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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義縣有農業大縣之稱，是台灣

農產品生產重地，長期以來

農、漁業發展仰賴抽取地下水灌溉為

主，漸漸地大家習以為常，也因為如

此，大自然的力量也不斷地吞噬著我們

的居住地，嘉義「地層下陷」早在 20

年前就開始日趨嚴重，尤其在東石鄉地

區，到了現今這種人為的自然災害正在

警告著我們。

而經歷過 823 水患洗禮的居民，看著

遠道而來欣賞摩西分海奇景的民眾，形

成矛與盾的景象，不可逆的災害唯有政

府端出有效的牛肉，才能讓居民買單，

否則難保下一個 823 再次到來。

台版摩西分海 奇景暗藏隱憂

正午之時，烈日灑落閑靜的湖波上，

蚵農忙著收成當季肥美的蚵仔，正值入

秋之際，空氣中夾雜濕冷的鹹水味，站在

巍聳的防波堤上，看著通往壽島唯一的聯

外道路，與白水湖形成一幅美麗的畫。

                                                                      　位於嘉義縣東石鄉掌潭村的白水湖部

落，因近年嚴重地層下陷緣故，每逢漲

潮時，海水隨即淹沒聯外道路到一旁的魚

塭，形成汪洋一片，而到退潮時道路又裸

露地表，這樣的潮汐變化一天內可上演數

次，特殊的奇景被外來遊客稱為「台版摩

西分海」，讓原本默默無名的白水湖，搖

身變成東石隱藏旅遊勝地。

    　長年來此地釣魚的林姓阿伯憶起當時，

這條路 20 年前本來跟現在堤防高度一

樣，經過不斷的地層下陷，人就無法正常

通行，原本另一頭是通往舊時兵營，但隨

時間增長海水淹過營區，兵營也隨之消

逝，而很多來壽島潮間帶遊玩的旅客也因

此不再前來。

【記者曹恩輔／嘉義縣報導／攝影・照片／村長蕭榮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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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湖道路退潮時。 白水湖道路漲潮時。

823 水災掌潭村保安宮淹水災情。

(圖 /掌潭村村長提供 )

  走在泥濘不堪的柏油道路上，路

面早已被遠在壽島外的招潮蟹和彈

塗魚佔地為王，兩旁斷垣殘壁的房

屋，牆壁上清楚的水痕及大面積的

青苔，看得出被海水侵襲的痕跡，

傾倒的電桿像是佇立在海面的燈

塔，一路綿延至鳥無人煙的壽島，

現況與當年榮景相比格外淒涼。

         
　奇景背後原本有幾戶漁民在此

地養殖魚塭，也因不斷下陷的路   

面，被迫放棄家園，漁民的心血付

之流水，讓人萬般無奈，現在唯一

可圖利的是用綁好的竹筏養殖蚵

仔，對漁民來說是另一種謀生之

道。沿著外圍道路加高的堤防雖然

能暫時阻止海水全面入侵，但是地

層下陷問題日益嚴重，不久的將來

不只會有更多的魚塭遭殃，更會危

及到鄰近村莊，正當政府還在擬定

對策時，與白水湖相鄰的掌潭部

落將面臨一甲子以來最嚴重的洪

荒……。

嘉義百年洪患 掌潭村淪孤島

  2018 年 8 月 23 日一個看似毫無

殺傷力的熱帶低壓從屏東登陸了，

在陸地停留時間超過 22 小時，台

灣西部平原像是被海嘯淹沒般，所

到低窪處無一倖免，雨勢聚焦農業

大縣嘉義縣，當時最大總雨量來到

908 毫米，最大時雨量更高達 106

毫米，雨水來不及宣洩，每個村莊

宛如大型蓄水池，對於本來就處於

地盤下陷區的東石鄉居民來說，更



22

掌潭村村民抗議有家回不去。

嘉義地區民國 80 年至 106 年下陷面積分析表。

是雪上加霜。

  位在東石掌潭村地處出海口，本

應該是雨水退最快的區域，弔詭的

是雨災後 3天淹水跡象不減反增，

全村泡水長達了一個星期時間，淹

水最深之處更達一個成人高度，看

著其他村莊已開始清理清淤除泥，

他們積水卻遲遲無法退去，宛如孤

島般，媒體爭相報導，讓他們頓時

成為這次風災最大受難者。

  面對百年洪患，除了適逢大潮，

加上日雨量 342 毫米超過當地排水

系統以 10 年防洪頻率 25 年不溢堤

的設計保護標準 245 毫米，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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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還是不斷下陷的地層，導致

