地區，如評估適當之抽取季節及抽水量後可視為一地下水庫。 

 
資料來源：濁水溪中下游水資源規劃檢討評估，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民國100年1月。 

圖 5-32 民國 90 年最深河槽與地下水水位關係圖 

(五) 彰化雲林地區地下水補注推動計畫 

本計畫由水利署於民國 99 年辦理，該計畫針對彰化雲林地區

地下水補注工作進行整體性之評估及規劃，並依評估規劃成果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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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之實施計畫，包括以濁水溪扇頂人工湖、濁水溪下水埔河段滯

水設施及濁水溪北岸高灘地蓄水設施等。 

(六) 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行動計畫， 

本計畫由前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民國 100 年辦理，依不同

產業活動(灌溉、養殖、工商)、不同的抽水範圍(深井、淺井)而採取

不同強制程度之公權力措施。藉由減抽地下水增供地面水、地下水

環境復育、加強管理、國土規劃等層面著手，研擬工作重點，並訂

定具體解決措施，以推動雲彰地區用水合理化、確保國土安全及減

緩地層下陷對高鐵之衝擊。 

(七) 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設施工程 

第四河川局於民國 99～101 年間完成「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

簡易設施」試辦工程。99 年度選擇位於彰雲大橋下游 4.5 公里處二

水鄉之濁水溪河道主深槽(約斷面 77 處)設置簡易滯水土堤(如圖

5-33)，蓄水操作期間蓄水漫淹面積約 11～64 公頃，其累積入滲量

達 2,269 萬噸；100 年度持續辦理二水鄉之濁水溪河道主深槽(約斷

面 77 處)滯水土堤外，另於扇頂之濁水溪南岸林內、莿桐附近(約斷

面 73～78 處)增設簡易攔水土堤並舖設 PVC 帆布(如圖 5-34)，蓄水

操作期間蓄水漫淹面積約 8～106 公頃，其累積入滲量達 4,088 萬

噸。經 2 年試辦並評估其工程效益後，設施位置 2～3 公里範圍內

之地下水位有較明顯之補注現象，顯示滯水補注有抬升地下水位之

功效。業於民國 101 年 4 月完成濁水溪河川內高灘地補注池(3 池)

之審議工作(如圖 5-35)，完成設計發包後於 102 年度 11 月份施工，

另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設施土堤已於 102 年 12 月完工，壅高水

位，加強地下水補注。 

本簡易設施施作方式一般利用河道整理後剩餘土方興建臨時

土堤，每逢颱風豪雨期間臨時土堤沖毀，惟因補注成效良好，故每

年皆編列經費施作，其中 103 年興建 A～G 段攔水土堤約 2,428 公

尺，工程平面佈置如圖 5-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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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西部河川河槽作為地下水補注區可行性分析，經濟部水利署，民國100年12月。 

圖 5-33 99 年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配置圖 

 
資料來源：集集共同引水計畫－攔河堰營運階段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

源局，民國102年6月。 

圖 5-34 100 年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相關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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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灣西部河槽地下水補注設施實施計畫(102～107年，草案)，經濟部水利署，民國101

年4月。 

圖 5-35 102 年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相關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圖 5-36 103 年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平面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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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濁水溪地下水補注工程計畫 

行政院為解決雲彰地區長期地層下陷問題，已於 100 年 8 月 16

日院臺經字第 1000101388 號函核定「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

方案暨行動計畫」；其中具體防治措施及工作規劃之「地下水環境

復育-補注地下水」部分，為擴大本區域地下水補注之功能，並提升

水源利用效率，建議短期內優先試辦「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

設施(初步訂定分年補注量目標為 0.55 億立方公尺/年)」，中長期則

「推動高灘地地下水補注計畫(預定於 105 年完成，完成後平均地下

水年補注量增加約 0.87 億立方公尺/年)」，加速本區域地下水環境

復育，上述 2 工程合計地下水補注量為 1.36～1.42 億立方公尺/年，

加上雲林地區設置之 9 座滯洪設施兼具地下水補注效益，期達成地

下水年補注量 1.5 億立方公尺/年之補注目標。 

依據四河局民國 100 年「濁水溪地下水補注工程計畫書」，勘

選結果各補助池全區(A～M 區)，因「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

設施(73-78 南岸三序列式土堤)」於 100 年度枯水期(100.11～101.6)

完成階段性補注工作後，將改建為可滿足百年洪水不上高灘地之

「濁水溪南岸高灘地地下水補注池(C 池)」，搭配 101 年執行之「濁

水溪北岸高灘地地下水補注池(A 池)」，及 101 年或 102 年執行之

「濁水溪北岸高灘地地下水補注池(B 池)」進行常年性補注，故優

先辦理 A、B 及 C 補注池工程，其位置如圖 5-35。 

各補注池補注量推估採民國 99 年下水埔滯水設施之實測入流

量為 C 池之設施入流量，A 池及 B 池以莿仔埤圳取水量扣除莿仔埤

圳灌溉系統預估需水量及中科四期二林園區需水量後之剩餘水源

進行入滲補注操作，引水順序自 B 池先，三者之操作期間均以全年

計算。A、C 池方案運作下可得每年約 1.06 億立方公尺/年之入滲補

注量，已可達行動方案短期 0.55 億立方公尺/年地下水補注量之目

標；A、B、C 池方案運作下可得每年約 1.59 億立方公尺/年之入滲

補注量，已可達行動方案中長期 1.5 億立方公尺/年地下水補注量之

目標。 



 

5-43 

表 5-4 設施操作與補注推估成果表 

 
資料來源：1.濁水溪地下水補注工程計畫書，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民國100年9月。 

2.台灣西部河槽地下水補注設施實施計畫(102～107年，草案)，經濟部水利署，民國

101年4月。 

表 5-5 濁水溪歷年辦理地下水補注工程計畫 

 
 

(九) 台灣西部河槽地下水補注設施實施計畫(草案) 

該計畫亦擇定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補注工作，以期達成「增加

地下水補注，涵養地下水環境」、「紓緩地層下陷，落實國土保育」

之設定目標，規劃方案延續民國 100 年濁水溪地下水補注工程計

畫，後續地下水補注設施規劃與調查、設計及設置、功能維護及成

效監控以「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斷面 77 主河道土堤)」

年

度
設施 區位 規模

施作

天數

(天)

總補注量

(萬噸)

平均日

補注量

(萬噸)

99 北岸河槽土堤 斷面77 長0.9公里 125 2,269 18

北岸河槽土堤(D堤) 長1.6公里 11.09

南岸土堤(A～C堤)
A堤長0.214公里

B堤長0.821公里

C堤長1.2公里

12.4

101 北岸河槽土堤 斷面77 長0.68公里 183 2,186 6.22

濁水溪高灘地地下水補注池

-北岸(A池)

濁斷75~76
高灘地

湖區面積14.8公頃，

深度5公尺
- 1,500 -

濁水溪高灘地地下水補注池

-北岸(B池)

濁斷76~81
高灘地

湖區面積51公頃，深

度5公尺
- 5,300 -

濁水溪高灘地地下水補注池

-南岸(C池)

濁斷74~78
高灘地

三道序列式土堤 - 91,001 -

103 A～G段攔水土堤 斷面76~82 長2,428公尺 - - -

174 4,088

102

100 斷面73~78

年度
執行

單位
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99 水利署
彰化雲林地區地下水補注

推動計畫

濁水溪扇頂地區地下水補注湖、濁斷面70處興建臨時性

土堤及濁水溪北岸高灘地設置5個蓄水池。

99 斷面77處設置簡易滯水土堤，約0.9公里。

100
斷面73～78處增設簡易攔水土堤並舖設PVC帆布，約3.8
公里。

101 斷面77處設置簡易滯水土堤，約0.68公里。

102 高灘地設置3池補注池及三道序列式補注土堤。

103 利用河道整理後剩餘土方興建臨時土堤約2.43公里。

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設

施工程

第四

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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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濁水溪北岸高灘地下水補注池(A、B、C 池)」，位置如圖 5-37

所示。 

 
資料來源：濁水溪地下水補注工程計畫書，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局，民國100年9月。 

圖 5-37 濁水溪高灘地地下水補注池(A、B、C 區)基地位置圖 

(十) 雲林地區公共給水抽取地下水與高鐵沿線等地層下陷成因研究分析 

本計畫由台灣自來水公司於民國 101 年建置地下水流數值模

擬，以現有淨水場之抽水對高鐵沿線虎尾、土庫及元長等鄉鎮之地

層下陷量影響程度分析。 

(十一) 黃金廊道農業新方案暨行動計畫(核定本) 

本計畫由行政院農委會於民國 102 年辦理，綜合考量彰雲高鐵

沿線地區農業環境與既有政策資源，研擬輔導農民調整種植低耗水

性作物或運用科技節水農業生產及引進新農民、新技術帶動相關產

業發展。 

以新虎尾溪與濁水溪為地理分區界線，劃分為水稻區(濁水溪以

北彰化地區)、蔬菜區(新虎尾溪以北雲林地區)、旱作區(新虎尾溪以

南雲林地區)三大區塊，如圖 5-38 所示，每區採取不同調整因應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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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抽雲林新虎尾溪以南高鐵沿線水稻轉旱作之地下水為評

