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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永續水環境、幸福水臺灣

供 水
穩 定

供 水
韌性

供 水
環 境

支持社會經濟

持續發展

因應極端

異常氣候

落實環境

友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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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111年度水資源科技發展計畫架構



尖端地層下陷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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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雲地區同屬濁水溪
沖積扇，下陷情勢沿
海減緩，內陸顯著

✓ 多年防治計畫推動，
彰化地陷控制結果優
於雲林

✓ 高鐵通過引發安全疑
慮

✓ 沿海海水入侵或地下
水鹽化問題

雲林內陸地區地陷未
獲控制原因

地下水補注效益

沿海地下水鹽化或
海水入侵

待釐清現況

一、彰雲地層下陷關鍵課題

壹、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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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04.7km2

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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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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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抽/補

地層下陷

鹽化

地下水
流動

1. 含水層系統地下水流互相連動
2. 水位影響地下水流動趨勢→地下水抽/補
3. 地下水流動引致力學行為→地層下陷
4. 地下水流動引致傳輸行為→地下水鹽化

水力+力學特性

含水層水力特性

水力+傳輸特性

水力+水量輸
出入特性

含水層系統
水力、力學與傳輸行為關係

8

地下水鹽化

地層下陷

地下水抽/補



地調所(機制、效益評估)

• 海水入侵、地下水鹽化定義及範圍界定

• 地下水鹽化機制研析

• 地下水鹽化之監檢測技術研發

• 鹽化範圍調查與管理分析模式開發驗證

•地下水、水質、地層下陷監測及設備建置維護

•提供監測及現地試驗資料

•深層300m以下地陷機制分析

•現地防治工作推動

水利署(監測資料、防治工作推動)

•地下水觀測站井與輔助井補充建置

•海水入侵防治工法擬訂與執行

•地下水鹽化防治管理策略研擬

水利署(監測資料、防治工作推動)

國科會(機制釐清、監測技術提升、防治技術建議)

•地下水補注工程施作、規劃

•地下水補注工程技術及方法評估

•地下水補注工程技術手冊擬訂

水利署(施作、規劃及評估)

◆地下水補注機制 ◆地層下陷機制分析

國科會(機制釐清、防治方法建議)

◆地下水鹽化/海水入侵機制

•產業類別、地下水與沉陷資料大數據整合分析與
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沉陷觀測及其資料分析技術與資料同化模式開發
驗證

•井下分層沉陷監測技術研發與應用

•含水層水力及力學耦合模式開發、驗證與應用

•地層下陷機制分析與預警管理技術研發

•沉陷與回彈機制、管理及控制方法研擬、測試與
應用

•水文地質架構及概念分層檢討精進

•地下水補注潛勢區地表特性調查

•地下水主要補注區補注潛勢分級

•地下水補注熱區判定及效益評估

二、分工架構及課題內容 (1/2)

壹、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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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技術盤點與機制初步評估

111 年
技術開發、測試與驗證

112 年
現地尺度技術驗證與防治策略

驗證

113 年
防治策略應用與效益評估

a. 釐清濁水溪地過去相似管控措施，彰化減緩但雲林地
區持續下陷成因

b. 量化不同含水層(淺層或深層)抽水(事業抽水)對整體沉
陷或分層沉陷的影響

c. 多元沉陷監測方法與分析技術提升，以提供管理監控；
研發深度300m以下分層監測技術，釐清深層沉陷機制；
高鐵構造物及震動對區域沉陷的影響

d. 釐清含水層沉陷回彈現象與水位變動機制、量化沉陷
回彈與水位關係；終極沉陷定義及再啟動沉陷條件，
作為擬定沉陷防治管理策略依據

e. 釐清地下水鹽化或海水侵定義、含水層分層鹽化機制，
定義鹽化指標與鹽化範圍、防止技術建議

1.沉陷防治技術結合管
理策略減緩地層下陷，
111年初擬防治技術、
112年提出降至4公
分防治技術、113年
現地應用評估

2.鹽化指標與鹽化範圍、
含水層分層鹽化定義、
技術建議

水利署：
監測、防治工作推動及補注工
程規劃及施作
地調所：
水文架構精進、補注機制、熱
區與效益評估

跨部會平台分工

二、分工架構及課題內容 (2/2)

