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臺南市提報案件第一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審查意見與回應 

項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 何委員建旺 

1.  本第三批台南市政府所提水環境

改善計畫內容詳實，尤其生態檢

核執行良好予以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將持續努力精進 

2.  簡報仍欠缺各項改善計畫，是否

有規劃之依據？另地方說明由熱

心市民代表(職員)參與，在地居

民及地方民團(NGO)均未參加，

待加強。另對地方說明回應意見

提出不確定性(如再與某個機關

連繫或可能何時可執行完成

等)。 

目前第三批次提案內容係為彙集提案當地民眾

長久以來之建議，後續將持續與 NGO 團體進行

討論，若相關意見確可納辦，後續將循變更設

計程序納辦。 

3.  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均屬二

仁溪支流週邊之改善計畫，另二

仁溪河川環境改善計畫六河局已

執行第三期，建議市府所提本計

畫改善內容能與該局結合。 

二仁溪之景觀美化工程屬六河局先期規劃之第

一至第四分區，而本計畫所提範圍屬第五期以

後之分區，為配合六河局先期規劃的延續。未

來執行本計畫仍會與六河局密切聯繫討論。 

二、 吳茂成委員  

1.  二仁溪、溪尾、蘇厝等易淹水地

區，應於水環境計畫中改善淹水

問題。 

二仁溪流域自102年完成建置仁德滯洪池、港尾

溝溪滯洪池、疏洪道及其他相關整治工程後，

已明顯改善淹水問題。溪尾滯洪池池體已因應

該區域之滯洪量建設完成，目前已改善溪尾、

蘇厝等地區之淹水問題，而本案主要針對滯洪

池基礎池體進行環境營造，藉此改善環境生

態、景觀及地方居民休憩需求。 

2.  安平列入水環境計畫是否有必要

性？是否以改善交通、人潮疏導

為優先考量。 

安平運河為臺南重要的水域，每當季節交替之

際，水質不佳發出惡臭，亟需改善其水質問

題。本計畫乃著重於水質改善，包含沿岸污水

截流及污水處理廠站效能提升等工作。 

因水環境改善計畫著重於水域周遭及淨水、親

水等水環境改善事項，並以打造河防安全與水

質改善為首要目標，交通、人潮疏導非屬水環



項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境改善計畫補助項目，建議後續提報營建署或

其他計畫另案申請。 

3.  溪尾滯洪池計畫中，蘇厝堤防於

設計階段應考量整體綠帶之串

連。 

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104年「曾文溪及支流後堀

溪水陸域景觀營造規劃」，該計畫已針對台19

（西港地區）至台1（曾文溪渡槽橋）進行整體

綠帶及動線串連進行規劃。 

1.本計畫依循並參考該規劃，進行計畫區環境

營造。 

2.本案將規劃設計相關綠帶及動線與其銜接串

連。 

三、 洪委員慶宜 

1.  前瞻建設計畫已進入第三批次審

查，宜回顧前二批次執行效果，

並陳述地方政府對轄內水環境改

善的整體規劃，以合理第三批次

是否與前二批次連結及其優先順

序(市府內排序)。 

二仁溪整治計畫分3個階段進行：由治水淨水

親水。要達成親水之目標，必須確實落實第2

階段「淨水」之計畫。 

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透過「三爺溪上游排水

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

計畫」與「臺南市港尾溝溪疏洪道污水截流計

畫」兩子案結合上一批次核定之「萬代橋水淨

場功能提升工程」，升級淨水設施處理效能，大

幅改善二仁溪流域水質，使民眾樂於親近，逐

漸往第三階段「親水」之目標邁進。 

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延續第二批提案運河光流

域之主軸，燈光計畫多以建置完成，運河沿岸

之現況改善越來越鮮明。本計畫水利設施的包

裝與沿岸之污水截流將是本次提案的方向，配

合運河遊船計畫、中國城廣場地景改造等計

畫，水岸景觀營造也有助於提升地方觀光產

值，值得中央與地方共同營造推展。 

2.  各計畫之歷次審核，民眾會議採

修正宜納入評核考量，以尊重民

眾意見。 

本府各批次提案計畫均依照中央「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辦理提報審核，

包含地方說明會及各次審查與會勘之意見均加

以回覆並採納確實可行之意見，尚有不足之

處，將於後續設計階段積極納入當地民眾及民

間團體之參與，以利民眾意見的充份參與。 

3.  宜加強陳述計畫的必要性，以善 感謝委員指教，相關提案於提案階段均參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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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瞻建設經費應用於「具急迫

