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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組織 

3 



4 



貳、重要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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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旱應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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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應變業務-水情燈號 

 

 

 

 

4月1日    

水情橙燈 

成立抗旱專區  
更新水情宣導節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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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應變業務-相關措施 

成立旱災應變小組，共召開
6場旱災緊急應變小組相關
研商會議 

成立抗旱專區，並發布10則
以上新聞稿、臉書及垃圾車
口撥市長宣導節約用水 

5座污水處理廠每日約1.7萬
噸回收水供洗街、防揚塵及
澆灌等次級用水使用 

盤點伏流水、抗旱水井及再
生水等備援水源 

爭取鳳山水庫蓄增80萬噸，
淨水場轉供民生每日5萬噸 

， 

7座伏流水井 

  +40萬噸CMD 

5處污水處理廠回收水 

         +1.7萬噸CMD 

鳳山溪再生水廠 

  +4.5萬噸CMD 

   151口抗旱水井 
  +3萬噸CMD淨水場 
   +1萬噸CMD加工區 



二、水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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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排水系統基本資料 

1.高雄幅員廣大，包含二仁溪、阿公

店溪、高屏溪3大流域，及典寶溪、

後勁溪、愛河、鳳山溪等16個排水

系統。 

2.針對都市計劃區範圍辦理雨水下水

道建置及規劃作業(8區：永安、田

寮、六龜、杉林、內門、茂林、桃

源、那瑪夏，無都市計畫區)，總

規劃面積為64,358公頃。 

3.市管區域排水：公告119條排水系統，

總長度約398公里。 

4.雨水下水道系統：總規劃長度

887.95公里，截至109年完成685.23

公里，施作率77.17%。 

5.滯洪池設施：共計16座，其中1座施

工中(五甲尾滯洪池，預計110年底

前完成，屆時總滯洪量可達約386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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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排水系統與維護管理- 
    3.八大易淹水區治理計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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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辦理8處排水系統整治，計畫總經費約71.88億元 

5.美濃區(107~112年) 

排水整治計畫共10件(含1件規劃) 

計畫總經費17.23億元 

1.永安區(108~111年) 

北溝排水整治計畫共5件 

計畫總經費共6.15億 

2.岡山區(107~114年) 

潭底地區整治計畫共10

件(含2件規劃檢討) 

計畫總經費共12.51億 

3.楠梓區(108~114年) 

右昌地區整治計畫共8件 

計畫總經費共5.68億 

6.仁武區(108~114年) 

後勁溪系統整治計畫共15件 

計畫總經費15.37億元 

4.三民區(107~110年) 

愛河、寶珠溝及鹽水港溪計畫
共6件(含2件規劃檢討) 

計畫總經費共7.70億 

7.鳳山區(108~111年) 

鳳山行政中心週邊排水改善
共11件 

計畫總經費1.51億元 

8.大寮區(108~111年) 

拷潭排水系統整治計畫共5件 

計畫總經費5.73億元 

(二)易淹水區排水改善─整治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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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經費(萬元) 辦理狀況 備註 

1 規劃檢討 1,254 

1.鹽水港溪排水(110-113) 

2.寶珠溝排水(110-113) 

3.牛食坑等排水(110-112) 

4.美濃地區(福安及竹子門)排水 

   (110-111) 

第三批次規劃案 

(經濟部
109/12/22 核定) 

2 應急工程 30,770 

核定110年度岡山、橋頭、路
竹、旗津、大社、永安、仁武
等14區，共24件急迫改善案件 

110應急計畫 

(經濟部110/2/18 

核定) 

3 治理工程 151,745 後續爭取經費辦理(110-113) 

第六批次治理工
程計畫 

(110/03/30初審
會議，原則同意
15件) 

(三)110年易淹水區域改善方案─爭取經費計畫 

中央已同意補助經費共計18億3,769萬元 



(三)110年易淹水區域改善方案─治理工程位置
圖 

美濃地區排水系統 
(109-113) 

       ●爭取辦理1件 

        ●經費約0.2億元 

土庫排水系統 
(109-113) 

      ●爭取辦理4件 

      ●經費約1.6億元 

北溝排水系統 
(109-112) 

      ● 爭取辦理2件 

      ●經費約0.75億元 

後勁溪排水系統
(109-113) 

    ●爭取辦理5件 

    ●經費約3.91億元 

急迫推動7個排水系統 

爭取15億1,74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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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寮地區排水系
統(109-113) 

    ●爭取辦理1件 

    ●經費約2億元 

典寶溪排水系統
(109-114) 

    ●爭取辦理1件 

    ●經費約6.48億元 

湖內地區排水系統
(109-112) 