目標

國科會執行4子計畫: 1.地下水環境補充調查及資料分析與應用、2.地層下陷檢監測技術提升、3.地層下陷機制分析及預警管理、

4海水入侵定義及範圍界定調查分析

壹、緣起

10

待解決課題



貳、111年上半年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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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層下陷機制分析) (1/8)

歷年累積下陷量分布圖
(1992至2020年)

近10年累積下陷量分布圖
(2011至2021年)

近10年淺層累積下陷量分布圖
(深度：0至60 m；2011至2021年)

利用地層下陷
監測井內插
內插方法：
IDW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一)區域沉陷
特性

➢ 近10年沿海下陷減緩情勢較內陸顯著

✓彰化:顯著下陷區溪湖鎮湖南國小(下陷量:24.5cm)，竹塘鄉竹塘工作站(下陷量:22.9cm)。

淺層土層(深度60m以內)與整層土層下陷趨勢相近。

✓雲林:顯著下陷區元長鄉及土庫鎮，元長鄉元長國小累積下陷量達46cm，

淺層與整層下陷趨勢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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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層下陷機制分析) (2/8)

• 雲彰地區累積下陷量 (深度小於60 m)，顯著下陷區位於扇央秀潭國小及竹塘工作站。
• 雲林扇央以細粒料(細砂、粉土與黏土)含量較高，彰化扇央區以粗粒料含量較高。
• 雲彰納管水井用電量主要集中於扇央區，扇央區用電量顯著。

(二) 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差異—土壤材料特性不同，主控土壤均屬較細顆粒之土壤。

雲林地區第5類(粉土)與累積下陷量相關性高；彰化地區顆粒較粗，為細砂以上粒徑材料。

近10年累積下陷量分布
(深度小於60 m)

細顆粒土壤分布(深度小於60 m)
(4細砂、5粉土與6黏土)

近10年納管水井用電量分布
(深度小於60 m)

後續工作

1.配合加速工項，完
成沉陷井位尺度模
式、確認相同主控
土壤不同深度力學
行為、初擬沉陷防
治技術

2.分層沉陷模式現地
觀測驗證

地層監測井/壓縮型態分布圖 13

灌溉水井深度
多小於60 m，
占總水井數量
90%



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層下陷機制分析) (3/8)

(三)基礎資料完備-抽補量模式及監測資料補遺與解算模組化

✓完成沉陷資料補遺技術開發；可以自動化利用GNSS、
分層地陷井、水準點單井資料融合進行補遺

✓以機器學習完成水電
比時空比例分配(農業)

✓完成農業、民生及工業用水自動化時空分配。
完成多變量統計分析精細化月抽水量。

✓完成自動化處理Bernese GNSS解算程式，
直接界接水利署GNSS 測站原始資料

後續工作

1.完成地下水區資料補遺自動化模式
結合圖台與資料庫，觀測儀器狀態
警示

2.完成機器學習與物理模式示範區抽
補量率定與驗證

3.沖積扇區域，自動化GNSS解算模
組驗證

4.完成防治技術圖台管理架構研擬、
操作流程規畫

✓完成多元監測資料格式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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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層下陷機制分析) (4/8)

(四)監測技術提升-完成分層自動化地陷監
測系統研發

✓完成多深度光纖TDR分及BOTDR自動化沉陷量
即時監測系統研發(同時量測2個含水層深度)

✓下半年進行現地測試(秀潭國小專用井)

