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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鹿耳門排水系統之流域特性為多數河道通水斷面不足、排水坡度平緩、地勢

地漥及下游河段受感潮影響等因素，致內水不易排除，歷年來因颱風及豪大雨而洪災頻

傳為易淹水地區，臺南市政府遂於96年起積極辦理流域整治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截至103年止已投入治水經費約2億2佰萬餘元(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特別預算)，迄今

已完成新建堤防約3,650公尺、防汛道路兼自行車道約3,382公尺及一座小型社區抽水站

(抽水容量1.05cms)，由近年來豪大雨驗證顯示完成排水整治區域已不再發生淹水災情，

獲得重大治水效益，同時配合水利建設興築一座跨鹿耳溪自行車橋(體育及交通預算)以連

結河道兩岸防汛道路(兼自行車道) 及台江海岸觀光自行車道系統，以發展海岸自行車觀

光產業，本自行車橋長88公尺為單塔對稱脊背橋，榮獲2014國家卓越建設獎「規劃設計

類優質獎」及中央勞動部2014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全國性

金安獎評選第一名的榮耀，顯示臺南市推動治水工程，除滿足防洪效益外，著重於施工

安全、河岸景觀營造及區域觀光發展等。

1 2 3 4

壹、緒論

一、流域概況

鹿耳門排水系統為臺南市市管區域排

水系統，行政區位於安南區及西港區，集

水面積約42.2平方公里，本流域西側以曾

文溪為界，北鄰西港區，東鄰興國管理學

院、立德管理學院、台南科技工業區等，

南側為台灣海峽。本排水系統包含主流鹿

耳門排水幹線(流路長約5.93公里，出口排

入台灣海峽)及6支流(由下游往上游依序為

竹筏港之二排水、竹筏港之一排水、土城

仔排水、土城子一之二排水、學甲寮排水

及溪南寮排水)，本流域主、支流及集水區

詳圖1所示。
圖1 鹿耳門排水系統集水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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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域特性

鹿耳門排水系統地形由東北向西南傾斜，

地表高程由5公尺降至0.6公尺，地勢平坦，平

均坡度約1/2,000〜1/3,000，中、下游河段位屬

於感潮區域(溪南寮排水及學甲寮排水除外)，颱

風豪雨時如逢潮汐漲落，直接影響內水排洪能

力，且本流域下游部分低窪地區地表高程低於

平均高潮位以下，造成內水排出易受阻。

三、本流域屬於易淹水地區

本排水系統因先天性排水條件較差、河道

斷面通水能力不足、村

落社區排水系統不足及

河道易淤積等因素而影

響排水系統輸洪能力，

歷年來因颱風及豪大雨

而致洪災頻傳，如96年8

月梧提及聖帕颱風、94

年7月11日海棠颱風、94

年6月12日豪雨及93年7

月2日敏督利颱風均造成

淹水災情。

四、排水系統治理計畫

政府基於保護人民免於洪災危害及生命財

產安全，亟需辦理流域整治，經濟部以98年11

月20日經授水字第09820212390號函核定「鹿

耳門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臺南市政府並於100

年5月4日府水與字第1000329414號函核定「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市管區

