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臺南市提報案件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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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所提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次4案，其內容項目清

楚，有其執行效果，予以肯定。 

感謝委員予以肯定。 

2.  公民參與雖有辦理，但應有執行

之內容如:地方建言、機關之回應

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辦理之相關地方工作坊或

說明會將再針對方建言、機關之回應情形詳列

說明。 

3.  生態檢核部份應與地方結合，建

議檢核內容再加強。 
感謝委員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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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會議提出二仁溪水環境改善

應與六河局目前執行河川環境改

善計畫結合。本次簡報相關配合

措施或其他加值計畫仍未提出。 

本案之規劃範圍與六河局規劃之範圍，經確認

後並無重覆的現象，未來規劃範圍將延續六河

局之計畫延伸至周邊社區，並評估以地方創生

概念進行著墨。 

二、 洪委員慶宜 

（一）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建議訂定運河水質改善的目標，

以河川污染指標、溶氧量、或氨

氮濃度為具體標的，以回應地方

說明會所提出的主要訴求，並具

體顯現計畫在截流水資源中心功

能提昇，水質淨化模場的建設效

能。 

運河水質改善目標於本計畫中，期望透過沿岸

污水截流與運河水質評估暨模場驗證計畫來改

善運河水質，河川污染指標方面，包含 SS、

BOD 與 NH3-N 等，於污水截流案中有提出每

日削減量具體目標。模場驗證案中，因屬水質

改善之評估研究走向，未提及目標河川污染指

標，待該案通過後於日後執行階段獲取研究結

果，方訂立相關污染削減目標。 

2.  宜考量春天首次暴雨期水閘門開

啓，排入之溝渠污泥，水閘門污

泥所造成的污染量及設施或操作

改善的研析，以確保水質及防範

將水門淤泥課題整合進截流站美化案或運河截

流案，評估後於站區加入擾動設備與反送入截

流管道的設施，使淤泥不會於水門開啟時排入

運河，影響沿岸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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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魚事件。 

3.  加速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為根

本解決水質問題的對策，建請在

硬體提昇外，宜儘速推動公告下

水道接管區域之強制納管及民生

水污染防制費徵收作業。 

污水截流案因配合路平專案的緣故，發包與施

工期程需往後，目前已有初步之工程規劃內

容。民生水污染防制費方面，周邊餐飲業放流

水排入影響運河水質，期望透過開放放流水質

與民生污水相似的事業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

統，透過繳交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由公共污水

下水道系統處理後再排放。 

4.  生態檢核宜再加強快速棲地生態

評估，以由10項棲地品質項目

（底質、流速、水泥化程度…）

瞭解目前的棲地品質，並納入工

程設計，以提昇棲地品質效標。 

將於日後階段，於目前的生態檢核資料中補充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以反映調查當時河川棲地

生態系統狀況，判斷整體河川棲地生態系統可

能遭受的影響及其恢復情形。 

（二）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計劃書完整，地方說明會民眾團

體參與熱烈，可予肯定市政府積

極配合環保署及河川守護團體，

在二仁溪透過公私協力方式進行

水域管造。 

感謝委員的支持與肯定。 

2.  二仁溪仍屬重點整治河川，水質

仍有20~30%的嚴重污染比例，

宜訂定短、中、長期之水質改善

目標，並歸納各期前瞻建設計畫

的污染削減量及在回應水質改善

目標（如嚴重污染改善至中度污

染、不缺氧等）所扮演的角色。 

二仁溪水系範圍甚廣，如委員所提及，宜訂定

短、中、長期之水質改善目標，然因二仁溪流

經多個行政區，短、中、長期的水質改善目標

訂立，還需各部會互相討論協調。於本次提案

中將針對三爺溪、港尾溝溪與二層行溪進行景

觀營造。 

3.  古橋水廊亮點規劃除景觀外，宜

解決二座古蹟橋之明智利用方

式、修繕、維管機制等的規劃。 

二層行溪古橋水廊案之規劃擬結合雙博自行車

道與港尾溝溪治洪池等遊憩資源，規劃豐富河

川生態之親水河段，橋梁方面採取最大程度保

留，導入地方創生之概念進行規劃，期待結合

地方社區團體的認養與居民的自發性維護，搭

配主管機關來進行。 

4.  二仁溪民間守護團體極度關切二

仁溪右岸台南市端的三處裸露廢

五金廢棄物之清除，臺南市政府

宜更積極爭取前瞻建設計畫經費

關於委員所提五金廢棄物之清除事宜，目前臺

南市政府環保局正積極配合環保署試驗篩分計

畫，在有效資源化及去化管道確立後，將由水

利署第六河川局進行後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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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整治。 