過於低窪水排出不去。

　掌潭村村長蕭榮馨坦言，從太保

到朴子一路到栗子崙、過溝莊，最

後是掌潭村，因為地層下陷剛好當

地地勢最低，所有上游積水一路排

到掌潭村下游，又因為所有嘉義支

排及大排最後都匯集到村落旁的荷

包嶼大排，無法負荷直接溢堤到掌

潭村這邊，最後成為大型蓄水池。

重建家園的居民現今還存在著許多

災後陰影，解決不可逆的地層下

陷，政府專家的決策深深影響著每

個低窪居民的未來。

下陷數據多變 專家看出端倪

　從經濟部水利署的累積下陷量圖

來看，嘉義縣沿海地區從民國 80

年至 106 年累積下陷量平均已達到

1.1 公尺，其中又以東石鄉掌潭村

1.5 公尺最為嚴重，最主要還是當

時民國 60 幾年，政府鼓勵農民從

事養殖漁業開始迄今，不斷超收地

下水，讓土下含水層不斷下陷，海

水高於路面已成定局。 

  但從下陷速率分析表，全年下

陷速率超過三公分的持續下陷面

積來說，東石鄉地區從民國 80 年

的 346.4 平方公里到去年的 7平方

公里，數據每年都有變化，但近年

速率有慢慢趨緩的情形，政府為持

續防治地層下陷，自 98 年起執行

「地下水保育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

計畫」，研訂「持續地層下陷相關

監測調查」、「落實地下水用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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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水災時水位對比圖。

理」、「強化技術與行政管理」及

「加強地下水補注」等 4 大策略。

使全台顯著下陷 (年平均速率超過

3 公分 ) 面積控制在 235 平方公里

以內，而地層最大平均下陷速率控

制在 5公分 /年以內等量化目標。

  對此，嘉義縣政府水利處水利管

理科科員林承璋提到，現階段農業

處委託廠商去宣導民眾養殖海水魚

的好處，既沒有土味，也能和環境

共生，再配合水保局爭取經費來推

動農村再生計劃、有機養殖和環境

教育。優先在東石掌潭村架設管

線，以利讓養殖漁業，成效嘉再擴

大至其他沿海鄉鎮。

  而雲林科技大學土木資源及防災

科技中心主任溫志超則表示，居民

對於地層下陷意識漸漸抬頭，大多

數居民早已不抽地下水，改以鹹水

代替，加上農民在養殖漁業方面，

因鄉下偏僻年輕人不想回去接管，

土地休耕比例漸漸提高，才讓近年

下陷得以趨緩。

決策一勞永逸  靠總治水計畫  

　白水湖地層下陷發生在民國 84

年，早期主管官署是現在經濟部水

利署前身水資源局，針對白水湖做

類似東港大鵬灣觀光發展方式的改

善方案，當時居民考慮到未來生計

不贊成此政策，造成後來停擺了 4

年，到民國 98 年前內政部長李鴻

源在工程會擔任主委時，跟荷蘭合

作的基金會辦理台灣水利學院幫忙

水規所做規畫，提出總合治水計畫

包括白水湖、掌潭部落，甚至鄰

近布袋低窪地區做改善方案工作。

   
　李鴻源認為，首要任務從城市

的鄉村規劃著手，跟當地的農民

溝通，把魚塭分兩部分，一部分

政府將一半的魚塭變成人工溼地

及滯洪池，做完以後再把土方挖

起來把村落墊高，政府無期貸款，

把房子蓋得漂漂亮亮，並輔導農

民做觀光休閒旅遊。

　這樣一來解決農民生計問題，不

需要繼續抽地下水，才有可能完

全解決，後續再處理其他排水溝、

抽水站等等部分就相對容易許

多，第一個版本滯洪池大

小約 50 平方公里，相

當於 5 分之 1 的台

北市。

解決根本之道 職權相輔相成

此計畫看似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

但李鴻源無奈地指出，行政院經

建會從民國 98 年一直討論到民國

102 年底，談了 4 年之久還是沒答

案，原因出在中央跨了 5 個部、

10 個署，部跟部、署跟署的政策

間永遠矛盾。最後決定動工時，嘉

義縣政府又以政治生態因素拒絕

當主辦單位，只因一個不同黨籍的

縣長拒絕一個政策，實施在不同

黨 籍

掌潭村空

拍圖。( 圖 /

村長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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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的選區，種種因素導致無力回