估基準，停抽水量以第一含水層為主，其地層下陷之減緩效益較

小。於台 78 線跨交處枯水期間之平均下陷速率變化(相對於零方案)

如圖 5-39 所示，圖中顯示，黃金廊道新方案停抽第一含水層之水量

後，雖對跨交處全深度之地層下陷減緩效益不大，惟可有效減緩淺

層枯水期之下陷速率，可進一步改善高鐵基樁之負摩擦力問題。 

 
資料來源：黃金廊道農業新方案暨行動計畫102至109年度，行政院農委會，民國102年。 

圖 5-38 黃金廊道推動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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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行動計畫(民國 100～109 年) 

該計畫為減抽地下水增供地面水、地下水環境復育、加強管

理、國土規劃等 4 大層面，期能達成兩大目標，為(1)雲彰地區用水

合理化：農業用水減抽 3.3 億噸、公共用水減抽 1.2 億噸，增加可

利用水源 2 億噸，強化地下水補注 1.5 億噸及(2)雲彰地區地層下陷

有效紓緩，確保交通及維生系統安全無虞。 

資料來源：105年度地層下陷防治專案服務計畫，經濟部水利署，民國105年12月。 

圖 5-39 黃金廊道新方案水井停抽對台 78 跨交處之地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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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至 104 年水井實際減停抽水，雲彰地區於 112 年下陷速

率平均可減緩 0.17 公分/年；高鐵沿線地區下陷速率變化平均可減

緩 0.41 公分/年，顯示至 104 年行動計畫水井處置後雲彰地區之地

層下陷減緩趨勢已慢慢彰顯。另由地層下陷減緩量分布圖(如圖

5-40)可知，下陷主要減緩區域為雲林地區元長及元長地區，最大減

緩量約為 1.9 公分。 

 
資料來源：105年度地層下陷防治專案服務計畫，經濟部水利署，民國105年12月。 

圖 5-40 水井實際停抽之下陷減緩量(112 年) 

配合雲彰方案暨行動計畫期程水井停抽(105 年以後)，則雲彰

地區於 112 年下陷速率平均可減緩 0.51 公分/年；高鐵沿線地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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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速率平均可減緩 1.53 公分/年，減緩量均較全雲彰地區為高，顯

示除改善全雲彰地區之地層下陷潛勢，亦能有效減緩台 78 線跨交

範圍之地層下陷。另由地層下陷減緩量分布圖(如圖 5-41)可知，本

方案主要下陷減緩區域為雲林地區土庫、元長及褒忠等鄉鎮，最大

減緩量約為 6.0 公分，而彰化地區之減緩量則較不顯著。 

 
資料來源：105年度地層下陷防治專案服務計畫，經濟部水利署，民國105年12月。 

圖 5-41 水井實際停抽之下陷減緩量(112 年) 

(十三) 98～103 年地下水保育管理暨地層下陷防治計畫 

該計畫主要以「開發地下水替代水源，減抽地下水」、「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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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補注，復育地下水環境」、「落實用水管理，減少抽用量」、

「環境監測與改善，重塑安全環境」、「強化推動組織與法令研修，

提昇管理效能」等策略，進行全台有下陷之虞縣市之地下水保育管

理。其中持續辦理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工程，達成年地

下水補注量 2,000 萬噸；另辦理違法及合法水井處置、地下水觀測

井採樣檢驗與分析、地層下陷磁環分層監測井及 GPS 固定式監測站

維管及彰雲地區之水準網檢測等工作。 

(十四) 104～109 年地下水保育管理暨地層下陷防治第二期計畫 

該計畫持續以地層下陷相關監測調查及落實地下水用水管理

作為規劃主軸，持續逐步辦理水井管理制度，建構動態抽水管理與

預警機制，合理抽用地下水，避免加劇地層下陷。另增加下陷地區

地下水補注量，抬升敏感區地下水平均水位，如圖 5-42 所示。 

迄今陸續辦理補注地下水 2,170 萬噸、地下水井水質檢測分析

320 口、地層下限地區地表高程檢測 2,140 公里、違法水井及停用

水井處置 870 口、水井複查作業完成 28 萬 7,448 件、地層下陷防治

教育宣導 18 場次、屏東地區大潮州地下水補注湖第 1 期工程等。 

(十五) 105 年度地層下陷防治專案服務計畫 

該計畫協助推動地層下陷防治工作，以幕僚及專業技術服務為

主。辦理地層下陷防治相關專題研究，包含地層下陷顯著地區下陷

原因調查分析與對策研議、地層下陷監測機制研究與分層監測井現

地量測驗證、雲彰地區納管灌溉水井抽水用電參數現地試驗及分析

作業。 

(十六) 雲彰地區水利工程之地下水補注功能調查及研析 

規劃之滯(蓄)洪設施數量計有 66 處(雲林 40 及彰化 26 處)，而

目前雲彰地區 14 處滯洪設施進行地下水補注量，藉由操作運轉間

接可提供之地下水補注量概估約達 8,700 萬立方公尺。此外，亦同

時推估集集攔河堰、桶頭堰及湖山水庫等蓄水設施之年地下水補注

量(如表 5-6)，分別為每年 5,381.33 萬立方公尺、0.90 萬立方公尺及

751.77 萬立方公尺，加上前述滯洪及蓄水設施年總地下水補注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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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可達 1.47 億立方公尺，已接近「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

案暨行動計畫」目標中雲彰地區應強化地下水補注量。另透過揚塵

防制中水覆蓋措施所能額外獲得之地下水補注量約可達 1,700 萬立

方公尺。 

 

圖 5-42 彰雲防治計畫實施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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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攔河堰及水庫補注量推估成果 

 
資料來源：雲彰地區水利工程之地下水補注功能調查及研析，經濟部水利署，民國106年12月。 

依據民國 107 年現地操作情形與水位實測資料推估結果，顯示

圖 5-43 可提供的補注量約達 1.04 億噸，對於地下水資源情勢較為緊

張的彰雲地區而言，無疑是注入一股活水。本年度預計於濁水溪鄰

近溪洲、林內之河段(如圖 5-44)設置臨時性的地下水補注設施，規劃

採用揚塵防制水覆蓋之方式配合河道疏濬工作，以延長地面水滯留

的時間與增加地下水入滲補注量的可能性。整體而言，藉由前述多

目標的規劃與方案的操作，應可確實發揮地下水補注的功能，並可

在有限經費、土地、水源等條件下增加地區地下水之補注量。 

(十七) 動態地下水管理標準整合與枯旱度預測系統建置(1/2) 

以既有地下水位進行分析，從地下水位之變動特性與歷年變異

建立每日地下水管理參考水位，並以歷史地下水位為基礎，建置地

下水枯旱度評估方法，而後配合降雨與河川流量資料，利用複合型

指標預測地下水分區於未來時間內發生枯旱之狀況，並可配合即時

降雨、河川流量以及地下水位整體資料，架構整體度評估系統以掌

握地下水位變動並嘗試進行預測。 

5.2 揚塵 

一、濁水溪揚塵特性 

台灣由於地形、流域特性、氣候變遷、水資源調配、集水區管理

及河川地墾殖開發等之影響，造成部分河川基流量銳減，加上地震後

河床上升，下游河床裸露地增加，當颱風過後，河川上游沖刷大量土

攔河堰及水庫名稱 推估民國105年地下水補注量(萬立方公尺)

集集攔河堰 5,381.33

桶頭攔河堰 0.9

湖山水庫 751.77

總計 6,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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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又適逢東北季風，導致下游河川揚塵明顯上升。依歷年空氣品質

監測的統計，各月份發生揚塵事件日數顯示，主要是發生於每年 10 月

至翌年 4 月間，除造成下風處周遭民眾生活品質低落及諸多不便外，

更可能進而影響其身心健康。 

 
資料來源：107年臺灣水文環境情勢專刊，民國108年6月。 

圖 5-43 濁水溪沖積扇可提供地下水補注功能之設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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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 108 年度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設施規劃推動地點空照圖 

表 5-7 濁水溪歷年辦理地下水補注調查研究(1/2) 

 

年度 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95
濁水溪下游河道伏流水及

地下水調查分析

評估集集攔河堰鄰近之地下水位於營運前後無明顯變化之

趨勢。

97 經濟部
彰化雲林地區地下水補注

實施計畫草案

綜合評估引水水源水量、土地取得難易程度及計畫區位與

規模，及對地層下陷敏感地區之效益等條件，研擬優先推

動方案。

100
第四

河川局

濁水溪地下水補注工程計

畫

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及推動高灘地地下水補注

計畫。

101 水利署

台灣西部河槽地下水補注

設施實施計畫 (102～ 107年
，草案)

