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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本計畫評估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可行性，以期達成「台灣南部

區域水資源基本經理計畫」規劃於民國 108 年新增每日 10 萬立方公

尺之供水目標。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本所）於民國 100

年辦理「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前期規

劃），評估於臺南地區設置海水淡化廠，產出淡化水併入自 來水管網

系統就近供給臺南市臨海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已具可行性。 

鑑於取排水設施工程為海淡廠穩定營運之關鍵之一，本年度針

對取排水設施工程、廠址等進 行外業補充調查，辦理鹵水排放模擬、

海岸變遷數值模擬等，並研擬工程計畫書，俾利後續臺南海水淡化

廠計畫之推動，以提升臺南地區水源供應與調度之能力。 

二、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 

(一) 海域地形測量 

海域水深地形測量採用單音束水深測量方式施測，作業方式

主要是以測深儀測深，搭配 GPS 衛星定位系統定位，並配合周邊

設備如湧浪補償儀、聲速剖面儀、潮位儀等施測。地形測量成果

縮圖展示如摘圖 1。 

(二) 海域底質調查 

本計畫進行七股鹽田廠址海域底質調查，調查範圍為 3 公里×

2 公里，共 6 點位（摘圖 2）。調查項目包括物理性分析（粒徑分

析、乾密度、孔隙比）、水力傳導係數、重金屬調查（鉻、鎘、

鉛、銅、鋅、汞）、有機質調查（有機碳、有機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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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1  海域水深地形測量成果縮圖 
 

 

摘圖 2  海域底質調查位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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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測點 1 在土壤分類上屬於砂土，測點 2~測點 5

屬於砂質土壤，測點 6 則屬於泥質粘質壤土。各測點有機質含量

均低，以測點 6 最高，有機質含量僅 1.48%，顯示本區域未受有

機質污染。而重金屬部分，經比對環保署土壤污染監測基準，各

測點之底泥重金屬含量均符合標準，顯示本區域未受重金屬污染。 

三、混合輸水工程調查 

(一) 可行混合方案研擬 

前期規劃七股廠址產出之海淡水，透過 9.7 公里輸水專管併

入佳里區自來水幹管後，統一調配供應鄰近地區生活與工業用水

使用。本年度研擬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之後再供應用戶使用之可

行方案如下： 

1、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 

由佳里興地區 Ø800 毫米輸水幹管（水源來自烏山頭淨水

場）引水，透過約 9.7 公里自來水 Ø800 毫米管線輸送至海淡廠

廠區貯水池，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之後再輸送至佳里區併入

點，詳如摘圖 3，水力分析如摘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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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3  七股鹽田廠址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供水方案

(廠區內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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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4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 
供水區民國 110 年最大日水力分析圖 

 

由佳里興地區可引入混合用的自來水量上限約為每日 5 萬

立方公尺，海淡廠第二期工程完工後的總產水量為 10 萬立方公

尺。依最大輸送量進行水力分析，海淡清水池最大輸出水量約

為 17 萬立方公尺，海淡水與自來水於混合池混合比例初估約為

2.7:1（海淡水約佔 70%，自來水約佔 30%）。 

貯水池以每日調節 3 次（每次 8 小時）計算，推估每日總

混合水量 15 萬立方公尺，則需另設置混合池容積為 5 萬立方公

尺，深度 4 公尺，需增加廠區用地面積約 3.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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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 

佳里區進學路（176 縣道）鄰近佳東路（台 19 省道）輸水

幹管，亦鄰近原海淡水併入點，規劃可於舊佳里加壓站鄰近區

位設置混合池（摘圖 5）。 

 

摘圖 5  七股鹽田廠址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供水方案 
(佳里區新設混合池) 

水力分析結果詳摘圖 6 所示。可由麻豆區引入混合用的自

來水量上限為每日 9 萬立方公尺，自來水水源來自於烏山頭淨

水場。海淡廠第二期工程完工後的總產水量為 10 萬立方公尺。

依海淡水最大輸送量及自來水供給量計算海淡清水池最大輸出

水量約為 21 萬立方公尺，海淡水與自來水於混合池混合比例初

估約為 1.3:1（海淡水約佔 57%，自來水約佔 43%），每日海淡

水與自來水混合後目標輸出量海淡水約佔 12 萬立方公尺。混合

池容積以每日調節 3 次（每次 8 小時）計算，每日總混合水量

18 萬立方公尺，需使用混合池容積為 7.2 萬立方公尺，深度 8

公尺，需土地面積至少約 1.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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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6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二)- 
供水區民國 110 年最大日水力分析圖 

(二) 混合池及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本項工作進行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案（方案二）之混合池及輸

水管線用地調查。 

1、 混合池用地 

調查 

混合池預定設置位址以鄰近之原海淡水併入點為原則，規

劃設置於舊佳里加壓站鄰近區位。舊佳里加壓站位於原海淡水

併入點東南側約 1 公里處，舊佳里加壓站周圍用地情形及混合

池預定地候選土地詳見摘圖 7，土地地段地號及相關資料詳見

摘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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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1  混合池預定地土地資料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m

2
) 公私有地  

臺南市 
佳里區 

佳里段 

259 1,203  私有地 
260 412  私有地  
261 2,475  私有地  

261-1 1,432  私有地 
262 2,141  自來水公司  

251-3  338  私有地 
251-4  3,230  私有地 
3472 1,250  自來水公司  

3472-1 2,027  私有地 
3473  1,563  臺南市政府 

合 計 16,071 平方公尺，其中公有地 4,954 平

方公尺，私有地 11,117 平方公尺 

 

 

摘圖 7  混合池預定地地籍套繪圖 

2、 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為配合新設之混合池，海淡水管線初步規劃於前期規劃之

原併入點沿台 19 線後進入小道，並延伸至學進路上。海淡水及

自來水混合後經新設之輸水管線沿進學路於延平路相交處併入

新併入點，新設輸水管線規劃詳見摘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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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8  新設輸水管線路線圖 

(三) 混合方案評估 

經綜合評估工程數量、用地取得、地盤改良、動力費、新增

工程經費及供水區等因子，建議以方案二為優選方案（摘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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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2  臺南海淡案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方案比較表 

方案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 
（方案一）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 
（方案二）  

工程數量  

1. 新增∮800mm 自來水管線 9,740 公

尺 
2. 新增∮1200mm自來水管線1,040公

尺  
3. 廠區混合池 43,000 立方公尺，池深

4m。(前期已規劃海淡水貯池，其設

計容量為 1.28 萬立方公尺) 
4. 輸水加壓設備  
5. 混合水加壓設備(提高原海淡水加

壓設備)  

1. 增加∮1350mm 海淡水管線

1,300 公尺  
2. 新增∮1350mm 混合水管線

730 公尺  
3. 新增混合池 72,000 立方公尺

，池深 8m。  
4. 混合水加壓站設備  

用地取得  皆為公有土地，價格較低及較易取得  多屬自來水公司及私有土地，

土地取得及價格高因素較不利  

地盤改良  
需要地盤改良  
(廠址原為鹽田，地層屬厚層砂土且土

壤有鹽化情形，液化潛勢高) 

不需要  
(混合池位於佳里地區，其地質

良好，無需地盤改良) 

動力費  採 1 次加壓，動力費較省  需 2 次加壓，動力費較高  

新增 
工程經費  10.65 億元，經費較多  6.78 億元，經費較少  

供水區  
佳里、七股、安定、樹谷園區、南科

特定區及南科部分水量，總量受限、

供水區域較小  

學甲、北門、佳里、七股、安

定、樹谷園區、南科特定區及

南科部分水量，混合比率較佳

、供水區域較廣  

綜合評析  替代方案  優選方案  

 
 

(四) 既有埋設管線補充調查 

優選方案主要為新增佳里至舊佳里加壓站鄰近區位之新設混

合池路段（進學路）海淡水管線，以及於新設混合池沿進學路（176

縣道）至延平路交叉口段之混合水管線，其各路段既有管線埋設

狀況如摘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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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3  新設輸水路線道路既有管線管徑調查彙整表 

路段 道路寬 
(m) 

中油 
天然 
管線 

台電 
管線 

自來水 
管線 
(mm) 

中華電 
信線 

嘉南水利會 建議 
埋深 
(m) 名稱 型式 尺寸 

(m) 

台 19 線 
(佳東路) 20 － 3" 

5" 
1200 
150 － 

下營 
小給 
3-15 

矩形 
箱涵 1.1×1.1 2 

無名小道 6 － 3" 
5" － － － － － 1~2.5 

進學路 20 － 3" 
5" 

600 
450 
200 
150 

3"-12 管 － － － 2.6 

四、廠址工程地質調查 

(一) 現場鑽探取樣與試驗 

本計畫針對海淡廠廠址進行工程地質調查。根據 7 個鑽探點

地層資料研判，廠址地層分別由棕灰色回填土、灰色黏土、棕灰

色粉土質砂、灰色粉土質砂~砂質粉土與灰色粉土質砂所組成。根

據實測結果，廠址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0.3～0.5 公尺處。 

(二) 液化潛能分析 

廠址地層在中小度地震（PGA=0.067g）下，液化潛能指數 PL

值為 0.00；於設計地震（PGA=0.28g）時，液化潛能指數 PL 值介

於 0.43～13.08 之間，多數屬中度液化損害程度，而最大考量地震

（PGA=0.36g）狀況下，液化潛能指數 PL 值介於 10.05~22.57 之

間，屬中度至嚴重液化損害程度，顯示廠址地層於設計地震與最

大考量地震狀態下有抗液化強度不足之虞。 

(三) 地盤改良規劃 

考量廠址地層條件與提高地層抗液化能力之需求，參酌相關

工程經驗，建議採用振動擠壓砂樁工法進行地盤改良。改良範圍

為廠址第三層之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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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數值模式建置與應用 

(一) 海岸變遷數值模擬 

1、 長期地形變遷資料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本計畫廠址介於青山港與將軍漁港間，海岸已有防波堤與

海堤保護，由長期蒐集分析結果顯示，本區域海岸地形之長期

變遷影響已趨於穩定。 

冬季期間，本區域海域之波浪多來自東北向，作用歷時長，

沿岸流往南；夏季期間，因受颱風及西南氣流影響，海岸漂砂

主要沿著海岸由南往北輸送，惟其作用時間較短，故長期而言

本區域漂砂優勢方向係由北向南（摘表 4）。 

摘表 4  青山港鄰近海岸之地形變化 

地點 現況 侵蝕或淤積 

將軍漁港 
北防波堤 
以北海岸 

由北往南之漂砂受防波堤阻檔，於北防波堤北側海岸淤

積，此使得馬沙溝海水浴場砂灘變寬。 全段淤積 

將軍漁港 
南防波堤至 
青山漁港 

北防波堤海岸 

漂砂受到南、北兩側防波堤阻擋，由邊界進出之漂砂量

較稀少。而沙質海岸受季節波浪作用，呈現海灘沙土往

南、北側漂移，致使海岸中段已無沙灘，而南、北兩側

防波堤附近則有淤積。 

南北兩側淤積，中間

段無沙灘 

青山漁港 
南防波堤 
以南海岸 

南側之砂洲向陸側漂移。漂沙易受波流帶動，漂入西南

航道內，導致航道淤淺。 
本段侵蝕，航道出口

淤積 

2、 模式架構說明 

本計畫應用 SBEACH 模式（The Storm Induced BEAch 

CHange Model）計算颱風來襲後臺南海淡廠鄰近之海岸斷面變

化。 

3、 模擬結果與分析 

綜整SBEACH所模擬的各組砂谷與砂堆的發生位置與其侵

淤幅度顯示於冬季季風至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條件

下，明顯的地形變化多集中於高程 2.95 至水深-14 公尺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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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地形淘刷程度可達-1.21 公尺、至於地形堆積亦可達 2.11 公

尺，因此可能造成部份管線基座的沖蝕與海淡管口的掩埋。 

(二) 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本計畫以海水淡化廠設置規模與鹵水排放條件，應用三維擴

散傳輸模式模擬分析鹵水排放至海域後之擴散傳輸效果，以提供

作為規劃設計之參考依據。 

1、 模式建置 

模擬區域分為包括安平至將軍間之大區域與小區域。先以

二維水理模式模擬安平至將軍間較大範圍之潮位變化，此結果

可提供作為模擬小區域之三維擴散傳輸模式的邊界條件。 

2、 高鹵水排放模擬 

以 M1 模式模擬所得水位資料作為 M2 模式之邊界條件，

進行較小區域之高鹵水排放數值模擬，以模擬預測排放鹵水鹽

度之擴散影響範圍，並據以協助判定高鹵水排放口位置是否合

適。 

臺南海淡廠排放鹵水的鹽度約為 60.2 psu，排放鹵水流量為

180,000 cmd。模擬時間共 16 天，包括大、小潮期，以檢視鹵水

排放後在海域之擴散影響範圍。 

3、 模擬結果與分析 

鹵水流量為 180,000 cmd，然由於排放海域水較深（11.5 公

尺）且海流強，排放鹵水的擴散稀釋效果佳，排放鹵水對海域

的影響主要侷限在排放口 300 公尺範圍內（摘圖 9），海淡廠

入流取水受鹵水排放迴流之影響相當微小。 

未來在進行鹵水排放管細部設計時，應儘量提高出水口的

高度，以加強鹵水的擴散傳輸。然若放流管出水口高出底床太

多，則可能會影響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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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9  M2 模式模擬範圍、水深與格網點 
(CKA2 為海流測站) 

六、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一) 取水設施工程（含取水井）規劃評估 

1、 取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沿青山漁港北防波堤北側 50 公尺範圍線，可定為取排水管

線路線，2 管線採平行布設，可避開南側青山漁港航道、台江

國家公園海域範圍及外海電纜、油管管線等可能限制條件。 

另離岸 660 公尺處，水深達 5 公尺可滿足取水水位要求，

且水質與離岸較遠海域水質相仿穩定，為海淡廠適宜取水位置。 

2、 取水量 

前期規劃臺南海淡廠日產 10 萬立方公尺，平均產水率為

36%，取水量約達 28.6 萬立方公尺；參考近年國外海淡廠產水

率平均可提高至 42%，則每日取水量可降為 23.8 萬立方公尺，

減少取水量約 4.8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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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水位置及型式 

取水方式採用離岸埋管式取水，取水口為開放式取水，頂

部設置網目 0.25 公分粗攔污柵，海域端管線長度約 0.5 公里，

並於岸上端設置乾式取水井，以直接揚水方式汲取海水，經陸

域段 2,940 公尺輸水管線輸送至廠區，如摘圖 10 所示。 

L=0.5km

L=1.5km

L=0.5km
L=0.5km

L=1.5km
L=1.5km

 

摘圖 10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排水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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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域端管線埋設深度 

為避免近岸埋設管路曝露至海床上受浪流作用，建議灘線

附近管路埋深至少 2 公尺，碎波帶內管路埋深至少 1 公尺。 

5、 取水方案比較評估 

開放式、浸沒式及滲流式取水設施三方案經由處理水質、

產水量、用地空間、工程施作及經費、維護管理等評估因素綜

合比較列示如摘表 6，以滲流之取水方案為優選方案。 

摘表 6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水設施方案比較 
項目 方案 1:開放式取水 方案 2:浸沒式取水 方案 3:滲流式取水 

取水方式 
單依取水口直接取入海

水 1 座長 5M，寬 5M 取

水口頂部設置粗攔污柵 

多支橫向及水管藉平面滲

透集取海水 
長度約 630M，直徑 1.75M
集水幹管 
長度約 30M，直徑 0.6M
集水支管 

多點取水口經滲流取入海水

5 座各長 50M，寬 50M 取水

口 
取水口開口配置 1.8M 厚濾

層 

取入水質 
(濁度) 

較差(平時 6 NTU、 
颱風期間＞100 NTU) 較佳(1.0mg/L) 較佳(＜5NTU) 

處理水量 因應水質變動調整取水

量減量或停止取水 
水質變動不影響，維持目

標取水量 23.8 萬 CMD 
水質變動不影響，維持目標

取水量 23.8 萬 CMD 

機房配置 地上式機房設施 
地上用地面積 1.0 公頃 

地下式配置空間較少，地

上用地面積 0.1 公頃 
地下式配置空間較少，地上

用地面積 0.1 公頃 

取水口設施 佈設範圍最小 
面積約 0.4 公頃 

佈設範圍最大面積 
約 4.0 公頃 

佈設範圍最大面積 
約 1.8 公頃 

施工管理 單一取水口設置較易 集水支管埋設不易 多點(5 個)取水口設置較易 
工程費 

(海域施工) 較低 最高 較高 

維護管理 頻繁、堵塞斷水風險 
最高 最少、堵塞須重新埋設 最少、堵塞可更新濾材 

建議方案   優選方案 

(二) 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1、 排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由於臺南沿岸海域海流方向以南、北向為主，為避免取水

口海水受到排放鹵水影響，鹵水排放口位置與取水口位置應保

持一定的距離，且排放口設置於取水口西方，以達遠離台江國

家公園海域預定範圍及減低取水影響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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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外海淡廠鹵水排放試驗與鹵水排放水質監測結果，

以及本計畫海淡廠鹵水排放數值模擬結果，顯示鹵水應可於 300

公尺範圍內稀釋至海域背景水質鹽度，因此規劃取、排水口呈

東西向佈設，距離約 1,000 公尺，海域端管線長度約 1.5 公里。 

2、 鹵水排放量 

前期規劃鹵水排放量 18.6 萬立方公尺，本計畫每日取水量

降為 23.8 萬立方公尺，鹵水排放量減為 13.8 萬立方公尺，減少

鹵水排放量約 4.8 萬立方公尺。 

3、 排水位置及型式 

配合排水管線佈線調整成東西走向，排放口位置調整至取

水口西側離岸 1.5 公里處，將 4 個管徑 350 毫米架高排放豎管

成南北向分佈於排放管末端，距離亦各相距 150 公尺，詳如摘

圖 11 所示。 

 

摘圖 11  臺南海水淡化廠排水設施布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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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線佈設工法研擬 

1、 近岸段管線埋設方式（碎波段） 

近岸輸水管線施工主要有挖溝回填掩埋法、免開挖工法（海

底隧道工法）、岩盤挖削法及直接管路栓錠法等方式。近岸段

管路施工對一般砂礫質海床可使用挖溝機、抽砂船或抓斗船等

船機採挖溝回填掩埋方式，為避免海氣象影響施工可使用免開

挖工法，而遇堅硬底質海床可採岩盤挖削法、直接管路栓錠法

等。 

2、 陸域段管線埋設方式 

陸域段管線埋設工法須考慮經濟長度及深度，管線於通過

排水路時，可採用架設水管橋工法施作，一般段則以明挖埋管

方式施工，對於人口聚集之交通要道或無法遷移之地上物段則

採用推管工法進行。 

七、宣導說明會 

本計畫舉辦「臺南海水淡化廠計畫宣導說明會」，說明臺南海水

淡化廠現階段規劃成果；同時也希望透過與地方民眾面對面的接觸

與聆聽，獲得最直接的民意做為後續推動時的參考，以利未來計畫

之推動。 

說明會於 9 月 19 日在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五會議室（臺南市

南門路 261 號）辦理，共有水利署、南水局，台灣自來水公司南工

處、六區處，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七股區公所、佳里區公所、學甲

區公所、西港區公所，南科園區公會、聯電、樂佳光能、大亞電線，

水利育成中心、台灣大臺南發展促進會等單位成員參加。 

宣導說明主題包括認識新興水源影片欣賞、南部地區水資源供

需情勢、臺南海水淡化廠計畫規劃成果，最後是與會單位對於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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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與海域生態、 輸水路線與土地取得、漁業權補償、海淡水水質

與口感、水費負擔等課題的意見交流。 

八、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一) 海水淡化廠推動面臨問題 

綜整台灣地區以往所興建及規劃中的海水淡化廠面臨之問題

如下： 

1、 目前自來水價偏低，無法支應水源開發成本。 

2、 興建規模較小，無法吸引國內外大廠來參與興建。 

3、 海水淡化廠開發成本較高，不論採用採購法或促參法興辦皆

需補貼差額。 

(二) 臺南海水淡化廠興辦方式建議 

根據本計畫的分析，不論公有公營、公有民營或民有民營均

有其優缺點，海水淡化廠的興辦與營運可依採購法或促參法來辦

理。目前自來水價偏低，自償率不足的前提下，加上促參法的作

業時間較採購法長且涉及專業亦較採購法多，因此建議興辦方式

依照採購法辦理，並依循(1)保價保量、(2)政府提供土地及接水

點，及(3)依購水合約訂定海淡水水質及水量標準等原則推動。 

臺南海水淡化廠的規劃、報核工作由水利署負責，開發與營

運則交由台水公司辦理。 

(三) 臺南海水淡化廠營運管理權責分工建議 

臺南海水淡化廠納入既有自來水系統以供應臺南地區公共給

水使用，建議營管單位為台水公司，海水淡化廠的操作維護則可

由委由民間機構來執行。 

在權責分工方面，台水公司負責海水淡化廠的興建與後續監

督管理，民間機構負責海水淡化廠的操作維護工作。在經費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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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興建費用比照以往傳統水源開發計畫，由水利署編列公務

預算分年攤還，操作維護費用與自來水價之差額部份亦須由政府

編列預算支應，但須透過協商及政策指示方為可行。 

(四) 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臺南海水淡化廠若依採購法推動，需提報工程計畫書至行政

院審核。本計畫工程計畫書內容係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內容撰寫，未來仍須辦理環評作業等後續

事宜本階段先提工程計畫書（初稿），詳細內容整理於附錄九。 

九、工程規劃 

綜合「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100 年）

執行成果以及本年度計畫補充調查與重新檢討成果，臺南海水淡化

廠工程規劃成果整理如下。 

(一) 廠址 

臺南海水淡化廠廠址採 2 階段評估，透過初選、優選過程，

決定適宜廠址區位。經採用工程經濟面、供水效益面、環境保育

面、計畫推動面、產業發展面等 5 大面向綜合評估，本計畫的優

選廠址位於七股鹽田。 

(二) 開發規模 

綜合自來水管網限制、用水需求、工程經濟、計畫效益、土

地取得、環境保育等面向，評估七股鹽田候選廠址海淡廠最適開

發規模為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 

(三) 淡化處理程序 

臺南逆滲透法海水淡化廠主要單元可分為取水（海水）與排

水（鹵水）系統、前處理系統（混凝、沉降、過濾等傳統方式或

薄膜方式）、淡化系統（逆滲透薄膜）以及後處理系統（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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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 個主要單元。考量臺南海域於暴雨颱風期間恐有濁度飆高現

象，為確保海淡廠產水功能與逆滲透薄膜使用壽命，臺南海淡廠

前處理採用 UF 薄膜前處理配合混凝膠凝。 

(四) 廠區平面配置 

七股鹽田廠址廠區平面配置詳摘圖 12，其佔地面積約 6 公頃。 

 

摘圖 12 臺南海淡廠廠區平面配置圖 

(五) 工程經費與年計成本 

1、 總工程經費 

海水淡化廠各項工程經費估算將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所編撰之「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進行估算。總

工程經費共計 88 億元。建造成本共計 93.25 億元。 

2、 年計成本 

年計成本係指在 20 年經濟分析年限內，每年平均分攤完工

建造成本之固定年成本、營運期間之年營運費用等費用。其中

固定成本包括利息、賠償基金，營運費用包括期中換新準備金、

保險費及稅捐、運轉維護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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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利率 3%估算採購法興辦下，規模 10 萬立方公尺，每

日產水 10 萬立方公尺之海淡廠單位造水成本為 34.41 元/噸（摘

表 7）。 

摘表 7  單位供水成本 
方案 去年度  本年度  

主要工程變更說明 
輸水幹管內混合，毋須 

額外設置其他管線與混合池 
佳里區 

新設混合池 
總建造成本(億元) 84.55  93.25  

年建造成本   

利息(億元) 2.39  2.64  
償債基金(億元) 3.15  3.47  

小計(億元) 5.54  6.11  
年營運成本   

維護運轉費用(億元) 5.68  5.68  
保險及稅捐(億元) 0.10  0.16  

小計(億元) 5.78  5.84  
單位建造成本(元/噸) 15.16  16.94  
單位營運成本(元/噸) 15.82  17.47  
單位供水成本(元/噸) 30.99  34.41  

(六) 推動期程 

依據 100 年 4 月 6 日行政院核定「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

理基本計畫」，臺南海水淡化廠原定 106 年開始供水（第一階

段每日 5 萬噸），108 年再新增每日 5 萬噸供水量，惟考量環

境影響評估及用地取得至少需 4 年，再加上招商、建廠與埋管

之時程，水利署於 101 年度重新檢討供需分析圖時，已將第一

階段供水時程延至 108 年，第二階段供水時程則為 110 年。 

(七) 後續工作建議 

本計畫臺南 10萬噸海水淡化廠第一階段每日 5萬噸供水時程

為 108 年，第二階段每日 10 萬噸供水時程則為 110 年。若本計畫

順利取得預算進入工程施工階段，應於計畫可行性規劃階段完成

後，應進行進一步調查規劃與宣導、機關協調與報院審議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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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工作，因此建議後續工作依辦理優先條件分為二階段排序如

摘表 8 所示。 

摘表 8  後續工作建議 
第一階段－先期作業 
(民國 102 年~105 年) 

第二階段－工程實施 
(民國 106 年~109 年) 

●海域生態調查 ●計畫核定取得預算 
●地方溝通及宣導 ●用地徵收取得 
●計畫報核 ●相關工程配合施作檢討 
●海域地形測量 ●工程施工與驗收 

●海域地質調查 
●海域水質調查 

●操作與營運 
(108 年第一階段每日 5 萬噸供水、 
110 年第二階段每日 10 萬噸供水) 

●替代計畫研擬   
●鹵水排放與再利用評估   
●混合池評估檢討   
●自來水供水系統調度檢討   
●環境影響評估   
●財務計畫檢討   

關鍵字:水資源管理、海水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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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caused reservoir siltation in southern 

Taiwan. It severely damaged the existing reservoir capacity and the water 

supply stability in Tainan and Kaohsiung City. This project aims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stallation of Tainan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The desalinated water is expected to supply to the public by merging 

into the present tap water network for coastal area in Tainan City. The 

supply target is to reach 50,000 cubic meters per day (CMD) in 2019 and 

100,000 CMD in 2021. 