    ●爭取辦理1件 

    ●經費約0.23億元 



(四)雨水下水道建設 

類別 改善長度
(公尺) 

建設經費
(萬元) 

雨水下水道建設 2,902 32,514 

109年成果 109年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 

行政區 經費(萬元) 

高雄市林園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2,480 

高雄市大寮區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案 597.1 

高雄市梓官區(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檢
討規劃 

305.1 

 

湖內區(湖內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檢
討 

550 

大社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檢討 800 

大樹區(九曲堂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檢討 

410 

茄萣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檢討 1,250 

高雄市鼓山區與鹽埕區雨水下水道檢討規
劃案 

2,260 

高雄市前鎮區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案 2,700 

高雄市左營區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案 2,720 

阿蓮區雨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600 

合計 14,672.2 14 

類別 改善長度
(公尺) 

建設經費
(萬元) 

雨水下水道建設 2,000 25,000 

110年預計成果 



三、防災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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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水截流站(75處)：防汛期每週運轉測試，每兩週現場督導。 

(2)移動式抽水機(134台)：完成例行及大保養，均運轉正常。 

(3)防汛備料：備有沙包、太空包、防汛塊及新型防汛擋板等防汛備料。 

(4)搶險開口契約：匡列防汛搶修搶險經費計6,605萬4,000元。 

(一)防洪設施整備宣導演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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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汛重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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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已完成之抽水站工程 進行中之抽水站工程(完工日期) 

永安區各抽水 站設施改善應急工

程(109年12月) 
楠梓區右昌美昌抽水站改善工程(110年4月) 

高雄市各抽水站起抽水位設施改善

應急工程(109年12月)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抽水站機電設備功能提升工程

(110年9月) 

106年度高雄市右昌街抽水站設備

改善作業(109年4月) 

高雄市鹽埕區南北大溝抽水站機電設備功能提升

工程(110年9月)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及大義抽水站機電設備功能更

新工程(110年9月)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滯洪池及幸福川機電設備功能

提升工程(110年9月) 

潭底、海成及永達等3處抽水站設施更新改善應急

工程(110年12月) 

五甲尾抽水站設施更新改善應急工程(110年12月) 

哈瑪星等截流抽水站機組更新工程(110年12月) 



(三)全市滯洪池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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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洪池名稱 
面積 

(公頃) 

滯洪量 

(萬噸) 
說明 

1.本和里滯洪池 3.14 11 已完工 

2.寶業里滯洪池 4.46 10 已完工 

3.典寶溪A區滯洪池 17 43 已完工 

4.山仔頂溝滯洪池 5.71 22.5 已完工 

5.前鋒子滯洪池 15.6 37.5 已完工 

6.典寶溪B區滯洪池 42 105 已完工 

7.永安滯洪池 9.5 17 已完工 

8.本安滯洪公園 0.56 0.8 已完工 

9.北屋滯洪池 1.5 2.8 已完工 

10.鳳山圳滯洪池 5.5 18 已完工 

11.柴山滯洪公園 2.4 6.5 已完工 

12.八卦里滯洪池 2.96 1.5 已完工 

13.獅龍溪滯洪池 5.9 20 已完工 

14.十全滯洪池 1.75 6 已完工 

15.典寶溪D區滯洪池-第一期 10 25 已完工 

16.五甲尾滯(蓄)洪池 12.5 60 
預計110年
底完工 

17.典寶溪D區滯洪池-第二期 10 25 
預計111年
底完工 

18.廣昌滯洪池 5.32 12.4 規劃檢討中 

總計 155.8 424 



(四)排水系統清疏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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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統 經費(萬元) 
預計清疏 

長度(km) 

預計清疏 

土方量(m3) 

區域排水 6,000 120 16萬 

中小排水 3,520 110 3萬 

雨水下水道 7,200 23 1.5萬 

109年汛期後調查渠道淤積情形，並預計於110年汛期前完成第一階

段(急要段)清疏，計編列清淤經費2,800萬元，截至目前完成清疏長

度12公里875公尺，土方量1萬186立方公尺。 



四、污水下水道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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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標年:130年 

 計畫目標年接管戶數:98,200戶 

 楠梓BOT計畫 

 污水處理廠: 楠梓污水處理廠(二級) 

     設計75,000 CMD/實際29,000 CMD 

楠梓污水區 

 計畫目標年:127年 

 計畫目標年接管戶數:73,561戶 

 實施計畫:第三期(110-115年) 

 污水處理廠:臨海污水處理廠 (三級+再生水) 

    BTO計畫/設計55,000 CMD 

臨海污水區 
 計畫目標年:127年 

 計畫目標年接管戶數:527,941戶 

 實施計畫:第六期 (110-115年) 

