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中程施政計畫 （109 年度至 11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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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中程施政計畫
（109 年度至 112 年度）
壹、使命
治水應以系統化思維進行綜合治水對策的研擬，包括以親水、淨水及利水規劃排水治理
原則，從流域系統、順應水系、生態環境融合等觀念進行整體規劃與思考，如何在既有的基
礎上，調整腳步積極出發，是未來必須努力的目標。

貳、願景
本局積極推動流域綜合治水及前瞻系統水環境建設計畫，排水路強化與疏浚，山坡地、
海岸沙洲水土保持與管理，持續執行雨水下水道建設，建構完整都市排水系統，確保量足、
質優、永續之水資源及加強水資源保育管理。另方面落實污水下水道建設、健全污水處理設
施營運管理及河川水質淨化改善，提昇優質生活環境品質與回收水及下水污泥資源再利用，
對於水情監控及防災搶險方面，建立各分區快速回應機制，進而達成行動監控，建立本市為
高保水、高透水的安全水環境，進而提昇市民生活品質與城市競爭力。
透過「前瞻水環境建設」計畫，許大台南市民一個「俯可掬一瓢清流、仰能擁無限河
景」的美麗家園，期盼建構一個安全與亮麗的城市，亦使地區發展更為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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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政重點
一、 持續水情監測系統：強化既有水情收集與資訊傳遞管理，將物聯網技術運用於水環
境監測、建置智慧化防汛網，配合本局各分區人力建立迅速回應機制，達成全行動
監控水情及增加備援系統防災搶險之目標。
二、 落實水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政策：保育地下水資源，依循違法水井處置策略辦理巡
查及封填作業，降低地下水違法抽取量，積極推動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
業務。
三、 降低淹水地區水患威脅：以流域整體綜合治水規劃，運用前瞻基礎計畫做系統化之
整治，及管理等手段，有效降低易淹水地區之水患威脅。
四、 辦理區域排水疏浚及維護管理防洪設施：加強區域排水及中小排水疏浚工程，管理
全市水利防洪設施及污水操作管理。
五、 山坡地監督管理及海岸潟湖沙洲防護：加強山坡地監督管理，水土保持教育與宣導、
可利用限度查定、超限利用管理及水土保持計畫監督管理、治山防洪工程監督管理，
沿海沙洲及沙灘防設、土石流潛勢溪流調整檢討。
六、 建設污水下水道，爭取前瞻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昇用戶接管普及率，管理全市污水
處理設施、落實執行維護保養，確保都市污水處理達到理想成效。
七、 河川水質改善：運用各種污水處理技術、建設污水處理或截流設施以及水質淨化場
等，改善運河、鹽水溪、二仁溪及急水溪水質，後續將朝全河段無嚴重污染，輕度
污染頻率增加之願景邁進。
八、 雨水下水道普及率提昇及提供市民良好生活品質：積極增加本市下水道系統普及率
及將全市各抽水站納入資訊管理，全天候 24 小時監控水情達到防災搶險之目標。
九、 營造水岸遊憩設施：「節能減碳」的要求向來是臺南市重要的施政考量之一，期望
藉由鼓勵自行車等綠色運具，逐步改善龐大汽機車交通量所造成的能源消耗及污染
排放問題。水岸遊憩設施一向是臺南市重要的景觀資源，透過串連曾文溪以南水岸
觀光資源營造相關遊憩資源的亮點計畫。
十、 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及效能：對於水權、溫泉、水利建造物相關申辦案件皆提供主動
及便捷的服務，對於轄內山坡地未經申請之開挖、違法蚵架及違法水井亦加強稽查，
絕不寬贷，以維護國土安全及全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肆、關鍵策略目標及共同性目標
一、 關鍵策略目標：
(一) 持續強化水情監控系統：（業務成果面向）
1.整合本局水情中心監控之系統中心規劃設計及擴充建置，期強化本局水情監控系統 ，
以提升本市防汛資訊監控及應變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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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建立自主防災社區，強化非工程手段防災措施之落實，加強既有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持續運轉，以強化社區已建置之自主防災作業。
3.辦理本市易淹水地區區域排水水位站 78 站之維護案，確保水位站正常發揮水位監測
功能，以強化本市防災作業。
4.持續推廣本市轄內水情資訊巡查 APP 應用程式，結合水利建造物圖資，使巡查人員