This project completed the extra investigation of water intake and 

outflow engineering facilities, extra investigation of desalinated water 

transmission pipeline engineering facilities,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plant site, engineering planning of water intake and outflow, simulation of 

brine discharge, and master plan. 

There are four main treatments process units planned in the proposed 

RO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including water intake and discharge 

systems, pretreatment system, desalination system and post treatment 

system. The traditional pretreatment process and UF membrane 

pretreatment methods are both regarded as feasible measures. This study 

adopted gelatin precipitation to coordinate with UF membrane to estimate 

the construction expenses.  

The total estimated total construction expense will be NTD 8.8 billion 

and the building cost is NTD 9.325 billion.  

The O&M cost is mainly consists of energy expense, personnel 

expense, construction and mechanics, electric appliance renewal and 

maintenance, chemical expenses, membrane renewal and other expenses. 

The estimated annual O&M cost for the desalinated plant at Chigu Salt Pan 

site will be NTD 0.568 billion. 
Keywor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 seawater desal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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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台南海淡廠以臨海地區生活與工業用水為供水標的，將海淡

水併入佳里區自來水幹管後統一調配。 

(二) 本年度評估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之後再供應用戶使用的方

案，經評估工程數量、用地取得、地盤改良、動力費、新增

工程經費及供水區等因子，以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

案二）為優選方案。 

(三) 根據地層概況及液化分析之結果顯示海淡廠廠址地層於設

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狀態下有抗液化強度不足之虞，可採

用振動擠壓砂樁工法進行地盤改良，改良範圍主要為第三層

次之土層。 

(四) 本計畫海岸介於青山港與將軍漁港間，由資料的蒐集分析結

果顯示，海岸地形之長期變遷影響已趨於穩定，長期而言本

區之漂砂優勢方向係由北向南。 

(五) 根據以 SBEACH 模式所模擬的各組砂谷與砂堆的發生位置

與其侵淤幅度，本計畫海岸於冬季季風至重現年 50 年的設

計颱風波浪條件下，可能造成部份管線基座的沖蝕與海淡管

口的掩埋。 

(六) 根據鹵水排放模擬結果顯示，臺南海淡廠規劃鹵水排放口海

域水較深（11.5 公尺）且海流強，鹵水排放的擴散稀釋效果

佳，排放鹵水對海域的影響主要侷限在排放口 300 公尺範圍

內。 

(七) 經由處理水質、產水量、用地空間、工程施作及經費、維護

管理等評估因素綜合比較臺南海淡廠的取水方式（開放式、

浸沒式及滲流式），以滲流取水方案（方案三）為臺南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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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取水設施優選方案。 

(八) 配合排水管線佈線調整成東西走向，排放口位置調整至取水

口西側離岸 1.5 公里處，將 4 個管徑 350 毫米架高排放豎管

成南北向分佈於排放管末端，距離亦各相距 150 公尺。 

(九) 臺南海淡廠興辦方式應依照採購法辦理，並依循(1)保價保

量、(2)政府提供土地及接水點，及(3)依購水合約訂定海淡

水水質及水量標準等原則推動。 

(十) 臺南海水淡化廠之規劃、報核工作由水利署負責，開發與營

運則交由台水公司辦理。 

(十一) 臺南海水淡化廠的興建成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營運成

本與自來水水價的差額亦由政府部門編列預算支付，但須透

過協商及政策指示方為可行。 

二、建議 
(一) 由於南科園區半導體廠商對於自來水硼離子濃度的進水標

準為 50ppb，本計畫海淡水即使混合自來水後仍無法低於此

要求，因此建議本計畫後續協商自來水公司，藉由供水調度

讓南科園區的供水由其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生用水與

樹谷園區的工業用水由海淡水供應，以發揮各水源最大功

能。 

(二) 若考量硼離子濃度問題，擬藉由供水調度讓南科園區的供水

由其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生用水與樹股園區的工業用

水由海淡水供應，則南科特定區之 15 之 25 號路自台 19 甲

至南 133 之路段必須儘速開闢道路，以利 1500m/m 中管線

之埋設，後續必須協調相關單位儘速推動。 

(三) 依規劃期程，本計畫臺南 10 萬噸海水淡化廠第一階段每日

5 萬噸供水時程為 108 年，第二階段每日 10 萬噸供水時程

則為 110 年。因此建議後續工作依辦理優先條件分為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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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其中第一階段(民國 102 年~105 年)應辦理海域生態調

查、加強地方溝通及宣導、計畫報核、海域地形測量、海域

地質調查、海域水質調查、替代計畫研擬、鹵水排放與再利

用評估、混合池評估檢討、自來水供水系統調度檢討、環境

影響評估及財務計畫檢討等工作，以利計畫推動。 

(四) 本計畫規劃海淡水與自來水於佳里地區混合，惟用地取得順

利與否，將影響海淡廠推動進度，建議後續針對混合池地點

研擬備用方案。 

(五) 本計畫臺南海淡廠規劃之興辦、營運方式及經費來源，涉及

政府政策，建議儘早透過協商及政策指示，以利計畫推動。 



 

 

 

 

 
目 錄 



目-1 

目  錄 

 
目錄  .............................................................................................  目-1 

表目錄  .............................................................................................  表-1 

圖目錄  .............................................................................................  圖-1 

照片目錄 .............................................................................................  照-1 

摘要  .............................................................................................  摘-1 

Abstract  .............................................................................................  A-1 
結論與建議 .........................................................................................  結-1 

 

第壹章 前言 .....................................................................................  1-1 

一、計畫緣起 .............................................................................  1-1 

二、計畫目標 .............................................................................  1-1 

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  1-2 

(一) 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 .......................................  1-2 

(二)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 ...................................................  1-2 

(三) 廠址工程地質調查 ...................................................  1-2 

(四) 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  1-2 

(五) 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  1-3 

(六) 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  1-3 

四、工作範圍 .............................................................................  1-3 

五、工作構想及流程 .................................................................  1-3 

(一) 基本資料彙整與外業補充調查 ...............................  1-6 

(二) 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  1-6 

(三) 廠址地盤改良工程規劃 ...........................................  1-6 



目-2 

(四)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 ...................................................  1-6 

(五) 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  1-7 

(六) 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  1-7 

六、前期相關規劃成果摘述 .....................................................  1-7 

(一) 民國 91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成果 .....................  1-7 

(二) 民國 94 年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規劃成果 .............  1-11 

(三) 民國 96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成果 .....................  1-15 

(四) 本計畫與前期計畫關連性說明 ...............................  1-19 

第貳章 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  2-1 

一、海域環境 .............................................................................  2-1 

(一) 海域地形 ...................................................................  2-1 

(二) 波浪 ...........................................................................  2-3 

(三) 潮汐 ...........................................................................  2-7 

(四) 海流與潮流 ...............................................................  2-8 

(五) 海域底質、水質與海域生態 ...................................  2-9 

二、風力發電 .............................................................................  2-16 

(一) 風力發電特性 ...........................................................  2-16 

(二) 台灣風力發電區位 ...................................................  2-16 

(三) 台灣本島西部風能特性 ...........................................  2-17 

(四) 全球海水淡化廠結合風能應用說明 .......................  2-18 

三、專用漁業權分佈 .................................................................  2-20 

四、國家公園及保護區 .............................................................  2-23 

(一) 台江國家公園 ...........................................................  2-23 

(二) 北門沿海保護區 .......................................................  2-26 

第參章 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 ..................................................  3-1 

一、海域地形測量 .....................................................................  3-1 



目-3 

二、測量工作方法 .....................................................................  3-2 

三、控制測量 .............................................................................  3-2 

四、海域水深地形測量 .............................................................  3-8 

(一) 控制系統 ...................................................................  3-2 

(二) GPS 定位儀平面控制檢測 .......................................  3-5 

(三) 高程控制測量 ...........................................................  3-5 

五、測量成果 .............................................................................  3-24 

六、海域底質調查 .....................................................................  3-29 

(一) 調查範圍與內容 .......................................................  3-29 

(二) 調查目的 ...................................................................  3-29 

(三) 調查作業與結果 .......................................................  3-29 

第肆章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 .............................................................  4-1 

一、可行混合方案研擬 .............................................................  4-1 

(一)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 ...............................  4-1 

(二)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 ...................  4-2 

二、混合池及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  4-7 

(一) 混合池用地調查 .......................................................  4-7 

(二) 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  4-7 

三、混合方案功能檢討 .............................................................  4-9 

(一) 硼（boron）含量 .....................................................  4-9 

(二) 管線腐蝕 ...................................................................  4-10 

(三) 前期規劃建議 ...........................................................  4-12 

(四) 新增工程經費估算 ...................................................  4-12 

四、既有埋設管線補充調查 .....................................................  4-14 

第伍章 廠址工程地質調查 .............................................................  5-1 

一、現場鑽探取樣及試驗工作 .................................................  5-1 



目-4 

(一) 廠址地理位置 ...........................................................  5-1 

(二) 現場鑽探取樣工作 ...................................................  5-1 

(三) 現場觀測工作 ...........................................................  5-3 

(四) 現場工作數量統計 ...................................................  5-3 

二、試驗室內試驗工作 .............................................................  5-4 

(一) 土壤一般物理性試驗 ...............................................  5-4 

(二) 土壤透水性與力學性試驗 .......................................  5-5 

(三) 試驗數量統計及綜合結果 .......................................  5-6 

三、廠址基地地層概況與工程特性 .........................................  5-7 

(一) 廠址基地地層概況及工程性質 ...............................  5-7 

(二) 地層剖面圖及簡化地層表 .......................................  5-10 

(三) 地下水位狀況 ...........................................................  5-12 

四、液化潛能分析 .....................................................................  5-12 

(一) 概說 ...........................................................................  5-12 

(三) 損害評估 ...................................................................  5-20 

(四) 液化分析結果 ...........................................................  5-21 

五、地盤改良規劃 .....................................................................  5-30 

(一) 地盤改良概述 ...........................................................  5-30 

(二) 地盤改良工法建議 ...................................................  5-32 

六、綜合分析 .............................................................................  5-36 

第陸章 數值模式模擬分析 .............................................................  6-1 

一、海岸變遷數值模擬 .............................................................  6-1 

(一) 長期地形變遷資料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  6-1 

(二) 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 ...........................................  6-9 

(三) SBEACH 模式建置與應用 ......................................  6-10 

二、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  6-27 



目-5 

(一) 三維水層平均模式 ...................................................  6-27 

(二) 二維水深平均模式 ...................................................  6-30 

(三) 模式建立與驗證 .......................................................  6-31 

(四) 高鹵水排放模擬 .......................................................  6-38 

(五) 結論與建議 ...............................................................  6-53 

第柒章 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  7-1 

一、取水設施工程（含取水井）規劃評估 .............................  7-1 

(一) 取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  7-1 

(二) 規劃方案評估研選 ...................................................  7-4 

二、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  7-19 

(一) 排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  7-19 

(二) 規劃方案評估研選 ...................................................  7-21 

(三) 管線佈設工法研擬 ...................................................  7-24 

第捌章 宣導說明會 .........................................................................  8-1 

一、辦理目的 .............................................................................  8-1 

二、邀請參加對象 .....................................................................  8-2 

三、議程安排 .............................................................................  8-2 

四、辦理情形與主要意見 .........................................................  8-2 

(一) 海淡水硼離子濃度問題 ...........................................  8-5 

(二) 海淡水的水質 ...........................................................  8-6 

(三) 水價差額部份 ...........................................................  8-6 

(四) 配合工程部分 ...........................................................  8-7 

第玖章 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  9-1 

一、過去興辦方式分析 .............................................................  9-1 

(一) 依採購法辦理 ...........................................................  9-1 

(二) 依促參法辦理 ...........................................................  9-1 



目-6 

(三) 面臨問題分析 ...........................................................  9-1 

(四) 政府政策 ...................................................................  9-2 

二、海水淡化廠興辦營運方式檢討 .........................................  9-2 

(一) 公共工程發包方式 ...................................................  9-2 

(二) 海水淡化廠興辦營運方式 .......................................  9-5 

(三) 採購法與促參法的比較 ...........................................  9-7 

(四) 台南海水淡化廠興辦方式建議 ...............................  9-16 

(五) 營運管理權責分工 ...................................................  9-18 

三、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  9-18 

第拾章 工程規劃 ............................................................................... 10-1 

一、規劃成果 .............................................................................  10-1 

(一) 廠址 ...........................................................................  10-1 

(二) 開發規模 ...................................................................  10-1 

(三) 淡化處理程序 ...........................................................  10-1 

(四) 廠區平面配置 ...........................................................  10-2 

(五) 廠區工程規劃 ...........................................................  10-6 

(六) 取水工程規劃 ...........................................................  10-6 

(七) 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  10-7 

(八) 海淡水輸水管線規劃 ...............................................  10-8 

(九) 鹵水回收再利用 .......................................................  10-9 

(十) 工程經費與年計成本 ...............................................  10-9 

(十一)施工進度 ..................................................................  10-11 

(十二)推動期程  ................................................................. 10-13 

(十三)工程規劃變動整理 ..................................................... 10-14 

二、 後續工作建議 ...................................................................  10-14 

 
參考文獻 



目-7 

 
附錄一 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附錄二 前期規劃成果概述 

附錄三 國外近期興辦海淡廠之案例資料蒐集分析 

附錄四 台南海淡廠淡化技術規劃評估 

附錄五 海域測量相關報告與成果 

附錄六 底泥採樣方法 

附錄七 地質鑽探相關資料 

附錄八 宣導說明會相關資料 

附錄九 台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書 

 



 

表-1 

表 目 錄 
 

表 1-1 前期台南地區相關淡化廠規劃成果彙整表 .......................  1-21 

表 2-1 東吉島海域波浪累積機率分佈 ...........................................  2-3 

表 2-2 七股觀測樁夏季波浪累積機率分佈 ...................................  2-4 

表 2-3 七股觀測樁冬季波浪累積機率分佈 ...................................  2-4 

表 2-4 七股觀測樁全年波浪累積機率分佈 ...................................  2-5 

表 2-5 七股浮標的各月份統計值 ...................................................  2-5 

表 2-6 各迴歸期之颱風波浪推算值統計表 ...................................  2-6 

表 2-7 台南海岸的設計波浪與潮位表 ...........................................  2-7 

表 2-8 將軍潮位站之潮位統計值 ...................................................  2-7 

表 2-9 安平 X 站歷年及四季海流觀測資料 ..................................  2-9 

表 2-10 台南海域底質重金屬含量分析結果(99 年及 98 年) .........  2-11 

表 2-11 台南海域底質重金屬含量分析結果(98 年 3 月) ...............  2-11 

表 2-12 台南沿海溪流出海口水質監測結果 ...................................  2-13 

表 2-13 台南沿海海域水質監測結果(99 年 12 月) .........................  2-14 

表 2-14 計畫區海域生態資料 ...........................................................  2-15 

表 2-15 風力發電機組實際發電量推估表 .......................................  2-19 

表 3-1 控制點坐標成果表 ...............................................................  3-4 

表 3-2 水深測量 GPS 衛星定位儀檢測記錄表 ..............................  3-6 

表 3-3 已知高程控制點檢測表 .......................................................  3-7 

表 3-4 水深測量測線間距誤差統計表 ...........................................  3-12 

表 3-5 水深測量 BarCheck 檢測表 .................................................  3-14 

表 3-6 水單位重與黏滯係數和溫度之關係 ...................................  3-31 

表 3-7 海域底質物理性分析與水力傳導係數 ...............................  3-32 

表 3-8 海域底質土壤分類 ...............................................................  3-33 

表 3-9 海域底質有機質與重金屬含量分析 ...................................  3-34 



 

表-2 

表 4-1 混合池預定地土地資料 .......................................................  4-9 

表 4-2 南科樹谷園區海淡水使用意願調查統計表 .......................  4-11 

表 4-3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新增工程經費估算表 ............  4-12 

表 4-4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新增工程經費估算表 .  4-13 

表 4-5 台南海淡案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方案比較表 ...................  4-14 

表 4-6 新設輸水路線道路既有管線管徑調查彙整表 ...................  4-15 

表 4-7 七股鹽田廠址輸水路線道路既有管線管徑調查彙整表 ...  4-16 

表 5-1 現場工作數量統計表 ...........................................................  5-3 

表 5-2 試驗工作數量統計表 ...........................................................  5-7 

表 5-3 土壤透水性與力學試驗結果表 ...........................................  5-7 

表 5-4 簡化地層參數建議表 ...........................................................  5-11 

表 5-5 地下水位觀測結果表 ...........................................................  5-12 

表 5-6 液化損害程度 .......................................................................  5-21 

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 .......................................................  5-22 

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 ...........................................................  5-24 

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 ...................................................  5-26 

表 5-10 液化抵抗率 FL 與折減係數 DE 之關係表 .........................  5-30 

表 5-11 液化分析結果總表 ...............................................................  5-30 

表 5-12 土壤液化防治工法之比較 ...................................................  5-32 

表 6-1 曾文溪歷次改道情形 ...........................................................  6-1 

表 6-2 青山港鄰近海岸之地形變化 ...............................................  6-8 

表 6-3 Sbeach 模式之模擬條件 ......................................................  6-14 

表 6-4 Sbeach 模式參數 ..................................................................  6-15 

表 6-5 SBEACH 模擬的主要地形變化位置與幅度 ......................  6-26 

表 6-6 模式之計算範圍及格網 .......................................................  6-33 

表 7-1 臺南海淡廠取水口規劃考量及參數評估 ...........................  7-5 



 

表-3 

表 7-2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水工程輸水管路水理分析 ...................  7-15 

表 7-3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水設施方案比較 ...................................  7-19 

表 8-1 地方宣導說明會議程 ...........................................................  8-3 

表 9-1 政府公共工程發包方式比較表 ...........................................  9-4 

表 9-2 海水淡化廠興辦方式比較表 ...............................................  9-6 

表 9-3 促參法與採購法比較彙整表 ...............................................  9-8 

表 9-4 兩大民間參與系統與傳統採購方式的比較 .......................  9-13 

表 9-5 促參法與採購法相關作業期程安排比較表 .......................  9-14 

表 9-6 台水公司自來水水價平均成本結構 ...................................  9-17 

表 9-7 報核計畫書內容說明 ...........................................................  9-19 

表 10-1 台南海淡工程分年經費表 ...................................................  10-10 

表 10-2 單位供水成本 .......................................................................  10-11 

表 10-3 工程預定進度表 ...................................................................  10-12 

表 10-4 工程規劃變動 .......................................................................  10-14 

表 10-5 後續工作建議 .......................................................................  10-15 

 



 

圖-1 

圖 目 錄 
 
圖 1-1 本計畫工作範圍示意圖 .......................................................  1-4 

圖 1-2 工作執行流程圖 ...................................................................  1-4 

圖 1-3 海域地形測量作業流程圖 ...................................................  1-5 

圖 1-4 地質鑽探作業工作流程圖 ...................................................  1-6 

圖 1-5 民國 91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預定廠址位置圖 .....................  1-8 

圖 1-6 民國 91 年台南淡廠淡化水輸送專用管路路線示意圖 .....  1-9 

圖 1-7 民國 91 年台南海淡廠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示意圖 .....  1-10 

圖 1-8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處理流程示意圖 ...................................  1-12 

圖 1-9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輸水路線圖(曾文農場廠址) ............  1-13 

圖 1-10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輸水路線圖(私有地廠址) ................  1-14 

圖 1-11 民國 96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流程示意圖 .............................  1-16 

圖 1-12 民國 96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排水管線示意圖 .....................  1-17 