域排水路耳門排水系統治理計畫，併核可其堤

防域定線(用地範圍)圖」，爰此臺南市政府積極

爭取中央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特別預算及籌措

經費於辦理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工作。

貳、流域排水能力及淹水模擬

一、流域洪水量推估

本流域利用合理化公式法、三角形單位

歷線法及無因次單位歷線法等三種分析方法結

果顯示，鹿耳門排水系統各控制點洪峰流量以

三角形單位歷線配合數場暴雨雨型分析成果較

高，而無因次單位歷線法配合Horner設計雨型成

果為最低，基於安全考量本流域於各重現期距

洪水量採用三角形單位歷線配合數場暴雨雨型

分析成果，關於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採十年重

現期距洪峰流量作為計畫流量，各控制點計畫

流量分配詳如圖2所示。

二、排水出口起算水位

鹿耳門排水系統介於鹽水溪及曾文溪之

間，出口附近無潮位觀測站，故以鄰近將軍站

與安平站兩處潮位測站進行分析，其平面位置

示意圖可參考圖3所示。利用兩測站歷年7月〜

10月大潮平均高、低潮位統計資料，以內插

方法進行推估鹿耳門排水系統出口之大潮平均

高、低潮位，作為區域排水出口起算水位標準，

推算鹿耳門排水幹線出口之大潮平均高潮位為1.03

公尺，然93年水利規劃試驗所利用將軍與蟳廣嘴

圖2 鹿耳門排水系統各控制點計畫洪峰流量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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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使用最廣泛之河川水理模式，利用HEC-RAS模

式演算在各重現期距降雨條件下，鹿耳門排水

系統主、支流之現況排水路排水能力，演算結

果顯示除鹿耳門排水幹線在下游段及竹筏港之

二排水出口段能通過10年重現期距洪水量外，

其餘河段大部分無法通過2年重現期距以上之洪

水量，如圖4所示。

四、流域積(淹)水檢討

淹水模擬分析採用XP-FLOOD 2D模式進行

評估，排水路演算採用一維變量流演算(動力波

方程式)，地表流動則為二維漫地流演算。

(一) 淹水模式建立

 XP-FLOOD 2D模式建置所需資料內容

包括：

1. 幾何條件

 排水路縱、橫斷面(含糙度曼寧n值)及堤

防高程調查資料，與相關水利構造物設施

概況。

兩潮位站，內插推估本排水系統出口之起算水位

為1.05公尺，基於保守考量，鹿耳門排水系統出

口之起算水位採用大潮平均高潮位1.05公尺。

三、現況排水能力檢討

一維模式採用美國陸軍工兵團水文工程中

心所研發之HEC-RAS模式(3.1.3版)，為我國內目

圖3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將軍及安平潮位站位置示意圖

圖4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排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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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量雨型資料

 採用雨量站逐時降雨資料，或水文分析

雨量、設計雨型成果進行設定。

3. 上游邊界條件

 依據水文分析成果，及各重現期距24小

時暴雨量，配合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演繹之

入流量歷線進行設定，為使模擬更接近現

況，依現況地形及排水路收集系統適度劃

分次集水分區，各以不同顏色區分展示，

以計算適當入流量，如圖5。

4. 下游邊界條件

 淹水模擬分析之出口起算水位以潮位歷

線做為演算歷程，其主要採用大潮平均高

低潮位1.05公尺與-0.49公尺曲線為起算基

準進行水理演算分析。

5. 數值地形高程

 依據5m×5m數值地形資料進行模擬計畫

區內淹水情形，其資料內容包含各網格點

之TWD67二度分帶座標與高程資料，圖6為

本計畫範圍之數值地形高程圖。

6. 地表粗糙係數

 由於不同土地利用型態所採用曼寧n值會

有所不同，因此依據計畫區內土地利用型

態將網格進行分類，並決定其曼寧n值。

(二) 淹水模式驗證

 不論採用何種淹水模式應用均須經過

檢定驗證工作，其主要透過模式演算過去某

一場暴雨淹水情況，藉以修正模式中不當之

假設或參數值，XP-FLOOD 2D淹水模式主要

檢定參數為二維地表粗糙係數曼寧n值，其

n值檢定整理如表1所示，圖7為本流域範圍

內之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圖5 鹿耳門排水系統各控制點入流量歷線分區圖

圖6 鹿耳門排水系統計畫範圍之數值地形高程圖

圖7 鹿耳門排水系統內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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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雨事件採用94年6年12日豪大雨及

