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署 104 年度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議程 

時間  第一日 6 月 21 日（星期二）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式「 致歡迎詞」 講者：水利署 王瑞德 署長 

09:40~10:40 特邀演講「鑑古知今觀未來」講者：經濟部 楊偉甫 次長 

10:40~11:00 茶敘時間 

11:00~12:00 水利署金質獎/金安獎工程分享 

12:00~13:00 

 

午餐時間/交流 

 

 啟垣廳 第六國際會議廳 第四國際會議廳 

主題 民眾參與 水再生 
水文觀測技術精進、地層下陷監

測與地下水井管理 I 

主持人 
水利署 王國樑 組長 

交通大學 葉克家 教授 

水利署 張廣智 組長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林財富 教授 

水利署 簡昭群 組長 

嘉南藥理大學 陳文福 副教授 

13:00~13:30 
104年水源保育社區推動計

畫 
溫仲良 

再生能源於再生水廠之應

用研究 
莊清榮 

河川含砂濃度全洪程觀測

與含砂濃度歷線推估模式

建構 

鐘志忠 

13:30~14:00 

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集

水區保育治理工程生態檢

核平台建置計畫 

黃于玻 
再生水管線風險評估與管

控 
蔡勇斌 

104年度彰化及雲林地區

地層下陷監測及分析 
洪偉嘉 

14:00~14:30 
旱溪排水治理檢討與民眾

參與推動環境營造 
王淑怡 

微水力發電應用於再生水

廠評估建置計畫 
黃志偉 

地表地下水整合數值模式

於地下水資源管理應用之

研究 

李明旭 

14:30~14:45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14:45~15:00 茶敘時間 

主題 流域綜合治理 自來水 
水文觀測技術精進、地層下陷監

測與地下水井管理 II 

主持人 
水利規劃試驗所 江明郎 所長 

暨南國際大學 蔡勇斌 教授 

水利署 陳弘凷 副總工程司 

中原大學 莊清榮 教授 

水利署 李友平 組長 

中央大學 李明旭 教授 

15:00~15:30 
濁水溪水系河道範圍與沖

淤平衡關係研究 
葉克家 

公共給水水源及水廠藻毒

風險預警及處理對策研究 
林財富 

水權人裝置量水設備實務

規劃 
丁崇峰 

15:30~16:00 
頭前溪流域整體治理策略

研析及補充調查 
劉建榮 

台灣地區未接用自來水區

域調查作業 
陳京台 

104年度溫泉監測井網與

管理資料庫建置計畫 
陳文福 

16:00~16:10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16:10 第一天結束 

 

 

 



 

水利署 104 年度委辦計畫成果發表會議程 

 第二日 6 月 22 日（星期三） 

09:00~09:30 報到 

 啟垣廳 第六國際會議廳 第四國際會議廳 

主題 防災 ICT 成果 I 海岸環境保護 I 水資源環境資訊 

主持人 
水利防災中心 謝明昌 主任 

逢甲大學 許盈松 教授 

水利署 陳中憲 組長 

中興大學 游繁結 教授 

水利署 蘇瑞榮 主任 

逢甲大學 陳美心 助理教授 

09:30~10:00 
雲端超解析技術於水利災

害應用之研發 
蕭一豪 

一般性海堤斷面改善試驗

研究 
蔡清標 

104 年度水利共享地理資

訊及自然環境資料庫整合

擴充維運計畫 

黃思萍 

10:00~10:30 
應用遠端監控於水利防災

研發測試計畫 
任維傑 

嘉義海岸環境營造規劃及

氣候變遷因應研究 
郭晉安 

104 年度地理資訊倉儲中

心之擴充及維運 
黃思萍 

10:30~10:40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10:40~10:50 茶敘時間 

主題 防災 ICT 成果 II 海岸環境保護 II 開放資料 

主持人 
水利署 張國強 副總工程司 

逢甲大學 許澤善 教授 

水利署 張良平 副總工程司 

中興大學 蔡清標 教授 

水利署 劉昌文 副總工程司 

逢甲大學 方耀民 副教授 

10:50~11:20 
水利防災資通訊警戒系統

應用技術之研發 
蔡芳助 台中海岸基本資料調查 簡仲和 水利服務雲加值應用計畫 吳忠建 

11:20~11:50 
104 年水災災情蒐集服務

團計畫 
詹錢登 河海堤搶險工法探討 陳賜賢 水利署開放資料作業計畫 郝振宇 

11:50~12:00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12:00~13:00 

 

午餐時間 

 

主題 氣候變遷 多元水源開發 多元化河川管理 

主持人 
水利署 姚嘉耀 組長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詹錢登 教授 

水利署 林元鵬 組長 

逢甲大學 張嘉玲 教授 

水利署 蔡孟元 副總工程司 

逢甲大學 王傳益 教授 

13:00~13:30 
氣候變遷下河川環境流量

之研訂及推動策略研究 
何智超 

103-104年旗山溪流域山區

水文地質與伏流水資源調

查 

林宏奕 
大安溪種植區域分級劃設

計畫 
許裕雄 

13:30~14:00 
都市地區洪水基準線之研

究 
宋長虹 

水資源開發規劃跨域加值

方案可行性研究評估 
羅志堅 

烏溪下游圍築魚塭對水流

通洪影響分析及範圍劃設 
李昱廷 

14:00~14:30 
永續水利工程評估指標推

廣與碳盤查作業研究 
蔡宗益 

高屏堰穩定供水改善工程

公民參與推動計畫 
魯台營 

104 年度河川管理系統改

善及維護計畫 
穆青雲 

14:30~14:45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14:45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