延續民國100年濁水溪地下水補注工程計畫，後續地下水

補注設施規劃與調查、設計及設置、功能維護及成效監

控。

中區

水資源局

水利規劃

試驗所

經濟建設

委員會

99
濁水溪中下游水資源規劃

檢討評估

調查濁水溪中游之伏流水源，發現名竹盆地之地下水位明

顯高於中下游地區，如評估適當之抽取季節及抽水量後可

視為一地下水庫。

100
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

決方案暨行動計畫

區別不同產業活動、不同的抽水範圍而採取不同強制程度

措施。以減抽地下水增供地面水、地下水環境復育、加強

管理、國土規劃等。

96

濁水溪沖積扇地面地下水

聯合運用管理模式建立與

機置評估

分析彰雲地區民國84~94年之地下水年平均補注量約為8.12
億立方公尺，建議長程之地下水用水量以不超過7億立方

公尺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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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濁水溪歷年辦理地下水補注調查研究(2/2) 

 
 

根據研究文獻指出，造成河川揚塵的可能原因，除長期大自然環

境變遷因素之外，當冬季東北季風強烈，適逢枯水期，部分河床砂石

裸露，以及農民申請使用河川公(私)有土地，於休耕、種植翻土時段，

如未確實做好抑制揚塵工作，亦可能產生河川揚塵。近年來，濁水溪

年度 執行單位 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102
行政院

農委會

黃金廊道農業新方案暨行

動計畫(核定本)

綜合考量彰雲高鐵沿線地區農業環境與既有政策資源，研

擬輔導農民調整種植低耗水性作物或運用科技節水農業生

產及引進新農民、新技術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以節約灌溉

水量。

100~109 行政院
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

決方案暨行動計畫

設置水文自動量測設施，減抽地下水、增供地面水、地下

水環境復育、加強管理、國土規劃等目標。

98~103

持續辦理濁水溪河槽地下水補注簡易設施工程、辦理違法

與合法水井處置、辦理地下水觀測井水質採樣檢驗與分

析、辦理地層下陷監測井與監測站之維管及辦理彰雲林地

區水準網檢測等相關工作。

104~109
增加地下水補注量、降低地下水抽用量、提升水井管理效

能、下陷地區環境監測及設施維持。

103~105

地表地下水整合數值模式

於地下水資源管理應用之

研究-濁水溪沖積扇與屏東

平原

透過整合性地表地下水數值模式的應用，可以加強對區域

地表地下水特性之掌握，提供水資源管理策略擬定之參考

依據，減少人為過度開發，達成地下水保育與國土資源永

續使用之願景。

105
105年度地層下陷防治專案

服務計畫

地層下陷防治幕僚及專業技術服務、地層下陷顯著地區下

陷原因調查分析與對策研議、地層下陷監測機制研究與分

層監測井現地量測驗證、雲彰地區納管灌溉水井抽水用電

參數現地試驗及分析作業。

106
雲彰地區水利工程之地下

水補注功能調查及研析

根據歷年雲彰地區已執行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

提出的滯(蓄)洪池設施規模與型式，彙整相關計畫內容並

協助評估其設施操作情形下，估算可能產生之地下水補注

水量，並配合中央地質調查所公告訂定之「地下水補注地

質敏感區」，評估地下水補注優選地區，提供後續流域綜

合治理計畫規劃參考。

107
水利規劃

試驗所

動態地下水管理標準整合

與枯旱度預測系統建置(1/2)

以既有地下水位進行分析，從地下水位之變動特性與歷年

變異建立每日地下水管理參考水位，並以歷史地下水位為

基礎，建置地下水枯旱度評估方法，而後配合降雨與河川

流量資料，利用複合型指標預測地下水分區於未來時間內

發生枯旱之狀況，並可配合即時降雨、河川流量以及地下

水位整體資料，架構整體度評估系統以掌握地下水位變動

並嘗試進行預測。

水利署

地下水保育管理暨地層下

陷防治計畫

台灣自來

水公司
101

雲林地區公共給水抽取地

下水與高鐵沿線等地層下

陷成因研究分析

建置地下水流數值模擬分析，現有淨水場之抽水對高鐵沿

線虎尾、土庫及元長等鄉鎮之地層下陷量影響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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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流域周邊經常接到不少陳情案件，顯示河川揚塵問題日益嚴重。

此外，各河川流域高灘地及部分低灘地，多為農民利用耕種，以濁水

溪為例，南岸耕種面積約 970～2,700 公頃，耕作過程常噴灑農藥抑制

雜草生長，所噴灑的農藥易飛散至附近地區，造成自然植生能力被抑

制，導致裸露面積擴大。 

綜上所述，造成河川揚塵之諸多成因中，以大自然因素如風向、

風速、雨量、氣溫及漲退潮等占大宗；然農民於耕種翻土、休耕期間

未進行有效揚塵防制措施、防風保育林解編等，亦是造成揚塵原因。 

二、濁水溪揚塵觀測及歷年變化 

濁水溪屬辮狀河川，主流河道於汛期後，經常大幅變動，為河川

揚塵日數最多的河川，濁水溪揚塵主要好發河段位於中沙大橋至下游

出海口間，長度約 25 公里，其河床裸露地面積達 2,000 公頃，其中揚

塵潛勢區域平均約 1,200 公頃，影響範圍包括雲林縣二崙鄉、崙背鄉、

麥寮鄉、西螺鎮、莿桐鄉及彰化縣竹塘鄉、大城鄉等行政區域，如圖

5-45 所示。 

本計畫區附近之空氣品質監測站，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設置自動監

測站共 6 測站，分別為南投縣之南投站與竹山站、彰化縣境內二林監

測站，以及雲林縣境內台西站、崙背站與斗六站，其中台西監測站已

於民國 88 年改為工業測站，其餘 3 站則為一般測站。另為因應河川揚

塵監控需要，環保署在二崙鄉之旭光國小及義賢國小設有揚塵監測

站，並自民國 99 年 5 月 26 日啟用，且這兩測站最為接近揚塵好發區。 

揚塵觀測以量測懸浮微粒 PM10 為主，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1.5.14 環署空字第 1010038913 號令修正發布之「空氣品質標準」規

範，日平均 PM10標準值為每立方公尺不得超過 125µg/m3。依據環保署

歷年空氣品質監測資料，統計各月份發生揚塵事件日數顯示，河川揚

塵主要發生於 10 月至翌年 3 月，東北季風盛行季節。以濁水溪流域周

邊測站崙背測站而言，統計揚塵好發季節 11～1 月懸浮微粒 PM10月平



 

5-56 

均值均超過 76µg/m3，最高 3 個月平均達 109µg/m3，而非好發季節 6

～8 月之月平均值則均不超過 37µg/m3。 

 
資料來源：集集共同引水計畫－攔河堰營運階段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

源局，民國102年6月。 

圖 5-45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站與濁水溪揚塵好發地區之相對位置圖 

根據環保署 6 處自動監測站 PM10各月平均濃度顯示(如圖 5-46)，

每年 6～8 月份 PM10濃度為最低；而每年 1～3 月份及 11～12 月份之

PM10 濃度皆呈現偏高情形。6 處測站中二林及南投兩處測站位於濁水

溪右岸，惟 PM10濃度變化趨勢與濁水溪左岸之 4 處測站一致，顯示濁

水溪兩岸於東北季風來臨之 11 月至翌年 3 月間均受到懸浮微粒之影

響，尤以 11 月及 3 月濃度更甚。於 11 月的時候受影響最為顯著的依

序為斗六、崙背及竹山；其次為南投與二林，最低者為台西測站；而 3

月份的時候影響最為顯著依序為竹山、斗六及崙背；其次為南投與二

林，最低者亦為台西測站。顯示 10～3 月東北季風盛行時受影響較嚴

重地區皆位於左岸(即為濁水溪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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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料統計期間為82年7月至108年12月。 

圖 5-46 計畫區懸浮微粒 PM10各月份平均濃度變化趨勢 

另分析各測站歷年平均值濃度值如圖 5-47，整體年平均值大致呈

現改善的現象，歷年平均濃度為 43～123(µg/m3)，本年度平均濃度為

42～53(µg/m3)，其最高值位於麥寮測站。 

 
註：資料統計期間為82年7月至108年12月。 

圖 5-47 計畫區懸浮微粒 PM10年平均濃度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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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統計計畫區各測站歷年懸浮微粒日平均值大於 125µg/m3之

天數以及小時值大於 150µg/m3之小時數，其逐年變化情形如圖 5-48 及

圖 5-49 所示，整體而言其發生量逐年減低之趨勢。由環保署於二崙鄉

設置之揚塵監測站-旭光國小及義賢國小，以每年 2～4 月份及 10～12

月份之 PM10濃度呈現偏高情形，歷年年平均值濃度顯示得知，因 100

年度降雨量減少或降雨不均等氣候影響，造成當年度之懸浮微粒測值

升高，惟仍未超出年平均值 65µg/m3。另 102 年度受蘇力、西馬隆、潭

美及康芮等颱風接續襲台，造成濁水溪下游河川裸露地增加，加上東

北季風增強影響，致揚塵情況較嚴重。揚塵面積自 103 年起呈逐年下

降趨勢，易致揚塵面積由 103 年 1,200 公頃降至 105 年 800 公頃，惟因

106 年 6 月初豪雨，造成中高灘地土沙沖刷至下游，使河床裸露面積增

加。又受 106 年 10 月卡努、蘭恩及蘇拉等颱洪外圍環流與東北季風共

伴效應影響，106 年各測站皆較 105 年增加(如表 5-8)，106 年濁水溪發

生 59 次河川揚塵事件日，因此汛期後須立即進行各項揚塵防制措施，

才能有效減少河川揚塵問題。 

 
註：資料統計期間為82年7月至108年12月。 

圖 5-48 歷年各測站懸浮微粒 PM10日平均值>125µg/m3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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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料統計期間為82年7月至108年12月。 

