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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李孟諺
談 城市水資源
      永續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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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水資源相關議題在實務上須優先做好

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治水工作，臺南市

曾為治水工程重點城市，您如何有效

推動相關工作？

答：臺南市地勢低漥，是全國最易淹水地區之

一，治水經費需求龐大，待籌措經費達450億

元以上，非地方政府財政所能負荷，短期內要

治理完成相當困難。為減少民眾淹水痛苦，水

利局採用各種克難方法加速整治，包括自籌經

費69億元修築應急簡易堤防約150公里、向臺

北市商借老舊抽水機36部完成25座簡易抽水

站、運用移動式抽水機等速成方式，減少約百

分之七十淹水面積；而中長期方面係以總合治

水為主軸，分階段以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方

式並行推動治水工作。

　　在工程措施方面，有聚落防護、橋梁建物

補強與改建、閘門與抽水站設置、提高下水道

系統排洪能力、水道分洪與截流及增加排水路

通洪能力等內水治理措施；在外水治理上如建

構雙重堤岸保護、設置疏洪調節池與滯洪區、

加強現有防洪設施強度及增加河道排洪能力

等；在海岸治理上則包括有暴潮溢淹防治及海

灘安定與復育等。另在非工程措施方面，則以

建築管理、都市計畫土地管理、避災及防災體

系建置等方式加強治水成效。

壹、前言

　　李孟諺局長自中興大學環工系畢業後負笈荷蘭國際水利及環境工程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曾

任職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臺北縣政府工務局，亦曾擔任臺北縣政府水利局代理局

長、臺北縣政府秘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理處副處長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

道工程處處長等職務。99年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在賴市長力邀下接下臺南市政府水利

局局長的重任。

　　李局長待人謙恭寬厚，處事積極，事必躬親，重視團隊合作，公務生涯的座右銘為「不要

為失敗找理由，要為成功找方法」，這個理念充分反映在李局長的工作態度上，就任現職以來

積極推動治水及污水處理等相關業務，更提出且實現營造綠色水岸城市的願景，正呼應目前及

未來水資源議題的重要性。本期很榮幸邀請李局長接受專訪，就城市水資源永續之展望課題，

充分分享他在實務上的重要理念與執行經驗。

訪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李孟諺
談 城市水資源
      永續之展望



1
人
物
專
訪

14 │No.109│ January, 2016

強降雨機率增高，在排水不及情況下，往往雨

後就可能有積淹水情形。

　　早期都市計畫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

線多係沿計畫道路佈設，實際上透過現況調查

結果，尚有許多下水道幹線因計畫道路尚未開

闢而未施設，造成部分下水道系統不完整，未

能充分發揮排水功能。另外當時下水道系統所

規劃之容量，在部分地區也已無法滿足排洪需

求，而此類似問題分散各區，亟需重新檢討。

　　為此，水利局結合區公所辦理雨水下水道

　　在實際執行上，由於臺南大部分地區地

勢低窪、排水不易，水利局除持續推動易淹水

計畫，並搭配市府自籌69億元治水經費以加

強成效外，於102年易淹水計畫結束後，再接

續推動流域綜合治理第一期計畫，經過多年努

力，多次颱風、豪雨考驗，淹水面積已從94年

八年八百億易淹水治理計畫啟動前的18,375公

頃（94年0612豪雨），大幅減少至2,306公頃

（104年杜鵑颱風），其中2,100公頃多控制在

農田、魚塭等無人居住地區。

　　市府採短、中、長期改善對策迄今，成

效良好。縣市合併後，鑑於幅員廣闊，地形複

雜，各區域排水防洪條件亦不相同，水利局除

持續針對各水系的防洪條件，設計各種應急工

程加緊治理外，亦與各區公所緊密結合，補助

公所水利業務經費，辦理其轄內提報排水、雨

水下水道改善相關工作，共同合作加速治水成

效。

問：臺南市已陸續分區執行雨水下水道系

統檢討規劃工作，執行狀況及未來續

推動構想如何？

答：臺南市大部分地區地勢低窪平坦，逢雨易

造成淹水，加上近年氣候變遷，各地區短延時

 (左1)蘇玫心經理  (左2)曾淳錚協理                                                                                                    (中)王炤烈總經理  (右3)李孟諺局長  (右2)陳志方副理  (右1)沈郁翔計畫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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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檢討改善，通盤檢視各區內下水道現況，