性」，並「非經常性」費用能夠

支應的方應該排入此特別預算

中。如鳳山溪案主為污水管線，

其屬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污水下水道建設本就已有核定之

建設期程及經費，是否合於前瞻

建設計畫原則？景觀改善部分

（愛河、後勁溪、林園、美濃

湖、前鎮漁港、興達漁港、彌陀

漁港）宜再陳述目前民眾進入休

閒的量能，宜對已有大量民眾進

入，休閒行為已造成環境、生態

破壞的場域，方運用前瞻建設經

費方進行前瞻建設計畫，如果原

來就無人到達區域，要透過前瞻

建設計畫來促進觀光，將可能落

入「建設好後，無人使用」的風

險或「為工程而工程」的工程破

壞。 

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核定本之計畫目標內容辦

理。未來將於簡報中加強各提案計畫的必要性

描述。 

4.  各計畫案宜有後續營運規劃，以

確保工程建設後的有效運用。 

設計及施工過程將持續檢討，包含有無引入民

間認養、維護經費是否超出地區公所負荷等因

素做出調整，並做為變更設計之依據。 

5.  誠摯盼望前瞻建設計畫，宜將經

費放在急迫、常態預算無法做到

的，具挑戰性的工作如： 

(1)可改善淹水的逕流分擔、出

流管制案(如下挖式操場，吸納

雨水)的道路。 

(2)河岸(行水區)遭棄置足以影

響水流或危及健康之廢棄物移

除。 

(3)都市計劃設工業區區域無污

水下水道問題。 

(4)灌排未分離造成農作危害急

需改善的排水整理 

後續提案將參採委員意見進行提案。 

6.  水質改善案宜有水質改善預期目

標的呈現以清楚投入工程後之可

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子案-三爺溪上游排水

截流暨虎尾寮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改善及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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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效益及必要性。 計畫，預計工程完成後可增加處理水量15,000 

CMD，水資源回收中心總處理水量可達27,000 

CMD。而港尾溝溪疏洪道污水截流計畫，完成大

潭社區民生污水截流納入「沙崙綠能科學城污

水專管」工程，預計完工後，每日截流水量可

達1,000 CMD，BOD 削減量至少44公斤/天、SS

削減量至少53公斤/天及 NH3-N削減量至少14公

斤/天之目標。 

運河部分透過運河沿岸污水管線截流，減少污

水直接匯入影響水質，本計畫預計截流26處流

入工之晴天污水，初估截流污水量約5,413 

CMD，將可削減污染量合計 SS約254.13 

kg/day、BOD約199.00 kg/day 及 NH3-N約

82.95 kg/day。而安平水資中心設備功能提升

則預期完成後可處理水量16萬 CMD，提高 BOD 削

減量3,000kg/天、提高 SS削減量3,000kg/天。 

7.  台南市二仁溪案宜整體呈現，含

爭取水利署、環保署之其他計

畫，以突現提案之必要性及整體

性，並注意水利署三年景觀案及

高雄市政府過去跨域整合計畫的

規劃案。 

二仁溪相關計畫及工程請詳見報告書內文

P.23、P.26。另本計畫參閱六河局先期規劃

「二仁溪環境營造規劃」內容，以達成跨域整

合。 

四、 詹明勇委員 

1.  水環境是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提

案方式，建議類似本次的諮詢會

議，宜由地方政府權責主管以全

盤性的說明，再由執行單位陳述

未來執行的重點。 

後續參與諮詢或訪查相關會議，將以府為主

體，就各整體計畫案進行全盤性說明，案件細

節部份再由執行單位進行補充說明。 

2.  生態檢核是針對未來工程地點的

生態環境盤點，並由這些盤點訊

息回饋到後續細部設計和施工階

段的相關作為。 

本次提案中，各整體計畫已將過往已完成調查

之成果納入規劃設計或於規劃設計階段即組成

包含生態專家在內之設計團隊，後續將貫徹至

細部設計和施工階段的相關作為。 

3.  台南市政府針對各提案均能考量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的因

子，基於安全面向的思考，值得

嘉許，並落實在細部設計之內

容。 

感謝委員肯定，將持續努力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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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南市運河水環境若要把焦點放