天的局面。

    
　李鴻源也強調，另一根本問題

在於各地下陷問題不一樣，開立

的藥方不同，但共通點在中央與各

部屬之間權責不相符，專業領域跨

足各部屬，職權不同處理作業方式

不同，很難達成共識，最後形成互

相矛盾的局面。

  當時農委會在輔導養殖業，水利

署卻是在修水門，政府應該整合中

央地方各部會，並請專業水利專家

未來治水方向 靠逕出流分擔

 現階段改善嘉義下陷地層，以輔

導養殖漁業轉型抽取海水養殖為

主，但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豪雨水

災，利用地面上疏浚河道排水，達

到互相制衡，是治理水患重要手段

之一，除了增設 5個大型滯洪池，

減少溢堤漫流的水量，並降低區域

排水洪峰流量，或是計畫排水護

岸，運用高地截流，建立多道防

線，避免高地洪水池續流入低地，

再者抽水機汰舊換新，將發電機引

擎更換為工業引擎，提高負載運轉

時間這些常見治水方法。

　未來將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管

制，以往國內水患治理概念比較著

重於線型規劃，以建造護岸、堤防

或雨水下水道為主，河川排水被動

概括承納集水區全部雨量。然而臺

灣半世紀以來，人口成長迅速，土

地高度開發與都市化區域日趨擴

大，嘉義縣政府水利處水利管理科

科員林承璋認為，現在治水用地取

得越來越困難，導致水道拓寬不

易；且土地開發所造成降雨入滲減

少、逕流體積增加，洪峰流量增大

與集流到達時間提早，導致洪災現

象更甚以往。 防洪工程保護有極

限，政府財政也有限，無法無止盡

投資防洪工程建設，林承璋強調，

未來應透過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措

施，將原本全部由水路承納的逕流掌潭村村民。

做通盤政策決議，倘若把地層下陷

問題解決，嘉義地區一坪市價兩百

元的土地，也能一下子來到五萬

元，把資訊對等的讓當地居民知

道，獲得居民支持改善生活，如果

根本不解決，治水預算再多也是石

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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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廢於白水湖中的老厝。

面對嚴峻挑戰 為失敗而設計

 台灣治水邏輯喜歡把所有籌碼壓

在一個幾年標準的治水工程上，但

現今的極端氣候早已告訴你那個工

程絕對不會安全，李鴻源曾提出

「為了失敗而設計」的說法，意思

是堤防或下水道容積量一定不夠，

但要做到萬一不夠時，城市基本機

能是維持的，就是所謂的「海綿城

市」。增加城市的韌性，整個都市

設計概念就會不同，高雄能做到

15 座滯洪池怎麼讓它透水及與下

水道結合，這就是改善方法。

    
　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端出前

瞻計畫 8 年 8800 億，卻沒有相關

治理地層下陷項目，地方政府拚經

漁民正在抽取地下水養殖。

量，藉由集水區內水道與土地共同

來分擔，以減輕淹水災害所帶來的

損失。

　另外，土地開發所增加的逕流量

應由開發單位透過保水設施、中小

型滯洪池、雨水流出抑制設施等，

將逕流增量在洪水過程中滯留於開

發區內，不致造成下游水道負擔及

鄰近土地淹水，以維持居民生活安

全。

濟不把地層下陷問題放在優先順序

裡處理等決定。面對台灣未來，天

災挑戰不會停止，歷史不會遺忘傷

痕，人民只期盼各方放下成見，為

下個世代的子孫能活在安全無虞的

台灣，貢獻一己之力。

白水湖全景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