除採應急措施舒緩地區淹水頻率外，續依調查

結果檢討集水區域劃分及籌措經費增設排水幹

線，提升設計標準，進行較完整改善，以徹底

解決區域淹水問題，此外也結合新社區雨水儲

留設施，新開發土地需設滯洪設施，期能減少

逕流，提升各地保護程度。

　　解決市區排水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是下游區

域排水的通洪能力是否能夠容納雨水下水道導

入的市區排水，由於區域排水多未全線治理，

除造成當地淹水外，也可能造成市區排水無法

順利排入致生水患。考量經費問題，目前採分

階段方式辦理，藉由拓寬排水瓶頸段、護岸改

建等措施逐步降低淹水風險，保障市民生命財

產安全。

問：在中央資源分配有限之情況下，如何

整體考量及充分利用資源，以使市政

發展最大化？

答：本市地理環境主要是平原，大部分地區為

倒風內海及台江內海所淤積，地勢相對低漥，

 (左1)蘇玫心經理  (左2)曾淳錚協理                                                                                                    (中)王炤烈總經理  (右3)李孟諺局長  (右2)陳志方副理  (右1)沈郁翔計畫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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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不易，全市有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

鹽水溪、二仁溪等5條中央管河川、11座水庫

及162條已公告市管區排廣布，淹水潛勢區域

達450平方公里，面積約佔全國三分之一，因

此，首要面對的就是淹水風險問題。

　　實務執行上，若要確實達到25年、100

年等頻率之防洪標準，估計總經費約需650億

元，即使在中央治水預算8年800億中爭取到

172億元，以每年相當於20億元計，約需30年

方能達到防洪標準，緩不濟急。因此，市府同

時自籌經費同步進行應急工程及堤後排水作為

補強，以發揮最大效益，有效解決水患問題。

　　水利局除爭取中央易淹水治理計畫經費，

為使各項水利建造物能持續發揮功能，除平

時的修護工程外，對水利建造物檢查也極為重

視，並已開發專業版APP系統供局內同仁追蹤

平日的維護作業及透過防汛資源管理系統將抽

水站、抽水機、水門等水利建造物之位置及操

作情形做掌握，節省時間勞力，未來同步規劃

開發各項遠端系統、圖資數位等自動化系統可

補強傳統檢查及安全評估作業，使治水工程能

持續發揮功能。

問：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與環境品質密切

相關，如何有效推動相關計畫及提升

用戶接管率？

答：污水下水道為改善環境衛生及河川污染的

直接方法，市府為提供市民健康的優良居住環

境，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全市用戶

接管戶數目前已接近11萬戶，較縣市合併前提

升一倍，用戶接管普及率已達23.34%。

　　為加速提升污水管網到達區域之用戶接管

普及率，在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時，積極

宣導免費幫民眾辦理用戶接管，協助辦理各項

新建、增建及改建或既有房屋等接入公共污水

下水道系統之申請，接管後污水不再排入雨水

下水道，大幅提升環境衛生，住戶有感，河川

水質也獲得改善。

　　此外，為加速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縣市

合併後除了加速辦理建設中之安平污水系統、

柳營系統東新營分區、仁德、永康及安南區鹽

水BOT等污水下水道系統，另加速推動官田第

二期及柳營第二期等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開辦且

積極檢討區域間污水系統之整併方案，包括臺

南系統取消BOT計畫後，原規劃之灣裡、部分

鹽埕、大同、開元、成功、竹篙厝等污水分區

就近利用附近系統水資源回收中心之餘裕量，

加速污水妥善處理及提升用戶接管率。

　　污水下水道建設於施工期間常對交通造成

不便，經適當交通維持及宣導後，市民多能體



1
人
物
專
訪

No.109│January, 2016 │17No.109│January, 2016 │17

1
人
物
專
訪

人
物
專
訪

1
人
物
專
訪

李孟諺局長



1
人
物
專
訪

18 │No.109│ January, 2016

　　為加速推動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