後續工作

1.井下分層沉陷監測現
地設備安裝、測試與
監測

2.高鐵沿線水準樁資料
彙整與遙測資料驗證，
構造物及震動對區域
沉陷影響分析

3.沉陷觀測融合技術先
導區域測試與驗證

150m TDR分層感測器

(五)高鐵構造物及震動對區域沉陷影響分析
✓ 高鐵站體及沿線區域變形初步分析
✓ 利用InSAR影像進行分析(完成2017-2019,2021-2022進行中)

雲林車站

• 雲林車站站體
附近沉陷速率
大，發生在年
初至4、5月。

• 以濁水溪為界，
分南北兩區，
最大累積沉陷
彰化(6-7cm)
區域明顯小於
雲林(~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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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下水鹽化機制) (5/8)

16

(六)鹽化指標與鹽化特徵分析

後續工作

合併沉積物樣本鹽化分析，修訂鹽化指標，界定入侵
及鹽化範圍含水層，初擬鹽化防治技術

枯水期 豐水期

➢豐枯水期，鹽化範圍與特徵

✓枯水期最高濃度高於豐水期，而鹽化範圍則呈現豐水期範圍
大於枯水期 (往內陸移動)

✓枯水期因降水少，地下水各項參數濃度較高。豐水期則可能
因降水，將地層中的鹽份淋洗至含水層中，故雖濃度較低，
但組成比例與鹽化較相似，BEX <0 之區域較枯水期分部廣。

16

➢海水入侵水質物化監測

✓新增Base Exchange index (BEX)綜合水質特性分析鹽
化特性

✓多數地下水井樣品皆呈現鹽化指標參數，豐水期濃度低
於枯水期，但組成比例則以豐水期較枯水期稍往鹽化方
向移動



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下水補注機制) (6/8)

(七)補注潛勢區調查及分級

1.雲林天然補注潛勢分級檢討(扇頂區)

✓透過淺層三維電阻率模型分析結果，完成扇頂天
然補注潛勢分級

✓初步提出人工補注潛勢建議區位，多位於第一級
(最佳)範圍。

✓綜合淺層與深層補注潛能，建議5個整體補注潛
能高區位。

區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土地權屬
公有
土地

公有
土地

台糖 台糖 台糖
公有土
地

台糖 台糖 台糖 台糖
公有
土地

鄰近水源 濁水溪 濁水溪
斗六
東溪

虎尾溪 虎尾溪 虎尾溪 梅林溪 芭蕉溪 石牛溪 石牛溪
鹿場課
幹線

土地現況 高灘地 砂石場
學校
用地

高灘地 高灘地 雜木 農地 農地 農地 農地 農地

淺層補注
相對潛能

高 中 中 低 低 中 高 中 低 中 中

深層補注
相對潛能

高 高 高 中 中 中 中 低 低 低 高

整體補注
潛能分級

高 高 高 低 低 中 高 低 低 低 高
17



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下水補注機制) (7/8)

(七)補注潛勢區調查及分級

2.補注潛勢區評估結果(扇頂區)及補注工作推動(水利署)

區位1區位2

區位3

區位4

區位5
區位6

區位7
區位8

區位9

區位10

➢ 地調所初步依水文地質條件評估建議11
處地下水補注潛勢區

➢ 水利署另依水源、土地、入滲特性、含
水層條件及後續維管操作等方式，初評
可行補注區位

➢ 水利署目前已於區位1辦理濁水溪河槽補
注

➢ 區位5(虎尾溪雲林科技工業段補注潛勢
區Ⅱ)將再進一步進行現地調查確認補注
方法

➢ 其餘區位因土地或水源取得不易，難以
短期即行推動。

18

後續工作

1.持續辦理濁水
溪河槽補注工
作

2.現地調查分析
確認補注方法

3.砂樁補注示範
區推動



一、111年上半年初步成果 (地下水補注機制) (8/8)

(七)補注潛勢區調查及分級

江厝站孔內地球物理調查
111年度預定鑽探點位(8站)