94年7月5日海棠颱風造成本計畫範圍內之

實際淹水情形(如圖8及圖10所示)進行驗

證，並經數次調整地表粗糙係數曼寧n值，

以使模擬淹水範圍與實際淹水範圍吻合，

由淹水模擬結果(如圖9及圖11所示)顯示與

表1 二維淹水模式地表粗糙係數曼寧n值檢定表

土地利用型態 粗糙係數曼寧n值

漁塭區 0.025

農業區 0.04

住宅區 0.07

商業區 0.07

工業區 0.06

學校用地 0.05

交通道路 0.05

其他 0.03

圖8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0612豪雨實際淹水範圍

圖9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0612豪雨淹水模擬範圍圖

圖10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7月5日海棠颱風實際淹

水範圍

圖11  鹿耳門排水系統之94年7月5日海棠颱風模擬淹

水範圍

降雨事件實際淹水範圍大致相符，顯示本

淹水模式適合使用於本流域。

(三) 現況各重現期距淹水模擬

 淹水範圍茲定義0.25公尺以上淹水深

度為屬淹水區域，而淹水時間定義為渠道

開始溢流至淹水面積開始消退時刻，則鹿

耳門排水系統各重現期距現況模擬淹水潛

勢範圍如圖12〜圖15。

 由淹水潛勢分析結果顯示本流域排水

路現況發生2年重現期距降雨時，區域淹水

面積約159公頃、5年重現期距降雨時約淹

水416公頃、10年重現期距降雨時時約640

公頃，即本流域現況排水能力不佳，亟需

辦理排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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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流量。另本排水幹線直接排出海且出口未

設閘門，依據「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

規劃參考手冊」之規定計畫堤頂高採用暴

潮位加50公分出水高並向上游水平延伸。

肆、歷年治理成果

臺南市政府於九十八年起陸續推動鹿耳排

水系統整治，基於治水由下游往上游的原則，

故優先辦理鹿耳門排水幹線整治，截至103年

止已辦理五件治水工程(經費來源為水利署及市

府水利局)，並配合興辦跨鹿耳門溪自行車橋

工程以連結兩岸(經費來源市府交通局及水利

局)以銜接治水工程而新建防汛道兼自行車道，

圖12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2年重現期距淹水潛勢圖

圖13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5年重現期距淹水

       潛勢圖

圖14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10年重現期距淹水潛勢圖

圖15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模擬25年重現期距淹水

       潛勢圖

參、流域治理目標

一、治理標準

(一) 設計標準

 鹿耳門排水為市管區域排水，依據易

淹水地區治理計畫(核定本)規定本區域排水

以10年重現期洪水設計，25年重現期不溢

堤為目標。

(二) 計畫堤頂高

 計畫堤頂高依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決

定，幹、支線之出水高度採50cm為原則，

且採十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為設計流量，

其出水高必須能容納二十五年重現期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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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興辦排水整治工程

歷年來鹿耳排水系統排水整治工程如表2所

示，以上整治河段皆位於感潮範圍，其治理標

準為河道通水能力達10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且25

以發展自行車觀光，促進地方發展，總計投入

建設經費264,885,916元，其中治水建設經費

202,697,916元，興辦工程位置如圖16所示，歷

年來投入建設經費統計表如表2所示。

圖16 鹿耳排水系統整治工程位置示意圖

表2 歷年辦理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工程費統計表

工程名稱 工程費(元) 受益地區 保護人口(人) 願景及效益 經費來源

鹿耳門排水整治
第一期工程

49,833,472 城西里   488 防洪、交通提升 水利署

鹿耳門排水整治
第二期工程

83,851,996 城南里 3,546 防洪、交通提升 水利署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
應急工程

29,679,448 鹿耳里   989 防洪 水利署

安南區鹿耳門
排水左岸應急工程

(Sta.2k+650〜3k+310)
34,200,000 顯宮里 1,629 防洪、交通提升 市府水利局、水利署

鹿耳門排水左岸護岸
應急改善工程

(Sta.1k+200〜1k+520)
5,163,000 鹿耳里   989 防洪、交通提升 市府水利局、水利署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
(自行車橋工程)

62,158,000 安南區
交通提升、

促進地方繁榮
市府交通局、水利局

合計 264,885,916

註：工程費係指工程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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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現期距洪水不溢堤為目標。計畫堤頂高依

