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三批高雄市提報案件第二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意見回覆表 

壹、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貳、地點：第六河川局水情中心 2-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許秘書原福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主辦課報告：略 

柒、報告事項：(略） 

捌、討論事項： 

許峻源副召集人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前鎮、彌陀、興達漁港及美濃湖部分

計畫內容未完整，建議補充。尤其與現

況環境連接部分，建議補充。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相關計畫回覆如下： 
 海洋局回應：當日會議簡報因時間因素，對

於各案現況環境無說明，該部分於計畫書第

二章節內已有說明，請參閱。 
 觀光局回應：依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 12 月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縣管區域

排水美濃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已將本計

畫書內容加入美濃湖（中正湖水庫）集、排

水水路圖。（詳計畫書第 8 頁）。 

2、九番埤排水經調查為輕度汙染，作為

改善依據，其必要性較薄弱，建議補充

施做必要性之內容。 

銘謝委員建議，九番埤集水區域近年新建住宅

增加，然該區屬公共污下水道尚未到達區，預

計該區未來民生污水影響將加劇，於非汛期和

非農業灌溉期間，水質較查知情況發生，另上

游之河道亦爭取前瞻計畫整治，期本案配合河

道整治營造愛河上游親水、淨水和景觀優化之

成果。 

 
  



蔡國銓副召集人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因第三批次水利署已召開初審會前

會，建議能表列總表(包含補助單位及各

案經費及初步核定明細等)供參。 

銘謝委員建議，經濟部水利署公開資訊網頁

上，有將會議內容公開，供民眾參與。(位於：

業務專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行

政透明專區->水與環境->計畫內容->全國水環

境改善計畫)。 

2、美濃湖下游銜接美濃溪，建議能將動

線繪出，以加值水環境的整體性營造。 
銘謝委員建議，依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 12 月「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縣管區域排水美

濃地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已將本計畫書內容

加入美濃湖（中正湖水庫）下游銜接美濃溪排

水水路圖。（詳計畫書第 8 頁）。 

何建旺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本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高雄市政府

依 5 月 10 日第一次會議意見大致修正完

成，予以肯定。 

銘謝委員指導與肯定。 

2、水利局所提合乎改善實質內容，地方說

明會就地方意見均未列出，建議補入。 
謝謝委員建議，近期將召開各相關計畫之地

方說明會，補入計畫內容。 

3、漁業、觀光局等其改善計畫工作內容似

為簡略，無法瞭解所提預算是否與執行工作

內容符合，另生態檢核部分，未召開地方說

明，應與地方結合。 

銘謝委員建議，針對相關計畫回覆如下： 
海洋局回應：當日會議簡報因時間因素，對

於各案執行內容未能詳加說明，該部分於計

畫書第四章節內已有說明，請參閱。地方說

明會議均有召開，請參閱計畫書附件。生態

檢核部分爾後如有獲經費補助，會另要求顧

問公司就該部分辦理。 
觀光局回應： 
1.本計畫預算為概估，將於設計階段提出與

詳細預算和工作內容細項。 
2.本計畫將於設計階段一併召開生態檢核

之地方說明會。 

4、九番埤排水改善計畫採公有地執行，是

否合乎排功能之一致性。 
銘謝委員意見，九番埤排水水岸環境改善工

程，以治水與親水，並結合水質淨化處理，

排水治理、污水接管，水質淨化與環境改善

一次規劃。 



洪慶宜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中(1)九番埤排水水

質監測結果為輕度汙染，是否有建置截流淨

化設施的必要性？(2)生態檢核宜分開各案

進行生態調查及棲地品質評估。(3)民眾說

明會記錄無法閱讀，請製備役建回覆對應

表。 

銘謝委員指導，九番埤集水區域近年新建住

宅增加，然該區屬公共污下水道尚未到達

區，預計該區未來民生污水影響將加劇，於

非汛期和非農業灌溉期間，水質較查知情況

發生，且上游之河道亦爭取前瞻計畫整治，

期本案配合河道整治營造愛河上游親水、淨

水和景觀優化之成果。 

2、後勁溪水岸及遊憩環境營造計畫為景觀

案(1)惟水體的利用、水質確保非常重要，

水質調查顯現目前為中度汙染，宜強化水質

改善作為 (2)生態檢核是否有進行生態調

查？目前第 4 頁呈現似為文獻回顧，生物物

種為計畫區域？報告中為上游及援中港。

(3)民眾說明會記錄字體過小，無法閱讀請

製作意見回覆對應表。 

銘謝委員議，水質、生態調查不足之部分，

後續於設計規劃階段列入考量。 

3、生態檢核目的在降低工程對生態的影

響，並能透過生態工法改善棲地品質仍，宜

進行工程施作位置的生態調查及棲地品質

評估，建請加強。 

銘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施工前、中、後，

將對施作位置進行生態調查、監測，以評估

對環境影響。在設計階段前，請水環境顧問

團隊落實施工前生態檢核，並加強生態調

查、棲地品質評估之項目。 

4、民眾參與宜再強化，前瞻建設計畫有多

個公民團體十分關注，目前各案在地方說明

會民意調查都未能善用民間助力，十分可

惜。 

銘謝委員提供寶貴意見，後續將於設計階段

邀請民眾、地方社團和 NGO 團體參與討

論。 

5、生態檢核的水質檢測中，美濃湖鉛、錳

過高，彌陀漁港鉻、銀過高，可能對生物物

種或經食物鏈影響居民健康，市政府宜追查

污染源，並思考水質毒性化學物質對所提計

畫的影響，以免前瞻經費未能用在基本環境

安全的確保。 

銘謝委員建議，回覆如下說明： 
海洋局回應：本案計畫主要在於水岸環境美

化，並非水質改善，施工過程也不會造成水

質惡化。另會改善水岸碼頭上之漁業廢水勿

直接排入港池內。 
觀光局回應：美濃湖水質檢測鉛、錳過高問

題，將於本計畫施工前調查汙染源，並檢討

水質毒性化學物質是否會對本計畫水雉棲

地造成影響。 

  