5.  生態檢核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同運河第4點意見。 
將於日後階段，於目前的生態檢核資料中補充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以反映調查當時河川棲地

生態系統狀況，判斷整體河川棲地生態系統可

能遭受的影響及其恢復情形。 

(三) 曾文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生態檢核結果結論夏候鳥燕鴴棲

息於草地，並建議施工期進行迴

避，此是否已納入計畫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針對燕鴴本案已就其棲息環境

與環境影響納入整體環境營造考量，並針對其

草生地棲息環境等特性進行減輕、迴避、補償

等環境營造，因此在該環境敏感區塊，以補植

多樣豐富植栽及棲息草生地維續為主，不規劃

設置相關人為休憩活動空間，避免影響其棲

地。 

2.  是否受生態調查時間所影響，僅

能呈現夏候鳥的族群觀察？請補 
充生態調查時間。 

感謝委員指導，本案辦理之生態調查時間為民

國108年6月，後續於規劃設計再進行規劃設計

階段及施工前、中、後共四次之生態檢核，除

此之外亦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台南大湖生態環境及地下水調查」於本計畫

區塊每季之生態調查資料。 

3.  快速棲地生態調估結果（附 -
17 ）顯示棲地品質指標多屬

「差」，            是否納入工程設

計，以提昇棲地品質效標？ 

感謝委員指導，本案107年度辦理生態調查及檢

核，其調查結果指出本滯洪池以治水為考量其

生態環境岐異度低，建議改善整體生態環境增

加環境動植物生態豐度，因此本案整體環境營

造亦已增加滯洪池水陸域生態環境岐異度進行

規劃，後續工程亦以此為目標，以提昇棲地多

樣性。 

(四) 下山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宜注意引入觀光人口後，對於水

域之污染負荷及環境惡化之因應

對策。 

感謝委員意見。關於下山漁港水環境改善完

成，引入觀光人口後，對於水域之污染負荷及

環境惡化之因應對策及營造後之商家管理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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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宜注意營造後之商家管理及總量

控制機制之建立，否則將永遠不

符使用。 

量控制機制之建立等事項，因本案初步議定為

不予核列，本府謹遵建議，將持續加強與設計

單位及當地機關、漁民、商家研議協調，俾日

後再有批次提案時，具體呈現水域環境污染負

荷因應對策及周邊商家協商總量管理機制。 

三、 彭委員合營 

1.  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其中水質改

善評估暨模場驗證計畫以試驗三

個月且工法已提出，此部分在試

驗過程及如何回饋改善評估。 

水質改善評估暨模場驗證案之試驗工法將由承

商提出方案評估(水體推動、人工浮島與增加曝

氣或其他方式)，詳細內容將會於後續審查會討

論，日後待試驗結果明確，將提出具體之河川

污染削減量效益及目標。 

2.  二仁溪環境改善，六河局已規劃

並有發包施工，請不要重覆及要

考慮日後維護管理之單位及機

制。但仍在防洪安全下營造。 

本案之規劃範圍與六河局規劃之範圍，經確認

後並無重覆的現象，未來規劃範圍將延續六河

局之計畫延伸至周邊社區，並評估以地方創生

概念進行著墨。 

3.  所規劃之施工期大約為109年之

一年，仍建議有較細之施工計

畫，以     免無法如期。。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工程設計時將配合設計內

容及生態檢核結果再提出詳細施工計畫。 

4.  生態檢核及地方說明結合之工作

請加強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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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黃委員修文 