已完成鑽探點位(6站)

依目前二維地電阻剖面成果配合鄰近地質井資訊，初步判斷地表下50公尺岩性多以泥層分布為主。

後續工作

持續進行調查分
析，年底提出扇
央區補注潛勢建
議區位

3.完成雲林扇央區6站水文地質鑽探與孔內地球物理調查

江厝站岩心照片 19



• 地層下陷機制
– 顯著下陷區主控土壤-細顆粒之土壤為主

– 彰、雲地區之差異：顯著下陷區之土層於60公尺深度內

雲林以粉土為主，彰化以砂土為主

– 完成多深度光纖TDR及BOTDR自動化沉陷量即時監測系統研發

• 地下水鹽化
– 新增BEX鹽度指標

– 最高濃度：枯水期>豐水期，鹽化範圍：枯水期<豐水期

• 地下水補注
– 提出雲林扇頂補注區分級，5個建議高潛勢補注區位

– 扇央水文地層-地表下50公尺以泥層為主

111上半年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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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計畫內容及進度(1/2)

1. 完成資料庫與演算法即時分析架構測試
與應用

2. 開發沉陷監測資料異常值與補遺技術
3. 完成物理與機器學習混合型模式測試
4. 井下分層沉陷監測技術現地試驗與分析
5. 沉陷觀測資料融合技術先導區域測試
6. 完成沉陷井位尺度模式、確認相同主控

土壤不同深度力學行為、初擬沉陷防治
技術(水位、水量管理)

7. 事業用水與分層沉陷模式現地觀測驗證
8. 完成鹽化指標、初擬鹽化防治技術

111年度預定工作目標 111年加速(或新增)工項(子計畫1及3)

1.新設分層孔隙水壓觀測與分層水力試驗規畫 (新增)

2.公用版本濁水溪概念模式結合圖台建置(新增)

3.沉陷觀測演算法模組界接(GNSS) (新增)

4.防治技術圖台管理架構研擬 (加速、原112年完成)

5.井位尺度力學分層與土壤參數驗證規畫 (加速、原112年
完成)

6.初步豐枯水期短期回彈機制分析 (加速、原112年完成)

7.抽水井GIS圖層建置 (新增)

8.研析下陷主控力學參數 (加速、原112年完成)

9.抽水與分層沉陷關聯性比對分析(新增)

10.初步釐清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差異原因 (部分加速、原
112年完成)

11.初步釐清分層抽水行為對下陷影響 (部分加速、原112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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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計畫內容及進度(2/2)

新設分層孔隙水壓觀測與分層水力試驗計畫(國科會補助111.06~112.05)

加速釐清彰雲沉陷差異與分層抽水對區域沉陷影響，量化不同含水層抽水對沉陷之影響，提供抽水與分層沉陷
關聯性比對與驗證，進行現地尺度模式驗證。

包含三個工作項目:

1.建置井內高密度分層孔隙水壓監測井

2.分層水力試驗與水力參數調查

3.分層孔隙水壓及分層沉陷觀測

初步選定彰化湖南國小、
雲林元長國小做為示範場
址(依實際現況調整)

分層觀測井示意圖

各層開篩位置初步規劃

分層抽水試驗結合分層孔隙水壓觀測資料，
進行參數推估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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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屬高密度井下分層孔隙水壓監
測，將在井下0m~300m安裝約15組
觀測點，國際上未見的高技術性監測
作為，相關技術與成果可在未來進行
國際推廣與輸出



三、3方共識會議成果及後續

110年完成地下水模式數值模擬基底

濁水溪沖積扇依天然邊界、地質條件及地形
等原則修訂邊界條件，分層架構調整為5層含
水層4層阻水層(原4+3)，供各研究單位統一
應用。

濁水溪沖積扇邊界條件 地下水數值模式概念分層

111年水文與力學模式材料參數給定

◆ 持續依各學研單位回饋意見檢討

111/5/19三方會議獲初步共識:

地下水水文參數:地調所團隊張良正老師協助提供

地陷模式力學參數:國科會團隊顧承宇老師協助提供

◆ 持續針對參數合理性進行檢討與討論

F1透水係數 (m/day)分布

⚫初步完成觀測井透水係
數(K) 推估

⚫水井位置外之參數以最
鄰近點內插

⚫各觀測井需依其開篩深度與厚度

，歸屬至對應之水文地質分層，

建立數值模式分層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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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科研計畫內容及經費需求(3/4)

1.自動化沉陷觀測異常值補遺技術，模組化資料庫
2.應用機器學習與MODFLOW 混合型模式
3.新設300m以下井內分層TDR自動化沉陷監測應用
4.建立分層孔隙水壓與分層沉陷關係 (新增)
5.沉陷觀測資料(水準、GNSS、InSAR)融合技術應
用

6.融合高鐵基樁沉陷水準測量、量化高鐵構造及震
動沉陷影響(新增)

7.完成地下水區水-力模式參數率定與驗證
8.分層孔隙水壓與分層沉陷觀測驗證(新增)
9.結合模式水量與水位管理應用於地層下陷防治技
術驗證

10.建立鹽化指標與水位變動關係
11.沿海水位管理應用於鹽化防治技術驗證

1.完成物理與機器學習混合型模式測試
2.完成豐枯水位與沉陷特徵分析
3.完成沉陷井位尺度模式
4.分析下陷主控土壤力學行為
5.初擬沉陷防治技術(水位、水量管理)
6.初擬鹽化防治技術

1.井下分層沉陷監測技術試驗及分析
2.測試沉陷資料融合技術先導區域
3.驗證觀測融合資料準確度
4.量化高鐵構造物及震動對區域沉陷影響
5.用水與分層沉陷模式先導區觀測驗證
6.完成鹽化指標與觀測資料研析

• 技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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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技術開發、測試與驗證)

• 技術測試與驗證(先導區)

112年 (現地尺度技術驗證)
• 技術驗證 (濁水溪地下水區現地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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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大數據水文地質、沉陷與地下水
鹽化資料蒐集，資料庫建置
2.完成混和型模式、訊號分析模式集水
區尺度模式驗證規畫、彰化地區井位
判釋影像資料蒐集整理
3.建議補充調查規劃

1.集水區多元沉陷監測資料融合技術結合資料
庫效能優化
2. 混和型及訊號分析現地尺度模式驗證
3.集水區全域沉陷觀測資料異常值及補遺技術
模組化與即時監測資料測試
4.提送113年建議補充調查規劃

1. 完成資料庫與即時觀測資料圖台
2. 完成彰化水井井位判釋與分析
3. 混和型及訊號分析模式結合沉陷管理策略
4. 完成GNSS、沉陷環、水準樁沉陷觀測資
料異常值及補遺自動化模式結合圖台，濁水
溪沉陷觀測結合沉陷管理警示

1. 集水區GNSS 即時變形資料空間內插技術
2. 集水區全域GNSS、沉陷環、水準樁沉陷觀
測資料異常值及補遺技術模組化開發
3. 建立混和型及訊號分析現地尺度模式；彰化
區域井位判釋影像資料分析
4. 集水區補注量推估相關技術蒐集評析

補充資料蒐集
現地尺度工作規劃

現地尺度技術
分析測試

技術驗證
結合防治管理技術測試

沉陷與鹽化防治技術
優化修正

子
計
畫
一

1. 補充2022年InSAR影像、GNSS及
井下分層沉陷資料蒐集
2. 觀測融合技術集水區尺度驗證規劃
3. 完成300m新式TDR分層沉陷及BO
TDR技術現地安裝設計、300m專用井
設井規畫