 污水處理廠: 中區污水處理廠(初級) 

    設計750,000 CMD/實際620,000 CMD 

高雄污水區 

 計畫目標年:127年 

 計畫目標年接管戶數:131,841戶 

 實施計畫:第五期(110-115年) 

 污水處理廠: 鳳山水資中心(三級+再生水) 

     BTO計畫 

     設計109,600 CMD/實際88,000 CMD 

鳳山溪污水區 

 計畫目標年:127年 

 計畫目標年接管戶數:11,645戶 

 實施計畫: 第三期(107-112年) 

 污水處理廠:旗美污水處理廠 (三級) 

    設計4,000 CMD/實際3,300 CMD 

旗美污水區 

 計畫目標年:127年 

 計畫目標年接管戶數:5,445戶 

 實施計畫: 第三期計畫(108-113年) 

 污水處理廠:大樹污水處理廠(三級) 

     設計12,000 CMD/實際3,700 CMD 

大樹污水區 
 計畫目標年:127年 

 計畫目標年接管戶數:53,274戶 

 實施計畫: 第二期 (110-115年) 

 污水處理廠:岡橋污水處理廠(二級) 

    設計20,000 CMD/實際11,000 CMD 

岡山橋頭污水區 

 自民國68年起，迄今已投入逾503億元污水建設

經費 

 110年度新增經費31.44億元 

 已開辦7個污水區 

(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 



污水區 面積(公頃) 接管戶數(戶) 接管率(%) 

岡山橋頭污水區 3,991 10,567 20.85 

旗美污水區 823 4,496 15.72 

大樹污水區 1,612 3,323 23.94 

鳳山溪污水區 4,531 92,934 53.37 

高雄污水區 10,596 360,766 64.36 

楠梓污水區 5,200 47,218 43.86 

臨海污水區 4,219 
0 

(主次幹管佈設中) 
0 

(二)各污水區建設概況 

統計至110年3月 
22 



(三)歷年污水下水道建設普及率 

23 

總人口數 戶量 (人/戶) 用戶接管戶數 

污水下水道 

普及率提升幅
度 

本(110)年度 

預計接管戶數 

 2,763,057   2.47 519,304 2%/年 20,000 

 本(110)年3月份污水管網累計長度:1,600.53公里，用戶接管率:46.26%。 

 本(110)年度污水管線檢視修繕費用約6500萬元(含前瞻費用)，通水10年以上(符合檢
視頻率)之管線約 739公里，102年至109年底已完成檢視約153公里，已完成修繕36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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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溪 
阿公店溪 

後勁溪 

愛河 

鳳山溪 

截流井20處 

河堤公園水質淨化場 

 阿公店溪 

青埔溝水質淨化場 

 後勁溪 

截流站13座 

截流井74處 

檨仔林埤水質淨化場 

微笑公園水質淨化場 

北屋暨九番埤水質淨
化場(興建中1.5萬噸) 

 愛河 

 截流井20處 

 鳳山圳排水水質淨化場 

 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場 

 

 鳳山溪 

截流井4處 

竹寮溪溝水質淨化場 

 高屏溪 

(四)河川水質改善 

污水下水道建設，由源頭削減民生污染源，但污水建設期程長且經費甚鉅。 

短期為加速重點河川水質改善，水利局輔以污水截流以及現地處理方式，將

晴天污水收集至污水處理廠或水質淨化場進行處理，降低河川排水污染負荷。 

 6座營運中污水處理廠每日處理水量75.5萬噸 

 7座營運中水質淨化場每日處理水量4.5萬噸 
每日處理約80萬噸污水， 

削減約1.1萬公斤的BO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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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生水計畫 

原水
變 
源水 

鳳山溪廠供水至 
臨海工業區 

（4.5萬CMD） 

（3.3萬CMD） 

臨海廠供水至 
臨海工業區 

領先全台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計

畫 

  鳳山水資源中心: 全國第一座再生水廠  

      108年8月起供水量達4.5萬CMD。   

臨海水資源中心: 全國第一座污水廠結合再生水廠 

新建中，預計於111年供水3.3萬CMD。 

未來第二期擴廠可供應再生水達6萬CMD。 

北高雄水資源中心(楠梓或橋頭): 

預計114年供水1萬CMD，116年總供水2萬CMD 

 

北高雄(楠梓或橋頭) 
水資源中心 

（2萬CMD） 



五、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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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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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年度 

目前執
行進度 

預定劃
出面積
(公頃) 