1.  依據行政院對前瞻基礎建設的計

畫目標，水與環境在於"推動生

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

水環境改善，營造水環境親水空

間”，由這樣的精神可知生態檢

核和民眾參與的角色和治水和供

水很不同，在治水和供水的場合

兩者目標可能只是迴避補償或者

避免侵害權益，但在小環境的場

合就應該是計畫的核心，推動保

育改善水環境，生態檢核固然是

感謝委員予以肯定，後續將再強化水與環境在

於「推動生態保育，水質改善及周邊地景之水

環境改善，營造水環境親水空間」之精神進行

各提案相關設計，並持續充足與民眾溝通討

論。 



項次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最重要的基礎，在發展親水空間

更是不能憑空設計，充足的民眾

參與才能成功造就親水的環境，

綜觀這些計畫除了曾文溪水環境 
改善計畫外，均不能掌握這樣的

精神，只有消極的生態檢核和應

付式的民眾參與。 

2.  對於水質改善計畫部分，肯定其

優先性，但是各個計畫明顯的長

期方案和中短期方案交錯，比方

長期而言就是要普及接管，但在

許多計畫中認為太過長期沒法看

到亮點，而用中期的節流和短期

的現地處理，不過目前可能就在

接管比例逐漸提高的過程，到底

要把資源投入基本的接管或者先

做亮點方面，因只有幾個有限方

案，建議可用公民審議會議的方

式做合理的決定。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階段將遵照辦理公民審議

會議，與民眾共同做出適宜的決定。 

3.  各計畫中的施工圖特別是模擬圖

均有進步，仍建議加強模擬圖的

部分，特別在徵求一般民眾的意

見時，模擬圖應很有幫助。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於地方民眾說明會或在地

工作坊舉辦時，再加強於細部設計反應實際完

工模擬圖的呈現，讓民眾更瞭解設計內容並方

便意見蒐集與討論。  

4.  二仁溪所建立的制度化穩定而長

期的公民參與平台希望可以擴展

到其他計畫中。 

配合二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的執行，舉辦工作

坊系列活動，提供民眾參與的舞台，包含議題

松與世界咖啡館概念的活動，廣納民眾意見，

提供各計畫參考。 

5.  肯定曾文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以生

態復育與經營為核心，但畢竟在

兩堤之間，景觀措施不宜太多，

也要重視其”韌性”。 

感謝委員予以肯定，本計畫區易受洪水影響、

故整體環境以較粗放自然度營造為主，導入之

景觀措施則僅於鄰社區側範圍提供在地民眾活

動需求，設施則亦以簡單平面式設計(材質以耐

候為主，如仿木等……)方便清理，相關植栽選

用耐淹水種類(如，台灣水柳…..)。 

五、 魯臺營委員 

1.  對於台南市整體以”一迴三環、

水樣台南”之整體願景，串連各

計畫實現水環境之建設理念而非

感謝委員的支持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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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河域治理之思考值得肯定 

2.  臺南運河微台江內海沼澤及沙洲

淤積後開闢之人工運河，然經百

年後都市人口集中變為生活污水

排入為主要”入注”水源，然大部

分入注水源經截流後，只靠感潮

流動使運河水質能提升是非常大

的挑戰，此問題亦類似高雄幸福

川及中都濕地水質不佳的困境。

臺南市提出現地水質淨化模廠驗

證計畫確實是值得支持與鼓勵的

方式，但也請臺南市亦要後續評

估其他方法如”汙水處理廠處理

後排放水迴注運河”、”運河各段

設置橡皮堰形成水位差以疊水曝

氣方式淨化水質”等各種方式提

升水質。 

水質改善評估暨模場驗證案之試驗工法將由承

商提出方案評估(水體推動、人工浮島與增加曝

氣或其他方式)，詳細內容將會於後續審查會討

論。 

3.  由上述思考發展建議臺南市在執

行臺南運河計畫時可再增加”公
民參與式論壇”之平台，以期讓

民眾因參與而更理解運河”先天

困境”或可形成對運河水質解決

對策最佳化的共識方案!(如針對

部分季節因水華現象造成之污染

可因與民眾共識用非工程方式解

決，而非花大錢施作工程) 