圖 1-13 民國 96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淡化水專管供南科路線示意

圖(專管供應南科) ................................................................  1-17 

圖 1-14 民國 96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輸水管線示意圖 

(直接併入自來水系統) ........................................................  1-18 

圖 1-15 民國 96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輸水管線示意圖 

(混合後併入自來水系統) ....................................................  1-18 

圖 2-1 計畫區海域地形水深分佈圖 ...............................................  2-2 

圖 2-2 安平 X 站歷年及四季海流玫瑰圖(民國 88~99 年) ...........  2-8 

圖 2-3 台南海域水質及底質測點位置圖 .......................................  2-10 

圖 2-4 七股潟湖及沙洲海域水質、底質與生態調查測站位置 ...  2-12 

圖 2-5 台灣地區平均風速分佈示意圖 ...........................................  2-17 

圖 2-6 麥寮風力發電機組運轉紀錄(2000/12~2002/8) ..................  2-18 

圖 2-7 原台南縣漁會專用漁權範圍示意圖 ...................................  2-21 



 

圖-2 

圖 2-8 原台南市漁會專用漁權範圍示意圖 ...................................  2-22 

圖 2-9 台江國家公園地理位置與分區 ...........................................  2-24 

圖 2-10 北門沿海保護區分界 ...........................................................  2-26 

圖 3-1 七股鹽田廠址取排水管線埋設工法總圖 ...........................  3-1 

圖 3-2 測量作業流程圖 ...................................................................  3-3 

圖 3-3 控制點分布位置圖 ...............................................................  3-4 

圖 3-4 GPS 衛星定位儀控制點檢測情形 .......................................  3-6 

圖 3-5 直接水準測量路線圖 ...........................................................  3-7 

圖 3-6 直接水準測量作業情形 .......................................................  3-8 

圖 3-7 水深測量作業流程圖 ...........................................................  3-9 

圖 3-8 RESONNaviSound 單音束測深機 .......................................  3-8 

圖 3-9 水深測量作業示意圖 ...........................................................  3-10 

圖 3-10 海域水深測線規劃圖 ...........................................................  3-11 

圖 3-11 海域水深測量軌跡圖 ...........................................................  3-11 

圖 3-12 水深測量儀器架設示意圖 ...................................................  3-15 

圖 3-13 潮位量測情形(左圖)及潮位曲線圖(右圖) ..........................  3-17 

圖 3-14 各層水中聲速所造成聲波傳遞折射現象示意圖 ...............  3-19 

圖 3-15 聲速剖面量測情形(左圖)及水中聲速剖面圖(右圖) ..........  3-20 

圖 3-16 水深資料處理流程圖 ...........................................................  3-21 

圖 3-17 深測量高程較差分布圖 .......................................................  3-22 

圖 3-18 海域水深測量作業情形 .......................................................  3-23 

圖 3-19 陸域平面控制點測量資料驗收照片 ...................................  3-24 

圖 3-20 海域水深測量成果驗收照片 ...............................................  3-24 

圖 3-21 海域水深地形測量成果縮圖 ...............................................  3-25 

圖 3-22 海域水深 1/5000 地形圖 ......................................................  3-26 

圖 3-23 海域水深地形 3D 色階地形圖 ............................................  3-27 



 

圖-3 

圖 3-24 海域底質調查位置分佈 .......................................................  3-30 

圖 4-1 七股鹽田廠址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供水方案 

(廠區內混合) ........................................................................  4-2 

圖 4-2 台南海淡完成前台南區民國 105 年最大日水力分析圖 ...  4-3 

圖 4-3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供水區民國 110 年最大日水

力分析圖 ...............................................................................  4-4 

圖 4-4 七股鹽田廠址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供水方案 

(佳里區新設混合池) ............................................................  4-5 

圖 4-5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二)-供水區民國 110 年最大日 

水力分析圖 ...........................................................................  4-6 

圖 4-6 混合池預定地地籍套繪圖 ...................................................  4-7 

圖 4-7 新設輸水管線路線圖 ...........................................................  4-8 

圖 5-1 基地地理位置示意圖 ...........................................................  5-1 

圖 5-2 基地鑽孔平面位置示意圖 ...................................................  5-2 

圖 5-3 基地地層剖面圖（一） .......................................................  5-10 

圖 5-4 基地地層剖面圖（二） .......................................................  5-11 

圖 5-5 日本道路協會簡易經驗法分析流程 ...................................  5-19 

圖 6-1 荷據時期海岸圖(1624-1661) ...............................................  6-2 

圖 6-2 清道光時期海岸圖(1822) ....................................................  6-3 

圖 6-4 台南海岸比較圖(1961~1985) ..............................................  6-4 

圖 6-3 日大正時期海岸圖(1926) ....................................................  6-5 

圖 6-5 台南七股海岸長期岸線變遷比較圖(1952~2012 年) .........  6-6 

圖 6-6 將軍漁港與青山港間海岸段位置圖 ...................................  6-7 

圖 6-7 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結果 ...............................................  6-9 

圖 6-8 SBEACH 模式之向離岸傳輸分區示意圖 ..........................  6-11 

圖 6-9 SBEACH 模式之地形侵淤判斷依據 ..................................  6-11 



 

圖-4 

圖 6-10 台灣西南海岸位置圖 ...........................................................  6-13 

圖 6-11 七股海域等地形水深與斷面 sec1 示意圖 ..........................  6-14 

圖 6-12 冬季季風波浪作用 5 天後 sec1 的斷面地形變化 

(H=1.06m,潮位:0m) ..............................................................  6-16 

圖 6-13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5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

斷面地形變化(H=6.12m,潮位:1.57m) .................................  6-18 

圖 6-14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1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斷面地形變化(H=6.59m,潮位:1.7m) ...............................  6-19 

圖 6-15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2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斷面地形變化(H=6.95m,潮位:1.8m) ...............................  6-20 

圖 6-16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斷面地形變化(H=7.33m,潮位:1.92m) .............................  6-21 

圖 6-17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5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

斷面地形變化(H=6.59m,潮位:1.48m) .................................  6-22 

圖 6-18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1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斷面地形變化(H=7.47m,潮位:1.59m) .............................  6-23 

圖 6-19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2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斷面地形變化(H=8.33m,潮位:1.69m) .............................  6-24 

圖 6-20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1

之斷面地形變化(H=9.44m,潮位:1.8m) ...............................  6-25 

圖 6-21 M1 與 M2 模式模擬區域 .....................................................  6-32 

圖 6-22 M1 模式模擬範圍、水深與格網點(C1 與 CKA2 為海流

測站) .....................................................................................  6-34 

圖 6-23 M2 模式模擬範圍、水深與格網點(CKA2 為海流測站) ...  6-34 

圖 6-24 M1 模式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速比較圖 

(C1 測站，實測時間：2004/5/20~6/4) ...............................  6-35 



 

圖-5 

圖 6-25 M1 模式模擬所得退潮時之七股海域流場圖 ....................  6-35 

圖 6-26 M1 模式模擬所得漲潮時之七股海域流場圖 ....................  6-36 

圖 6-27 M1 模式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速比較圖 

(CKA2 測站，實測時間：1996/9/25~10/10) .....................  6-36 

圖 6-28 M2 模式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速比較圖 

(CKA2 測站，實測時間：1996/9/25~10/10) .....................  6-37 

圖 6-29 M2 模式模擬所得退潮時之海域流場圖 ............................  6-37 

圖 6-30 M2 模式模擬所得漲潮時之海域流場圖 ............................  6-38 

圖 6-31 模式模擬所得漲潮時第三水層與第五水層之鹽度與流場

分布 .......................................................................................  6-40 

圖 6-32 模式模擬所得退潮時第三水層與第五水層之鹽度與流場

分布 .......................................................................................  6-41 

圖 6-33 模式模擬所得平潮時第三水層與第五水層之鹽度與流場

分布 .......................................................................................  6-42 

圖 6-34 鹽度檢測點位置示意圖 

(放流口位置在 E，取水口位置在 U) .................................  6-43 

圖 6-35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A~E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 ......  6-43 

圖 6-36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E~I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 .......  6-45 

圖 6-37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J~L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 .......  6-47 

圖 6-38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M~P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 .....  6-49 

圖 6-39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Q~U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 .....  6-51 

圖 6-40 模式模擬所得 E 檢測點底(第五)層之鹽度歷線與海流 

流向之比較 ...........................................................................  6-52 

圖 7-1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排水工程位置圖 ...................................  7-6 

圖 7-2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水口取水管及抽水站剖面圖 ...............  7-7 

圖 7-3 浸沒式取水施設概要示意圖 ...............................................  7-9 



 

圖-6 

圖 7-4 臺南海水淡化廠浸沒式取水設施佈置示意圖 ...................  7-10 

圖 7-5 臺南海水淡化廠滲流取水施設佈置示意圖 .......................  7-12 

圖 7-6 臺南海水淡化廠鹵水排放管剖面圖 ...................................  7-22 

圖 7-7 臺南海水淡化廠排水設施布置示意圖(方案二) ................  7-24 

圖 7-8 近岸輸水管線施工法 ...........................................................  7-26 

圖 7-9 明挖斷面示意圖 ...................................................................  7-27 

圖 7-10 推進工法斷面示意圖 ...........................................................  7-29 

圖 7-11 水管橋工程平面配置圖 .......................................................  7-30 

圖 7-12 水管橋工程斷面示意圖 .......................................................  7-30 

圖 10-1 海淡廠處理流程示意圖(UF 薄膜＋混凝膠凝前處理方式)

 ..............................................................................................  10-2 
圖 10-2 臺南海淡廠廠區平面配置圖 ...............................................  10-3 

圖 10-3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供水方案(佳里區新設混合池) ........  10-8 

圖 10-4 台南地區公共給水系統水源供需分析圖 (不含自行取水)

 ..............................................................................................  10-13 
 



 

照-1 

照 片 
 

照片 5-1  擠壓砂樁施工照片 ............................................................  5-33 

照片 6-1  將軍漁港與青山港間海岸段現況照片 ............................  6-8 

照片 8-1  宣導說明會辦理情形 ........................................................  8-4 



 

 

 

 

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標 

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四、工作範圍 

五、工作構想及流程 

六、前期相關規劃成果摘述 



 

1-1 

第壹章  前言 

一、計畫緣起 

莫拉克風災導致南部水庫淤積，嚴重影響既有水庫容量及供水穩

定，造成臺南、高雄地區水資源調度與供應的危機。由於海水淡化供

水穩定，不受天候、降雨分佈等水文條件影響，淡化技術亦因水利產

業不斷研發與創新，產水及能源回收效率益加精進，致產水成本逐年

降低，使得國際上海水淡化之建廠規模與產水量日益增加，已成為國

際水資源發展趨勢。因此本計畫評估台南海水淡化廠工程可行性，以

期達成「台灣南部區域水資源基本經理計畫」規劃民國 106 年每日產

水 5 萬立方公尺、民國 108 年每日再增供 5 萬立方公尺之供水目標。 

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以下簡稱本所）於民國 100 年辦理「臺

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前期規劃），評估於臺

南地區設置海水淡化廠可行性，產出淡化水將併入自來水管網系統就

近供給臺南市臨海地區民生及工業用水，已具可行性。鑑於取排水設

施工程為海淡廠穩定營運之關鍵之一，本年度針對取排水設施工程、

廠址等進行外業補充調查，以及鹵水排放模擬、海岸變遷數值模擬等，

以利後續臺南海水淡化廠計畫推動。為達成臺南地區穩定供水之目

的，降低缺水風險，針對興建臺南海水淡化廠之工程可行性辦理補充

調查及數值模擬等工作，並研擬工程計畫書，俾利後續臺南海水淡化

廠計畫之推動，以提升臺南地區水源供應與調度之能力。 

二、計畫目標 

完成「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專題成

果報告，可增供台南地區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的水源，增加南部區域的

用水效益。最後，依照計畫推動方式研擬報部報院計畫初稿，如採用

採購法則須完成「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如採用促參法則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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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評估」、「臺南海水淡化廠先期計畫書」。 

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 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 

1、 海域地形測量（測線距離 50 公尺、範圍 3 公里×2 公里，採

用聲納單音束方式，誤差範圍 15 公尺，成果包含 3D 地形圖

繪製） 

2、 海域底質調查（範圍 3 公里×2 公里，共 6 點，含物理性分析

（粒徑分析、乾密度、孔隙比）、水力傳導係數、重金屬調

查（鉻、鎘、鉛、銅、鋅、汞）、有機質調查（有機碳、有

機氮） 

(二)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 

1、 既有埋設管線補充調查 

2、 調整池及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3、 混合方案功能檢討 

(三) 廠址工程地質調查 

1、 地質調查（地質鑽探共 7 點位，每點位深度至少 20 公尺，總

鑽探深度至少 160 公尺，以符合用地計畫書需求） 

2、 地質試驗（含一般物理性試驗 7 組（含水率、單位重測定、

粒徑分析、孔隙比、乾密度、液性限度、塑性限度、標準夯

實試驗 2 組、土壤三軸透水試驗 2 組） 

3、 地下水位監測（1 點位） 

4、 地盤改良工程規劃 

(四) 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1、 長期海岸變遷數值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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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水設施工程（含取水井）規劃評估（至少 2 種不同方案） 

3、 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至少 2 種不同方案） 

4、 管線佈設工法研擬（含陸域端與海域端） 

(五) 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1、 數值模式建置 

2、 數值模擬與分析 

3、 模擬結果影響分析 

(六) 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1、 興辦方式檢討 

2、 依照採購法興辦方式辦理工程計畫書或依照促參法興辦方式

辦理可行性規劃與先期計畫書 

四、工作範圍 

本計畫工作範圍位於臺南沿海地區（圖 1-1），進行取排水設施外

業補充調查、混合輸水工程調查、廠址工程地質調查、取排水設施工

程規劃評估、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等工作，以提升臺南地區水源供應

與調度之能力。 

五、工作構想及流程 

本計畫工作執行流程詳圖 1-2 所示，其中海域地形測量及地質

鑽探的執行流程詳圖 1-3 及圖 1-4 所示。各工作項目間之關聯性與工

作方式如下所示。 

 
 



 

 

 

圖 1-1  本計畫工作範圍示意圖 
 

1.採購法：工程計畫書

2.促參法：可行性規劃與先期計畫書

1.數值模式建置

2.數值模擬與分析

3.模擬結果影響分析

1.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

2.取水設施工程(含取水井)
規劃評估

3.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4.管線佈設工法研擬

1.廠址地質調查暨地質試驗
(詳圖4-3)

2.地下水位監測

1.海域地形測量(詳圖4-2)

2.海域底質調查

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
調查

廠址工程地質
調查

海淡廠鹵水
排放模擬

1.既有埋設管線補充調查

2.調整池及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3.混合方案功能檢討

混合輸水工程
調查

廠址地盤改良
工程規劃

研擬相關報核計書晝

基本資料彙整與外業補充調查

臺南海淡廠工程可行性規劃(2)
成果報告

取排水設施
工程規劃評估

 

圖 1-2  工作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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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開始

測量成果製作

成果繳交

作業準備、規劃

海域水深測量
測線規劃

DGPS導線及定位
(平面檢測)

驗潮站設置
(高程引測)

水深測量作業

審查

水深資料處理
及精度分析

審查

作業儀器
檢校

作業人員
勤前講習

作業區港口
出入証申請

陸域現地勘查
已知控制點清查

審查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控制測量資料平差計算

合格

平面控制點
DGPS檢測

高程控制測量

審查

不合格 不合格

資料庫系統

 

圖 1-3  海域地形測量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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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資料彙整與外業補充 

調查 

蒐集七股鹽田可行廠址附

近的、海域地形、海岸沖淤概

況、海域底質等環境背景資料。

此外進行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

調查作業，包括海域地形測量與

底質調查，以及廠址工程地質調

查暨現地試驗等工作，提供取排

水設施工程規劃與廠址地盤改

良工程規劃之參考。 

(二) 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採用數值模式進行海岸變遷數值模擬，分析七股鹽田廠址海

域海洋營力對海岸地形變遷之影響，作為近岸段管線埋設深度與

保護工型式規劃之依據。另依照環境保育及節能減碳精神，研擬

至少 2 種取排水設施之規劃方案及管線佈設工法。 

(三) 廠址地盤改良工程規劃 

依據地質調查鑽探分析與物理性試驗結果，配合地下水位現

況，研擬地盤改良工程之可行工法工程規劃，並完成工程經費估

算作業。 

(四)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 

為避免海淡水水質問題造成水公司配水管線腐蝕，降低民眾

飲用海淡水的心理疑慮，本工作進行廠區內混合與廠區外混合等

2 種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後再併入自來水系統的工程調查，包括

既有埋設管線補充調查、調整池及輸水管線用地調查等，完成混

合方案功能檢討之評估工作。 

佈孔

地質鑽探

現地試驗
標準貫入試驗、劈管取樣

3英吋薄管取樣

室內試驗

鑽探驗收

鑽探
成果報告書  

圖 1-4  地質鑽探作業

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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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建置數值模式或其他適宜的數值分析方法，進行鹵水排放模

擬，評估排放方式對於海域環境的可能影響範圍，以利後續臺南

海淡廠環評審查作業。 

(六) 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進行採購法與促參法等興辦方式檢討，評估本計畫合宜之推

動方式。另依照採購法興辦方式辦理工程計畫書或依照促參法興

辦方式辦理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計畫書。 

六、前期相關規劃成果摘述 

(一) 民國 91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成果 

台灣地區用水需求日益漸增，傳統水源已無法滿足其所需，

必須研擬各種可能替代水源。考量台灣四面環海，海水資源豐富，

加上海水淡化技術成熟，水利署於民國 91 年進行台南地區設置海

水淡化廠之可行性研究計畫。 

1、 工程初步規劃 

(1) 廠址位置 

台南沿海地區初步篩選 4 處可行廠址，分別為(1)將軍鄉

七股鹽廠，(2)台南科技工業區，(3)台南市城西里垃圾焚化廠

區，(4)台南濱南工業區。經綜合考量土地取得、交通、原水

水質、能源取得、環境影響等因子，選擇將軍鄉七股鹽廠作

為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廠址所在地（詳圖 1-5）。 

(2) 淡化技術 

通盤考量技術成熟度、淡化水水質、商業應用實績、能

源需求、土地需求、環境影響等因子，建議淡化製程可考慮

多級閃化法、水平式多效蒸餾法、機械式蒸汽壓縮法、熱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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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壓縮法、逆滲透法中之任 1 種技術或同時採用上述 2 種以

上製程。工程經費以逆滲透法為例進行估算。 
 

 

台南海淡廠台南海淡廠
預定廠址預定廠址

台

灣

海

峽

 
資料來源：水利署『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1/2)』，民國 91 年 12 月 

圖 1-5  民國 91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預定廠址位置圖 
 

(3) 供水對象 

南部區域因新增工業區的開發造成未來用水量激增，尤

以台南科學園區為最，因此規劃設置台南海水淡化廠以海淡

水滿足其用水需求。 

(4) 供水方式 

A、 專管專用 

淡化水利用舖設專管之方式，透過約 30 公里專用管

路，沿省道台 19 線經西港後穿越曾文溪銜接縣道 178、133

提供台南科學園區使用（詳圖 1-6）。 
 



 

 

 
資料來源：水利署『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1/2)』，民國 91 年 12 月 

圖 1-6  民國 91 年台南淡廠淡化水輸送專用管路路線 
示意圖 

 

B、 併入現有自來水系統： 

自海淡廠出水口經約 3.0 公里專管向北送至水公司已

舖設至中心漁港附近之管線內，再利用管線以反送方式輸

送淡化水至學甲加壓站，供水公司調配。另原需經南化配

水系統下送之水量則調撥至潭頂淨水場，再由潭頂淨水場

出水經已舖設完成之南科專管將水量送至園區內（詳圖

1-7）。 

(5) 開發規模 

採用經濟效益方式評估最適開發規模。台南沿海設置海

水淡化廠供水給台南科學園區之效益效益分析包含每年售水

收入（直接效益）加上每年可能因為缺水造成的預期損失（外 



 

 

部效益）。經分析規模每日 1、2、3、4 萬立方公尺海水淡化

廠，顯示每日 3 萬立方公尺產量之經濟效益最大，為台南海

水淡化廠最適開發規模。 
 

 
資料來源：水利署『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1/2)』，民國 91 年 12 月 

圖 1-7  民國 91 年台南海淡廠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 
示意圖 

 

(6) 廠區配置 

主要淡化水處理單元佔地約 1.3 公頃，行政管理大樓及

展示館佔地約 0.15 公頃，鹵水排放緩衝池、景觀休憩等用地

約 0.2 公頃等，合計用地面積 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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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成本 

日產 3 萬立方公尺台南海水淡化廠若不包含海淡水輸水管

線其計畫成本為 19.25 億元。海淡廠單位造水成本若不包含海

淡水輸送成本情況下為每立方公尺 25.18 元；若考慮淡化水透

過 30 公里專管輸送至南科，則單位造水成本提升至每立方公尺

40.53 元。 

(二) 民國 94 年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規劃成果 

台灣地區四面環海，多數河川下游屬感潮河段，感潮河段具

有半鹹水資源開發用途，可做為多元化水源開發方案之一。近年

來國外開始進行感潮河段半鹹水淡化廠之研究與設置（如英國泰

唔士河），國內亦有澎湖地區數座半鹹水淡化設施。為因應南部

地區用水需求，考量水資源開發多元化策略，水利署於民國 94 年

著手進行曾文溪感潮河段半鹹水利用研究，摘錄其規劃成果如下: 

1、 工程初步規劃 

(1) 供水對象 

南部地區因新增工業區的開發造成未來用水量激增，尤

以台南科學園區為最，考量台南科學園區鄰近曾文溪感潮河

段，因此規劃設置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以淡化水滿足其用水

需求。 

(2) 廠址位置 

本計畫以初選、複選與優選等 3 個階段來進行曾文溪半

鹹水淡化廠可行廠址的評選，經綜合考量土地取得、交通、

原水水質、能源取得、環境影響等因子，選定曾文農場作為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預定廠址，另選定安定鄉管寮段私有地

作為替代廠址，用地面積皆為 4.5 公頃。 

(3) 感潮河段取水與滷水排放位置 

為避免增加抽水機及輸水管線（以專用管路考量）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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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且考量感潮河段的單位處理費主要受鹽度影響，河段越

上游的單位處理費用越低，因此本計畫選定感潮範圍末端高

速公路曾文溪橋斷面 46 處為取水位置。 

利用二維水質水理數值，以河川流量 Q90 之鹽度入侵模

擬結果為感潮河段之背景鹽度，模擬不同排放口位置對取水

口鹽度之影響，結果顯示若半鹹水淡化廠取水位置為斷面 46
處，則鹵水排放最近位置可選取斷面 43 處。 

(4) 淡化製程 

曾文溪感潮河段的河水處理達到飲用水水質標準時，除

鹽度以外，主要有化學需氧量、氨氮、錳等 3 個水質項目需

要特別處理。曾文溪感潮河段取水位置為斷面 46 處，其水質

受到豐枯水季影響頗大，總溶解固體物的檢測濃度介於

250~28,000 mg/L 之間，故採用鹹水型與海水型等 2 種逆滲透

模，其可適用之總溶解固體物濃度可擴大至 250 ~ 40,000 
mg/L 之間。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主要單元可分為取水（感潮

河段）排水（鹵水）系統、前處理系統、淡化（薄膜）系統

以及後處理系統（如消毒）等 4 個單元，處理流程如圖 1-8
所示。 

 