計畫洪水位加50cm為原則，且採十年重現期距

洪峰流量為計畫流量。感潮河段之計畫堤頂高

採用暴潮位2.1公尺加50公分出水高並向上游水

平延伸，即計畫堤頂高採用2.6公尺，防汛道路

寬度5.6公尺。本流域歷年來排水整治而新建堤

防約3,650公尺、新增防汛道路約3,382公尺，各

分項工程說明如下：

(一)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

 本工程位於鹿耳門排水幹線與竹筏港

之二排水匯流口，主要工程範圍為竹筏港

之二排水出口上游，位於感潮河段範圍，

屬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階段實施

範圍，現況為河道能力僅通過2年重期距

洪水量、堤岸保護高程不足且大部分護岸

未整治且無防汛道路。因堤址基礎軟弱，

故採用6M預力混凝土板樁為堤防臨水面堤

腳、臨水面護坡因屬於感潮範圍，故採用

混凝土護坡以抵抗潮浪衝擊、臨陸側為魚

塭之護坡依魚塭戶要求採用混凝土護坡以

防滲漏，其餘為植生坡。本工程施工特色

為在感潮河道中施工而不圍堰，故以預力

混凝土板樁為新建堤防基腳及低水護岸，

可避免施工圍堰而縮減河道斷面及影響既

有河道排洪能力，其優點為堤防基腳穩

固、施工快速及節省工程費等。環境營造

效益為增加地方交通網路，利於農漁戶從

事農耕工作，臨水面低水護岸平台可兼河

岸賞景、垂釣等用途。本工程新建堤防約

800公尺，計畫堤頂高程4.0〜2.6公尺，新

建防汛道路約800公尺，道路寬5.6公尺可

兼自行車道，本工程已於99年9月竣工。關

於施工前、中及竣工照片如圖17〜圖19。

(二)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

 本工程位於鹿耳門排水幹線Sta.1k+600 

〜3k+100右岸，位於感潮河段範圍，為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2階段實施範圍，

圖17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施工前照片

圖18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施工中照片(混凝土預

力板樁施工)

圖19 鹿耳排水整治第一期工程竣工照片

圖17及圖18相對位置



3
專
題
報
導

No.109│January, 2016 │101

(三)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

 鹿 耳 舊 河 道 位 於 鹿 耳 門 排 水 幹 線

Sta.1k+960m左岸，該舊河道流域面積約

40公頃，其上游有中石化及鹿耳里社區，

現況為堤岸保護高程不足且大部分護岸未

整治且防汛道路寬度不足，依據地質鑽探

資料顯示堤址基礎軟弱，故採用6M預力

混凝土板樁為新建堤防臨水面堤腳兼低水

護岸、臨水面護坡因屬於感潮範圍，故採

用混凝土護坡以抵抗潮浪衝擊、臨路側為

魚塭之護坡依魚塭戶要求採用混凝土護坡

以防滲漏，其餘為植生邊坡。本工程以預

力混凝土板樁為新建堤防之基腳及低水護

岸，其優點為不必圍堰施工、施工中不會

縮減河道斷面、不影響既有河道排洪能

力、施工技術性較低，且工期較短等，惟

因生產預力混凝土板樁之廠商家數較少，

當大量使用板樁工法時，若承包商採購進

度不如預期，侷限於廠商替代性少，應注

意是否影響工進。環境營造效益為增加地

方交通網路，利於農漁戶從事農耕工作，

臨水面低水護岸平台可兼河岸賞景、垂釣

等用途。本工程主要內容為新建堤防約

1,813公尺，計畫堤頂高程2.6公尺，新建防

汛道路約1,545公尺，道路寬5.6公尺可兼

自行車道，未來配合市府未來發展臺南濱

海觀光休憩，再加上台江國家公園、鹿耳

門天后宮及台南科技工業園區及等宗教與

科技之景觀、綠廊規劃，結合旅遊休憩產

業，可促進安南區濱海遊憩區觀光產業發

展。本工程已於101年10月竣工，關於施工

前、中及竣工照片如圖20〜圖22。

圖20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施工前照片

圖21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施工中照片

圖22 鹿耳排水整治第二期工程竣工照片

圖23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位置圖

圖20及圖21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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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Sta. 