目前辦理情形 

108 

大社、
燕巢、
岡山、
田寮、
阿蓮 

370.90 

行政院於109年9月16

日審議建請針對坡度

超過5%及法令競合部

分研議修正，刻正辦

理修正，預計110年6

月再次提送行政院審

議。 

109 
小港高
坪特定
區 

195.18 

110 

杉林、
旗山、
內門、
美濃、
六龜 

510 
刻正辦理委外招標作
業。 



• 本局110年度辦理「山坡地水土保持
計畫」經費計6,000萬元，辦理10件
工程及計畫，1件執行中，9件發包
中。 

• 110年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補助計3,360萬元，辦理5件工程
，皆施工中。 

• 工程執行中並持續向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水土保持局申請經費補助。 

 

預算 
來源 計畫名稱 

110年度 

件數 經費 

水保局 
補助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4 27,100 

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 1 6,500 

府內預算 
災害搶險工程 1 6,500 

山坡地水土保持計畫 10 60,000 

合計 16 100,100 

單位：仟元 

(二)山坡地水土保持工程經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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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前瞻基礎建設- 
桃源區復興里上游拉庫斯溪土石防治二期工程 

109年度整體性治山防災- 
六龜區荖濃里長份野溪三期整治工程 

109年度整體性治山防災- 
六龜區高市DF053土石流潛勢溪流整治工程 



六、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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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雄市智慧水利監測密網計畫 

30 30 

1.三維空間思考，廣布水位、流量、cctv及路面淹水感知器等水利監測密網，
全方位監測雨水下水道、滯洪池及區域排水等資料。 

2.以物聯網通訊方式收集大數據，結合AI人工智慧分析降雨逕流，提升預警
能力。 

3.提供串連滯洪池、抽水站與水閘門聯合智慧操作之決策支援參考，以降低
區域積淹水風險及提升防災應變效率。 

 預算：5,000萬分2期 

 來源：水利署、營建署

及本府自籌 



(二)再生水智慧管網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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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能因應極端氣候缺水的風險，積極開發水資源以維持工業與民生用水的

穩定，經評估放流水再利用的可行性，並結合物聯網IoT及雲端大數據

BIG DATA等智慧科技及永續循環的概念，並提供每日45,000噸優質的再

生水予鄰近的高雄臨海工業區使用，將污水變藍金創造公共污水處理廠最

大價值。 

 

 

二、可掌握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再生水廠即時水質水量資訊，以迅速因應下 

        水道系統各種突發污染情事，提升早期預警以及穩定供給水源之能力。 



七、再生能(資)源開發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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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陽能光電推動計畫 

 山仔頂溝滯洪池 

 鳳山圳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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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供典寶溪B區、永安、前峰子、鳳山圳

、山仔頂溝等5處滯洪池設置場址，典寶

溪B區完成設置3.68MW、永安滯洪池完

成設置4.2MW、鳳山圳滯洪池完成設置

0.69MW 、山仔頂溝滯洪池完成設置

0.84MW 、前峰子滯洪池完成設置5.9MW

，總發電容量達 15.31MW，每年約有

1,750萬回饋收入。 

(二)109年8月完成五甲尾滯洪池招商作業，規

劃設置容量約4MW，預計110年12月並聯

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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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井納管複查作業 
 

 

 

 

申報納管 
106~110年 
 

水井複查 
108~111年 

輔導合法 
112年~114年 

 實質管理 
  115年以後 

1. 地下水管制辦法第17條賦予地下水管制區內99年8

月4日前既已存在使用水井配合申報納管可有條件

輔導合法。 

2. 106年5月1日開始受理申報納管，原至107年9月30

日止，因考量民眾需求延長申報期限至110年12月

31日止。目前受理逾2萬件，108年起至111年辦理水

井納管複查作業，已複查逾1萬5,000口，預計112年

辦理輔導合法作業。 

3. 經濟部水利署於107年10月18日公告修正水權登記

收費標準，農民配合辦理水井納管並完成複查，免

收履勘及登記費。 

既有水井納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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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利工程建設是城市環境重要基礎建設之一環，除賡續辦理排水防洪

工程，落實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外，並重新檢視各區雨水下水道系

統，完成全市人口集中區之雨水下水道數位化管理，以建構安全城市。 

二、在現有之基礎上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提高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普及率，改善與提升市民生活環境品質，減少家庭污水污染河川，並

配合河岸美綠化工程，營造生態及親水的綠色宜居花園城市。 

三、因應本市水資源短缺並配合中央再生水政策，積極推動公共污水處理

廠放流水再生計畫，繼完成鳳山溪污水處理廠水再生計畫後，啟動臨

海污水廠暨再生水廠計畫，以作為高雄產業之穩定水源。 

 

參、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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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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