圖 5-49 歷年各測站懸浮微粒 PM10小時值>150µg/m3統計 

表 5-8 濁水溪鄰近測站懸浮微粒年平均統計 
單位：µg/m3 

 
 

此外雲林縣政府環保局分別於古坑東和國中、口湖金湖國小、虎

尾衛生所、西螺鎮公所及北港鎮公所等設置空氣品質人工監測站，近

年監測資料顯示，各月平均濃度變化，均以3及10月份總懸浮微粒(TSP)

濃度偏高(如圖 5-50～5-51)。 

河川揚塵影響因子與水文、氣象條件間呈現複雜關係，依據「集

集共同引水計畫-攔河堰營運階段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推估顯示以風

速為最主要之影響因子，當風速愈大時，其懸浮微粒濃度亦會增加，

為瞭解風速與懸浮微粒之關係，本計畫僅以濁水溪下游靠近揚塵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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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料統計期間為82年7月至108年11月。 
資料來源：雲林縣環境保護局。 

圖 5-50 雲林地區懸浮微粒(TSP)各月份平均濃度變化趨勢 

 
註：資料統計期間為82年7月至108年11月。 
資料來源：雲林縣環境保護局。 

圖 5-51 雲林地區懸浮微粒(TSP)濃度變化趨勢 

30

50

70

90

110

130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總

懸

浮

微

粒

濃

度

(μg/m3)

月份別

古坑東和國中

口湖金湖國小

虎尾衛生所

西螺鎮公所

北港鎮公所

10

50

90

130

170

210

250

290

330

100/1/1 100/11/25 101/10/18 102/9/11 103/8/5 104/6/29 105/5/22 106/4/15 107/3/9 108/1/31 108/12/25

總

懸

浮

微

粒

濃

度

(μg/m3)

日期(民國/月/日)

古坑東和國中

口湖金湖國小

虎尾衛生所

西螺鎮公所

北港鎮公所



 

5-61 

段之義賢國小、旭光國小、崙背、台西及麥寮測站之風速對懸浮微粒

濃度之狀況影響進行分析(詳圖 5-52)。其說明如下： 

(一) 義賢國小測站 

為專屬濁水溪設立之揚塵監測站，位於二崙鄉義賢國小樓頂，

該測站距離濁水溪南岸堤防約 0.31 公里，其懸浮微粒濃度易受濁水

溪揚塵影響導致變化。本年度月平均風速為 0.6～1.2m/s，其風向為

北北東。義賢國小測站位置與旭光國小測站相鄰，惟因其北方有大

片防風林遮擋，故其懸浮微粒濃度相較旭光國小測站稍有差異。 

(二) 旭光國小測站 

為專屬濁水溪設立之揚塵監測站，位於二崙鄉旭光國小樓頂，

該測站距離濁水溪南岸堤防約 1.43 公里，其懸浮微粒濃度易受濁水

溪揚塵影響導致變化。本年度月平均風速多在 1.3～2.2m/s，其風向

為北北東。 

(三) 崙背測站 

位於雲林縣二崙鄉旭光國中樓頂，該測站距離濁水溪南岸堤防

約 6.16 公里，周遭為民眾活動中心，適合作為揚塵敏感判別測站。

本年度崙背測站揚塵好發時間多為 13～18 時，加強宣傳告知民眾

之自我防護作為。本年度月平均風速多在 1.6～3.3m/s，其風向為北

北東。主要於冬季受到原生性或粗粒徑懸浮微粒(東北季風造成之揚

塵)之影響，其測站北方即為濁水溪祼露河床與周遭存在有祼露農

田，此將導致 PM10污染源的增加，易有機會造成空品不良狀況。 

(四) 台西測站 

位於台西鄉圖書館之樓頂，該測站距離濁水溪南岸堤防約 11.4

公里，靠近海邊不遠，地表裸露風沙較大，懸浮微粒觀測值受其地

理環境影響。本年度崙背測站揚塵好發時間為接近中午時段甚至持

續至凌晨或上午時段，顯見台西測站受懸浮微粒影響時間較其他測

站長。本年度月平均風速多在 3.3～7.6m/s，其風向為北北東。 

(五) 麥寮測站 

麥寮測站位於濁水溪出海口，秋冬降雨少，若東北季風增強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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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河川揚塵，懸浮微粒(PM10)而偏高。此時雲林縣環保局啟動相

關應變作為，以洗街車執行濁水溪沿岸鄉鎮環境清理，並於麥寮出

海口 10 號越堤路低灘地噴灑三仙膠等。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 5-52 懸浮微粒 PM10濃度與平均風速比較 

三、細懸浮微粒(PM2.5) 

細懸浮微粒(PM2.5)，係指懸浮在空氣中氣動粒徑小於 2.5m 的微

粒，因其粒徑極小，易隨呼吸進入人體，對健康造成影響。依據環保

署監測資料統計各測站細懸浮微粒(PM2.5)年平均濃度趨勢如表 5-9 所

示，PM2.5 年平均濃度皆有逐年改善趨勢，惟仍高於 PM2.5 空氣品質標

準(年平均值 15g/m3)。 

環保署公告當空氣品質指標 AQI>100(PM2.5>35g/m3)時達一級空

品惡化標準，代表當日空氣品質不良，可能對敏感族群不健康，整理

近年之 AQI>100 空品不良日數如圖 5-53 所示，內陸地區(斗六、崙背)

污染情形明顯較沿海地區(台西、麥寮)嚴重。1～4、10～12 月為 PM2.5

空品不良高峰期，以高壓迴流及一般冬季等典型高污染天氣型態為

主；而 5～9 月則受西南季風及太平洋副高壓影響，平均風速快且易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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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空品不良日數明顯較其他月份為低。 

表 5-9 近年各測站細懸浮微粒(PM2.5)年平均濃度 

 

 
註：資料統計期間為105年1月至108年12月。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圖 5-53 近年逐月 AQI>100(細懸浮微粒)不良日數 

彙整歷年各測站 PM2.5/PM10 比值變化(表 5-10)，測站數值顯示比

值約 1/2，顯示濁水溪空氣品質污染源中 PM2.5 佔有顯著比例。另根據

環保署之「河川揚塵對空氣品質影響預防評估計畫」研究顯示於源區

較低風速(5～8m/s)易使 PM2.5以下之沙塵微粒揚起，而於源區較高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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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s 以上)使包含粗微粒與細微粒之沙塵微粒揚起，其飛揚起動風速

比 PM10小，造成空污防制工作的困難度。 

表 5-10 歷年各測站 PM2.5/PM10比值變化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四、歷年相關辦理揚塵防制計畫情形 

由於河川揚塵為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環保署為降低河川揚塵對

居民生活品質的衝擊，自民國 96 年 11 月起邀集水利署、林務局及相

關地方政府共同研商，決議推動全國「河川揚塵防制及推動改善方

案」，進行相關改善及研究工作，積極解決河川揚塵問題。為評估河

川揚塵問題改善方法，水利署亦針對所轄河川陸續推動相關揚塵改善

試辦計畫，以歷年相關計畫辦理揚塵防制改善施作情形彙整如圖 5-54

所示，另歷年辦理揚塵改善調查研究計畫彙整如表 5-11 所示，以下以

分年執行情形概述之： 

(一) 濁水溪下游段河川裸露地揚塵改善策略研究 

第四河川局於民國 96 年辦理「濁水溪下游段河川裸露地揚塵

改善策略研究」，建立濁水溪揚塵基本資料，包含下游段沿岸之河

床裸露地面積、植生等，並探討揚塵來源、原因及初步擬定濁水溪

揚塵改善對策。經該計畫分析初步確立南岸揚塵問題與季風之關聯

性，並初步以植被覆蓋為改善揚塵之對策，並檢討數種能適應於河

測站\年度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二林 0.58 0.54 0.46 0.40 0.48 0.42

竹山 0.48 0.54 0.51 0.60 0.55 0.53

南投 0.54 0.45 0.54 0.49 0.47 0.52

斗六 0.57 0.52 0.55 0.52 0.49 0.56

崙背 0.50 0.57 0.59 0.47 0.47 0.47

台西 0.55 0.52 0.54 0.52 0.46 0.47

麥寮 0.44 0.45 0.50 0.48 0.3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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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地之防風定砂植物(如甜根子草及雀榕等)，其透過植生覆蓋試驗