 
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灣感潮河段設置半鹹水淡化廠利用研究』，民

國 94 年 12 月 

圖 1-8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處理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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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發規模 

採用經濟效益方式評估最適開發規模。曾文溪半鹹水淡

化廠供水給台南科學園區之效益為可能減少其缺水造成的預

期損失。經推估台南科學園區面臨工業用水減供情況時，在

規模每日 2、3、4、5 萬立方公尺不同開發規模的半鹹水淡化

廠下以開發規模每日 3 萬立方公尺為經濟效益最佳之開發方

案。 

(6) 供水方式 

A、 曾文農場廠址 

淡化水利用舖設專管之方式，透過約 5 公里專用管路

輸送台南科學園區配水池（詳圖 1-9）。 
 

看西看西農場農場

曾文農場曾文農場

可行廠址可行廠址

取水站及抽水站取水站及抽水站

原水專管

淡化水專管

鹵水專管

專管長度：

原水專管：6.5公里

淡化水專管： 5 公里

鹵水專管： 8 公里

合計 19.5 公里

台
19 國

1

台
1

南
科
台
南
園
區

南
科
台
南
園
區

 
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灣感潮河段設置半鹹水淡化廠利用研究』，民

國 94 年 12 月 

圖 1-9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輸水路線圖(曾文農場廠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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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私有地廠址： 

淡化水利用舖設專管之方式，透過約 7 公里專用管路

輸送台南科學園區配水池（詳圖 1-10）。 
 

看西看西農場農場

曾文農場曾文農場

可行廠址可行廠址

取水站及抽水站取水站及抽水站

原水專管

淡化水專管

鹵水專管

專管長度：

原水專管： 2 公里

淡化水專管： 7 公里

鹵水專管：0.5公里

合計 9.5 公里

台
19 國

1

台
1

南
科
台
南
園
區

南
科
台
南
園
區

私有地廠址

 
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灣感潮河段設置半鹹水淡化廠利用研究』，民

國 94 年 12 月 

圖 1-10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輸水路線圖(私有地廠址) 
 

(7) 廠區配置 

主要淡化水處理單元佔地約 1.3 公頃，行政管理大樓及

展示館佔地約 0.15 公頃，鹵水排放緩衝池、景觀休憩等用地

約 0.2 公頃等，合計用地面積 2 公頃。 

2、 計畫成本 

曾文溪半鹹水淡化廠如含 5 公里南科專用管路，所需之計

畫成本約為新台幣 19.37 億元，年計成本約為新台幣 3.06 億元，

單位造水成本每立方公尺 29.4 元，包含單位建造成本每立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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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18.2 元及單位營運成本每立方公尺 11.2 元。若由政府補助建

設經費，則單位造水成本僅需考慮單位營運成本，即每立方公

尺 11.2 元。若僅於枯水期供水，在相同規模、設備下，其單位

造水成本（含輸水管線）每立方公尺 56.4 元。 

(三) 民國 96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成果 

水利署於民國 91 年在台南沿海地區規劃興建海水淡化廠，民

國 94 年在曾文溪下游感潮河段規劃興建半鹹水淡化廠，希冀提供

台南科學園區（以下簡稱南科）一穩定水源，確保園區內生產過

程不受缺水影響造成損失。嗣因使用者意願、時空變遷因素及南

科用水成長較慢等因素暫緩。然而南科用水需求日益增加，水利

署於民國 96 年重新進行台南地區設置海水淡化廠之初步規劃，以

期提供優質水源，達到工業水源自主化之目標。 

1、 工程初步規劃 

(1) 廠址位置 

民國 91年規劃日產 3萬立方公尺台南海淡廠以七股鹽田

為廠址，然目前鹽田皆已荒廢，原規劃鹵水排放至鹽田回收

再利用之優勢已不復存。經綜合考量後，本計畫採用權重評

比方式，對七股鹽田、將軍漁港及台南科技工業區等 3 處候

選廠址進行評選，評選結果以台南科技工業區為較適廠址。 

(2) 供水對象 

此年度計畫仍以台南科學園區為主要供水對象。將台南

海水淡化廠定位為一常態保險用水，以全年運轉方式提供給

南科。 

(3) 淡化技術與製程 

根據技術成熟度、淡化水水質、商業應用、能源需求、

前處理與後處理技術、操作維修方式、環境衝擊及處理成本

等 10 大因素分析評估後，以逆滲透薄膜作為淡化技術主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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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搭配混凝沉澱（前處理系統）、消毒（後處理）系統，

規劃出初步處理流程，主要單元設施如圖 1-11。 
 

 
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調查規劃』，民國 96 年 12 月 

圖 1-11  民國 96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流程示意圖 
 

(4) 取排水工程規劃 

考量台南科技工業區附近海域海流流速、流向與水質後

決定離岸 2,660 公尺，水深 12 公尺處為最合適的取水與排放

點，以減輕對環境之衝擊。管線路徑規劃上陸域部分沿道路

佈設，後由四草大橋附近入海，長度約 3,580 公尺，取排水

管線示意如圖 1-12。 

(5) 供水方式 

A、 專管送至南科 

由台南科技工業區西側出廠區，沿經主要道路鋪設管

線至南科園區配水池（詳圖 1-13），輸水管線總長約 20 公

里。 

B、 直接併入自來水系統 

海淡水出廠區後於台 17 線併入自來水管線（詳圖

1-14），管線總長度約 2.8 公里。 

C、 混合後併入自來水系統 

本計畫同時考量將自來水引入海淡廠區內，以 1：1
等比例混合後併入自來水管線。管線規劃詳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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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調查規劃』，民國 96 年 12 月 

圖 1-12  民國 96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排水管線示意圖 
 

台南海淡廠
預定廠址

 
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調查規劃』，民國 96 年 12 月 

圖 1-13  民國 96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淡化水專管供南科 
路線示意圖(專管供應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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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調查規劃』，民國 96 年 12 月 

圖 1-14  民國 96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輸水管線示意圖 
(直接併入自來水系統) 

 

 
資料來源：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調查規劃』，民國 96 年 12 月 

圖 1-15  民國 96 年台南海水淡化廠輸水管線示意圖 
(混合後併入自來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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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發規模 

本計畫台南海水淡化廠根據兩種南科用水定位進行開發

規模評估；常態保險水源與常態主要水源。但由經濟面、工

程執行面、計畫推動面綜合考量台南海水淡化廠供水方案

後，本計畫建議以每日 3 萬立方公尺為最適開發規模。 

(7) 廠區配置 

日產 3 萬立方公尺之台南海水淡化廠配置包括：取水

站、緩衝槽、藥品槽、混凝沉澱池、逆滲透模組、後處理系

統、污泥濃縮池、淡化水儲池與鹵水儲池等單元設施及行政

大樓，共佔地約 16,000 平方公尺。 

2、 計畫成本 

日產 3 萬立方公尺海淡廠以專管方式供應南科之建造成本

為 25.24 億元，單位海淡水成本為每立方公尺 41.47 元，其中單

位建造成本為每立方公尺 19.94 元、單位營運成本為 21.53 元。

以交換用水直接併入自來水系統供應南科用水之建造成本為

19.14 億元，單位海淡水成本為每立方公尺 34.58 元，其中單位

建造成本為每立方公尺 15.12 元，單位營運成本為每立方公尺

19.46 元。混合後併入自來水系統供應方式之建造成本為 20.41

億元，單位建造成本每立方公尺 16.13 元，單位營運成本 19.94

元，單位海淡水成本為每立方公尺 36.07 元。 

(四) 本計畫與前期計畫關連性說明 

綜合比較前期台南地區相關淡化廠規劃結果如表 1-1 所示。

依循民國 94 年 8 月行政院經建會「台灣本島地區海水淡化廠現階

段推動策略」審議意見，台灣本島海水淡化推動策略以高產值的

科學工業園區為供水對象。因此，前期台南海水淡化廠計畫與半

鹹水淡化廠計畫，皆以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原台南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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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唯一供水對象，並規劃由使用者支付水源成本以符合社會公平

原則。惟淡化水供水成本高於現行水價，若使用者無意願支付差

額水價，開發計畫便無法順利推動。換言之，前期規劃成果遲遲

無法落實的關鍵因素即為差額水價。 

民國 98 年莫拉克風災造成水庫集水區大量土石堆積，重創台

南、高雄地區供水設施，嚴重影響水庫供水能力。為滿足台南市

未來用水需求，本計畫海淡廠供水對象不再侷限於單一科學園

區，而以臨海地區生活與工業用水為供水標的，未來海淡水併入

自來水管網系統統一調配，可降低台南市缺水風險。 

由於前期計畫規劃成果無法因應莫拉克風災導致的台南市公

共給水缺口問題，因此需重新評估臺南海淡廠開發規模、可行廠

址、供水方式與推動策略，提供後續推動參考。本所在民國 100

年已完成評估臺南地區設置海水淡化廠的可行性，相關成果詳附

錄二所示。今年度針對取排水設施工程、廠址等進行外業補充調

查，以及鹵水排放模擬、海岸變遷數值模擬等，以利後續臺南海

水淡化廠計畫推動。



 

 

表 1-1  前期台南地區相關淡化廠規劃成果彙整表 
項 目

計畫名稱

海淡水30公里專管供應台南

科學園區
32.09 40.53

海淡水透過3.0公里管線直接

併入自來水系統，以交換用

水方式供應台南科學園區

19.71 28.74

民國94年曾文

溪半鹹水淡化

廠

河川下游感潮河段具有半鹹水資源開發用途

，可做為多元化水源開發方案之一。為因應

南部地區用水需求，辦理曾文溪感潮河段半

鹹水利用研究。

3萬
CMD

曾文農場

，4.5公頃

淡化水5公里專管供應台南科

學園區
19.37 29.4

海淡水20公里專管供應台南

科學園區
25.24 41.47

海淡水透過2.8公里管線直接

併入自來水系統，以交換用

水方式供應台南科學園區

19.14 34.58

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後再透

過2.8公里管線直接併入自來

水系統，以交換用水方式供

應台南科學園區

20.41 36.07

民國100年台南

海水淡化廠

莫拉克風災導致南部水庫淤積，嚴重影響既

有水庫容量及供水穩定，造成臺南、高雄地

區水資源調度與供應的危機，因此辦理評估

於臺南地區設置海水淡化廠，將產出淡化水

併入自來水管網系統就近供給臺南市臨海地

區民生及工業用水之可行性，達成臺南地區

穩定供水，降低缺水風險之目的。

10萬
CMD

七股鹽田

，6公頃

海淡水透過9.7公里輸水管線

直接併入自來水系統，
84.55 30.9

開發

規模

廠址

與面積
供水對象與方式

計畫成本

(億元)

3萬
CMD

七股鹽廠

，2公頃

無法推動原因

民國96年台南

海水淡化廠

南科用水需求日益增加，加上時空變遷，乃

重新辦理台南地區設置海水淡化廠之初步規

劃，以期提供優質水源，達到工業水源自主

化之目標。

3萬
CMD

台南科技

工業區，

1.6公頃

供水對象均為台南科

學園區，並規劃由使

用者支付水源成本以

符合社會公平原則。

惟海淡水供水成本高

於現行水價，使用者

無意願支付差額水價

致使規劃成果無法順

利推動。

單位供水成

本(元/噸)
規劃背景

民國91年台南

海水淡化廠

因應用水需求日益漸增，傳統水源已無法滿

足其所需，必須研擬各種可能替代水源。考

量台灣四面環海，海水資源豐富，加上海水

淡化技術成熟，因此辦理台南地區設置海水

淡化廠之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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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基本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海域環境 

本節基本資料分析係提供作為後續取排水設施規劃之參考。 

(一) 海域地形 

台南沿海海域地形以曾文溪口為界，南北兩邊海底地形差異

甚為明顯，曾文溪口北側海域地形較為陡峭，水深 25 公尺內坡度

為 1/56~1/125，主要以沙洲及潟湖為主，而曾文溪口南側至二仁

溪口之間海域地形則較為平緩，水深 25 公尺內坡度為

1/200~1/320，以沙灘及河口灣為主。急水溪口外海至頂頭額沙洲

間在水深 15 公尺內屬於緩坡區，平均坡降為 1/150~1/400，水深

15~20 公尺間屬於平坦區，平均坡降為 1/1,000~1/4,000，以急水溪

口外海至將軍溪口外海最寬（約 7 公里），越往南越窄，至網子

寮沙洲附近平坦區已漸漸消失。水深 20 公尺以外的海域為陡坡

區，短距離內水深由 20 公尺增加至 70 公尺，坡降達 1/30~1/70。

頂頭額沙洲至新浮崙沙洲附近水深 10 公尺內坡度約為 1/500，

10~30 公尺坡度則陡降為 1/23~1/45。此外，曾文溪口北側亦有一

條寬約 1 公里淺灘，深度在 4 公尺以內。 

台南海岸沙洲發達，由北而南計有王爺港洲、青山港洲、網

子寮洲、頂頭額汕及新浮崙汕等。圖 2-1 所示為水利規劃試驗所

於民國 92 年 5～8 月施測所得台南近岸海域地形圖。本計畫區位

處王爺港洲與青山港洲之間，此區近岸海域於灘線至-15m 水深間

的底床坡度介於 1/170～1/200 間，青山漁港西南航道出入口至青

山港沙洲南段間，灘線至-14m 水深間的底床坡度較為均勻（約為

1/160）。於青山漁港口外海側約 6 公里處，有水深小於-10m 的海

底潛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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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南海岸復育規劃(1/2)(急水溪至曾文溪口)，水利規劃試驗所，2003。 

圖 2-1  計畫區海域地形水深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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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波浪 

1、 季風波浪 

依據水利規劃試驗所的「海岸開發後對地形變遷影響機制

分析研究（鰲鼓至曾文溪口）總報告」，位在台南外海的東吉

島波高與週期累積機率分布如表 2-1 所示。由表可知，台南外

海海域於夏季季風

期間發生之 90%超

越機率的示性波高

與週期分別約為 1m

與 6.2sec，主要波向

為 SW 向；冬季季風

期間發生之 90%超

越機率的示性波高

與週期分別為 1.7m

與 6.8sec，主要波向

為 NW 向。 

另依據成功大

學近海水文中心於七股外海觀測樁測得之波浪統計資料（表 2-2

～表 2-4）顯示，七股海域冬季發生 90%超越機率之示性波高與

週期分別為 1.73m 與 6.11 秒。夏季季風期間之平均波高與週期

為 1.1m 與 4.99 秒；冬季季風期間之平均波高與週期為 1.2m 與

4.87 秒。 

表 2-5 所示則為民國 99 年經濟部水利署「強化台灣西南地

區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災害調適能力研究計畫｣綜整所得，七股外

海觀測樁各月份之波浪觀測統計值。 

 

表 2-1  東吉島海域波浪累積 
機率分佈 

單位﹕H1/3 (m)、T1/3 (sec) 

區域 東吉島 

季節 夏 季 冬 季 

機率 H1/3 T1/3 H1/3 T1/3 

50% 0.58 5.5 1.65 6.4 

70% 0.82 6.3 2.27 7.0 

90% 1.46 7.4 3.16 7.8 
資料來源：海岸開發後對地形變遷影響機制分析研

究(鰲鼓至曾文溪口)總報告，經濟部水

利規劃試驗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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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七股觀測樁夏季波浪累積機率分佈 
夏季聯合機率表(4-9月)

週期\波高 0-0.5 0.5-1 1-1.5 1.5-2 2-2.5 2.5-3 3-3.5 3.5-4 4-4.5 4.5-5 5- total 累計

0-1 -       -       -       0.01      0.03    -     -     -     -     -     -     0.03        0.03

1-2 -       -       -       -       -     -     -     -     -     -     -     -         0.03

2-3 -       -       -       -       -     -     -     -     -     -     -     -         0.03

3-4 0.06      6.72      1.74      -       -     -     -     -     -     -     -     8.51        8.54

4-5 0.23      27.79    19.95    1.10      0.03    0.02    0.02    0.01    0.02    0.02    0.02    49.20      57.75

5-6 0.03      7.85      14.90    2.88      0.24    0.05    0.03    0.01    0.01    0.02    0.08    26.10      83.85

6-7 0.01      2.25      4.60      2.78      0.33    0.11    0.04    0.01    -     -     0.01    10.13      93.98

7-8 -       0.45      1.14      1.16      0.40    0.12    0.06    0.01    0.01    0.01    0.02    3.36        97.33

8-9 -       0.05      0.46      0.57      0.16    0.20    0.06    0.01    -     -     -     1.51        98.85

9-10 -       0.01      0.09      0.23      0.20    0.10    0.06    0.02    -     -     -     0.71        99.55

10-11 -       -       0.02      0.09      0.11    0.11    0.04    0.01    -     -     -     0.38        99.93

11-12 -       -       0.01      0.01      0.01    0.02    0.02    -     -     -     -     0.06        99.99

12-13 -       -       -       -       -     -     -     -     -     -     -     -         99.99

13-14 -       -       -       -       -     -     -     -     -     -     -     -         99.99

14-15 -       -       -       -       -     -     -     -     -     -     -     -         99.99

15- -       -       -       -       -     -     0.01    -     -     -     -     0.01        100.00

total 0.32      45.11    42.91    8.83      1.51    0.73    0.33    0.07    0.03    0.04    0.13    100.00    

累計 0.32 45.43 88.34 97.16 98.68 99.40 99.73 99.80 99.83 99.87 100.00  
註：1.波高、週期採用 Hav 與 Tav。 
  2.資料來源：台南海岸復育規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7)。 

 

表 2-3  七股觀測樁冬季波浪累積機率分佈 
冬季聯合機率表(10-3月)

週期\波高 0-0.5 0.5-1 1-1.5 1.5-2 2-2.5 2.5-3 3-3.5 3.5-4 4-4.5 4.5-5 5- total 累計

0-1 -       -       -       -       -     -     -     -     -     -     -     -         0.00

1-2 -       -       -       -       -     -     -     -     -     -     -     -         0.00

2-3 -       -       -       -       -     -     -     -     -     -     -     -         0.00

3-4 0.03      4.00      1.68      -       -     -     -     -     -     -     -     5.71        5.71

4-5 0.10      22.09    30.44    4.34      0.14    0.04    0.01    -     -     0.01    0.01    57.18      62.88

5-6 -       4.73      14.51    10.75    1.51    0.11    0.03    -     0.01    0.01    0.01    31.66      94.54

6-7 -       0.26      1.47      1.97      1.09    0.12    -     -     -     -     -     4.91        99.46

7-8 -       0.01      0.06      0.11      0.11    0.03    0.01    -     -     -     -     0.32        99.77

8-9 -       0.02      -       0.01      0.03    0.01    0.01    -     -     -     -     0.09        99.86

9-10 -       0.01      -       0.01      -     -     -     -     0.01    -     -     0.02        99.88

10-11 -       -       -       0.01      -     0.01    -     -     -     -     -     0.01        99.89

11-12 -       -       -       -       -     0.01    0.01    -     -     -     -     0.02        99.91

12-13 -       -       -       -       0.01    -     0.01    -     -     -     -     0.01        99.92

13-14 -       -       -       -       0.01    0.01    -     -     0.01    -     -     0.02        99.94

14-15 -       -       -       -       -     -     -     -     -     -     -     -         99.94

15- -       -       -       -       -     0.01    -     -     0.01    -     0.04    0.06        100.00

total 0.13      31.12    48.16    17.20    2.90    0.34    0.08    -     0.03    0.01    0.05    100.00    

累計 0.13 31.25 79.41 96.60 99.50 99.84 99.91 99.91 99.94 99.95 100.00  
註：1.波高、週期採用 Hav 與 Tav。 
  2.資料來源：台南海岸復育規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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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七股觀測樁全年波浪累積機率分佈 
全年聯合機率表

週期\波高 0-0.5 0.5-1 1-1.5 1.5-2 2-2.5 2.5-3 3-3.5 3.5-4 4-4.5 4.5-5 5- total 累計

0-1 -       -       -       0.00      0.01    -     -     -     -     -     -     0.02        0.02

1-2 -       -       -       -       -     -     -     -     -     -     -     -         0.02

2-3 -       -       -       -       -     -     -     -     -     -     -     -         0.02

3-4 0.04      5.36      1.71      -       -     -     -     -     -     -     -     7.12        7.13

4-5 0.17      24.96    25.17    2.71      0.09    0.03    0.01    0.00    0.01    0.01    0.01    53.17      60.30

5-6 0.01      6.30      14.71    6.80      0.87    0.08    0.03    0.01    0.01    0.01    0.04    28.87      89.17

6-7 0.00      1.26      3.04      2.38      0.71    0.12    0.02    0.00    -     -     0.00    7.53        96.70

7-8 -       0.23      0.60      0.64      0.26    0.07    0.03    0.00    0.00    0.00    0.01    1.84        98.55

8-9 -       0.03      0.23      0.29      0.09    0.11    0.03    0.01    -     -     -     0.80        99.35

9-10 -       0.01      0.04      0.12      0.10    0.05    0.03    0.01    0.00    -     -     0.37        99.72

10-11 -       -       0.01      0.05      0.06    0.06    0.02    0.00    -     -     -     0.20        99.91

11-12 -       -       0.00      0.00      0.01    0.01    0.02    -     -     -     -     0.04        99.95

12-13 -       -       -       -       0.00    -     0.00    -     -     -     -     0.01        99.96

13-14 -       -       -       -       0.00    0.00    -     -     0.00    -     -     0.01        99.97

14-15 -       -       -       -       -     -     -     -     -     -     -     -         99.97

15- -       -       -       -       -     0.01    0.00    -     0.00    -     0.02    0.03        100.00

total 0.23      38.15    45.52    12.99    2.20    0.53    0.20    0.03    0.03    0.03    0.09    100.00    

累計 0.23 38.37 83.90 96.89 99.09 99.62 99.82 99.86 99.88 99.91 100.00  
註：1.波高、週期採用 Hav 與 Tav。 
  2.資料來源：台南海岸復育規劃,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7)。 

 

表 2-5  七股浮標的各月份統計值 

統計參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最大示性波高(m) 3.06 2.04 2.97 1.84 1.36 11.71 

平均週期最大值(sec) 11.6 10.4 11.6 13.1 15.1 15.1 

平均示性波高(m) 1.26 0.80 0.91 0.79 0.57 1.07 

平均週期(sec) 4.6 4.3 4.4 4.5 4.5 5.2 

最多波向 SSW NNE SSW NNE N NNE 

統計參數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最大示性波高(m) 3.87 8.29 3.25 2.90 3.35 2.46 

平均週期最大值(sec) 13.1 15.1 15.1 21.3 11.6 11.6 

平均示性波高(m) 0.78 2.15 1.00 1.20 1.15 1.06 

平均週期(sec) 5.0 6.12 6.1 5.3 4.8 4.5 

最多波向 NNE SSW ENE * NNE NNE 
資料來源：民國 99 年經濟部水利署「強化台灣西南地區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災害調適能

力研究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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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颱風波浪 