在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請台南

市府要重新檢點安平中心可處理

的最高能量。 

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已於第一、二批提案中進

一步優化老舊設備之汰舊換新及疏流井之設備

及儀電設置。經重新檢視本計畫延續前二批提

案提升設備功能後，處理水量可達16萬 CMD、提

高 BOD削減量3,000kg/天、提高 SS 削減量

3,000kg/天等效益。 

5.  台南市溪尾滯洪池臨曾文溪，被

本案列為核心區(蘇厝堤防)本岸

施工中宜注意關注物種的宿命歷

程，減少對生物棲地之干擾。 

本計畫區生態調查發現保育類物種「黑翅鳶」、

「燕鴴」及「環頸稚」等關注物種，未來施工

將會因應其宿命歷程來減少於本計畫區棲地之

干擾，如燕鴴為夏候鳥，施工期程之規劃將以9

月過後至翌年2月為主，避開3月至4月其過境繁

殖期。 

6.  台南市下山漁港請再考量當地漁

民對漁貨碼頭的需求性，確保完

工後可滿足使用者之期待。 

下山漁港漁民多仰賴聚落周邊的魚塭或至七股

潟湖從事漁撈或養殖牡蠣維生，下山漁港魚貨

碼頭即為服務漁民興建，並已召開提案前說明

會確認當地漁民需求。 

五、 簡仲和委員 

1.  建議先就本批次計畫目的、先後

順序、初評順序與原提擬單位複

議作一對照說明。次就各計畫內

容、連續計畫相關性、前期完成

成效、復議原因說明。 

後續參與諮詢或訪查相關會議，將以府為主

體，就各整體計畫案進行全盤性說明，案件細

節部份再由執行單位進行補充說明。 

2.  立面美化應考量景觀障礙，通路

順暢問題。 

感謝委員指教，將促請各執行單位遵照辦理，

並於設計報告中加強說明。 

3.  親子、遊樂設施應切實，考量安

全問題、朝向硬體減量、柔性設

施作整體規劃、設計，避免日後

遊客安全風險與設施應變性。 

感謝委員指教，將促請各執行單位遵照辦理，

並於設計報告中加強說明。 

六、 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鄭仲傑秘書長 

1.  運河計畫以水質改善作為重要目

標，並考量歷史紋理、發揮運河

的潛力及特色。現況已推動觀光

遊船，但兩側水岸應加強綠帶擴

充，紅樹林保護區加強環境改善

及教育推廣。 

運河計畫除水質改善作為重要目標外，本計畫

景觀營造策略特別加強觀賞性綠帶喬灌木、節

點空地綠美化造景。綠帶設計採用低衝擊開發

(LID)設計手法，使都市基盤降低暴雨逕流並且

淨化水質進而提升生態及景觀效益，未來會延

續此營造構想確實落實於工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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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仁溪港尾溝溪滯洪池、舊鐵路