能將巡查成果即時回傳，強化應變防災能力，以提供市民防災資訊。
(二) 落實水資源保育及生態檢核：（業務成果面向）
1.水資源保育回饋：
積極推動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業務，以符合受限者得償之精神，避免保護
區內居民權利受損；另配合水利署落實水質水量保護區巡查作業，強化保護區之管
理，並鼓勵公所辦理保護區內相關獎勵保育計畫，以達涵養水源、淨化水質目的，
促進國土保育及永續經營。
2.地下水保育：
(1)保育地下水資源，核發地面水水權，落實水資源合理永續運用。
(2)持續依循違法水井法處置策略辦理巡查及封填作業，減少違法水井存在數量，降低地
下水違法抽取量。
3.生態檢核機制以工程生命週期分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與維謢管理等
作業階段，各階段之生態檢核及保育作業，由具有生態背景人員配合辦理，並協助
將生態保育的概念融入工程方案，例如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
策，同時為達成「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的要求。
4.水資源設施推動：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新水源開發-污水處理廠水再生利
用，本府持續執行新水源開發-污水處理廠水再生利用規劃工作。
(三) 以前瞻基礎計畫為軸，降低淹水地區水患威脅：（業務成果面向）
1.前瞻基礎水環境建設系統化辦理治水工程及用地取得，並辦理瓶頸段拓寬改善緊急
工程以及市管區域排水應急整治工程，有效降低淹水風險。
2.市管區域排水保護標準為 10 年重現期洪水設計，25 年重現期不溢堤為目標，於人口密
集地區或重大建設地區採取綜合治水策略，防洪設施完成率可提升至 40%以上目標。
3.辦理全市排水綠美化植栽工程，針對己完成治水區域及完成護岸施作的區段營造民眾
更舒適的親水空間，及自行車休憩環境。
(四) 加強區域排水、中小排水清淤及水利建造物維護改善，辦理排水整治、區域排水違
法蚵架及定置漁網拆除：（業務成果面向）
1.加強區域排水、中小排水疏浚工程及全市河川、排水、下水道疏浚及維護改善等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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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區域排水疏浚清淤及水利建造物維護改善工程，主要為辦理排水路疏濬工程，
維護各排水路暢通，以改善排水系統淤積狀況，提升整體防洪排水功能，預計完
成 80 條區域排水，疏通約 70 公里。
3.針對沿海地區包括七股區、將軍區、北門區等區域排水範圍內，違法蚵架及定置
漁網執行拆除作業，以確保排水路通洪能力正常發揮，預計完成 13 條排水路拆除
作業，約 25 公里。
(五) 維護管理防洪設施：（業務成果面向）
1.落實水閘門及抽水站維護管理工作，落實執行例行及年度維護保養，以發揮設施
防洪功能，確保防汛期正常發揮禦潮及排洪功能。加強執行水利建造物之安全檢
查，定期派員自主檢查，抽水站汛期每週檢查 1 次、非汛期每月檢查 2 次，水門
汛期每月檢查 2 次、非汛期每月檢查 1 次。
2.辦理全市抽水站運轉管制作業，定時舉辦操作人員教育訓練，後續規劃老舊抽水
站之設備更新及機電整修，並因應各區域排水需求辦理新建抽水站工程，減少各
區域淹水機率。
3.辦理全市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水門之代操作與維護工作，建立標準維護程序，
保持水門正常運轉。並配合老舊閘門更新需要，持續辦理更新工程。
(六) 加強山坡地治理、土石流自主防災、水土保持及推動海岸潟湖沙洲之保育工作：
（業務成果面向）
1. 加強山坡地監督管理，辦理水土保持教育訓練與宣導、可利用限度查定、超限利
用管理及水土保持計畫監督管理、落實治山防洪工程。
2.訂定山坡地範圍劃出及劃入機制，促進國土有效利用。
3.辦理土石流疏散避難宣導及演練、推動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強化非工程手段防
災措施之落實，並加強推動警戒值低及高潛勢 9 個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運轉，以
強化社區自主防災作業。
4.辦理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住戶及避難路線保護工程，降低土石流致災風險及強化
保全住戶疏散避難路線安全。
5.辦理沿海沙灘、沙洲防護工程，保全沙洲防災功能，建立沿海地區抵禦颱風暴潮
之第一道防線。
(七) 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及水質淨化場建設並健全污水處理設施營運管理：（業務成果
面向）
1.配合中央政策積極籌建及開辦污水下水道建設，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預計至 111