一般海工結構物之設計皆以造成結構破壞嚴重之颱風波浪

為設計基準，因此，颱風資料之完整蒐集及颱風波浪之準確推

算，直接影響海上工程之安全及結構物之安定。表 2-6 所示為

根據 1940～2005 年之颱風資料，推算而得各方向、不同迴歸期

之颱風波高。表 2-7 所示則為民國 99 年經濟部水利署「強化台

灣西南地區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災害調適能力研究計畫｣，所綜整

之台南海岸的設計波浪與潮位條件。 
 

表 2-6  各迴歸期之颱風波浪推算值統計表 

迴歸期 
方向 

250 200 100 50 25 20 10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Hs Ts 

N 6.2 10.5 6.1 10.4 5.6 9.9 5.1 9.5 4.6 9.0 4.4 8.8 3.8 8.2 

NNW 5.9 10.2 5.7 10.0 5.3 9.7 4.8 9.2 4.3 8.7 4.1 8.5 3.5 7.9 

NW 4.3 8.7 4.2 8.6 3.8 8.2 3.4 7.7 2.9 7.2 2.7 6.9 2.2 6.2 

WNW 4.5 8.9 4.5 8.9 4.2 8.6 3.9 8.3 3.6 8.0 3.5 7.9 3.1 7.4 

W 6.5 10.7 6.3 10.5 5.7 10.0 5.1 9.5 4.5 8.9 4.3 8.7 3.7 8.1 

WSW 7.3 11.3 7.1 11.2 6.4 10.6 5.7 10.0 5.0 9.4 4.8 9.2 4.1 8.5 

SW 8.4 12.2 8.2 12.0 7.4 11.4 6.6 10.8 5.8 10.1 5.5 9.8 4.7 9.1 

SSW 8.7 12.4 8.5 12.2 7.8 11.7 7.0 11.1 6.2 10.5 6.0 10.3 5.0 9.4 

S 10.5 13.6 10.2 13.4 9.3 12.8 8.4 12.2 7.4 11.4 7.0 11.1 5.9 10.2 

註：1.目標區為 119.97°E、23.15°N、水深-55m 
2.波高單位：m、週期單位：sec 

資料來源：台南海岸復育規劃,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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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台南海岸的設計波浪與潮位表 

海域 
重現期(年) 

八掌溪 曾文溪 

颱風波浪(m) 颱風潮位(m) 颱風波浪(m) 颱風潮位(m) 

5 6.12 1.57 6.59 1.48 

10 6.59 1.70 7.47 1.59 

20 6.95 1.80 8.33 1.69 

50 7.33 1.92 9.44 1.80 

100 7.56 1.99 10.27 1.88 

150 7.69 2.03 10.75 1.92 

200 7.77 2.06 11.10 1.94 

250 7.83 2.08 11.36 1.96 
資料來源：民國 99 年經濟部水利署「強化台灣西南地區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災害調適能

力研究計畫 1/2｣。 
 

(三) 潮汐 

為瞭解計畫區

附近之潮汐特性，茲

蒐集水利署於台南

設置之將軍潮位站

資料，其歷年之觀測

結果詳如表 2-8 所

示。由表可知，在民

國 68～90 年期間，

在將軍潮位站測得

之 最 高 高 潮 位 為

1.52m，最低低潮位

為-1.12m，平均潮位

與平均潮差分別約

為 0.24m 與 1.03m。 
 

表 2-8 將軍潮位站之潮位統計值 
單位：m 

潮位站 將  軍 

潮  位 68～90 年 

最高高潮位 (HHWL) 1.52 

大潮平均高潮位 (HWOST) 1.00 

平均高潮位 (MHWL) 0.76 

平均潮位 (MWL) 0.24 

平均低潮位 (MLWL) -0.27 

大潮平均低潮位 (LWOST) -0.64 

最低低潮位 (LLWL) -1.12 

平均潮差 (MR) 1.03 
資料來源：海岸水文氣象年報(90 年)-將軍測站(1979

～2001)，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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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流與潮流 

台南沿海以黑潮最重要，黑潮發源於菲律賓北海面，主流沿

台灣東岸北上，支流經巴士海峽部份流入南中國海，部份沿西部

海岸北上；冬季時東北季風強勁多流入南中國海，夏季時受西南

季風推送多流入台灣海峽。 

本海域海流主要是潮流、恆流及風驅流，圖 2-2 為安平海域

全年及歷年四季海流流向玫瑰圖，由於此區是半日潮及全日潮之

綜合影響區，漲潮時由東南向西北流，退潮時是由西北向東南流。

且根據台南市近海海域長期之海流觀測資料顯示，台南沿海平均

海流流動方向主要以東南往西北方向移動。在流速方面，由民國

88 年 10 月至 99 年 11 月的海流觀測資料可知（詳表 2-9），表層

海流的平均流速大約為每秒 20.5 公分，流向為 SSE，而底層海流

因受海底摩擦效應影響，平均流速較低（約為每秒 4~5 公分），

且以潮流及短暫之風驅流成份為主。 
 

 
資料來源：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2010 年港灣海氣地象觀測資料年報(海流部份)” 

圖 2-2  安平 X 站歷年及四季海流玫瑰圖(民國 88~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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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安平 X 站歷年及四季海流觀測資料 
流速單位：cm/sec 

歷年統計 春 夏 

平均 
流速 

最大 
流速 流向 平均 

流速 
最大 
流速 流向 平均 

流速 
最大 
流速 流向 

20.5 147.3 SSW 17.8 69.5 NNW 25 147.3 SSW 

2010 年度統計 秋 冬 

平均 
流速 

最大 
流速 流向 平均 

流速 
最大 
流速 流向 平均 

流速 
最大 
流速 流向 

18.9 104.1 NNW 22.6 104.1 NNW 17.1 74 SE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

規劃」，民國 100 年 12 月 
 

(五) 海域底質、水質與海域生態 

1、 海域底質 

沿岸海底底質介於粉砂到中砂的範圍內，以細砂（粒徑

125~250μm）為主，中砂（粒徑 250~500μm）次之。頂頭額

沙洲以北 10~15 公尺水深處以細砂為主要分佈區域，以南至曾

文溪口間以細砂及中砂為主。鹽水溪口至安平港間在水深 2 公

尺處的海底底質以中砂為主，水深 5~15 公尺處則以細砂為主。 

行政院環保署近年來開始針對台南沿海區域進行海域環境

監測，採樣調查沿岸底質及水質，採樣地點如圖 2-3 所示。表

2-10 為 98 年及 99 年底質銅及鎳金屬含量分析結果，顯示網仔

寮汕北側銅及鎳金屬含量較高，國內土壤檢測基準銅及鎳金屬

各別為 220mg/kg 及 130mg/kg，檢測值皆遠低於監測基準，98
及 99 年相較之下無明顯升高，顯示重金屬累積現象不明顯。表

2-11 為 97 年台南海域底質重金屬含量分析結果，各項監測結果

皆遠低於監測基準，應該不會對生物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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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99 年度臺南縣海域環境監測及海污緊急應變計畫」 

圖 2-3  台南海域水質及底質測點位置圖 
 

取取排排水水  
位位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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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台南海域底質重金屬含量分析結果(99 年及 98 年) 
採樣時間 99.12.13 98.12.09 

檢測項目 

樣品編號 
Cu 

(mg/kg) 
Ni 

(mg/kg) 
Cu 

(mg/kg) 
Ni 

(mg/kg) 

TNS-1 八掌溪北側 3.75 13.9 5.04 18.5 
TNS-2 八掌溪河口 2.96 13.3 2.57 13.3 
TNS-3 八掌溪南側 3.02 13.9 5.39 21.6 
TNS-4 急水溪河口 3.75 14.8 2.27 14.5 
TNS-5 北門近海 3.59 14.7 2.15 14.4 
TNS-6 將軍溪北側 3.31 15.1 3.96 16.9 
TNS-7 將軍溪河口 2.98 14.2 2.78 16 
TNS-8 將軍溪南側 6.3 18.3 5.09 22.3 
TNS-9 網仔寮汕北側 10.5 23.1 15.1 30.6 
TNS-10 網仔寮汕南側 10.2 22.7 2.61 17.1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98、99 年度臺南縣海域環境監測及海污緊急應變計畫」 

 

表 2-11  台南海域底質重金屬含量分析結果(98 年 3 月) 

檢測項

目 

樣品編號 

Cu 
(mg/kg) 

Cd 
(mg/kg) 

Pb 
(mg/kg) 

Zn 
(mg/kg) 

Ni 
(mg/kg) 

Cr 
(mg/kg) 

Hg 
(mg/kg) 

TNS-1 8.6 ND 14.9 64.2 22.4 25.4 ND 

TNS-2 ND ND 7.32 32.7 11.8 11.4 ND 

TNS-3 6.56 ND 12.7 57.6 18.3 19 ND 

TNS-4 ND ND 8.02 40.2 13.7 12.5 ND 

TNS-5 ND ND 8.49 42.8 14.4 12.5 ND 

TNS-6 4.22 ND 13 55.6 17 14.8 ND 

TNS-7 2.8 ND 10.1 53.9 17.1 14.8 ND 

TNS-8 3.34 ND 13.8 57.8 17.7 13.6 ND 

TNS-9 3.01 ND 10.3 56.6 17.8 15.3 ND 

TNS-10 3.43 0.08 11.2 60.6 18.7 16.5 ND 
註：”ND”表低於偵測極限。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97 年度臺南縣海域環境監測及海污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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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域水質 

行政院環保署於台南市沿海地區共設有 6 個水質監測站，

包含 5 個二仁溪口沿海海域監測站及將軍溪南側，民國 98～101

年 4 月採樣監測結果顯示詳表 2-12。各測站均可以符合「海域

環境分類及海域環境品質標準」中之乙類海域水體。全年水溫

在 14.3～33.1℃之間，以 2 月份最低，8 月份最高。 

行政院環保署近年來針對台南沿海區域進行海域環境監

測，採樣調查沿岸底質及水質，採樣地點如圖 2-4 所示。表 2-13

為 99 年台南海域海水水質分析結果，顯示海域整體水質除總磷

有明顯升高外，其餘測項均屬正常範圍，推論為台南地區各流

域中上游農業及畜牧業發達所影響，總磷的測值因此偏高。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 

工程可行性規劃」，民國 100 年 12 月 

圖 2-4  七股潟湖及沙洲海域水質、底質 
與生態調查測站位置圖 



 

 

表 2-12  台南沿海溪流出海口水質監測結果 

項目 單位
將軍溪南側

(測站5)

二仁溪口南側

(測站4)

二仁溪口北側

(測站3)

二仁溪口外側

(測站2)

二仁溪口

(測站1)

二仁溪口外4海浬

(測站6)

氣溫 ℃ - 15~34.2 18.2~34.3 17.8~34.5 18.2~34.1 17.1~34.1

水溫 ℃ 22.6~29.4 21.4~31 20.5~30.8 20.9~31.1 19.8~31.3 21.9~31.7

鹽度
0/00 33~34 31.9~35 32.8~34.9 32.9~35 21~34.8 32.5~35.1

酸鹼值 - 8.1~8.3 8.1~8.3 8.1~8.3 8.1~8.4 7.9~8.3 8.1~8.3

導電度 (μmho/cm25℃) 50000~52000 - - - - -

溶氧(滴定法) (mg/L) - 6.3~7.8 6.4~7.4 6.4~7.8 4.7~7.4 6.5~7

生化需氧量 (mg/L) 2~2.4 - - - - -

懸浮固體 (mg/L) 5.2~33.5 3.2~11.4 2.7~14.9 2.6~12.1 4.2~27.3 <2~13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10~35 - - - - -

氨氮 (mg/L) 0.02~0.07 0.02~0.41 0.02~0.45 <0.01~0.07 0.01~4.92 <0.01~0.02

溶氧(電極法) (mg/L) 6~8.3 6.1~8 5.8~8.6 6.2~8 4.6~8.2 6.6~7.2

溶氧飽和度 (%) - 90.6~119 88.4~119.7 92.5~125.9 69.7~118.6 94~115

總磷 (mg/L) 0.012~0.046 - - - - -

硝酸鹽氮 (mg/L) 0.002~0.01 0.01~0.17 <0.01~0.04 <0.01~0.04 0.02~0.91 <0.01~0.02

亞硝酸鹽氮 (mg/L) 0.0013~0.05 0.002~0.06 <0.001~0.012 <0.001~0.007 0.003~0.333 <0.001~0.01

鎘 (mg/L)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鉛 (mg/L) - <0.000~0.002 <0.000 <0.000 <0.000 <0.0001~0.001

銅 (mg/L) 0.0003~0.0007 <0.000~0.002 0~0.001 0~0.001 0~0.003 0~0.001

鋅 (mg/L) 0.0038~0.0118 0.000~0.007 0.001~0.005 0.001~0.01 0.002~0.037 0.001~0.004

汞 (mg/L) <0.00024 <0.00 <0.00 <0.00 <0.00 <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民國100年12月。

測站 海域水質測站

 



 

 

表 2-13  台南沿海海域水質監測結果(99 年 12 月) 

表層 33.4 3.1 2.7 <10 8.0 20.7 7.4 101.2 8.1 0.070 0.11 <0.5 <2

底層 34.8 2.6 1.7 <10 3.1 21.2 7.0 96.8 8.1 0.031 0.04 <0.5 <2

表層 33.4 2.8 3.7 10 3.6 20.5 7.5 101.7 8.1 0.082 0.13 <0.5 <2

底層 34.2 3.0 5.2 10 6.2 20.2 7.2 98.0 8.1 0.082 0.07 <0.5 <2

表層 34.4 2.0 1.7 <10 4.1 20.4 7.7 104.7 8.1 0.060 0.06 <0.5 <2

底層 34.6 2.6 2.4 <10 3.3 20.6 7.3 99.7 8.1 0.049 0.04 <0.5 <2

表層 34.4 3.6 3.9 <10 4.3 20.4 7.9 106.8 8.1 0.063 0.07 <0.5 <2

底層 34.4 3.3 4.6 <10 4.0 20.3 7.6 102.7 8.1 0.032 0.06 <0.5 <2

表層 34.4 2.5 3.4 <10 5.7 20.9 7.8 107.4 8.1 0.065 0.07 <0.5 <2

底層 34.4 3.2 5.0 10 4.1 20.8 7.6 103.3 8.13 0.057 0.07 <0.5 <2

表層 35.0 1.2 1.3 <10 3.1 22.5 7.5 106.1 8.1 0.034 0.07 <0.5 <2

底層 34.8 3.3 3.6 <10 3.8 22.0 7.2 100.6 8.2 0.050 0.08 <0.5 <2

表層 35.1 1.1 2.1 <10 5.5 23.0 7.0 99.3 8.1 0.049 0.03 <0.5 <2

底層 35.1 2.4 3.8 <10 4.5 22.9 6.9 97.7 8.13 0.024 0.07 <0.5 <2

表層 35.0 1.5 1.6 <10 5.7 23.0 6.8 97.4 8.1 0.021 0.06 <0.5 <2

底層 35.0 2.7 2.9 <10 4.2 22.9 6.8 96.1 8.1 0.070 0.05 <0.5 <2

表層 35.0 0.8 1.6 <10 2.7 24.0 6.8 98.2 8.1 0.025 0.05 <0.5 <2

底層 35.1 1.8 2.8 <10 3.5 23.8 6.6 95.7 8.1 0.026 0.04 <0.5 <2

表層 35.1 0.3 0.2 <10 <2.5 25.1 6.7 99.2 8.2 0.057 0.05 <0.5 <2

底層 35.1 1.1 0.7 <10 <2.5 24.9 6.5 95.9 8.2 0.025 0.06 <0.5 <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民國1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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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水質檢測資料，台南沿海海域水質屬於乙類海域

水體，各海域測站所呈現的水質狀況大致相同，惟各河川出海

口海岸水質易受陸源污染物影響，導致 pH、生化需氧量及總磷

升高與溶氧量降低等情形，因此海淡廠取水位置應盡可能遠離

河川出海口。 

3、 海域生態 

本計畫蒐集鄰近計畫區之海域生態資料，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計畫區海域生態資料 

地區 綱分類 中    文    名 

北門海岸區 

條鰭魚綱 大眼海鰱、夏威夷海鰱、青彈塗魚、綠斑細棘鰕虎魚 

輻鰭魚綱 大彈塗魚、長身鯊、虎齒鰕虎 

腹足綱 方格河口螺、細紋河口螺、環紋河口螺、象牙鳳螺、台灣鳳

螺 
雙殼綱 血蚶、銀蛤 

將軍海岸區 

條鰭魚綱 棘鰍、臥齒鯊、長身鯊、青彈塗魚、虎齒鰕虎、中國塘鱧、

盲條魚、日本發光鯛、黑邊鼬鳚 
輻鰭魚綱 平頜鱲、印度鰳、杜氏綾鯷、長鰜鮃、小條紋天竺鯛 

腹足綱 小笠原青螺、褐帶鶉螺、爪哇岩螺、象牙鳳螺、台灣鳳螺 

雙殼綱 西施馬珂蛤、刺牡蠣、日本西施舌 

七股潟湖區 

條鰭魚綱 
蝦魚、大齒斑鮃、花身鯻、短吻鰏、短棘鰏、頸帶鰏、點帶

叉舌鯊、虎齒鰕虎、大彈塗魚、綠斑細棘鰕虎魚、短頭跳岩

鳚、 

輻鰭魚綱 

斑馬紋多臂簑鮋、日本牛尾魚、凹鼻魨、單棘魨、大鱗鮻、

弱刺棘花鮨、南海斑鮃、黑邊鰏、短棘鰏、虎齒鰕虎、絲鰭

猴鯊、塘鱧、雲紋鰕虎、綠斑細棘鰕虎魚、大口逆溝鰺、浪

人鰺、多鱗鱚、多鱗鱚、花軟唇、胡椒鯛、星雞魚、鋸尾鯛、

烏伊蘭擬金眼鯛、花錐瘠塘鱧、銀鱗鯧、原長鰭天竺鯛、擬

雙帶天竺鯛、中線天竺鯛、銀湯鯉、五線笛鯛、彎月蝴蝶魚、

白吻雙帶立旗鯛、白頸赤尾冬、黃點赤尾冬、裴氏金線魚、

紅尾銀鱸、七帶豆娘魚、斑點雞籠鯧、纖鸚鯉、橫帶鸚嘴魚 

腹足綱 方格河口螺、細紋河口螺、環紋河口螺、長角海天牛、象牙

鳳螺、台灣鳳螺 
甲殼綱 切脊熟若蟹、異齒蟳、鈍齒短槳蟹、遠海梭子蟹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 
規劃」，民國 10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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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力發電 

(一) 風力發電特性 

風力發電原理係藉由風的氣動力作用轉動風扇，包括升力與

阻力，對葉片產生轉動扭矩，帶動齒輪發電機進而產生電力。風

能與風速的 3 次方成正比，風速越高時，所蘊藏的能量也就越大，

然而風力發電機無法將風能全部轉換為電能，平均輸出效率約在

20~40%之間。 

目前風力發電機葉片通常為 2~3 葉，風速約達每秒 3~4 公尺

時就會自動啟動，每秒 12~15 公尺時達到額定輸出，基於安全理

由考量，當風速超過每秒 25 公尺以上時便自動停機。藉由風力產

出的電力特性為： 

1、 分散式發電 

風力發電機組可分散設置，接近負載端可減少輸電距離，

降低輸配電的損失，為理想的分散式發電方式，對於偏遠地區

的電力供應，有莫大的幫助。 

2、 輔助性能源 

風力發電因風力時大時小，並非穩定的基載，無法當作主

要的民生供電來源，但可與一般的電網併聯使用，作為輔助性

能源，大幅節省對傳統能源的消耗。 

(二) 台灣風力發電區位 

台灣地區冬季時節季風強盛，根據經濟部能委會委託工研院

能資所與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之台灣風能調查顯示（詳圖 2-5），

台南沿海地區年平均風速約在每秒 4~6 公尺，極具風力發電開發

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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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

規劃」，民國 100 年 12 月 

圖 2-5  台灣地區平均風速分佈示意圖 
 

(三) 台灣本島西部風能特性 

台灣地區以東北季風為盛，主要風能集中於冬季，而夏季

用電尖峰用電期的風能反而較低，風力不穩定與用電尖峰季節

無法配合也是台灣發展風力發電所面臨的難題。由麥寮 4 套 660

瓩機組運轉紀錄（詳圖 2-6），可歸納本島西部風力發電特性如

下： 

1、 平均發電效率 

系統年平均發電效率（實際發電量/機組容量）約達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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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成效頗佳。 
 

 
資料來源：麥寮風力發電示範系統網站：wind.erl.itri.org.tw/demonstration 

圖 2-6  麥寮風力發電機組運轉紀錄(2000/12~2002/8) 
 

2、 冬季與夏季發電效率差距偏大 

丹麥致力推動風力發電，其夏、冬季的發電效率比例高達

55%，電力產出較為平均。然而本島 6~8 月最需要用電的夏天，

發電效率卻低於 10%，夏、冬季的發電效率比例僅有 16%。 

(四) 全球海水淡化廠結合風能應用說明 

根據 IDA 2008 年統計，全球共有 97 座利用再生能源的淡化

模廠與淡化廠，其中太陽能淡化廠與淡化模廠計有 83 座，12 座

為風力發電淡化廠與淡化模廠，可看出受限於再生能源無法穩定

供電與供電能力的限制，風力發電淡化模廠規模都在日產 100 立

方公尺以下，最大規模的風力發電海水淡化廠日產水量也僅有 960

立方公尺。 

由於海水淡化廠與發展綠色能源地點可能無法完全契合，以



 

2-19 

風力發電為例，未來海淡廠結合綠色能源的發展趨勢將走向海淡

廠保證收購綠色能源之間接使用方式。西澳 Perth 伯斯海水淡化廠

產水規模每日 14.4 萬立方公尺，採用保證收購等同於淡化廠耗電

量之風力能源，間接使用海淡廠北方約 260 公里處的 Emu Downs

風力發電機組產出電能（產出電力直接併入當地電力輸配系統），

此為全球海水淡化廠間接使用再生能源的首例。2010 年才開始營

運的澳洲 Sydney 雪梨日產 25 萬立方公尺海淡廠，也同樣採用間

接利用風力發電方式，達到減少海淡廠排放溫室氣體量的目標。 

(五) 海水淡化廠與風力發電結合運用初步分析 

若以每立方公尺海淡水耗能 4 度電粗估，日產 5 萬立方公尺

海淡廠供水耗能約為每年 8,760 萬度，日產 10 萬立方公尺海淡廠

供水耗能約為每年 17,520 萬度。如欲以風力發電機組供應海淡廠

全年用電總需求，各需設置 2,000 瓩風力發電機組 15、30 部，詳

如表 2-15 所示。 

表 2-15  風力發電機組實際發電量推估表 

機組 
數量 

單機規

模(瓩) 
總裝置 

規模(萬瓩) a 
年發電時

數(小時)b 

年平均

發電 
百分比 c 

理論年發電

量(萬度)d 
預估實際年發

電量(萬度)e 

15 2,000 3 8,760 34% 26,280 8,935 

30 2,000 6 8,760 34% 52,560 17,870 

備註：發電百分比採用麥寮風力發電機組實際運轉紀錄；d=a×b；e=c×d 
 

海水淡化廠需每日 24 小時不間斷產水，電力必須穩定供應。

台灣西部夏、冬季的發電效率比例僅有 16%，亦即冬季可發電量

超過需求量，夏季可發電量遠低於需求量。如欲滿足海淡廠夏季

用電需求，風力發電機組設置規模需再乘上 3.63（年平均發電比

例為夏季發電比例的 3.63 倍），共約需 55、109 部風力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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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0 瓩機組為例）。 