彭合營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生態檢核請依檢核表請補齊相關資料，

以致內容完備。 
銘謝委員建議，生態檢表有遺漏部分，請水

環境顧問團隊補齊相關資料，並放置在水環

境公開資訊平台，供民眾參閱。 

2、在地參與、民眾意見及 NGO 之參與請

彙整，以利推動。 
銘謝委員建議，在地參與、民眾意見及 NG0
之參與不足之案件，預計於 6 月底前辦理

溝通、地方說明會，並彙整其意見和研議解

決對策。 

3、案件於第一批、第二批已核定，第三批

次為連續性者，請於案件詳細說明，另於計

畫評分為所推動之優先順序。 

銘謝委員指導，後續將案件連續性列入推動

優先順序。 

4、在地參與僅訪問路人甲、路人乙支代表

性較弱請補實。 
銘謝委員建議，相關計畫將於設計階段廣邀

在地民眾參與。 

5、美濃湖設置景觀平台，設施請考慮生態、

安全及後續維護管理問題及整體之營運操

作請一併列入考慮。 

銘謝委員建議，謹遵示辦理，本計畫將於設

計階段對生態、安全及後續維護管理問題及

整體之營運操作進行綜合評估，以擬最適方

案。 

6、北屋排水護岸及草潭埤水環境工程仍請

以解決當地淹水問題再後續營造環境結合。 
銘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以解決淹水問題為

主，營造環境為輔。 

7、在規劃施工期限在 109 年底為期限，由

於計畫推動中遇到之障礙在一年內完成有

困難度，請於施工前應有詳細施工計畫以利

推動。 

銘謝委員建議，有關遇到障礙之難題，會於

設計階段請設計單位詳細評估可能會遇到

之障礙，並研擬詳細施工計畫。 

 
  



魯台營委員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前鎮漁港環境改善說明會 (工作會議

107.12.7)僅有旗津中興里郭里長參加，前鎮

在地里長未出席請加強地方溝通及說明並

在施工過程注意民眾意見的收集及反饋。 

銘謝委員建議，前鎮漁港水環境改善地方說

明會，先前已邀集當地區公所及各里里長派

員出席，為加強地方溝通及說明，本局業安

排於 108 年 6 月 12 日與當地 NGO 團體進

行意見交流討論會議。邀請 NGO 團體計有:
臺灣生態保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海洋污染

防治協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船員漁民服務

中心。 

2、愛河案的多項計畫中公民參與部分仍請

多加強。 
銘謝委員建議，公民參與不足之部分，將於

計畫設計階段邀請民眾、NGO 團體、社區

及地方性團體參與提供意見，並請水環境顧

問團隊把每次活動資訊、會議內容放置於資

訊公開平台上。 

3、北屋排水礫間淨化工程具有效益，但九

番埤可由濕地水生植物淨化與疊水工法淨

化水質，如經費不足請優先以北屋排水為優

先，另建議北屋排水道榮總後港段之河道請

增加疊水曝氣工法淨化水質。 

銘謝委員指導，若經費不足，北屋排水淨化

優先施作，河道整治倘獲補助於整治河道內

視實際情況增加跌水設計。 

4、愛河水質淨化仍應以恢復曹公圳通水挹

注活水，使愛河鳳山溪(前鎮河)、後勁溪全

流域或皆有常年流動之穩定水量才能淨化

水質，並保持生態基流達成永續河川之理

想。故請市府考慮民間多年前推動恢復曹公

圳自高屏溪取水並串聯愛河流域常年活水

計畫，以解決愛河生態基流不足導致水質不

佳之困境。 

銘謝委員指導，初步評估，推動恢復曹公圳

自高屏溪取水並串聯愛河流域常年活水計

畫，因涉及不同水系及分屬不同集水區，恐

影響防洪排水之規劃報告須重新檢討，本局

需進一步綜合考量防洪排水等因素檢討。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 林昆海總幹事 
會議意見 意見回覆 

1、後勁溪的計畫請審慎考量與高雄都會公

園界面的銜接與討論，並考量歷史、生態背

景的條件，適度納入。愛河中都段的破堤作

法可參考。 

銘謝委員建議，本計劃後續將於設計規劃階

段納入考量。 

2、草潭埤是本市僅存自然度高的埤塘，請

妥善保留其自然度與生態功能，勿以北屋或

寶業里滯洪池之硬體方式施作，本會願持續

參與規畫協助。 

銘謝委員建議，在設計規劃階段邀請貴會協

助提供意見。 

3、請提供興達港維管與活動現況，本是遊

艇數量停泊供需現況等資訊，以利委員了解

判斷。 

銘謝委員意見，目前全國遊艇註冊數為 602
艘，高雄就有 162 艘，占全國比例為 27%，

然高雄目前完全無遊艇港，僅在漁港供 39
席及商港供 55 席船位臨時停泊，興達港部

分遠洋泊區倘能改成遊艇專區，必有需求市

場。 

4、建議高雄市政府提出一個新的計畫，有

別於各個硬體工程計畫，呈現水環境的生態

改善與民眾參與成效。例如「以水雉為指標

推動高雄水環境生態改善暨民間參與計

畫」。 

銘謝委員建議，此計畫概念，將納入下一批

次提案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