年底累計達 20 萬戶以上，提供市民一健康的優良居住環境。
2.整合污水下水道建設、水質淨化場及污水截流處理，全面改善河川水質，108 年
期望達成運河、 鹽水溪、二仁溪後續將朝全河段無嚴重污染（河川污染指數 RPI
小於 6），輕度污染（河川污染指數 RPI 小於 3）頻率增加之願景邁進。
3.委託專業操作廠商辦理急水溪、鹽水溪及二仁溪水系之代操作工作，確保河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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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淨化穩定運轉，目標進流水之 BOD、SS 及氨氮去除率達 70%以完成本市境內流
域水質保護工作，
4.辦理劉厝排水、月津港、竹溪水淨場等水質淨化場新建工程及萬代橋水淨場、永
康大排水淨場、安順排水水淨場之功能提升工程，使本市河川污染持續削減，創
造優質生態親水環境。
5. 截流運河於沿岸未接管之污水，並擴充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將運河污染源
─民生污水全部納入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俾利運河觀光及遊船計畫推展。
6.委託專業操作廠商辦理五座水資中心代操作及維護，確保放流水符合法規標準。
另針對老舊廠站辦理設備更新及功能提升，提升運轉穩定性及處理量。
7.辦理老舊污水管線維護，確保污水傳輸無虞、避免因管線破損發生都市道路塌陷
等災害。
8.建置污水下水道地理資訊系統，確保都市污水處理成效，便利維護管理。
(八) 推動回收水及下水污泥資源再利用，落實零廢棄政策：（業務成果面向）
1.基於本市為季節性工業用水缺水區域，且因應新水源開發遭遇之環境面向問題、
時間性及困難度，推動本市各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政策，供應大台南地區
洗掃街、抑制揚塵使用，以減輕自來水使用量。
2.因應本局目前所管轄五座民生用污水處理廠安平、虎尾寮、官田、柳營及仁德廠，
另有新建規劃中永康廠，污泥產出量逐步增多，且鑒於民生污水處理廠之廢棄污
泥列入事業廢棄物，致處理成本大幅提升，本局刻正辦理下水污泥厭氧消化回收
有用能源，同時已獲得營建署補助辦理廢棄污泥減量計畫下水污泥再利用計畫，
全案將採統包工程於本市仁德區建設污泥再利用場地，朝燒結再製土建材料方向
執行方式，朝材料化或焚化方式執行。
3.提供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公有公共空間發展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與建置智慧電表，
監控用電量。另利用公滯 1.2 滯洪池水面空間設置水面型太陽能發電系統以發展綠
能與達成節能減碳目標。
4.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提案。如運河、月津港、竹溪第二、三期環境營造，
仁德滯洪池、港尾溝溪滯洪池環境營造、學甲區新建法源滯洪池及南科特定區 E1
滯洪池串聯公滯一、二滯洪池擴建工程。
5.執行機關、類民生污水事業及學校收取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挹注營運管理所需費
用，落實使用者付費精神，俾利污水下水道永續經營。
6. 臺南市的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及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已納入全台 6 大再生水廠示
範計畫案。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辦理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預計
於 110 年即可先提供 0.8 萬噸之再生水，113 年即可提供到 1.55 萬噸再生水給南科
臺南園區及樹谷園區需求廠商，另「臺南市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
用推動計畫」經費已獲內政部核定並同意辦理，預計於 108 年完成招標作業，並
於 111 年先提供 1 萬噸之再生水給南科臺南園區需求廠商。將臺南市水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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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向另一個新紀元。
(九) 提昇雨水下水道普及率及提供市民良好生活品質：（業務成果面向）
1.為使本市市民有更佳良好之生活品質與生活環境，並減少淹水之情況發生，依據
臺南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興建，積極推動本市下水道系統建設之普及，預
計民國 112 年雨水下水道建設普及率將達 80%，人口密度較高區域之雨水下水道