 

另台電公司目前收購民營風力發電廠產出電能的價格為每度

2.3834 元，而海水淡化廠電力支出若採用二段式電費計價，每度

電價格為 2.3 元。換言之，海水淡化廠間接採用風能的成本已與

直接使用台電公司電力所需支付費用相差甚微。 

綜合上述，可知風力發電因無法保持穩定供電狀態，僅適合

作為輔助能源，大型海水淡化廠無法直接使用，因此國際僅有小

型海淡模廠與風力發電結合的實例。建議海水淡化廠可仿效澳洲

大型海淡廠經驗，採用間接方式使用風力發電，由海淡廠營運單

位收購風力發電業者產出風能，海淡廠與風力發電機組毋須設置

同一地點，且兩者可分別推動，可達降低海淡廠二氧化碳排放量

與促進再生能源產業發展等目標。 

三、專用漁業權分佈 

近年來因遠洋漁業與近海漁業發展受到限制、沿海淡水養殖漸

轉為海水養殖且沿岸開發導致近海漁業資源受到衝擊，遂將沿海海

域依漁會劃分，以作後續的規劃與管理。台南沿海海域原包括台南

縣海域與台南市海域，台南縣與台南市漁會專用漁權範圍（民國 93

年底期滿）如圖 2-7 與圖 2-8 所示，但不包括漁業資源保育區、定置

漁業權區，區劃漁業權區、商港及漁港港區範圍及其航道之海域。

漁業權期滿至今已近 8 年，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尚未核准專業漁業

權。台南市漁會曾於民國 100 年 3 月 11 日於台南市政府召開初審審

查會，但因申請範圍涵蓋防波堤外的錨泊區，與安平商港港區有部

份重疊問題，因此仍未通過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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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 

工程可行性規劃」，民國 100 年 12 月 

圖 2-7  原台南縣漁會專用漁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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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 

工程可行性規劃」，民國 100 年 12 月 

圖 2-8  原台南市漁會專用漁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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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公園及保護區 

(一) 台江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為台灣第 8 座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民國 98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揭牌成立，全區南北長約 20.7 公里，總面積達

39,310 公頃。其中陸域範圍北起台南市將軍區青山漁港南堤，南

至台南市鹽水溪南岸，並以沿海公有土地為主，面積約為 4,905

公頃（如圖 2-9）。海域部分以沿海等深線 20 公尺為界，以及鹽

水溪至東吉嶼南端等深線 20 公尺所形成之寬約 5 公里，長約 54

公里之海域，面積為 34,405 公頃，佔全區比例 87.53%。 

有關台江之由來與發展可追溯至數百年前，西元 16 世紀中葉

以後，歐洲各國開始爭相發展航運，荷蘭人即曾經越洋攻佔澎湖。

據其所繪製之台灣島地形圖，已清楚描繪出台南安平的相關地理

位置。在安平以南有連續 7 個島嶼和台灣連接，因為形似鯨魚的

背部，所以被稱為七鯤鯓。七鯤鯓等列島所圍繞而成的內海，即

為台江內海。 

歷經百年來持續不斷的內海陸化、河川淤積等作用，台江國

家公園內遍布海埔地、沙洲以及潟湖，離岸沙洲島亦為其特殊海

岸景觀。河口溼地更為此區域中的重要自然資產，並且孕育出豐

富的溼地生態系統。歷史文化資源則係台江國家公園另一特色，

17 世紀鄭成功與荷蘭之戰役，開啟漢人大量來台拓墾之先河。而

早期居民的維生方式與當地獨有的自然環境，交互影響乃至發展

出此區域特殊的鹽田與漁塭景緻。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分為 5 種分區，以下分別說明各分區於國

家公園法之意義與其所包含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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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 

工程可行性規劃」，民國 100 年 12 月 

圖 2-9  台江國家公園地理位置與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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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管制區 

指國家公園區域內不屬於其他任何分區之土地及水域，包

括既有小村落，並准許原土地、水域利用型態之地區。七股潟

湖區、城西保安林區、鹿耳門溪沿岸區、鹽田生態文化村及 3

處漁塭區等。 

另海域部份則為一般管制區，區內之曾文溪口濕地與四草

濕地為國際級之濕地，具有珍貴紅樹林植群及濕地生態環境，

大自然演進發展之特殊地形，可維護生物多樣性，並保育黑面

琵鷺等重要物種。 

2、 遊憩區 

指適合各種野外育樂活動，並准許興建適當育樂設施及有

限度資源利用行為之地區。包含六孔碼頭服務區、南灣碼頭服

務區。 

3、 史蹟保存區 

指為保存重要歷史建築、紀念地、聚落、古蹟、遺址、文

化景觀、古物而劃定及原住民族認定為祖墳地、祭祀地、發源

地、舊社地、歷史遺跡、古蹟等祖傳地，並依其生活文化慣俗

進行管制之地區。包含南、北竹筏港溪區及四草砲台區。 

4、 特別景觀區 

指無法以人力再造之特殊自然地理景觀，而嚴格限制開發

行為之地區。包含網仔寮沙洲區、頂頭額沙洲區、七股重要野

鳥棲地區及濕地景觀區等。 

5、 生態保護區 

指為保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之天然生

物社會及其生育環境之地區。包含黑面琵鷺保護區及四草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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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區。 

(二) 北門沿海保護區 

位於台南縣北門鄉，北起八掌溪，南至將軍溪；東鄰台 17 號

公路，西界 20 公尺等深線，陸域總面積約 2981.5 公頃。急水溪

口以南的王爺港沙洲（新北港沙洲）與紅樹林生育地，則劃定為

自然保護區，其他水域及陸域均為一般保護區，如圖 2-10 所示。 
 

 
資料來源：農委會林務局，自然資源與生態資料庫 

圖 2-10  北門沿海保護區分界 
 

本區多泥質潮汐灘地，為傳統之淺海貝類養殖區，適於發展

底棲貝類養殖。水域所佔面積最廣，為本區內最主要之土地利用

類型，其中魚塭大多養殖虱目魚、蟳、蝦等。近海養殖分布於王

爺沙洲與陸域間之潟湖地區，主要以牡蠣養殖為主，另有主體分

布於本區南北兩側之將軍溪和急水溪之河道及河口地區。鹽田主

要為分布北門附近，建築主要沿著公路兩旁呈點狀分布，本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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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急水溪之河口附近有紅樹林分布。 

1、 自然資源之種類與特色 

本區海岸堆積作用旺盛，為海積地形，有海埔地（潮汐灘

地）、潟湖及離岸（濱外）沙洲。王爺港沙洲為離岸沙洲，以

新月丘及鯨背丘最為典型，沙洲因以潟湖和陸地相隔，多保持

自然風貌。沙洲北面林地因風沙不斷，林木逐漸埋積枯死，形

成之枯木與河沙景觀，尤具特色。王爺港沙洲與海濱間之潟湖，

水深約 2.3 公尺，低潮時出露為泥灘。 

本區內海岸植物包括紅樹林植物與沙洲植物。紅樹林植物

計有海茄苳、水筆仔、土沈香等。沙洲植物分布於王爺港小沙

丘者為濱水菜群落，較大沙丘為濱刺麥群落，內陸者主要馬鞍

藤群落。而海岸動物長期棲息於紅樹林生育地泥灘上的種類雖

不多，但數量卻相當可觀。北門附近常見螃蟹共有 14 種，其中

以招潮蟹居多，而蟳則具高經濟價值。紅樹林泥灘上常見貝類

有 8 種，文蛤為高經濟貝類，牡蠣則為重要養殖貝類。 

本區海域魚類可因棲息地不同而區分為潟湖魚類（沼澤魚

類）、沙質海底魚類及河口魚類等。潟湖魚類以彈塗魚、鑽嘴、

花身雞魚、吳郭魚、臭都魚等為主，潟湖外沙質海底魚類則以

鯔科、四齒魨科、鬚鯛科魚類為主，河口附近則常見沙鮻、烏

魚出沒。 

2、 保護措施 

(1) 海埔地之開發，需先行環境影響評估 

(2) 非經依法核准，不得改變地形、形貌 

(3) 除學術研究需要外，禁止砍伐或採集植物 

(4) 禁止踐踏或破壞沙丘及其植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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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禁止捕捉或干擾鳥類 

(6) 河川水污染之防治應儘速規劃辦理，嚴格管制水質 

(7) 水產資源之保育經營，應依漁業法相關規定嚴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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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 

一、海域地形測量 

(一) 測量地區及範圍：測量地區位於台南市七股區鹽田附近海域，

測量範圍北起將軍漁港、南至青山（鯤鯓）漁港，約為長 3 公

里、寬 2 公里之區域，工作範圍如圖 3-1 所示。 
 

L=0.5km

L=1.5km

L=0.5km
L=0.5km

L=1.5km
L=1.5km

 

圖 3-1  七股鹽田廠址取排水管線埋設工法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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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控制測量：為配合海域水深地形測量作業所需，進行控制測量

作業，包含測深用 GPS 定位儀之平面定位精度檢測、已知高

程控制點檢測及臨時驗潮站引測作業，本項外業工作已於 101

年 5 月 23 日~24 日間完成。 

(三) 海域水深地形測量：測量範圍 3 公里×2 公里，測線距離 50 公

尺，採用單音束聲納測量方式，測線偏離誤差範圍需在±10 公

尺內，測量成果包含地形圖繪製及 3D 地形圖展示，本項外業

工作已於 101 年 5 月 24 日~26 日間完成，共計施測 3 天。 

二、測量工作方法 

在海域地形測量作業前，除測線規劃、港口出海申請及相關準

備工作外，尚進行控制測量（含已知平面控制點 GPS 檢測、高程控

制點檢測及臨時驗潮站引測）、資料處理及測量成果製作等各工作，

各項作業方法分別說明如後，整體測量作業流程如圖 3-2。 

三、控制測量 

(一) 控制系統 

海域水深地形測量成果之平面坐標及高程系統，以公尺為單

位計至公分為止。本計畫採用之平面坐標及高程系統說明如下： 

1、 平面基準：採用內政部公告之 TWD97 二度分帶坐標系統。 

2、 高程基準：採用內政部 TWVD2001 一等水準系統為高程基準

（基隆中潮系統），並採用 98 年最新公告成果。 

3、 投影坐標系統 :採用經差 2 度分帶之橫麥卡托坐標系統

（TM2），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為 0.9999，中央子午線與赤道

之交點為坐標原點，橫坐標西移 250,000 公尺，中央子午線

採東經 121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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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開始

測量成果製作

成果繳交

作業準備、規劃

海域水深測量
測線規劃

DGPS導線及定位
(平面檢測)

驗潮站設置
(高程引測)

水深測量作業

審查

水深資料處理
及精度分析

審查

作業儀器
檢校

作業人員
勤前講習

作業區港口
出入証申請

陸域現地勘查
已知控制點清查

審查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控制測量資料平差計算

合格

平面控制點
DGPS檢測

高程控制測量

審查

不合格 不合格

資料庫系統

 

圖 3-2  測量作業流程圖 
 

4、 實際引用之已知控制點包含三等衛星控制點、TWVD2001 一

等水準點及台南海堤控制點，點位坐標高程詳表 3-1 所列，

控制點樁位指示如附錄五，點位分布位置如圖 3-3 所示。 
 
 



 

 

表 3-1  控制點坐標成果表 

序號 點號 
TWD97 坐標系統 TWVD2001 

一等水準高程

(m) 
說明 

縱坐標 N (m) 橫坐標 E (m) 

1 R140 2565887.254 160964.698 --- 三等衛星控制點 

2 G073 2569652.857 161565.097 1.601  TWVD2001 一等水準點 
3 G074 2568397.131 161589.137 2.320  TWVD2001 一等水準點 
4 FNO13 2566857.066 155725.399 4.375  台南海堤控制樁 

5 FNO15 2566408.101 155505.473 4.420  台南海堤控制樁 

6 BMJ --- --- 1.834  將軍漁港臨時驗潮站 

 

 

圖 3-3  控制點分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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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GPS 定位儀平面控制檢測 

為執行海域水深地形測量工作，依水深地形測量之定位要

求，可採用 RTK 即時動態衛星定位或 DGPS 差分衛星定位方式，

定位誤差（95%信賴區間）不得大於 2 公尺。因此，在水深測量

作業前，已將水深測量所用之 GPS 衛星定位儀，選取鄰近之已知

平面控制點「R140、FNO13、FNO15」等 3 點進行定位檢測，檢

視即時顯示之導航定位坐標與原成果坐標較差是否在 2 公尺以

內，若合格才可以此套 GPS 衛星定位系統進行水深測量作業。本

次檢測結果詳表 3-2 所示，水深測量所用之 GPS 衛星定位儀平面

定位誤差在 2 公尺內，可作為水深測量平面定位之用，GPS 定位

儀檢測情形如圖 3-4。 

(三) 高程控制測量 

1、 採用內政部公告之一等水準點，經檢測 2 點以上合於精度規

範要求後，作為本計畫高程控制測量之施測依據，本計畫於

101 年 5 月 24 日檢測「G073、G074」等 2 點一等水準點。 

2、 施測儀器採用自動電子水準儀搭配條碼尺自動記錄，儀器最

小讀數需在 0.1 毫米(含)以下，每公里往返觀測標準誤差須在

2 毫米以下。 

3、 以直接水準方式往返觀測，閉合於不同之兩控制點上，並加

讀視距，前後視距離約略相等且以不大於 60 公尺為原則。 

4、 本計畫直接水準觀測之往返閉合差皆在±7√K 毫米（K 為水

準路線之公里數）以內符合規範要求，已知水準點「G073、

G074」檢測之高程差與原高程差之較差，亦在±12√K 毫米以

內符合規範要求，故依檢測合格後之一等水準點「G073、

G074」作為高程控制測量之依據。已知一等水準點檢測結果

詳表 3-3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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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水深測量 GPS 衛星定位儀檢測記錄表 
檢測日期:101/05/23 

GPS 定位儀:Hemisphere A100 DGPS 差分式衛星定位儀 

檢測 

點位 

TWD97 已知坐標 TWD97 檢測坐標 坐標較差 定位誤差 
檢測 

結果 縱坐標 N1 
(m) 

橫坐標 
E1(m) 

縱坐標 N2 
(m) 

橫坐標 
E2(m) 

dN =N2-N1 
(m) 

dE =E2-E1 
(m) 

√(dN* dN+ 
dE*dE)(m) 

R140 2565887.254 160964.698 2565886.33 160965.45 -0.92 0.75 1.19 合格 

FNO13 2566857.066 155725.399 2566856.27 155726.59 -0.80 1.19 1.43 合格 

FNO15 2566408.101 155505.473 2566406.93 155506.74 -1.17 1.27 1.73 合格 

 

  

  

圖 3-4  GPS 衛星定位儀控制點檢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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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已知高程控制點檢測表 

起點 終點 資料高差 檢測高差 高程較差 測段 
距離 

規範 
精度 檢測 

結果 
點號 高程值 

H1(m) 
點號 高程值 

H2(m) 
dH1= 

 H2-H1 ( m ) dH2(m ) dH2- dH1 
(mm) K(km ) 12*√K 

(mm) 

G074 2.3200 G073 1.6006 -0.7194 -0.7193 0.1 1.31 13.7 合格 

 

5、 已知高程控制點（一等水準點）檢測合格完成後，由一等水

準點「G074」出發連測至本計畫自行設置於將軍漁港之臨時

驗潮站「BMJ」，測得其高程為 EL.1.834 公尺，以此點於水

深測量作業期間量測潮位漲落之高度，以便將海域水深地形

測量成果經潮位修正後歸算至陸域一等水準高程基準上。 

6、 水準測量觀測路線如圖 3-5，作業情形如圖 3-6 所示，水準測

量計算及觀測記錄資料詳見附錄五。 
 

 

圖 3-5  直接水準測量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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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直接水準測量作業情形 
 

四、海域水深地形測量 

(一) 水深測量作業方法 

海域水深地形測量採用單音束水深測量方式施測，水深測量

作流程如圖 3-7 所示。作業方

式主要是以測深儀測深，搭

配 GPS 衛星定位系統定位，

並配合周邊設備如湧浪補償

儀、聲速剖面儀、潮位儀等

施測。採用的單音束測深儀

為 RESON NaviSound 210 型

單頻測深機（圖 3-8），測深

儀 所 用 頻 率 為

200KHZ-210KHZ 之高頻音

鼓，測深解析度可達 1 公分（優於 0.1%），並包含類比式測深紙

帶。水深地形測量各項作業步驟分述如下： 

 

圖 3-8  RESON NaviSound 
單音束測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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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測量 船隻導航及定位船隻姿態角觀測

歸算後之水深資料

資料檢核

水深資料
計算 精度分析 模組化

不合格

合格

水深資料收集

水深資料修正

水深成果製作

水深資料檢核 計算

GPS檢測
Bar Check

儀器檢校

合格

不合格

儀器檢校測試

資料處理
雜訊剔除

潮位觀測 聲速剖面量測

水深測量成果製作
地形圖 斷面圖 …  

圖 3-7  水深測量作業流程圖 
 

水深測量所用之測深儀是利用聲波在水中傳遞的時間來計算

水下深度，利用水下音鼓感測器，由主機送出固定頻率的聲波，

藉由聲波離開感測器到接收到同一組反射聲波所需時間（聲波來

回所需時間），計算出感測器至水底的距離（如式 3-1）。在水深

測量作業時，必須先於測聲儀中進行水中聲速設定，並於水深測

量作業時以聲速剖面儀精確量測，以便後續水深計算時進行修

正。水深地形深度計算如式 3-2 所列，水深測量作業示意如圖 3-9。 



 

3-10 

 

 

圖 3-9  水深測量作業示意圖 
 

Dp＝（Vs×Δt/2)+Dr ..................................................  (式 3-1) 

式中 Dp 為水深測量測深值 

Vs 為水中聲速(測深儀設定值) 

Δt 為測深儀發射音波於感應反射波之時間差 

Dr 為測深音鼓吃水深度 

海床高(Sb)=潮位高(Hd)-【測深值(Dp)-湧浪補償改正量(Hv)+

聲速改正量(Vc)】 ......................................................  (式 3-2) 

(二) 測線規劃 

依測量範圍北起將軍漁港、南至青山（鯤鯓）漁港，約為南

北長 3 公里、東西寬 2 公里之區域，水深測線以垂直岸線方向佈

設，每 50 公尺施測一條主測線，並每 250 公尺施測一條平行岸線

之檢核測線，測點間距小於 5 公尺，測線偏離誤差範圍需在原規

劃測線±10 公尺內，且達 90%以上之合格率。水深測線規劃如圖

3-10 所示，本計畫水深測量外業作業日期為 101 年 5 月 24 日~ 26

日，共計施測 3 天，實際水深測量軌跡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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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海域水深測線規劃圖 

 

 

圖 3-11  海域水深測量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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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實測水深資料計算測線偏離誤差在±10 公尺內之合格

率，經逐一計算各測線之觀測點數及合格點數，統計如表 3-4。總

計施測 71 條測線，其中測線編號 01~62 為主要測線、測線編號

63~71 為檢核測線，各測線測點偏差之合格率皆達 90%以上，若

以總體觀測量來看，總計觀測 51,318 點，合格點數為 50,268 點，

合格率達 97.95%，另總計施測里程約 180 公里，平均測點間距約

3.5 公尺/點。 

表 3-4  水深測量測線間距誤差統計表(1/2) 

測線 

編號 
檢測 

點數 
合格點數 

合格率 測線 

編號 
檢測 

點數 
合格點數 

合格率 
(誤差在±10m 內) (誤差在±10m 內) 

1 839 770 91.78% 37 672 650 96.73% 

2 1064 1058 99.44% 38 632 623 98.58% 

3 563 563 100.00% 39 660 634 96.06% 

4 642 642 100.00% 40 625 623 99.68% 

5 579 579 100.00% 41 669 661 98.80% 

6 623 623 100.00% 42 628 604 96.18% 

7 601 601 100.00% 43 674 674 100.00% 

8 647 647 100.00% 44 636 636 100.00% 

9 605 591 97.69% 45 681 672 98.68% 

10 653 633 96.94% 46 642 642 100.00% 

11 602 602 100.00% 47 666 647 97.15% 

12 627 617 98.41% 48 640 621 97.03% 

13 607 607 100.00% 49 646 646 100.00% 

14 653 624 95.56% 50 620 612 98.71% 

15 657 653 99.39% 51 646 646 100.00% 

16 654 648 99.08% 52 720 667 92.64% 

17 678 644 94.99% 53 735 731 99.46% 

18 696 691 99.28% 54 833 785 94.24% 

19 790 790 100.00% 55 715 705 98.60% 

20 746 723 96.92% 56 713 713 100.00% 

21 759 759 100.00% 57 683 676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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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水深測量測線間距誤差統計表(2/2) 

測線 

編號 
檢測 

點數 
合格點數 

合格率 測線 

編號 
檢測 

點數 
合格點數 

合格率 
(誤差在±10m 內) (誤差在±10m 內) 

22 744 744 100.00% 58 713 694 97.34% 

23 817 817 100.00% 59 684 682 99.71% 

24 746 746 100.00% 60 684 654 95.61% 

25 845 820 97.04% 61 606 546 90.10% 

26 758 718 94.72% 62 485 441 90.93% 

27 799 799 100.00% 63 896 826 92.19% 

28 771 730 94.68% 64 1033 1031 99.81% 

29 760 760 100.00% 65 929 914 98.39% 

30 733 694 94.68% 66 1158 1130 97.58% 

31 726 719 99.04% 67 989 971 98.18% 

32 643 637 99.07% 68 1069 1045 97.75% 

33 638 635 99.53% 69 932 932 100.00% 

34 637 637 100.00% 70 944 920 97.46% 

35 657 648 98.63% 71 857 806 94.05% 

36 644 639 99.22%   

總計 
總測線數 : 71 條 合格測線數 : 71 條 測線合格率 : 100% 

總測點數 : 51318 點 合格測點數 : 50268 點 測點合格率 : 97.95% 
 

(三) 率定測試：單音束測深機架設完成後，在測深作業前施行檢校

板檢校（Bar Check）測深機之正確性，原則上以校正板檢校

來檢核測深儀之系統誤差、水中聲速設定及音鼓吃水深設定是

否正確。率定時先以聲速剖面儀量測水中聲速剖面值，求取平

均聲速值設定於測深機內，再依不同深度釋放檢校板並讀取測

深機之讀數，檢校板之釋放深度以水面為基準面，深度每 1 公

尺測定一次，並製作成檢校記錄表，檢視儀器精度是否在合理

範圍內，一般應在±10 公分以內為宜，本計畫檢校記錄詳表 3-5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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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水深測量 Bar Check 檢測表 
工作名稱：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檢測日期：101/05/24 