本計畫提案中，已於前期作業階段，辦理地方

說明會以落實民眾參與，後續計畫執行階段，

會考量公民參與式論壇的民眾參與方式，已與

民眾達成共識。 

六、 社團法人臺南市野鳥學會 

（一）曾文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文化活動的干擾程度及期間需再

瞭解，才能評估對生態之影響及

提出應對對策。 

真護宮王船祭為在地長久既存之民俗活動，每

三年舉辦一次，其活動非為長期性故對燕鴴之

干擾與影響應不大，且燒王船地點亦不在本滯

洪池。 

2.  目標物種之一的〝燕鴴〞,環境規

劃時好像沒有瞭解及考量其棲地

需求，恐怕影響未來燕鴴在此地

本案依生態調查及檢核結果與建議，已瞭解燕

鴴棲息環境需求，並針對其草生地棲息環境等

特性進行減輕、迴避、補償等環境營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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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棲息。 在該環境敏感區塊，以補植多樣豐富植栽及棲

息草生地維續為主，不規劃設置相關人為休憩

活動空間，避免影響其棲地。 

（二）二仁溪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計畫內容未提出案件採用植栽,是
否有篩選原則?(考量本土物種)。 

將根據生態調查中之植物調查種類作為後續植

栽選種的依據。 

2.  夜間燈光(光塔)造景，是否有評

估會不會影響候鳥遷移 or 地方

的            夜間生物?(改變行

為…..等) 

考量電塔營造的光雕投影有影響夜間生物的疑

慮，擬採用柔和的間接照明方式與燈具，抑或

是定時照明的方式減少對於生態的影響，詳細

內容於後續階段將評估討論。 

3.  三面光的排水道易造成生物落

難，應改善。 
排水道之工程設計，目前以強化疏洪的功能為

首要，現階段將種植懸垂植栽的綠化方式，作

為避免生物落難的暫時性解決方案，後續階段

將生物落難之議題納入考量評估。 

（三）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植栽物種應以本土物種為優先考

量。 
將根據水質改善計畫部分態調查中之植物調查

種類作為後續植栽選種的依據。 

2.  可將水鳥棲息納入考慮。 生物棲地方面，在保育對策上採取迴避、縮

小、減輕等工程施作對策，並於施工後以人工

營造方式加速現地生態環境復育，運河整體的

水質改善，也期待提供生物更好的棲息環境。 

七、 結論 

1.  各委員意見請臺南巿政府納入設

計及後續運作參考，並請於108
年6月14日前提送意見回應(含第

一次及第二次在地諮詢小組會

議)。 

遵照辦理。 

2.  生態檢核或民眾參與部份如有不

足部份再請補充，請巿府考慮跨

域結合成立平台溝通，設計時考

慮辦理地方說明會，讓民眾能更

加了解，符合地方需要。 

遵照辦理，後續本案執行時將再舉辦地方工作

坊，屆時將會邀請 NGO 或當地保育團體參與規

劃設計討論。 

3.  如有涉及保育類，其補償措施再

考量執行方式，並與當地的保育

團體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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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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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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部份是改善重點，生態廊道

串連、交通動線亦請納入考量，

以期讓民眾有感。 

遵照辦理，本計畫整體環境營造已就生態廊道

串連及動線串連進行規劃設計考量，後續工程

設計將持續落實。 

5.  儘量採用友善的工法，後續維護

和認養的推動，請於設計時或相

關計畫納入考量 

遵照辦理，後續工程設計將以生態友善工法為

主，再維護管理於規劃設計階段將透過成立

「溪尾滯洪池環境關懷工作坊」，並邀請在地鳥

會、濕盟、社區大學等地方（NGO）團體來討

論未來整體環境規劃設計方向及與目標之議題

為核心，結合在地生態、景觀、遊憩需求等相

關元素，並培訓生態環境志工、導覽解說人

員，以達到區域整體串聯，發展、關心水環境

之效能，及激發在地居民的積極參與並組成地

方團體並認養後續之維管。 

6.  提案計畫請辦理資訊公開。 第三批提案計劃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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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