計畫，得其揚塵抑計畫，得其揚塵抑制削減效率約 28～49%。 

(二) 濁水溪揚塵抑制方案於防洪、景觀及環保綜合功效研究 

第四河川局 97 年辦理「濁水溪揚塵抑制方案於防洪、景觀及

環保綜合功效研究」，進行小規模之河川裸露地揚塵抑制工法試做

並評估成效。使用工法包括有植生、稻草蓆、防風網、防塵網、灑

水、直立稻草及三仙膠等。各項工法以噴灑三仙膠溶液為最佳揚塵

抑制工法，其揚塵阻滯率約為 77%，惟每年主河槽變化太大，造成

許多揚塵抑制措施至汛期即遭沖毀。在揚塵防治需長期治理之考量

下，使用低成本工法配合最佳施作用時間才是主河槽揚塵防治的解

決之道，三仙膠僅作為短期緊急防治之用。 

(三) 濁水溪下游揚塵改善計畫研究 

為延續民國 97 年計畫成果，第四河川局於民國 98～99 年辦理

「濁水溪下游揚塵改善計畫研究」，計畫分為一、二期。第一期計

畫工作除分析濁水溪揚塵之主要因子(圖 5-55)，並由集集攔河堰興

建前後之 PM10 變化趨勢顯示，濁水溪下游的揚塵問題與集集攔河

堰施設並未有直接關係；另針對揚塵抑制工法則進行大面積之綜合

改善方法試驗，於濁水溪下游南、北岸各進行 10 公頃揚塵抑制工

法示範區試作，依其不同土地類別、不同時期之植生工法，顯示揚

揚塵阻滯效率平均約 90%。 

第二期計畫延續前期計畫之揚塵抑制工法試作成果，主要分為

設置攔水土堤之水覆蓋工法及裸露地植生之綠覆蓋工法 2 種，並依

據不同時期(豐、枯)、季節、植生情形及河川特性等綜合因素，提

出適用之工法類型及植生物種，以訂定濁水溪揚塵抑制較佳方案。 

另進行小規模植生試驗區建置，於自強大橋下游 2.6 公里處，

依據「98 年度濁水溪下游揚塵改善計畫研究(1/2)」，選取甜根子草、

巴拉草、狼尾草、蘆竹、星草、黑麥草及濱水菜為主要栽植種類，

並於中灘地配合無葉檉柳及黃槿作為現地耕地防風林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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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圖 5-54 濁水溪揚塵防制改善工程歷年施作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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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濁水溪歷年辦理揚塵改善調查研究計畫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四) 濁水溪揚塵改善－第一、二期工程 

第四河川局於民國 98 年度汛期後辦理第一期工程，分別於濁

水溪下游南、北岸種植 4 公里及 3 公里長之喬林與 20 公頃牧草，

工程於民國 99 年 1 月底完成。另民國 99～100 年間再次辦理第二

期工程，民國 99 年 12 月先於西濱大橋上游約 2.5 公里處完成攔水

土堤，其水覆蓋影響面積約 200 公頃；民國 100 年 1 月於西濱大橋

年

度
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96
濁水溪下游段裸露地揚塵改善策

略研究

計畫區基本資料建立、揚塵來源、原因及初擬

濁水溪揚塵改善對策。

97
濁水溪揚塵抑制方案於防洪、景

觀及環保綜合功效研究

篩選適合植生草種及方案，並選定示範區作小

規模現地試驗。

98 濁水溪下游揚塵改善計畫研究(1/2)
進行較佳方案之大面積試驗及納入撒水、防風

林等可行性方案規劃研究。

濁水溪下游揚塵改善計畫研究(2/2)
揚塵潛勢區判別方法、第一、二期工程抑制揚

塵之監測與成效評估及揚塵整體規劃。

台灣中部河口飛砂及揚塵之調查

與研究
探討飛砂量與揚塵量之關係。

台灣中南部主要河川裸露地揚塵

及物化特性分析
探討揚塵物化特性分析。

100
100 年度南投縣濁水溪中游及陳有

蘭溪抑制河川揚塵管制及改善調

查

綜合改善方法對裸露地區、面積及防塵影響進

行分析，尋找合適方法進行整體之規劃研究。

101
濁水溪下游抑制揚塵河川公地劃

分管理研究

研擬河川公地劃分管理及配合揚塵抑制工法，

改善低灘裸露地、中高灘河川公地之揚塵與分

析揚塵工法功效與經濟效益評估。

102
河川揚塵防治工法探討與策略評

估(1/2)

採定性及定量方式進行工法成效分析。定性分

析以現場目視觀測(觀測攝影記錄)成效；定量分

析，採河川局轄管單位工區內之集砂器及PM10

其顯示防治效果具24～70%以上之阻隔率。

103
河川揚塵防治工法探討與策略評

估(2/2)

彙整各中央管河川易發生揚塵河段、保安林變

遷、賡續揚塵防制觀測與成效分析、揚塵潛勢

區調查方法評估、揚塵改善整體策略。

104 中央管河川揚塵改善評估分析

歷年執行成果整體檢討與分析，並參考水利署

103年河川揚麈防治工法探討與策略評估研究成

果，規劃後續河川局執行中央管河川揚塵改善

推動執行合宜方式，以落實達成減抑河川揚塵

功效，提升沿岸居民生活品質。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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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處再完成蓄水池塘約 130 公頃。後續之「濁水溪下游揚塵改善

計畫研究(2/2)」評估工程效益及民眾調查訪問結果顯示，揚塵問題

已較之前改善甚多。 

(五) 濁水溪沿岸揚塵監測改善管理計畫 

於濁水溪沿岸執行簡易設施工程包括：興建攔水土堤 1 座，於

西濱大橋築蓄水池塘，並於西濱大橋上游約 500 公尺處，進行濁水

溪南岸植生計畫，使得濁水溪沿岸於 100 年時，無任何空氣品質不

良日發生。攔水土堤上風處 PM10 濃度為 105µg/m3，下風處為

93µg/m3，砂塵經攔水土堤後削減效率為 11%；蓄水池上風處 PM10

濃度為 75µg/m3，下風處為 66µg/m3，砂塵經蓄水池塘後削減率為

12%。另提出後續揚塵防治方案，包括濁水溪兩岸高灘地種植環境

保育林、低灘地河道施設攔水土堤及蓄水池塘，以減少裸露面積並

增加低灘地裸露區域之土壤含水量。 

(六) 濁水溪下游抑制揚塵河川公地劃分管理研究 

研擬河川公地劃分管理及配合揚塵抑制工法，以改善低灘裸露

地區、中高灘河川公地之揚塵與分析揚塵工法功效與經濟效益評

估。河川公地短期管理高灘地可開放使用，低灘地以攔水土堤、蓄

水塘等施作工程，中灘地以改善耕作及整地；中長期管理含設置

主、次要便道，種植耕地防風林、強化防塵措施，工法效益部份，

以攔水土堤及種植牧草具有減塵功效。 

(七) 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方案 

該方案實施期間為民國 101～104 年，環保署建置「河川揚塵

防制推動資訊網平臺」，以利各項具體措施能依規劃進度與工作內

容確實執行，並逐年滾動檢討，由環保署負責追蹤管考，並訂管考

作業要點。 

(八) 空氣污染防制策略(14+N) 

行政院召集環保署及相關部會針對空氣污染防制召開策略規

劃會議，並納入行政院例行政策管制會議，於 106 年 4 月通過「空

氣污染防制策略」。採行 14 項防制措施，包含工業污染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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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污染源改善及其他污染源改善等，其中納入「防制揚塵」項目，

持續協調水利署、林務局與地方政府共同辦理河川揚塵防制工作，

減少河床裸露地面積，以解決河川揚塵問題，全力改善空氣品質。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濁水溪下游揚塵改善計畫研究(1/2)」，民國98年及本
計畫整理。 

圖 5-55 濁水溪揚塵主要因子與時間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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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空氣污染防制行動方案 

行政院會提出「空氣污染防制行動方案」，其中針對河川揚塵

污染，仍持續以強化源頭管理、加強環境清理及加強橫向溝通合

作。環保署召開空氣污染減量行動督導聯繫會報，依空氣污染防制

行動方案召開河川揚塵污染防制專案會議，並持續補助受河川揚塵

影響之縣市辦理抑制河川揚塵工作，推動內容以「河川揚塵預警通

報」、「宣傳推廣」、「防護演練」及「環境清理」等四大面向之

揚塵減量策略。 

(十) 濁水溪揚塵防制及改善行動方案 

由於河川揚塵為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環保署為降低河川揚塵

對居民生活品質的衝擊，自民國 96 年 11 月起邀集水利署、林務局

及相關地方政府共同研商，決議推動全國「河川揚塵防制及推動改

善方案」，進行相關改善及研究工作，積極解決河川揚塵問題。為

評估河川揚塵問題改善方法，水利署亦針對所轄河川陸續推動相關

揚塵改善試辦計畫。 

環保署建置「河川揚塵防制推動資訊網平臺」，以利各項具體

措施能依規劃進度與工作內容確實執行，並逐年滾動檢討，由環保

署負責追蹤管考，並訂管考作業要點。並於民國 107～109 年，採

滾動式管理，依河川裸露區域變化情形逐年檢討調整執行區域及項

目。以「水利」、「造林」、「防災應變」三大架構(詳圖 5-56 所

示)，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統整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第四