檢測地點：台南青山漁港 

測量人員：楊宜男 

測深儀型號：RESON NaviSound 210 

檢校盤施放深度(A) (m) 測深機量測深度(B) (m) 深度較差 C=A-B(m) 

1.00 0.96 0.04 

2.00 1.97 0.03 
檢測日期：101/05/25 

檢測地點：台南青山漁港 

測量人員：楊宜男 

測深儀型號：RESON NaviSound 210 

檢校盤施放深度(A) (m) 測深機量測深度(B) (m) 深度較差 C=A-B(m) 

1.00 1.03 -0.03 

2.00 2.05 -0.05 
檢測日期：101/05/26 

檢測地點：台南青山漁港 

測量人員：楊宜男 

測深儀型號：RESON NaviSound 210 

檢校盤施放深度(A) (m) 測深機量測深度(B) (m) 深度較差 C=A-B(m) 

1.00 1.05 -0.05 

2.00 2.04 -0.04 
 

(四) 儀器架設偏移修正：以船隻重心為相對坐標之中心，船隻重心

至船首方向為基準方向，在安置測深系統的各項裝置時記錄並

繪製各裝置的相對位置以茲修正計算（如圖 3-12），其中包括：

音鼓吃水深（音鼓至水面距離）、音鼓平面位置（音鼓架設於

船隻上的相對位置）、定位儀平面位置（定位儀架設於船隻上

的相對位置）、定位儀高程（定位儀至水面距離）、運動姿態感

測器或湧浪補償器位置（姿態感測器架設於船上的相對位置）

等。因測深音鼓與 GPS 定位儀天線盤是安置於同一隻測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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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平面位置是相同的，即測深位置與定位位置是一致的，可

免除平面位置的偏移修正，只需將音鼓吃水深加入改正即可。 
 

 

+X-X

-Y

+Y

船隻重心

船隻坐標系統

dX
dY

湧浪補償儀 音鼓

水
面

GPS天線盤

-dH3

+dH2

平面位置 高程位置

註:船隻坐標系統是以船隻重心為相對坐標重心     
   船隻重心至船首方向為基準方向 

 

圖 3-12  水深測量儀器架設示意圖 
 

(五) 湧浪補償觀測 :本計畫在執行海域水深測量時，全程安裝

Kongsberg MRU-Z 運動姿態感測儀記錄湧浪之高低起伏量，以

補償測深時因波浪起伏振動所造成之高程誤差，提昇水深測量

的精確性。此儀器之湧浪補償量測誤差不超過波高（Heave）

高度 5%或 5 公分（取大者）。 

(六) 船隻導航及定位 

1、 本計畫定位方式採用 DGPS 差分式衛星定位測量，配合測深

儀記錄測深時刻的位置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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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PS 衛星定位儀平面定位精度需優於 2 公尺（95%信賴區間

內）。於水深測量進行前於陸域上尋找已知平面控制點作檢

測，檢測成果需符合定位規範標準後方可使用。GPS 定位儀

檢測成果詳如表 3-2 所列。 

(七) 潮位觀測 

1、 水深測量必須作潮汐修正，以便消除不同時間水面高低起伏

的變化並將所測得的深度改算至同一高程基準上。水深測量

期間在將軍漁港碼頭設置臨時驗潮站「BMJ」，以人工量測

方式每 6 分鐘觀測潮位高度變化，並購買中央氣象局將軍漁

港之潮位資料進行比對檢核，以潮位觀測資料推算測區不同

時間之潮汐基準面（高度），作為潮汐修正之依據。 

2、 經檢核自行量測之潮位資料與中央氣象局之潮位資料，兩者

潮位趨勢（頻率、振幅）相同，但有一平均差值 11 公分，由

於本計畫實施高程控制測量（水準測量）時有一併聯測臨時

驗潮站之高程值，高程基準為 TWVD2001 一等水準系統，故

兩者潮位差異應為中央氣象局潮位站高程系統之差異所造

成。 

3、 臨時驗潮站「BMJ」高程以直接水準測量方式自一等水準點

「G074」引測，測量規範及要求同高程控制測量，直接水準

觀測之往返閉合差不得超過±7√K 毫米（K 為水準路線之公

里數）。 

4、 將潮位資料繪製成潮位曲線圖（潮位高/時間），檢視潮位量

測的正確性，查看是否有奇異值，並檢視當地潮位變化狀況。 

5、 將量測之潮位資料製成潮位記錄表，並記載觀測日期、時間、

地點、天候、潮位站高程、潮位觀測方式等。潮位觀測記錄

及觀測曲線圖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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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將所測得之水深測量值化算至高程基準面 TWVD2001 一

等水準系統上，需加入潮位改正資料，潮位觀測為每 6 分鐘

觀測一筆，若水深測點"A"之測量時間為 （介於時間 與 之

間），已知將軍中心漁港臨時驗潮站「BMJ」於 時間之潮

位高為 ，於 時間之潮位高為 ，則此測點"A"於 時間之

潮位高 可由內插計算求得，其計算公式如下： 

 .......................  (式 3-3) 

式中 Hd 為潮位高 

7、 潮位觀測情形如圖 3-13 之左圖，潮位觀測曲線圖如圖 3-13

之右圖。 
 

  

圖 3-13  潮位量測情形(左圖)及潮位曲線圖(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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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聲速量測 

1、 每日測量前於測區附近量測第一次聲速剖面，並在測量作業

時選擇測區約最深水域量測第二次聲速剖面，若於測量期間

氣候變化遽烈導致水中溫差變化大，則再次量取水中聲速剖

面，增加聲速量測次數以求正確測得水中聲速的變化，精確

修正水深測量成果。 

2、 使用 VALEPORT MIDAS SVP 500 聲速剖面儀，此為直接量

測式聲速儀，量測聲速之最小記錄單位可達 0.01 公尺/秒，記

錄時視測區深度及聲速變化情況而定，取樣頻率為 1Hz  （每

秒觀測 1 筆）。 

3、 因水中聲速隨著水中溫度、壓力及鹽度不同而改變，水溫每

增加 1℃，聲速約增加 4.5 公尺/秒，深度（壓力）每增加 100

公尺，聲速約增加 1.7 公尺/秒，隨著各層水深聲速的不同造

成整個水深測掃斷面產生聲速折射現象（圖 3-14），進而影

響水深量測成果，因此每次測量於測區範圍水深最深處量測

聲速剖面，量取水層中聲速的剖面變化，作為水深測量之校

正因子，才能精確改算測量深度，以求得精確的海床深度，

若於測量期間氣候變化遽烈導致水中溫差變化大，則增加量

測次數求得正確的聲速變化。水深測量聲速改正計算公式如

式 3-4 所列。 

Vc＝Dp×（Vt-Vs）/Vs ..............................................  (式 3-4) 

式中 Vc 為聲速改正量 

Dp 為測深值 

Vt 為實際量測水中聲速值 

Vs 為測深儀設定聲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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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各層水中聲速所造成聲波傳遞折射現象示意圖 

 

4、 由式 3-4 可知，當測深儀發射音波與感應反射波之時間差Δt

固定時，測深值與水中聲速值成正比關係。若以測量水深

20.00 公尺，測量時儀器內原始設定聲速值為 1,530 公尺/秒為

例，若實際量測之水中聲速值為 1,540 公尺/秒時，實際水深

應為 20.13 公尺。 

5. 聲速量測時製作聲速剖面記錄圖表，除記載聲速剖面值外，

並記錄量測日期、人員、儀器及天候狀況等資訊。水中聲速

觀測記錄詳見附錄五。 

6. 水中聲速剖面量測情形如圖 3-15 之左圖，所展繪之聲速剖面

如圖 3-15 之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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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聲速剖面量測情形(左圖)及水中聲速剖面圖(右圖) 
 

(九) 測深記錄：在水深測量完成後，提供測深相關記錄供備查，單

音束水深測量包含測深記錄紙（測深帶），測深記錄紙內容包

含測量時間、音鼓吃水深、測深值（地形剖面）及儀器型號等

資訊，另提供測深記錄電子檔（註：正確之測深記錄電子檔需

於內業後處理中核對測深記錄紙，將電子檔中奇異或雜訊的測

深值修正之）、測深儀 Bar check 檢校記錄、定位儀檢校記錄、

潮位觀測記錄、聲速量測記錄等，並填寫水深測量作業記錄

表，包含水深測量的作業日期、起迄時間、海象天候、風浪大

小、作業人員、水深測量儀器、儀器架設偏移參數、引用的潮

位站資料、水中聲速資料及處理軟體等，以利資料處理及後續

查核。 

(十) 水深測量資料處理 

1、 先逐一對單一測線初步篩除可疑的水深資料，如訊號品質不

佳的水深值、異常的水深值及定位品質不佳的水深點。單音

束測深儀可利用有自動標式時間、深度的類比式測深圖紙檢

核有問題的水深資料，藉以修正水深值。加入各項修正資料，

包含潮位資料、聲速剖面資料、儀器架設偏移參數、船隻運

動姿態（含湧浪補償）資料等，可得到歸算後的水深資料，

水深資料處理作業流程如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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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水深資料處理流程圖 
 

2、 整合同一測區的測深資料，利用資料間的相互重疊或交錯部

分來比較其差值以剔除不符的水深點，並計算測量成果之精

度是否符合水深測量規範。成果精度檢核方式以統計主測線

與檢核測線二測線交錯位置最接近點位之成果誤差量，水深

精度要求（95%信賴區間）不得大於[a2+(b*d)2]1/2 公尺為原

則，式中 a=0.5、b=0.013、d 為水深（公尺）。經檢核本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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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測量成果，檢核點數為 567 點，合格點數為 567 點，合格

率達 100.0%，高程較差平均值為 0.00 公尺，高程較差中誤差

為±0.09 公尺，水深地形高程較差分布如圖 3-17 所示。 
 

 

圖 3-17  深測量高程較差分布圖 
 

3、 水深測量作業情形如圖 3-18，水深測量工作記錄詳見附錄五。 

(十一) 數值地形圖及 DEM 數值高程模型製作 

1、 等高（深）線之繪製以內插模式產生，依測點內插計算得正

交網格（GRID）或組成不規則三角網（TIN），再藉此內插

產生等高（深）線。 

2、 海域地形之等深線間距，視海域地形走勢變化及成圖比例尺

而定，本計畫等深線首曲線間距為 1 公尺，計曲線間距為 5

公尺，以選擇最小等深線間距且能清楚展示為原則，若於地

形變化遽烈處，於圖上呈現之等深線間距過密者（兩線間距

在 1 毫米內），可適當省略部份等深線、只保留最深及最淺

等深線而刪除其中併列之等深線或選擇更大一級之等深線間

距展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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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海域水深測量作業情形 
 

3、 將測得的海域水深資料及內插產生之等高（深）線，按規定

分幅編輯、圖面整飾（含圖廓、方格線、方格線坐標、圖號、

比例尺、地名、行政界線、圖幅接合表等），每一主題圖層

於編輯後必須為一完整圖層，且符合內政部頒定之「基本地

形圖資料庫圖式規格表」。 

4、 數值高程模型（DEM）製作：額外將地形測量成果製作成不

同間距（如 10 公尺、20 公尺、50 公尺或可視需求調整）數值

高程模型 DEM，利於作為地形成果之數值計算、地形侵淤比

對等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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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測量成果 

海域地形測量完成後已於 6 月 28 日及 7 月 3 日完成驗收作業，

相關驗收照片詳圖 3-19、圖 3-20 所示。 
 

  

圖 3-19  陸域平面控制點測量資料驗收照片 
 

  

圖 3-20  海域水深測量成果驗收照片 
 

地形圖成果包括圖幅接合表及圖例說明，地形圖上的等高線及

等深線間距以一公尺為原則，並於圖上清楚繪製坐標線、高程點、

地物、坡面及標示等地形圖上所應具備之元素。地形圖以 Autocad

繪圖軟體來製作其圖檔，並依各圖形物件類別以不同名稱之圖層分

別繪製建立。 



 

 

地形測量成果縮圖及 1/5000 地形圖，展示如圖 3-21~圖 3-22，

另依數值高程模型所製作之 3D 地形成果展示如圖 3-23。此成果有

助於了解計畫區之地形趨勢概況，利於規劃、研討及設計上的使用，

或作為成果展示及應用說明。 
 

 

圖 3-21  海域水深地形測量成果縮圖 
 



 

 

 

圖 3-22 海域水深1/5000地形圖
 



 

 

 

 

圖 3-23  海域水深地形 3D 色階地形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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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海域水深地形 3D 色階地形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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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域底質調查 

(一) 調查範圍與內容 

本計畫進行七股鹽田廠址海域底質調查，調查範圍為 3 公里×

2 公里，共 6 點位，其調查位置詳見圖 3-24（坐標整理於表 3-9）。

調查項目包括物理性分析（粒徑分析、乾密度、孔隙比）、水力

傳導係數、重金屬調查（鉻、鎘、鉛、銅、鋅、汞）、有機質調

查（有機碳、有機氮）。 

(二) 調查目的 

本項調查工作中物理性分析（粒徑分析、乾密度、孔隙比）、

水力傳導係數之調查結果提供作為取水工設計的參考依據，例如

若採用浸沒式取水方式，則必須於海床下設置濾層提供初步砂濾

功能，此時濾層設計需考量濾層材料的級配。 

而重金屬（鉻、鎘、鉛、銅、鋅、汞）、與有機質（有機碳、

有機氮）的調查數據則代表取水口附近背景資料，可提供作為海

水淡化製程調整的參考。 

(三) 調查作業與結果 

本項工作已於 101 年 7 月 3 日完成採樣工作，底泥採樣方法

係依照環保署的規定（附錄六）辦理。各項目調查結果整理如下： 

1、 粒徑分析 

(1) 依照國家標準方法 CNS11776 進行分析，研判土壤級配優良

與否，並作為土壤分類。由粒徑分析試驗可得土樣之粒徑分

布曲線，曲線較陡表示各粒徑大小相當，是為均勻級配；曲

線平緩表示土樣涵蓋各種粒徑，級配良好。 



 

 

 

圖 3-24  海域底質調查位置分佈 
 

(2) 估計粗粒土壤之滲透性，使用 Hazen（1911）經驗公式

K=C1D10
2；其中 K 為滲透係數（cm/s），C1= cw

µ
γ ，

µ
γ w 為水

單位重與黏滯係數之比(
scm ⋅

1 )，c=1.5×10-3 為經驗常數，D10

為粒徑分布曲線上累積通過百分比為 10%所對應之粒徑

（m）。 

2、 乾密度γd： 

γd= V
Ws ，其中 Ws 為固體土粒重量（kg），V 為土壤的體積

（m3）；依照國家標準方法 CNS1163 進行分析。 

3、 孔隙比 e： 

e=
s

v

V
V ，其中 Vv 為孔隙所佔的體積（m3），Vs 為固體土粒

所佔的體積（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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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力傳導係數： 

藉由土壤粒徑分析試驗所得之 D10 值，可由 Hazen（1911）

經驗公式推得水力傳導係數。其中，水單位重與黏滯係數和溫

度的關係整理如下表 3-6。 

表 3-6  水單位重與黏滯係數和溫度之關係 

溫度 T(℃) 水單位重 γw(103
3m

N ) 黏滯係數 μ(10-3
2m
sN ⋅ ) 

0 9.806 1.787 

5 9.807 1.519 

10 9.804 1.307 

15 9.797 1.139 

20 9.789 1.002 

25 9.78 0.89 

30 9.765 0.798 
 

綜合以上所述，各測點海域底質的物理性分析與水力傳導

係數之結果整理如表 3-7。 

由表 3-8 海域底質土壤分類整理可知，測點 1 在土壤分類

上屬於砂土，測點 2~測點 5 屬於砂質土壤，測點 6 則屬於泥質

粘質壤土。 

5、 有機質與重金屬： 

各測點有機質與重金屬含量分析結果詳表 3-9，其中各測點

有機質含量均低，測點 6 最高，其有機質含量僅 1.48%，顯示

本區域未受有機質污染。 

而重金屬部分，經比對環保署土壤污染監測基準，本計畫

各測點之底泥重金屬含量均符合標準，顯示本區域未受重金屬

污染。



 

 

表 3-7  海域底質物理性分析與水力傳導係數 

測點 
名稱 

採樣 
日期 

乾密度 
rd 

(容積 
密度) 

土壤 
比重 
Gs 

孔隙比 
e 

孔隙率 
n 

水力 
傳導 
係數 

K 

粒徑分析(累積通過﹪) 

kg/m3 — — ﹪ m/s 
0.425 
mm 

(#40) 

0.150 
mm 

(#100) 

0.075 
mm 

(#200) 

0.035 
mm 

0.022 
mm 

0.013 
mm 

0.0091 
mm 

0.0065 
mm 

0.0032 
mm 

0.0013 
mm 

測點 1 101.07.03 1281 2.67 1.08 51.92 5×10-5~10-4 100.0 67.0 7.9 4.8 4.8 4.1 3.4 3.4 2.7 2.1 

測點 2 101.07.03 1267 2.63 1.08 51.92 10-5~5×10-5 100.0 66.0 12.0 5.5 4.8 4.8 4.1 3.4 3.4 2.1 

測點 3 101.07.03 1267 2.63 1.08 51.92 10-5~5×10-5 100.0 47.0 12.0 5.5 4.8 4.8 4.2 4.2 2.8 2.1 

測點 4 101.07.03 1313 2.65 1.02 50.50 10-5~5×10-5 100.0 49.0 21.0 12.5 11.1 9.7 5.5 5.5 4.2 2.8 

測點 5 101.07.03 1275 2.60 1.04 50.98 10-5~5×10-5 100.0 67.0 11.0 2.8 2.8 2.1 2.1 2.1 1.4 0.7 

測點 6 101.07.03 1048 2.57 1.45 59.18 ~10-10 100.0 98.0 89.0 72.1 69.5 59.2 54.1 46.4 33.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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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海域底質土壤分類 

 礫石﹪ 砂土﹪ 黏土﹪ 沈泥﹪  

測點 ＞4.75 
mm 

4.75~0.075 
mm 

＜0.002 
mm 

土壤分類 

測點 1 0 92.1 2.7 5.2 砂土 
測點 2 0 88.0 3.4 8.6 砂質土壤 
測點 3 0 88.0 2.8 9.2 砂質土壤 
測點 4 0 79.0 4.2 16.8 砂質土壤 
測點 5 0 89.0 1.4 9.6 砂質土壤 
測點 6 0 11.0 33.5 55.5 泥質粘質壤土 

 



 

 

表 3-9  海域底質有機質與重金屬含量分析 

測點 
名稱 採樣日期 座標位置 二度分帶座標 有機質

g/kg 

總有 
機碳

g/kg 

鎘

mg/kg 
總鉻

mg/kg 
銅 

mg/kg 
鉛

mg/kg 
鋅

mg/kg 
汞 

mg/kg 

測點 1 101.07.03 E120。

03'44.8" 
N23。

10'59.3" 154016.213 2564872.040 4.73 2.74 <1.08 12.3 <5.04 13.2 97.1 ND 
<0.087 

測點 2 101.07.03 E120。

03'37.3" 
N23。

11'00.4" 153803.134 2564907.255 5.91 3.43 <1.08 12.1 <5.04 12.7 31.8 ND 
<0.087 

測點 3 101.07.03 E120。

03'41.5" 
N23。

11'08.0" 153924.088 2565140.281 6.57 3.81 <1.08 14.8 5.24 14.5 34.6 ND 
<0.087 

測點 4 101.07.03 E120。

03'25.7" 
N23。

10'50.4" 153471.241 2564601.761 7.22 4.19 <1.08 16.5 6.78 16.6 41.7 ND 
<0.087 

測點 5 101.07.03 E120。

03'20.6" 
N23。

10'58.4" 153327.792 2564848.803 5.97 3.46 <1.08 11.4 <5.04 12.3 30.1 ND 
<0.087 

測點 6 101.07.03 E120。

03'27.6" 
N23。

11'07.9" 153528.763 2565139.759 14.8 8.61 <1.08 36.9 19.3 19.6 <11.7 ND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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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 
 

本計畫七股廠址位於台南市將軍區口寮段 206-7 地號土地上，前

期規劃已針對取水（海水）、排水（鹵水）、輸水（海淡水）等管線完

成現場勘查及既有管線調查等工作。本年度則針對海淡水與自來水混

合輸水工程進行可行混合方案研擬、調整池用地調查、混合方案功能

檢討及既有埋設管線補充調查等工作，以下說明工作成果。 

一、可行混合方案研擬 

前期規劃七股廠址產出之海淡水，透過 9.7 公里輸水專管併入

佳里區自來水幹管後，統一調配供應鄰近地區生活與工業用水使

用。本年度研擬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之後再供應用戶使用之可行方

案如下： 

(一)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 

由佳里興地區 Ø800 毫米輸水幹管（水源來自烏山頭淨水場）

引水，透過約 9.7 公里自來水 Ø800 毫米管線輸送至海淡廠廠區貯

水池，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之後再輸送至佳里區併入點，詳如圖

4-1。本計畫已針對台南海淡完成前供水區水力分析及本方案（方

案一）完成水力分析，結果詳圖 4-2 及圖 4-3 所示。 

由佳里興地區可引入混合用的自來水量上限約為每日 5 萬立

方公尺，海淡廠第二期工程完工後的總產水量為 10 萬立方公尺。

依自來水供給量上限（5 萬立方公尺）及海淡水出水量(10 萬立方

公尺)之最大輸送量進行水力分析結果顯示（圖 4-3），海淡清水

池最大輸出水量約為 17 萬立方公尺，海淡水與自來水於混合池混

合比例約為 2.7:1（海淡水約佔 70%，自來水約佔 30%），因此海

淡水與自來水混合後輸出量中海淡水約佔 12 萬立方公尺，此值符

合海淡產總產水量 10 萬立方公尺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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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七股鹽田廠址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供水方案 
(廠區內混合) 

 

前期規劃海淡水貯池設計容量為 1.28 萬立方公尺。海淡水貯

池如欲具備混合功能，以每日調節 3 次（每次 8 小時）計算，推

估每日總混合水量 15 萬立方公尺，則需另設置混合池容積為 5 萬

立方公尺，以深度 4 公尺推估，其需增加廠區用地面積約 3.2 公

頃。 

(二)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 

佳里區進學路（176 縣道）鄰近佳東路（台 19 省道）輸水幹

管，亦鄰近原海淡水併入點，規劃於舊佳里加壓站鄰近區位設置

混合池（詳圖 4-4）。本計畫已針對方案二進行水力分析，結果詳

圖 4-5 所示。 

 



圖 4-2  台南海淡完成前台南區民國105年最大日水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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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供水區民國110年 
最大日水力分析圖 

4-4 

海水淡化廠 
(混合) 

佳里(併入點) 

佳里興 

七股 

西港 

臺南大學 

安定 

大堰寮 

三股 

南科 

自來水流向 

混合水流向 



 