1.完成觀測融合技術集水區尺度驗證
2.補充2016-2022高鐵沿線沉陷監測分析，比
對驗證高鐵基樁水準檢測資料
2. 完成重力合併分層抽水試驗及分層沉陷觀測
3. 完成新式TDR分層沉陷及BOTDR現地尺度
300m觀測與感測器模式分析

1. 完成觀測融合技術結合沉陷警示管理流程
2. 完成重力沉陷預測結合沉陷警示應用流程
3. 高鐵沿線構造物及站體對區域沉陷貢獻量
分析
4. 完成TDR及BOTDR現地分層自動化監測
設備，監測成果差異與效益分析

1. 完成2022年InSAR、GNSS資料分析解算、
結果比較
2.完成觀測融合技術集水區尺度分析
3.重力合併分層抽水試驗與分層沉陷觀測分析
4. 完成202年井下分層沉陷資料分析，300m
專用井TDR分層沉陷及BOTDR現地設備安裝
式內測試，300m專用井設井

子
計
畫
二

1. 彙整蒐集分層孔隙水壓與分層沉陷
觀測資料
2.集水區尺度地下水模式結合地層下陷
防治管理技術規畫
3.集水區地層下陷參數推估模式開發
4. 地方政府智慧地下水管理計畫蒐集
評析

1.完成集水區尺度地下水模式結合地層下陷防
治管理技術測試
2.井位尺度分層抽水特性結合地層下陷防治管
理技術測試
3. 完成集水區尺度參數推估
4. 集水區尺度區域沉陷與回彈應用於沉陷管理
原則

1. 地層下陷防治技術(水位、水量管理)優化
與修正
2.分層抽水特性結合地層下陷防治管理技術
應用與效益評估
3.管理單位地層下陷防治管理操作成果反饋
與管理技術修正
4. 沉陷防治技術操作手冊規畫與案例設計

1.釐清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差異原因 (配合加速)
2.釐清分層抽水行為對下陷影響(配合加速工項)
3. 完成集水區地層下陷參數推估模式測式驗證
4. 集水區尺度地下水水位與沉陷關聯性模式分
析，建立區域地層下陷防治管理水位與水量門
檻值

子
計
畫
三

1. 完成新年度水質監測、調查規劃與
現勘
2. 補充水質監測、調查與實驗室分析
3.結合水質與沉積物離子交換分析討論
鹽化機制

1. 區域分層水質鹽化與地下水位、溫度關聯性
應用於鹽化預警評估
2. 豐水期水質監測補充調查與實驗室分析
3. 區域指標觀測井之鹽化防治管理驗證
4. 模式及觀測資料結合鹽化防治管理技術測試

1. 完成分層水質鹽化監測技術
2.區域指標觀測井之鹽化防治管理技術優化
與修正
3.傳輸模式及觀測資料結合之鹽化防治管理
技術優化與修正

1. 完成歷年區域分層水質鹽化分析
2. 完成年度枯水期分層水質、同位素分析
3. 釐清分層鹽化機制
4. 傳輸模式及觀測資料結合鹽化防治管理技術
研發子

計
畫
四

計畫管理、報告彙整、工作協調、子計畫工作會議(每月)、總計畫工作會議(兩月)、工作圈會議(季)、平台工作會議(半年)、技術討論會議(不定期)、成果推廣，國際合作總
計
畫

經費
規劃

250 萬

550 萬

550 萬

650 萬

450 萬

總經費規劃計2,450萬元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112年進度與季查核工項規劃



未來發展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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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低成本
低功耗感測元件

物聯網
資通科技

巨量分析、機械學習
深度學習、人工智慧

數位監測

科技創新迅速成長

+ 行動化 +深度學習 + 大數據= 數位智慧管理

27



28

跨域學習 前瞻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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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調度管理

智慧灌溉

智慧水網

智慧地下水

智慧防汛

河川安全監控

河川砂石管理

水利建造物安全

30LINE: wrb822 M:0988-367553 O:02-37073021

智慧水管理
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