河川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農糧署、水土保持局)及地方

政府(彰化縣政府、雲林縣政府)等共同執行，加速改善濁水溪揚塵

問題。因應空氣品質嚴重惡化，當環保署開設緊急應變會議時，集

集堰將配合應變措施，增加放流量 10 萬噸，提供濁水溪下游四河

局辦理之水覆蓋工程使用，降低河川揚塵影響空氣品質。 

濁水溪因受河道變遷與非汛期水位下降，河道內灘地裸露，將

濁水溪河段劃分五大區域(圖 5-57)，第一區為最下游，第五區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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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裸露地區域集中於第一～三區，裸露地面積最高為第二區

213.6 公頃，其次為第一區 132.3 公頃，顯示上游區段第四區～第五

區裸露地降低。本年度第 3 季濁水溪裸露地變化如圖 5-58 所示，目

前裸露地面積約 544 公頃，成為東北季風吹往雲林縣的揚塵沙源。

為降低該地區揚塵情形，水利單位於中沙大橋至麥寮出海口間陸續

增加施設水覆蓋(蓄水池塘、河道整理、移除砂源)、疏濬、綠覆蓋(植

草、堤前土方培厚植栽、堤外防洪林帶)及其他覆蓋(稻草鋪蓋、簡

易灑水系統、三仙膠噴灑、堤前便道級配鋪設、直立式防塵網、水

車加強灑水)等揚塵改善措施，如圖 5-59 所示。 

 

圖 5-56 濁水溪揚塵防制及改善整體計畫三大面向 

 

圖 5-57 濁水溪河段裸露地河段劃分五大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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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8 108 年度第 3 季濁水溪裸露地變化圖 

 

 

圖 5-59 濁水溪揚塵防制措施 

針對易生揚塵河段進行通盤檢討，兼顧防洪安全、揚塵抑制等

考量下，完整規劃河道複式斷面，依揚塵嚴重程度、防制急迫性，

排定各工項施作期程。目前 20 公頃大沙丘完成 10 公頃簡易灑水系

統佈設，啟動全面灑水搭配灑撥草籽、完成防塵網佈設與植栽、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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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鋪設 0.4 公頃且試辦灌木植生、疏濬植生池佈設 1 公頃及現地植

生 1 公頃；而 200 公頃大沙洲已完成水井打設、水線灑水、與綠覆

植生等抑制揚塵(圖 5-60)，西濱大橋上下游的攔水土堤已蓄水，裸

露的沙洲於水覆蓋潤濕後，風飛沙狀況趨緩，未來濁水溪疏濬及河

道整理以營造、維持河道複式斷面為原則(圖 5-61)，深槽以水覆蓋

方式浸潤裸露地，高灘地則持續長效型綠覆植生方式減少裸露地，

並透過河川管理方式，鼓勵農民辦理轉作，進而達到減少揚塵功效

(圖 5-62)。 
 

 

圖 5-60 麥寮出海口處之 200 公頃大沙洲抑制揚塵現況圖 

 

 

圖 5-61 複式斷面區位示意圖 

五、歷年揚塵河段改善情形 

濁水溪溪州大橋以下河段，每年 11 月至翌年 3 月間，由於枯水期

水量減少導致河床裸露面積大增，加上東北季風盛行，常造成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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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圖 5-62 揚塵整體改善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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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塵，影響鄰近鄉鎮居民生活。由於揚塵改善工作涉及環保、防風造

林等專業技術領域，環保署已整合水利署、林務局及縣市政府等相關

單位跨域合作，統籌建立制度與監測督導，滾動檢討機動調整，持續

加強於高灘地引水漫灘與植生綠化等工作，同時積極結合雲林縣政府

與在地 NGO 參與合作，共同推動改善與宣導抑制河川揚塵，改善河川

沿岸居民生活品質。 

(一) 河川裸露地資料調查分析 

由衛星空照圖資，判讀濁水溪流域裸露地、植披及水體之面

積，計畫彙整 99～107 年間歷次判讀各物體面積百分比變化情形，

並繪製如圖 5-63。顯示 99～100 年間，各次判釋結果中，裸露地面

積比例約在 4%～17%之間，推測第四河川局歷年推動之改善工法，

包括防風林、牧草種植、蓄水池塘設置等，確有其成效，可有效控

制裸露地面積增加。 

 
資料來源：濁水溪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計畫、烏溪(大肚溪)及濁水溪河川揚塵預警、通報及

宣導計畫。 

圖 5-63 歷年濁水溪裸露地、植披及水體面積百分比 

然而於 101 年時，因受泰利颱風影響，河床上原有植披遭沖毀，

使裸露地面積於 101 年 8 月時大幅增加至 28%，而由此時間開始，

裸露地面積即隨季節變化而有大幅差異。以 102～107 年間之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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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來看，春夏季節裸露地面積約在 17%～33%之間，惟時至秋冬

季節時，裸露地面積則會大幅增加至 39%～51%之間，而水體面積

則在 15%～38%之間，近三年則均維持在 25%～38%之間，推測主

要造成裸露面積之區域與流域改變、雨水沖刷、農民種植…等因素

所造成之植被減少有關。 

1. 裸露面積變化統計 

依據雲林縣濁水溪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計畫統計資料，近

年裸露地總面積大致逐步減少，顯示裸露情況呈現改善之趨勢；如

與 104 年 1 月相較，105 年 12 月判釋裸露地面積為 2,272.3 公頃，

較 104 年 1 月減少 750.8 公頃，而 107 年 1 月亦較 104 年 1 月減少

1,411.4 公頃。而 105 年 3 月之判釋裸露地面積 2,184.8 公頃，雖較

104 年 3 月增加 557.4 公頃，推測主要原因係因雨季變化及豪大雨

日數較多所導致，惟以長期來看，同期之裸露地面積仍呈現減少之

趨勢，108 年 3 月之判釋裸露地面積為 636.36 公頃，即較 107 年 3

月大幅減少 525 公頃，主要為西濱大橋上游施作蓄水池，增加土壤

濕潤及水體面積，減緩裸露地之增長(表 5-12)。 

表 5-12 近年濁水溪流域 NDVI 參數率定結果及面積百分比 

 
資料來源：濁水溪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計畫，雲林縣環保局。 

依據 108 年 3 月 19 日濁水溪衛星影像判釋結果可知(圖 5-64)

顯示，河段劃分五大區域，第一區為最下游，第五區為最上游，裸

露地區域集中於第一區～第三區，裸露地面積最高為第二區 213.6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面積

(公頃)
百分

比(%)

水體 413.00 6.3 522.10 7.97 529.60 8.07 81.20 1.24 727.50 11.1

濕潤土壤 3.60 0.05 664.30 10.14 1,486.30 22.65 1,676.70 25.59 1,232.50 18.8

水體(高含砂量) 1,148.10 17.52 746.30 11.39 181.20 2.76 511.40 7.8 53.10 0.8

裸露地 1,627.40 24.83 2,184.80 33.34 1,383.70 21.08 1,161.30 17.72 636.30 9.7

低密度植生 1,705.90 26.03 1,016.80 15.52 937.30 14.28 1,626.20 24.81 2,418.40 36.9

中密度植生 934.90 14.27 710.00 10.83 1,221.00 18.6 937.10 14.3 705.50 10.8

高密度植生 720.40 10.99 709.00 10.82 824.20 12.56 559.40 8.54 780.00 11.9

合計 6,553.30 100 6,553.30 100 6,563.30 100 6,553.30 100 6,553.30 100

108年3月104年4月 105年3月 106年3月 107年3月
NDVI

判釋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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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其次為第一區 132.3 公頃，顯示上游區段第四區～第五區裸

露地降低，惟濕潤土壤面積則增加，後續注意發展情況。 

(1) 裸露地面積 636.36 公頃、濕潤土壤面積 1,232.5 公頃、水體面積、

水體面積 727.5 公頃及植生面積 3,903 公頃。 

(2) 比對去年度同時期分析成果 107/3/22(1,161.3 公頃)，裸露地面積

相對減少 525 公頃，主要為西濱大橋上游施作蓄水池，增加土壤

濕潤及水體面積，減緩裸露地之增長。 

 
資料來源：107年度雲林縣濁水溪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計畫，雲林縣環保局，108年。 

圖 5-64 濁水溪衛星影像判釋圖 

2. 裸露區域分佈 

裸露地面積分布最廣區域以彰化縣大城鄉 251.7 公頃最高，其

次為彰化縣竹塘鄉 79.6公頃，主要為雲林縣各鄉鎮均已恢復植生(種

植)；雲林縣及彰化各鄉鎮裸露地面積相較均為減少。村里裸露面積

以彰化縣大城鄉山腳(118.0 公頃)最高，其次為大城鄉潭墘村(56.3

公頃)及麥寮鄉三盛村(49.3 公頃)，與前期相較均有明顯降低，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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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內陸區段復耕及鋪設稻草蓆。 