利用，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及永康水資源回收

中心已納入推動水再生六大示範計畫內，因應

臺南園區等潛在用水戶之需求，未來將優先推

動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廠興

建，預估於108年即可先提供15,000CMD再生

水予需求廠商，以解決臺南市供水缺口問題，

達到水資源永續發展的政策目標。

問：對未來臺南市水環境之願景與期許。

答：回顧水利局104年「推動流綜治理、打造

幸福城市」的施政目標，在治水、污水處理、

河川水質改善、山坡地水土保持、海岸沙洲復

育等方面均已有具體成效，未來將持續以「不

淹水、親近水、潔淨水」三大願景改善精進。

　　在團隊努力下，治水方面歷經多次颱風

豪雨考驗，全市淹水面積已大幅減少，繼易淹

水治理計畫後，未來將更積極辦理流域綜合治

理第一期計畫。河川水質改善方面，在急水

溪、鹽水溪及二仁溪流域共設置6座水質淨化

場改善河川水質，對於提供市民低碳樂活的山

海圳自行車道、自然環境保護的山坡地水土保

持及海岸沙洲復育等也都投入相當大的心力，

大幅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至於污水下水道系統

諒及配合，至於管線遷移須費心協調，對後巷

寬度不足80公分難以施作用戶接管地區則須尋

求解決對策，為提昇臺南形象及邁向現代化都

市，實有賴政府與市民共同努力。

問：近日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三讀通過，水

利局在後續水資源發展上有何推動構

想？

答：臺南市污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依污水下水

道第五期建設計畫修正每戶人數計算後至104年

底約達23.34%，除改善市民生活環境外，水資

源回收中心之再生水利用已為必然趨勢。

　　針對南部地區缺水問題，舊水庫活化計畫

主要均為新增排砂隧道，雖能延緩淤積問題，

仍未能完全解決缺水問題。因應臺南地區供水

能力下降及工業用水需求日益增加之情況，水

利局已著手辦理水再生利用可行性規劃及模廠

測試計畫，並邀集南科台南園區潛在用水戶共

同評估未來最符合需求之操作模式。

　　由於再生水產水成本高於自來水水價，以

往推動不易。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日前三讀通

過，除明訂再生水興辦規定，更明確說明興辦

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者

應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未來再生水的

需求將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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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目前用戶接管戶數已接近11萬戶，普及

率較合併前提升1倍，未來加上再生水廠之推

動，將朝城市水資源永續利用更為邁進一步。

　　打造臺南成為幸福城市為水利局施政的終

極目標，團隊將持續努力邁進，期許能早日實

現目標，將臺南市打造成為水與綠交融的海綿

城市，使市民能生活在不淹水，而能親水、利

水的環境中。

後記

　　承蒙李局長在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在

訪談過程中暢談多年累積的公職經驗。不同機

關、不同角色職務的歷練，更堅定李局長在推

動政務的信念。訪談過程充分感受到李局長的

熱忱，終能瞭解在他積極任事的領導下，政務

均能有效率的推動，各種問題都能按部就班獲

得改善。

　　治水、污水處理與民生息息相關，卻又不

免有鄰避問題，李局長的理念是在民意溝通不

易的困境中，以符合民眾期待的願景及展現實

際已獲成效的案例爭取支持，耐心協調溝通；

在經費受限的施政環境下不是坐困愁城，而是

藉由擬定短、中、長期目標，有計畫的逐步推

動。在這樣的做法下，治水方面已逐年展現成

效；在污水處理方面，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亦均逐年提升，加

上目前已著手推動之再生水計畫，逐步朝城市

水資源永續邁進，相關經驗與推動方式非常值

得各界參考。

 (左1)陳志方副理 (左2)沈郁翔計畫工程師 (左3)王炤烈總經理 (右3)李孟諺局長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蘇玫心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