2k+650〜3k+310)

 本工程屬於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第2階段實施範圍，現況為堤岸保護高程不

足且護岸皆未整治，計畫堤防在於既有堤

防路側內，故施工時以既有堤防為圍堤，

堤防採用T型鋼筋混凝土基腳以撙節工程

費、臨水面護坡因屬於感潮範圍，水利署

要求採用混凝土護坡以抵抗潮浪衝擊，堤

頂設置植栽槽、臨陸側為魚塭，故設置越

堤取排水路及公溝取水路以滿足之魚塭養

殖需求，本工程新建堤防約677公尺，計

畫堤頂高程2.6公尺，新建防汛道路約667

公尺，道路寬5.6公尺可兼自行車道，已

於101年10月竣工。本工程範圍位於感潮

河段，施工特色為利用既有土堤為施工圍

堰，可節省工程費及避免於水中施工，故

新建堤防之基腳可採用場鑄施工，且優點

施工中不會縮減河道斷面及影響既有河道

圖24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之閘門及抽水站竣

工照片

圖25 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急工程新增河岸景觀平台

圖26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施工前照片

圖27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施工中照片

工程位置如圖23所示，鹿耳里社區地勢地

窪，平均地表高程約1.2〜1.5公尺，易受

鹿耳門排水幹線潮位影響而造成社區排水

不易，社區淹水事件頻傳，居民飽受洪災

危害，鹿耳里人口約989人，臺南市政府

為解決社區淹水災害，故於舊河道排水出

口設置閘門及抽水站，共設置5座自動閘門

(3.0×2.4m)、3部沉水式抽水機(3-0.35cms)

及一部緊急發電機組(3φ4W 380/220V)，

當外水位高漲時關閉防潮閘門，並啟動抽

水機抽水以保護社區免於洪災，本工程已

於98年12月竣工，竣工後近年來歷經豪大

雨驗證顯示鹿耳里社區已不再發生淹水，

工程效益顯著。本工程環境營造效益為新

增河岸景觀平台，供市民休憩、賞日落及

垂釣的好去處。關於鹿耳門舊河道銜接應

急工程之閘門及抽水站竣工照如圖24、河

岸景觀平台如圖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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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地方繁榮，以達民強民富之目的。本自行

車橋長約88公尺，屬於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及

臺南市政府積極建構中「台江海岸觀光自行車

道系統」中重要串接單元，本橋梁型式採用單

塔對稱脊背橋，橋中間設置塔柱乙座，其淨高

約11公尺(離橋版)，塔身雕刻「魚躍鹿耳、飛

龍九天』及塔柱頂擺設深富地方意象圖騰『魚

躍鹿耳』石雕藝品，作品高度約3公尺，以彰顯

地方民情及宗教特色，塔柱兩側各拉3條斜張鋼

排洪能力、施工行為也不會直接干

擾河灘地動植物等。環境營造效益

為增加地方交通網路，利於農漁戶

從事農耕工作，臨水面低水護岸平

台可兼河岸賞景、垂釣等用途。關

於施工前、中及竣工照片如圖26〜

圖28。

二、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

程)

本橋梁工程係配合鹿耳門排水整治

第二期工程施作，工址緊鄰顯宮、鹿耳

與四草里，對岸為城西、城南、城中、成北及

城中里等，居民約14,530人，長久以來兩岸人

民往來因鹿耳門溪阻隔，未來本跨鹿耳門溪橋

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通行後，可節省兩岸來回

里程約12公里。本橋梁工程位置詳圖29所示。

本自行車橋工程為臺南市政府為發展海岸

自行車道觀光產業計畫之一環，建設主要效益

除了發展運動休閒，增進人民身健康外，另可

圖28  安南區鹿耳門排水左岸應急工程竣工照片(含魚塭取水設施)