各裸露地面積涵蓋範圍較廣之村里如圖 5-65 所示，可發現裸露

區域於雲林縣以二崙鄉義庄村、港後村及崙背鄉豐榮村、草湖村為

較高之區域，而彰化縣境內則以大城鄉潭墘村、大城鄉臺西村、大

城鄉山腳村、竹塘鄉溪墘村…等為裸露面積較高之區域；而這些區

域均位於雲林縣之上風處，若經東北季風吹拂後，均可能對雲林縣

境內二崙鄉、崙背鄉、麥寮鄉造成影響。 

 
資料來源：107年度雲林縣濁水溪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計畫，雲林縣環保局，108年。 

圖 5-65 108 年度第 1 季裸露地面積 NDVI 判釋成果 

西濱大橋濕潤裸露地多集中城鄉，與前期裸露地多集中城鄉，

已有效減少濕潤土壤分布，面積約 89.2 公頃，而自強大橋下游及溪

洲分析成果均已有鋪設相關防護措施，如稻草抑制、蓄水池塘及三

仙膠，並有效發揮抑制裸露地。 

(二) 揚塵抑制工法 

濁水溪河川揚塵日漸嚴重，主要為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水文事

件更加頻繁，造成裸露地增加。揚塵抑制工法種類甚多，濁水溪曾防

洪植栽林帶、現地植生、水車灑水、蓄水池塘、攔水土堤、平舖與直

立式防塵網及平鋪式稻草蓆等改善揚塵，如表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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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濁水溪歷年辦理揚塵防制設施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及本計畫整理。 

年度 執行單位 工程名稱 工法分類 辦理內容

濁水溪第一期揚塵改善計畫-

北岸植生計畫
綠覆蓋

植栽工法(木麻黃、白千層、防風圍籬3公里，寬20公尺，

約6公頃)，種植牧草20公頃。

濁水溪第一期揚塵改善計畫-

南岸植生計畫
綠覆蓋

植栽工法(木麻黃、白千層、防風圍籬4公里，寬40公尺，

約16公頃)。

99
濁水溪揚塵改善計畫-第二期

工程計畫
水覆蓋 攔水土堤1道約700公尺、蓄水池塘約130公頃。

濁水溪揚塵改善第三期工程

計畫-南岸保育林植生計畫
綠覆蓋

植栽工法8公頃(木麻黃、黃槿、白千層、水黃皮、防風圍

籬2公里，寬40公尺)。

濁水溪揚塵改善第三期工程

計畫-簡易設施工程計畫
水覆蓋 攔水土堤1道約660公尺、蓄水池塘約137公頃。

濁水溪揚塵改善第四期工程

計畫-南岸高灘地種植環境保

育林

綠覆蓋
植栽工法(木麻黃、黃槿、白千層、水黃皮、防風圍籬1.6

公里，寬40公尺)面積約6.4公頃。

濁水溪揚塵改善第四期工程

計畫-簡易設施工程

水覆蓋及

綠覆蓋

攔水土堤1道450公尺、蓄水池塘約90公頃，水覆蓋面積可

達200公頃以上、現地植生種植牧草(10公頃)。

102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

畫-南岸高灘地種植環境保育

林

綠覆蓋
植栽工法(木麻黃、黃槿、白千層、水黃皮、防風圍籬1.4

公里，寬40公尺)面積約5.6公頃。

102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

畫-簡易設施工程

水覆蓋及

其他

攔水土堤1道600公尺、蓄水池塘約90公頃，水覆蓋面積可

達200公頃以上、跳島式防塵網(5公頃)、灑水車約180台
次。

105
105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

畫-簡易設施工程

西濱大橋上與下游蓄水池塘佈設約230公頃、西濱大橋下

游截砂引水渠道2,000公尺、植栽苗木1,500株及防風籬1公
里、水管佈設2,000公尺並噴水70天、水車機動灑水及舉

辦地方揚塵抑制工作坊1場次。

106
106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

畫-簡易設施工程

蓄水池塘約90公頃、引水渠道10公頃、防塵網長約5公
里、植生18公頃、舖稻草5公頃、灑水車約130台次、河道

整理10萬立方公尺、現地灑水系統2公里及植栽苗木1,500

株等。

107 107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畫

擴大抑制產生揚塵裸露地面積計2,000公頃，範圍為溪州

大橋至出海口計25公里。中低灘地的揚塵潛勢區域約

1,200公頃，規劃執行水覆蓋(蓄水池塘、攔水土堤、引水

渠道)300公頃、綠覆蓋(牧草植生、防洪林帶植栽)50公
頃、防塵網覆蓋(含稻草鋪設)500公頃、河道整理(排除河

道中央砂洲裸露地以培厚兩岸灘地)50公頃及噴灑三仙

膠、灑水等緊急應變抑塵措施300公頃；高灘地800公頃裸

露地，視需要施以灑水或三仙膠等應變措施防制。

107
~108

107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

畫-防洪植栽等建置計畫

水覆蓋及

綠覆蓋

施作濁水溪濁水溪大庄堤防、楊賢堤防防洪林帶(預計超

過3公里)，並搭配專業委託評估設計後續濁水溪揚塵抑制

策略。

第四

河川局

水覆蓋、

綠覆蓋

及其他

104
104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

畫-簡易設施工程

蓄水池塘面積約89公頃、狼尾草植生4.23公頃、機具點工

引水漫灘共計51公頃、灑水車約103台次。

101

102

103
103年度濁水溪揚塵改善計

畫-簡易設施工程

水覆蓋及

其他

蓄水池塘面積約120公頃、舖設稻草10公頃、防塵網長約4

公里。

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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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揚塵抑制工法效益評估 

因濁水溪下游河床質粒徑小，並不適用河川護甲化及截砂石籬

等工法，而攔水土堤及蓄水池塘，則須於土堤外鋪設不透水 PVC，

避免土堤流失。目前濁水溪為國內施作揚塵防治措施較有成果之地

區，除進行工法施作外，亦進行後續工法成效監測與揚塵阻滯率分

析。依抑制揚塵工程之監測結果顯示(表 5-14)，綠覆蓋工法阻滯率

約為 25～81%，具備揚塵改善功效；攔水土堤及蓄水池塘之水覆蓋

工法於集阻滯率約為 90%，顯示水覆蓋改善揚塵之功效較佳。 

表 5-14 揚塵工法抑制阻滯率分析表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第四河川局。 

六、集集堰放流量揚塵及水位變化 

集集攔河堰於每年枯水期 11～12 月份均進行例行性歲修作業，此

時全面放流，放流量達 30～60cms。整理近年濁水溪下游之旭光國小及

義賢國小等環保署揚塵測站，如圖 5-66 所示。該圖顯示即使集集堰全

面放流，受東北季風或颱風外圍環流影響，懸浮微粒(PM10)濃度仍呈現

偏高趨勢。 

使用時機 說明 措施有效期 阻滯率 成本

現地植生
豐水期末期(9-10月)
枯水期初期(11-12月)

裸露地施種易生長、耐旱

抗風之植物
一年以上 25% 65,000(元/公頃)

保育林
豐水期末期(9-10月)
枯水期初期(11-12月)

在河防安全下，於高灘地

施設保育林，以降低風速
10年 81% 100,000(元/公頃)

舖稻草
枯水期初期(11-12月)
枯水期中期(1-2月)

裸露地上鋪設稻草蓆，以

覆蓋方式減少砂源裸露
3個月 64% 40,000(元/公頃)

蓄水池塘 枯水期初期(11-12月)

攔水土堤 枯水期初期(11-12月)

水車灑水
東北季風發布時

(緊急措施)

以灑水方式覆蓋塵土，避

免風砂再次揚起
- - 7,000(元/天)

其

他

措

施

防塵網

枯水期初期(11-12月)
枯水期中期(1-2月)
東北季風發布時

(緊急措施)

以跳島式施設防風網定砂 3個月 30% 30,000(元/公頃)

60,000(元/公頃)

措施

綠

覆

蓋

水

覆

蓋

利用土堤或圍堰抬高水位

，使水漫淹裸露地
5個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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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6 集集堰放流量與揚塵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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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其他配合辦理事項 

6.1 配合環保單位督查稽核 

環保署於本年度 3 月 26 日辦理「集集共同引水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

督查現地查核，當日分別為書面相關資料審查及現地清淤狀況查核等，本

計畫配合說明相關事項執行情形。 

6.2 UAV 空拍成果 

本計畫為瞭解主要監測站點鄰近環境變化，以無人飛行載具(UAV)航

拍飛控小組，隨現勘人員搭配旋翼型無人航空偵照機(UAV)、搭配即時影像

監控系統協助工作，提供從地面難以拍攝之空照角度相片。針對河道上下

游以及相關設施進行空拍，俾利比對分析。 

一、無人飛機(UAV)載具系統 

無人飛機(UAV)載具系統為透過地面導控站，使用遙測通訊操控無

人飛行器，對視距外目標進行各種任務，主要包含無人飛機本體、數

位相機酬載設備、無人飛機飛行控制電腦等三大部分，無人飛機本體

分為旋翼機與定翼機，飛航高度一般為 30~250m，低航高可提供超高

解析影像，適用於小範圍、精度需求高、機動性高地區。 

本計畫採用 Phantom 4 Pro 無人飛機載具系統(如圖 6-1)，設備規格

如表 6-1。 

 