橋水岸等計畫加強與關注團體、

在地社區合作，配合民間動能優

先爭取預算。 

臺南水利局目前針對二仁溪流域另有辦理綠培

力計畫，以提供民眾參與的舞台，加強與在地

居民、NGO團體、周邊學術單位進行多邊對話。

透過綠培力系列活動成果，將其相關效益回饋

於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3.  溪尾滯洪池依生態調查有燕鴴棲

息區，但後續規劃顯與該棲地有

衝突，另基地現有保育類環頸雉

活動，但相關報告未納入，建請

重新檢討本案之生態資源及相關

規劃的適宜性。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後續生態調查資料將補

列保育類環頸雉，而有關燕鴴棲息區（鄰蘇厝

堤防側）之滯洪池邊坡綠地後續將修正以補植

相關植栽綠化為主不再導入人為休憩活動，避

免影響其棲地。 

七、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昆海總幹事 

1.  水環境改善目標應該是防洪、減

災、水質改善、生態恢復、改善

環境、提升民眾幸福感、促進生

物多樣性。因此提案計畫應符合

上述幾個目標。 

相關提案於提案階段均參照全國水環境改善計

畫-核定本之計畫目標內容辦理。 

2.  本計畫應秉持水泥減量設計的原

則，不做垂直堤岸，應至少設置

45度以下、以生態工法施作之堤

岸，並設置逃脫（生）防滑斜

坡。 

感謝委員指教，將促請各執行單位遵照辦理，

針對水泥減量設計所帶來之節能減碳效益及水

利構造物之友善工法納入情形於設計報告中加

強說明。 

3.  應整合過去案例之經驗，補正問

題，好的案例持續延伸，如愛河

中都段的破堤做法。 

感謝委員指教，將促請各執行單位遵照辦理，

在執行案件設計中應就同環境、同條件可沿續

使用之優良案例進行盤點、比點，並加以參

照。 

4.  提案計畫資訊應公開，各個案例

邀請關注社團參與，並廣徵意

見。邀請關注社團參與意見提

供，資源調查，甚至後續的經營

管理。 

後續將加強水環境輔導顧問團居間協助各提案

單位之功能，協助釐清地方關注生態議題並邀

請 NGO團體一同參與提案及設計。 

5.  多硬體設施經費，缺乏經常維管

經費。建議至少編列10%的經費

作為後續維管，防止蚊子館的產

生。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將促請各執行單位於提

案、設計等階段一併加以思考，俾利開發成效

之維持。 

6.  建議評估總體水環境改善計畫貢 感謝委員指教，將促請各執行單位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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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多少的溫室氣體。 

7.  建議各縣市政府整合各提案、統

一報告，整體架構、效益、目標

與後續維管機制。 

後續參與諮詢或訪查相關會議，將以府為主

體，就各整體計畫案進行全盤性說明。 

8.  台南曾文溪溪尾滯洪池營造計

畫，建議邀請台南鳥會參與。 

後續本案執行時將再舉辦地方工作坊，屆時將

邀請台南鳥會參與相關設計內容討論。 

9.  二仁溪水環境改善建議邀請高雄

市政府共同參與提案，或建置近

期連繫平台會議。 

未來執行本計畫將與六河局及高雄市政府保持

密切聯繫。 

八、 結論 

1.  請臺南市政府對水環境第三批次

提案計畫提出總體規劃說明。 
遵照辦理，已於108年5月23日第二次諮詢小組

會議中對於各提案計畫總體規畫進行簡報說

明。 

2.  有關安平提案計畫，請考量以交

通疏導配合總體水環境營造計

畫。 

本提案著重於水質改善，包含沿岸污水截流及

污水處理廠站效能提升等工作。因水環境改善

計畫著重於水域周遭及淨水、親水等水環境改

善事項，並以打造河防安全與水質改善為首要

目標，交通、人潮疏導非屬水環境改善計畫補

助項目。 

3.  提案計畫涉及保育類或原生物種

之生態補償措施，請再考量執行

方式，並與 NGO 或當地保育團

體充分溝通。 

各整體計畫已將過往已完成生態調查之成果納

入規劃設計或於規劃設計階段即組成包含生態

專家在內之設計團隊，後續亦將邀請在地居民

及地方民團(NGO)辦理地方工作坊，針對各案

生態檢核及營造設計內容方案提供相關意見並

取得共識後再進行工程施做。 

4.  請將水質改善列為重點。 遵照辦理。 

5.  提案計畫均應辦理資訊公開 第三批提案資料（工作計畫書、簡報、工程座

標位置、聯繫窗口)皆已公開於臺南市政府水利

局網頁「前瞻專區」。 

6.  溪尾滯洪池案請臺南巿政府查明

是否確有保育類環頸雉活動，並

重新考量相關規劃的適宜性。 

本案後續生態調查資料將補列保育類環頸雉，

而有關燕鴴棲息區（鄰蘇厝堤防側）之滯洪池

邊坡綠地後續將修正以補植相關植栽綠化為主

不再導入人為休憩活動，避免影響其棲地。 

7.  於五月底前辦理第二次諮詢小組

會議，請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

已於108年5月23日第二次諮詢小組會議中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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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參酌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中回

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