     圖29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位置

圖26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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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遠觀型似船桅杆塔柱及豎琴式斜拉鋼纜盡

顯力學張力美感，另配合鹿耳門溪爾後發展遊

憩觀光船需求，於橋下預留3公尺淨空(梁底高

程至平均潮位之距離)，橋面版採用流線船型意

象，並於橋腹設置景觀平台供遊客臨高縱望鹿

耳門溪上、下游河域優美的景觀及遠眺臺灣海

峽之露日黃金餘霞。

本工程已於103年10月竣工並榮獲2014國

家卓越建設獎規劃設計類優質獎及中央勞動部

2014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

員選拔」全國性金安獎評選中，該橋梁獲得全

國第一名的榮耀。關於本工程竣工照片如圖30

所示。

三、治水通過強颱考驗 

102年8月28日康芮颱風及後續帶來豐沛雨

量，多數地區降雨超過200年暴雨頻率，造成臺

南市部份地區出現淹水災情，但鹿耳門排水幹

線經過排水整治後，在本次颱風未發現鹿耳門

排水幹線有淹水情形，尤其鹿耳門排水幹線左

岸的顯宮及鹿耳里社區亦無發現淹水災情(過去

該二社區為易淹水區)，顯示鹿耳門排水幹線經

過排水整治後，已發揮治水防洪功效。

陸、結論

本流域主、支流利用一維水理分析顯示，

鹿耳門排水系統現況排水能力除鹿耳門排水幹

線在下游段及竹筏港之二排水出口段能通過1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外，其餘河段大部無法通過2

年重現期距以上之洪水量。由淹水潛勢分析顯

示，本流域排水路現況發生2年重現期距降雨

時，區域淹水面積約159公頃、5年重現期距降

雨時約淹水416公頃、10年重現期距降雨時約

640公頃，即本流域為易淹水地區，亟需辦理

流域整治，經濟部於98年11月20日經授水字第

09820212390號函核定「鹿耳門排水系統規劃

報告」，臺南市政府並於100年5月4日府水與

字第1000329414號函核定「易淹水地區水患治

理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市管區域排水路耳門排

水系統治理計畫，併核可其堤防預定線(用地範

圍)圖」，爰此臺南市政府積極籌措經費於辦理

鹿耳門排水系統整治工作，截至103年止前已

圖30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竣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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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參考手

冊」，經濟部水利署，民國95年6月。

3. 「臺南科學園區暨週邊水係整體防洪規劃

(二)―鹽水溪排水集水區在安順寮排水以西

區域鹿耳門排水集水區」，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93年12月。

4. 「鹿耳門排水系統改善規劃報告」，經濟部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民國89年11月。

5. 「台灣南部最大24小時與一日暴雨比值之探

討」，國立成功大學陳人敬，民國92年。

6. 「河川治理水文水理規範」，經濟部水利

署，民國86年。

7.「台灣地區雨量測站降雨強度-延時Horner公式

分析」，經濟部水利署，民國92年2月。

完成竹筏港之一排水出口整治(其排洪能力已由

2年重現距提升至10年標準)及鹿耳門排水幹線

中游新建堤防工程，其堤頂保護高程達2.6公尺

(潮位2.1公尺加50公分)，合計完成新建堤防約

3,650公尺、防汛道路兼自行車道約3,382公尺，

歷經近年來豪大雨驗證已獲得重大治水效益，

下一階段整治重點為鹿耳門排水幹線上游及土

城仔排水出口瓶頸段，以提升上游社區防洪安

全，至於其餘支流排水能力提升所需經費龐

大，除應逐年籌措經費分期分區改善外，在未

辦理排水改善之前，應加強河道疏浚、清淤等

定期性維護工作，必要時於社區上游設置永久

滯洪池或租用漁塭為臨時性滯洪池以調節洪水

或配置移動式抽水機因應，以保護社區免於洪

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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