圖 6-1 Phantom 4 Pro 無人飛機載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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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Phantom 4 Pro 無人飛機載具系統規格 

 

二、 空拍作業流程 

 

圖 6-2 空拍作業流程圖  

最大上升/下降速度 5 m/sec；3 m/sec

最大水平飛行速度  20m/sec

最大飛行海拔高度  6000 米
雲台俯仰角度範圍 俯仰 -90° 至 +30°
GPS 模式 GPS/GLONASS 雙模

1 英寸 CMOS

有效畫素 2,000 萬
鏡頭 FOV 84° 24 mm (35 mm 格式等效) f/2.8～f/11 對焦點無窮遠

照片最大解析度 4864  3648(4:3長寬比)

電子快門速度 8sec秒 至 1/8000 秒

飛行器

旋停精度

相機

影像感測器

垂直: +/- 0.5 米；(+/- 0.1 米超聲波工作範圍內);水平: +/- 1.5m

無人飛機監控程序

確認作業範圍

瞭解現地環境

起降場地確認

天候確認

規劃飛行計畫

無人飛行監控

任務前準備

UAV任務執行

任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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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拍成果說明 

為瞭解本計畫監測站點鄰近環境變化，本公司以無人飛行載具

(UAV)針對河道上下游以及相關設施進行空拍，俾利比對分析。作業期

程為汛期前後，分別於 108.7.15、108.10.30 進行拍攝，範圍包括集集

堰入流測站-集鹿大橋、集集堰庫區操作樞紐-堰頂橋、下游河道沖刷

段、名竹大橋、清水溪斗六堰及揚塵好發區域(自強大橋)部份。UAV

空拍則利用航點記錄功能每次皆以同一航線飛行以利比對。 

表 6-2 空拍成果比對說明(1/3) 

拍攝地點 拍攝成果比對說明 

集鹿大橋 鏡頭由堰頂橋往上游庫區之集鹿大橋飛行，俯視整個上游庫區部

份，包括番子寮圍堤、南清水溝溪之新清瑞橋等。 

 
(108.7.15) 

 
(108.10.30) 

拍攝當日未降雨，集鹿大橋流量為

116 cms，空氣指標AQI為24、風速

為5km/h、能見度為16km。 

拍攝當日未降雨、集鹿大橋流量為

63.5 cms、空氣指標AQI為60、風速

為8km/h、能見度為16km。 

堰頂橋 鏡頭特寫為集集堰庫區操作樞紐-堰頂橋，接續高空依序南進水口、

北進水口、溢洪道、排砂道、靜水池、魚道及護坦等相關附屬設施。

受降水時空分布不均影響，流量變化大。 

 
(108.7.15) (108.10.30) 

拍攝當日溢洪道放流量為0 cms、魚

道放流量為0.73cms，空氣指標AQI

為25、風速為4km/h、能見度為

16km。 

拍攝當日溢洪道放流量為0cms、魚道

放流量為1.24cms、空氣指標AQI為

60、風速為8km/h、能見度為1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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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空拍成果比對說明(2/3) 

拍攝地點 拍攝成果比對說明 

下游河道 
沖刷段 

由堰頂橋至下游河道沖刷段，透過鏡頭清晰可見溪流下切作用使河

溝逐漸向上延伸之褶皺及峽谷地貌，另可見富州堤防、北岸引水渠

道、南岸引水渠道及南岸沉砂池等相關設施。 

 
(108.7.15) 

 
(108.10.30) 

拍攝時未降雨，生態補充流量為

3.66cms 、 南 岸 取 水 量 為

66.19cms。空氣指標AQI為25、懸

浮微粒PM10約為25g/m3、細懸浮

微粒PM2.5約為6g/m3、臭氧O3約

為30ppb，風速為4km/h、能見度

為16km。 

拍攝當日未降雨，生態補充流量

為 1.98cms 、 南 岸 取 水 量 為

35.72cms。空氣指標AQI為60、懸

浮微粒PM10約為39g/m3、細懸浮

微粒PM2.5約為18g/m3，風速為

8km/h、能見度為16km。 

名竹大橋 鏡頭為名竹大橋之河道分流變化與沿岸取排水情形，航線長度約 1.2
公里。 

 
(108.7.15) (108.10.30) 

拍攝當日未降雨，空氣指標AQI

為 24 、 懸 浮 微 粒 PM10 約 為

27g/m3、細懸浮微粒PM2.5約為

7g/m3、臭氧O3約為39ppb，風

速為7km/h、能見度為16km。 

拍攝當日未降雨，空氣指標AQI

為 60 、 懸 浮 微 粒 PM10 約 為

39g/m3、細懸浮微粒PM2.5約為

18g/m3，風速為8km/h、能見度

為1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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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空拍成果比對說明(3/3) 

拍攝地點 拍攝成果比對說明 

清水溪 
斗六堰 

該測站位於濁水溪與清水溪匯流處往上游兩公里，瞰視包括枋寮導

水暗渠旁之斗六堰魚道及斗六大圳等取排水情形，航線長度約 4.3
公里。 

 
(108.7.15) 

 
(108.10.30) 

拍攝時未降雨，上游南雲大橋流量

為25.91cms，部份溪水沿左岸導水

路匯入斗六堰取水口。空氣指標

AQI 為 29 、懸浮微粒 PM10 約為

31g/m3、細懸浮微粒PM2.5約為

13g/m3、臭氧O3約為50ppb，風速

為14km/h、能見度為16km。 

拍攝時未降雨，上游南雲大橋流量

為5.27cms，部份溪水沿左岸導水

路匯入斗六堰取水口。空氣指標

AQI 為 57 、懸浮微粒 PM10 約為

16g/m3、細懸浮微粒PM2.5約為

32g/m3、臭氧O3約為66ppb，風速

為16km/h、能見度為16km。 

揚塵好發 
區域 

(自強大橋) 

針對揚塵區域較嚴重地區之自強大橋，冬、春季乾旱季時水位降低，

河床裸露高灘地，易受東北季風吹襲出現高濃度懸浮微粒，影響空

氣品質，航線長度約 2.9 公里。 

(108.7.15) (108.10.30) 

拍攝時低灘地栽種作物，兩岸植

被良好。當日空氣指標AQI為

40 、 懸 浮 微 粒 PM10 約 為

26g/m3、細懸浮微粒PM2.5約為

16g/m3、臭氧O3約為39ppb，風

速為18m/sec、風向為東、能見度

為16km。 

拍攝時低灘地栽種作物，左岸植

被良好。當日空氣指標AQI為

141 、 懸 浮 微 粒 PM10 約 為

62g/m3、細懸浮微粒PM2.5約為

109g/m3、臭氧O3約為26ppb，風

速為7m/sec、風向為東南、能見度

為1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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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飛行載具為近年來新興且熱門的科技，尤其在工程調查、防災方

面擁有許多優勢及發展空間。由於 UAV 飛行高度低，其地面解析度相較傳

統之航空像片細緻許多，經由 UAV 所拍攝之影像除可進行汛期前後差異比

對外，並可進一步建置數值地形模型(DSM)以及 3D 數值模型。 

為增強河道週邊及轄屬設施之可視化維護管理，針對集集堰下游河道

沖刷段，以固定航線進行 UAV 空拍，並利用地面檢核點產製高解析影像，

以影像處理軟體 Pix4D 建立該區域之正射影像與數值高程，掌握河道向源

侵蝕變化情形。以像片編纂正射鑲嵌像片圖，於 108.06.26 設置地面控制點，

以決定航攝像片上像點的地面位置，如圖 6-3 所示。 

 

圖 6-3 集集下游河道沖刷段佈標控制點 

集集攔河堰下游河道分別於 108 年 7 月 15 日(豐水期)及 108 年 10 月

30 日(枯水期)進行正射影像拍攝以及數值地形製作，茲將兩次製作地形成

果套疊比較集集堰下游河道沖淤情形如圖 6-4 所示。 

集集堰下游右側兩座靜水池於枯水期因泥砂淤積高度約 0.5～1 公尺；

集集堰下游左岸高灘地因工程施作整地及現場製作鼎塊，因此地表高程約

降低 0.5～2 公尺，再下游之退水路處亦有工程整地施作地表高程約降低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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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公尺；集集堰下游右岸高灘地則無明顯變化；集集堰下游至南岸聯

絡渠道退水路間之河道因河道沖刷、泥砂淤積或局部流路改變，高程變化

-0.5～-2.5 公尺。整體而言，河道深槽仍有持續沖刷情形。 

 

圖 6-4 集集下游河道沖刷段比較成果 

 

+值：高程上升 

值：高程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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