建設率預計將達 89%。
2.維護雨水下水道系統並巡檢其通水功能，確保防範水患於未然。105 至今 108 年雨
水下水道及區域排水清淤長度約 361 公里，預計 112 年雨水下水道清疏長度將達
880 公里。
3.短延時強降雨情況下，原設計標準之都市雨水下水道及溝渠收集系統無法容納超
量雨水，尤以市區集流時間短之道路側溝收集系統常排水不及。水利局除持續建
設雨水下水道及市管區域排水外，另短中長程對策如列：
(1)確保道路側溝、雨水下水道及區域排水通水順暢，每年編列雨水箱涵及區域排
水清疏費用，每月防汛會議追蹤設算於各區公所及環保局側溝清淤狀況，並加
強清淤易積淹水區之道路側溝。
(2)及時應變佈設移動式抽水機及新建抽水站，全市現階段移動式及沉水式抽水機
大小座總計 596 台(大型抽水機 10 吋以上計 416 台、6 吋計 16 台、3 吋計 17 台、
沉水式 147 台)，抽水站計 56 站，前瞻基礎建設將持續辦理低漥地區抽水設施。
(3)水情資訊傳遞爭取應變時間水情監控中心監控雨量、水位資訊、移動式抽水機
遠端遙控、突發暴雨時，可透過 GPRS 遠端啟動抽水機、遠端遙控開啟截流閘
門及關閉進流閘門等即時監控處置。
(4)出流管制、逕流減量，加強新開發地區之出流管制，108 年 2 月 1 日已公告出
流管制計劃書之審查辦法，將依據此審查機制，對新開發案應設置雨水儲留或
滯洪池以吸納逕流量，減少臨近淹水之情形。
(十) 竹溪親水綠廊營造計畫：（業務成果面向）
1.竹溪親水綠廊營造計畫主要規劃為三期建設：其中第一期計畫 (水岸園區)主要範
圍為法華橋至竹溪橋區間之水域與沿岸景觀改造及水質改善。
2.第一期之水質改善工作為設置截流系統與地下化之水質淨化場，將現有箱涵內之
晴天污水進行截流後輸送至水質淨化場處理，處理後之清水再補助回竹溪作為水
源，以降低竹溪水域之整體污染並有效改善水質，預計於 108 年年底完工後進入
試運轉。
3.藉由水質淨化成果同時透過前瞻基礎水環境建設-竹溪水環境第二期計畫-水岸改
造與體育公園之整體景觀設計，於都會地區打造安全之自然溪流與綠蔭生態之整
體環境，並透過合宜之交通規劃，創造體育公園內人車分流之安全動線與停車空
間，提供市民舒適之休憩與運動環境。
(十一)沙崙綠能科學城污水系統建置計畫：（業務成果面向）
6

1.沙崙綠能科學城為國家重大計畫，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區內污水處理廠待新建，
目前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已有污水廠，尚有餘裕及擴充用地可納入，僅設置專管
納入，辦理時程可以大幅縮短，故規劃將綠能科學城之污水納入仁德水資源回收
中心，以配合沙崙綠能科學城營運，提供區內污水處理。
2.污水系統建置將分為 3 個項目辦理(1)高鐵特定區內既有管線調查修復、(2)污水輸
送專管工程、(3)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擴建用地徵收。
3.本計畫能與鄰近公共污水下水道結合，將特定區內污水納入既有之仁德水資源回
收中心處理，辦理時程將可以大幅縮短，配合沙崙綠能科學城營運，共同打造生
態、環保、永續之綠能科學城。
(十二)提昇為民服務之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1.辦理業務相關講習，提昇承辦人員專業素養及為民服務效能。
2.適當配合本府活動，辦理地層下陷防治說明會等，宣導民眾勿抽取地下水，避免
造成地層下陷，危害國土情況。
3.加強輔導、宣導山坡地申請之開發行為(每年辦理執勤相關人員教育訓練 3 場、社
區宣導 6 場及校園宣導 7 場)、違法蚵架拆除及執行違法水井處置，保障國土安全
及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 共同性目標：
(一)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1.強化本局同仁終身學習觀念，鼓勵參與學習，增進新知能，並以本局同仁終身學
習年平均數作為達成本目標之指標，設定本局同仁每年學習時數平均應達 40 小時
以上且數位學習時數平均達 10 小時以上。
2.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本局公務人員英檢通過率達 60%以上；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達 90%以上。
3.為促進本局同仁瞭解性別平等及 CEDAW 之真諦，俾使於訂定政策、計畫及措施
時，學習融入性平觀點並積極消除性別歧視，辦理 CEDAW 教育訓練並使本局公
務人員實體參訓率至 108 年達 50%、109 年達 60%以上。
(二)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年度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行效率，並撙節各項支出。每年經常門預
算數執行率達 80%以上，資本門預算數執行率達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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