4-5 

 

 

圖 4-4  七股鹽田廠址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供水方案 
(佳里區新設混合池) 

 

可由麻豆區引入混合用的自來水量上限為每日 9 萬立方公

尺，自來水水源來自於烏山頭淨水場。海淡廠第二期工程完工後

的總產水量為 10 萬立方公尺。依海淡水最大輸送量及自來水供給

量上限進行水力分析結果顯示（圖 4-5）海淡清水池最大輸出水量

約為 21 萬立方公尺，海淡水與自來水於混合池混合比例約為 1.3:1

（海淡水約佔 57%，自來水約佔 43%），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後

目標輸出量之海淡水約每日 12 萬立方公尺，符合第二期總產水量

10 萬立方公尺之需求。 

混合池容積以每日調節 3 次（每次 8 小時）計算，每日總混

合水量 18 萬立方公尺，需使用混合池容積為 7.2 萬立方公尺，若

以深度 8 公尺推估，所需土地面積至少約 1.6 公頃。 

 



圖 4-5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二)-供水區民國110年 
最大日水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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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池及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因為方案二規劃於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因此本項工作將

進行方案二混合池及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一) 混合池用地調查 

方案二混合池預定設置位址以鄰近之原海淡水併入點為原

則，規劃設置於舊佳里加壓站鄰近區位。舊佳里加壓站位於原海

淡水併入點東南側約 1 公里處，加壓站周圍有幾塊完整之空地，

可作為混合池預定用地。舊佳里加壓站周圍用地情形及混合池預

定地候選土地詳見圖 4-6，土地地段地號及相關資料詳見表 4-1。 

(二) 輸水管線用地調查 

配合新設之混合池，海淡水管線初步規劃於前期規劃之原併

入點沿台 19 線後進入小道，並延伸至學進路上。海淡水及自來水

混合後經新設之輸水管線沿進學路於延平路相交處併入新併入

點，新設輸水管線規劃詳見圖 4-7。 

 

圖 4-6  混合池預定地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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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新設輸水管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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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混合池預定地土地資料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m
2
) 公私有地  

臺南市 
佳里區 

佳里段 

259 1,203  私有地 
260 412  私有地  
261 2,475  私有地  

261-1 1,432  私有地 
262 2,141  自來水公司  

251-3  338  私有地 
251-4  3,230  私有地 
3472 1,250  自來水公司  

3472-1 2,027  私有地 
3473  1,563  臺南市政府 

合 計 16,071 平方公尺，其中公有地 4,954 平

方公尺，私有地 11,117 平方公尺 

三、混合方案功能檢討 

海淡水與自來水先行混合之後再併入自來水管網系統的主要考

量為硼含量與管線腐蝕的疑慮，茲說明如下： 

(一) 硼（boron）含量 

自來水內硼含量多寡可能引起民眾飲用的心理疑慮，以及引

起工業用戶擔心影響產品品質的疑慮。 

1、 一般民眾 

世界各海域中硼的平均濃度約為 4.5 mg/L，與臺南海域海

水硼濃度差異不大。過去大眾對於硼是否可能危害健康仍未有

定見，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建議飲用水標準的硼濃度小於

0.5 mg/L，歐盟則規定飲用水標準的硼濃度為小於 1.0 mg/L。 

然而最新研究報告證實低濃度的硼有許多益處，像是增加

人體內鈣質的吸收、預防或減緩缺少維他命 D 所造成的骨質疏

鬆，也能夠促進軟骨的接合及復原（L. Johnson, 2007），世界

衛生組織亦於 2009 年建議將飲用水的硼濃度標準調整為 2.4 

mg/L，並於 2011 年實施，以確保飲用安全健康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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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用戶 

有鑑於新竹海水淡化廠推動期間，專管供應使用對象竹科

園區公會表示新竹科學園區廠商仍對海淡水的硼含量可能造成

半導體廠製程損害風險，前期規劃特別針對七股鹽田廠址可能

工業用水戶南科液晶專區－樹谷園區所有廠商（共 8 家）進行

海淡水使用意願調查（表 4-2），結果顯示海淡水可符合各廠商

製程、冷卻、鍋爐等原水水質要求，回覆意願調查的廠商對於

硼含量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相同標準 2.4 mg/L 的水質條件並無異

議。 

由於南科園區半導體廠商對於自來水硼離子濃度的進水標

準為 50ppb，本計畫海淡水即使混合自來水後仍無法低於此要

求，因此建議本計畫後續協商自來水公司，藉由供水調度讓南

科園區的供水由其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生用水與樹谷園

區的工業用水由海淡水供應，以發揮各水源最大功能。若需藉

由供水調度讓南科園區的供水由其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

生用水與樹股園區的工業用水由海淡水供應，則南科特定區之

15 之 25 號路自台 19 甲至南 133 之路段必須儘速開闢道路，以

利自來水公司 1500m/m 中管線之埋設。 

(二) 管線腐蝕 

不論採用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或佳里區新設混合池方案，

皆須提高單位供水成本。廠區內混合方案所需成本較高，但輸水

管線內皆為自來水或混合水；佳里區新設混合池方案自廠區輸送

海淡水至混合池，此管線的海淡水仍未經過混合，且混合池用地

取得問題尚須解決。 

一般經由逆滲透薄膜處理後的海淡水藍氏飽和指數 LSI<0 具

腐蝕性，故必需進行再礦化，藉由提高海淡水中 HCO3-及 Ca2+之

含量，使 LSI 值維持在 0 左右，此為國外海水淡化廠輸送海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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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操作經驗，技術純熟可行，可有效避免積垢沉澱或腐蝕管

材情形。海淡廠營運管理章程可訂定產水水質要求，包含藍氏飽

和指數需維持在±1 的範圍內，即可避免前述積垢沉澱或腐蝕管材

的情形發生。 

表 4-2  南科樹谷園區海淡水使用意願調查統計表 

項目 廠商數量(家) 

總用水量 

100 噸以下 3 

100~1,000 噸 2 

1,000~2,500 噸 1 

2,500~5,000 噸 1 

10,000 噸 1 

製程用水水質要求 

自來水標準 2 

純水 4 

超純水 2 

其他   

無製程用水 1 

冷卻用水水質要求 

自來水標準 6 

純水   

超純水   

其他 1 

無冷卻用水 1 

鍋爐用水水質要求 

自來水標準   

純水 3 

超純水   

其他   

無鍋爐用水 5 

是否知道海水淡化是許多歐美亞先

進國家自來水水源之一 
知道 8 

不知道   

是否有其它水質要求 

是   

否 4 

沒有意見，不缺水最主要 4 



 

4-12 

(三) 前期規劃建議 

國內飲用水水質標準雖未規定硼含量，然考量飲用安全與工

業水質要求，建議海淡水硼濃度含量標準比照世界衛生組織，以

小於 2.4 mg/L 為標準。  

(四) 新增工程經費估算 

本計畫估算新增工程所需經費詳表 4-3、表 4-4。 

表 4-3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新增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億元)  
備註 

廠區工程  

土地取得 ha 3.20  4,900,000  0.16    

填方 ha 3.20  6,800,000  0.22    

地盤改良 ha 3.20  17,000,000  0.54  

廠址原為鹽田，地層
屬厚層砂土，液化潛
勢高。改良工法採振
動擠壓砂樁工法。 

小計       0.92    

混合用自來水管線工程  

自來水管線埋設  m 10,780.00  65,000  7.01  
新增∮800、1200mm
自來水管 

輸水加壓站 式 1.00  － 0.25    

小計       7.26    

混合池工程  

土建工程 m
3
 43,000  5,000  2.50  

扣除前期規劃海淡

水 貯 池 設 計 容 量
後，尚需新增容量 

混合水加壓站 式 1  － 0.32  
原海淡水加壓設備
需再增加費用  

小計       2.82    

合計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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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 
新增工程經費估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億元) 
備註 

廠區工程  

土地取得 ha 1.61  91,000,000  1.47  以市價估算 

小計       1.47    

輸水管線工程  

1350mm 管線埋設 m 1,300.00  70,000  0.91  原輸水管線 
延伸段 

輸水加壓站 式 1.00    -0.16  
所需費用 
較原海淡水 
加壓設備少 

1350mm 管線埋設 m 730.00  70,000  0.51  混合水管線 

小計       1.26    

混合池工程  

土建工程 m
3
 72,000  5,000  3.60    

混合水加壓站 式 1.00  － 0.45    

小計       4.05    

合計       6.78    

 

經綜合評估工程數量、用地取得、地盤改良、動力費、新增工

程經費及供水區等因子，建議以方案二為優選方案（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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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台南海淡案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方案比較表 

方案  海淡廠廠區內混合 
（方案一）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 
（方案二）  

工程數量  

1. 新增∮800mm 自來水管線 9,740 公

尺 
2. 新增∮1200mm自來水管線1,040公

尺  
3. 廠區混合池 43,000 立方公尺，池深

4m。(前期已規劃海淡水貯池，其設

計容量為 1.28 萬立方公尺) 
4. 輸水加壓設備  
5. 混合水加壓設備(提高原海淡水加

壓設備)  

1. 增加∮1350mm 海淡水管線

1,300 公尺  
2. 新增∮1350mm 混合水管線

730 公尺  
3. 新增混合池 72,000 立方公尺

，池深 8m。  
4. 混合水加壓站設備  

用地取得  皆為公有土地，價格較低及較易取得  多屬自來水公司及私有土地，

土地取得及價格高因素較不利  

地盤改良  
需要地盤改良  
(廠址原為鹽田，地層屬厚層砂土且土

壤有鹽化情形，液化潛勢高) 

不需要  
(混合池位於佳里地區，其地質

良好，無需地盤改良) 

動力費  採 1 次加壓，動力費較省  需 2 次加壓，動力費較高  

新增 
工程經費  10.65 億元，經費較多  6.78 億元，經費較少  

供水區  
佳里、七股、安定、樹谷園區、南科

特定區及南科部分水量，總量受限、

供水區域較小  

學甲、北門、佳里、七股、安

定、樹谷園區、南科特定區及

南科部分水量，混合比率較佳

、供水區域較廣  

綜合評析  替代方案  優選方案  

 

四、既有埋設管線補充調查 

優選方案主要為新增佳里至舊佳里加壓站鄰近區位之新設混合

池路段（進學路）海淡水管線，以及於新設混合池沿進學路（176

縣道）至延平路交叉口段之混合水管線。 

前期規劃已行文各種可能管線管理單位，調查輸水管線埋設道



 

4-15 

路下方既有管線埋設情況，並邀集管線埋設相關單位（如台水公司、

台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台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佳里服務所、台水

公司南區工程處、台電公司台南區營業處、中華電信公司台南營業

處、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新營工務段、嘉南農田水利

會、台南市將軍區公所、台南市七股區公所、台南市佳里區公所、

台南市政府公共工程處等）進行現勘。本計畫蒐集前期規劃之資料

彙整新設輸水管線各路段既有管線埋設狀況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新設輸水路線道路既有管線管徑調查彙整表 

路段 道路寬 
(m) 

中油 
天然 
管線 

台電 
管線 

自來水 
管線 
(mm) 

中華電 
信線 

嘉南水利會 建議 
埋深 
(m) 名稱 型式 尺寸 

(m) 

台 19 線 
(佳東路) 20 － 3" 

5" 
1200 
150 － 

下營 
小給 
3-15 

矩形 
箱涵 1.1×1.1 2 

無名小道 6 － 3" 
5" － － － － － 1~2.5 

進學路 20 － 3" 
5" 

600 
450 
200 
150 

3"-12 管 － － － 2.6 

 

另預定海水淡化廠至前期規劃原併入點（台 19 線與佳北路交叉

口）路段既有管線埋設狀況，前期規劃已調查完成，路線全程基本

為 4 線車道，惟於南 26 與南 28 道路交叉口至南 19 道路之間為 2 線

車道，約為 4.4 公里，沿途鄰近道路兩旁民宅較少。道路既有埋設

管線包含中油管線、自來水管線、中華電信管線及嘉南水利會水利

構造物等（表 4-7）。



 

 

表 4-7  七股鹽田廠址輸水路線道路既有管線管徑調查彙整表 

名稱 型式 尺寸(m)

台19線(延平路) 24 16" 3"
5"

1200
300 3"-12管 － － － 1~2

下營小給3-15 矩形箱涵 1.1×1.1 2

下營小給3-3 矩形箱涵 1.6×1.4 2.6

下營小給3-13 矩形箱涵 1.2×1.2 3.2

蕭壠分線 矩形箱涵 6.6×2.3 3.2

下營小給1-3 矩形箱涵 1.2×0.8 2.4

忠孝路 16 －
3"
5"

200
400 3"-8管 下營小給1-3 矩形箱涵 1.4×1.1 2.6

後港小排2-4 矩形箱涵 1.7×1.2 2.7

後港分線 矩形箱涵 1.3×1.2 3

後港小排2-3 矩形箱涵 1.5×1.3 2.5

番子寮小給2-7 暗溝 1.4×2

番子寮中給2 涵管 ∮0.7

番子寮小給2-12 矩形箱涵 4.2×1.9

南漚小給2 涵管 ∮0.6

台17線 16 －
3"
5"

200
300 4"-8管 － － － 2

南26鄉道 20 －
3"
5"

200
300

3"-4管(台17線處)
3"-6管(青鰻鯓)

－ － － 2

台61線(173甲線) 40 －
3"
5"

300 － － － － 2

扇形鹽田路段 4 －
3"
5" － － － － － 0.5~1.5

3

－

南28鄉道 6 －
3"
5"

100
200

台電管線
中油

天然管線

自來水

管線(mm)
道路寬度

(m)
路段

3"-8管

4"-8管

南19鄉道 12 － 300

建議埋深

(m)

嘉南水利會

3"-8管3"5"
150
2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民國100年12月。

佳北路 19 －

中華電信線

 



 

 

 

 

第伍章 廠址工程地質調查 
一、現場鑽探取樣及試驗工作 

二、試驗室內試驗工作 

三、廠址基地地層概況與工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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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廠址工程地質調查 
廠址工程地質調查工作包括現場鑽探與取樣、現場試驗、現場

觀測等工作，茲說明如下： 

一、現場鑽探取樣及試驗工作 

(一) 廠址地理位置 

調查廠址位於臺南市七股區七股鹽田，其基地地理位置示於

圖 5-1 之中。 

 

 

圖 5-1  基地地理位置示意圖 

 

(二) 現場鑽探取樣工作 

依合約規定，現場鑽探取樣工作需在基地內設置七個鑽探

孔，鑽孔編號 BH-1 至 BH-7，各孔鑽深皆為 25.0 公尺，總鑽探深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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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共計 175.0 公尺。鑽孔平面位置示於圖 5-2 中。 

 

 

圖 5-2  基地鑽孔平面位置示意圖 

 

在鑽探過程中使用 KH-2 鋼索式 wire-line 鑽機進行作業。各

鑽孔並視地層需要，使用適當尺寸之套管保護孔壁，使其不致崩

坍。並由地層變化及分析之需要每隔 1.50 公尺或地層有變化之處

進行標準貫入試驗（Standard Penetration Test，S.P.T.依照 ASTM 

D1586 規範），以 140 磅之重錘，30 英吋之落距自由落下，將 2

英吋直徑之分裂式劈管取樣器擊入鑽孔底部之土層，記錄貫入土

層 18 英吋所需之擊數（每貫入 6 英吋皆記讀其落錘累計數一次），

後 12 英吋貫入深度所需擊數之和即為標準貫入試驗之擊數 NSPT

值，以判定土壤之軟弱緊密程度。並取得劈管擾動土樣，送至試

驗室供一般物理性質試驗之用。另以靜力壓入方式（依 ASTM 

D1587 規範）取得適當地層之不擾動薄管土樣，以供透水性與力

學性試驗之所需。各孔鑽探完成，則依合約之規定埋設水位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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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或進行鑽孔之回填。 

(三) 現場觀測工作 

基於地下水位之高低及地下水壓之大小對於基礎設計及工程

施工之重要性，除於各鑽孔完成後 24 小時進行地下水位之觀測

外，並利用 BH-4 之原鑽孔埋設地下水位觀測井，進行地下水位之

觀測工作（詳本章第三節）。 

(四) 現場工作數量統計 

現場調查工作包括現場鑽探、劈管及薄管取樣、標準貫入試

驗、現場試驗、地下水觀測系統埋設及觀測等，詳細工作數量統

計如表 5-1 所列。 

 

表 5-1  現場工作數量統計表 

孔 
號 

回填層 
(公尺) 

土層 
(公尺) 

總鑽深 
(公尺) 

標準 
貫入 
試驗 
(次) 

劈管 
取樣 
(組) 

薄管 
取樣 
(支) 

觀測井 
（孔） 

BH-1 1.7 25.19 26.89 17 17 0 0 

BH-2 1.7 25.16 26.86 17 17 1 0 

BH-3 1.7 24.25 25.95 17 17 0 0 

BH-4 1.6 26.6 28.2 17 17 0 1 

BH-5 1.6 24.1 25.7 17 17 1 0 

BH-6 1.5 24.7 26.2 17 16 0 0 

BH-7 2.4 25.1 27.5 17 17 0 0 

總計 12.20 175.10 187.3 119 118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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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驗室內試驗工作 

從現場鑽探所取得之劈管土樣與 3 吋薄管土樣，經妥善之裝運

後，送回試驗室進行土壤一般物理性試驗、透水性與力學性試驗，

相關土壤物理性試驗及力學性試驗茲分述如下： 

(一) 土壤一般物理性試驗 

試驗項目包括含水量測定、單位重測定、孔隙比測定、比重

計分析、篩分析、比重測定及阿太堡限度測定等。 

1、 含水量及單位重測定 

依照美國材料試驗學會標準（ASTM D2216）規定步驟進

行。選取約一百公克左右土樣，置於恆溫箱內二十四小時後測

定。單位重則由精密上皿天平讀得重量除以量得試樣體積而得

之。 

2、 顆粒大小分佈曲線 

包括比重計試驗與篩分析試驗，試驗步驟依照美國材料試

驗學會標準（ASTM D421 及 ASTM D422）規定進行。試驗時

取烘乾土樣約 45 公克置於矽酸鈉溶液中 24 小時後，置入電動

攪拌機攪拌後倒入 1,000 cc 沉澱筒內，於不同歷時讀取比重計

讀數，經 24 小時之沉澱後，將水土混合液倒入 200 號標準篩內

洗去過篩顆粒，再予烘乾置於特定篩網系列進行篩分析試驗。 

3、 比重測定 

測定比重之土樣均為烘乾土樣，其重量為 45 公克。試驗步

驟依照美國材料試驗學會標準（ASTM D854）規定實施。 

4、 阿太堡限度試驗 

依照美國材料試驗學會標準（ASTM D4318）規定進行。

取通過 40 號篩之自然土樣放入容器加水拌合，放入液性試驗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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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打測定液性限度。塑性限度則係在毛玻璃上將土樣揉搓成直

徑為 3 公厘之圓柱條狀而正好龜裂之含水量。 

5、 孔隙比測定 

孔隙比測定係由單位重、含水量及比重等經計算而得： 

e＝ 〔（ 1＋ ω ） ／ γ t〕 ×Gs×γ w－ １  

式中： 

e＝孔隙比 

γt＝土壤之單位重，公噸/立方公尺 

ω＝含水量，% 

Gs＝土壤顆粒之比重 

γw＝水之單位重，公噸/立方公尺 

6、 土壤工程分類 

依照美國材料試驗學會標準（ASTM D2487）之統一分類

法（USCS）進行。 

(二) 土壤透水性與力學性試驗 

1、 透水試驗 

參照美國材料試驗學會標準（ASTM D2434）規定進行，

利用三軸試驗設備，探討土壤於承受不同圍壓作用時之透水狀

況。將試體加裝上、下濾紙及透水石，並於外部套以不透水橡

皮膜後，裝設於三軸室中央底座上，以三軸室之圍壓與反水壓

配合實施令試體達飽和情況。試驗進行時採控制上、下排水閥

門之開關與施加設計水壓等方式，以計時器記錄試體透水量對

應時間關係，藉此試驗結果可經由達西定律求得該試體之透水

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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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州承載比試驗 

利用 C.B.R.（Califorhia Bearing Ratio）試驗設備配合夯實

試驗結果，於試驗室進行載重比試驗，以求得貫入桿貫入土壤

的阻抗和貫入標準碎石阻抗之比值（載重比）與土壤乾密度之

關係，以提供現場填土品質控制之參考。 

本試驗參照 CNS 12382（2006），依設計需求進行土壤夯

實試驗，並求得試驗土壤之最佳含水量（OMC）及最大乾密度。

根據所得土壤最佳含水量調配土樣，並將土樣分成三層，各以

每層 10 下、30 下、65 下之夯擊次數，將土樣夯入下襯墊塊之

CBR 模具中，重模三組不同夯實能量之試體。 

將其安裝於抗壓主機上，使試體表面與抗壓機上之貫入桿

微微接觸後啟動抗壓機，以 1.27 毫米/分之速率使貫入桿壓入試

體中，利用量測系統讀取貫入桿貫入量及其對應之貫入阻抗。

試驗完成同時採取部份土樣一併進行含水量測定。利用所得之

貫入量及貫入阻抗關係繪出其對應關係曲線，並經原點修正後

求得 2.5 毫米、5.0 毫米、7.5 毫米、10.0 毫米及 12.5 毫米貫入

量時貫入桿阻抗和貫入標準碎石阻抗之比值（載重比），再以

其最大載重比與該對應土樣之乾密度繪出 CBR 值~土壤乾密度

關係曲線。經由曲線內插法即可求得設計土壤乾密度所對應之

設計載重比。 

(三) 試驗數量統計及綜合結果 

諸物理及力學性試驗旨在提供應力－應變（承載力、側向力、

沉陷量等等）相關資料，以供基礎設計分析之用。室內試驗數量

統計與結果整理於表 5-2 與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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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試驗工作數量統計表 

孔號 
土壤一般 
物理性試驗 
（組） 

透水試驗 
（組） 

加州承載比試驗 
（組） 

BH-1 17 0 

2處取樣點 

BH-2 17 1 

BH-3 17 0 

BH-4 17 0 

BH-5 17 1 

BH-6 16 0 

BH-7 17 0 

合計 118 2 2 

 

表 5-3  土壤透水性與力學試驗結果表 

孔號 深度 
（公尺） 

透水試驗 加州承載比試驗 

土壤 
分類 

滲透係數k 
(cm/sec) 

最大乾密度

95%(t/m3) CBR(%) 

BH-2  5.00~5.80 SM 4.17×10-3 － － 

BH-5 8.00~8.80 SM 2.74×10-3 － － 

取樣點1 － － 1.774 25 

取樣點2 － － 1.756 22 

 

三、廠址基地地層概況與工程特性 

(一) 廠址基地地層概況及工程性質 

根據現場鑽探地層資料結果綜合研判，廠址基地地層分別由

棕灰色回填土、灰色黏土、棕灰色粉土質砂、灰色粉土質砂~砂質

粉土與灰色粉土質砂所組成。根據廠址基地現場鑽探資料研判，

地層在鑽探最大深度（25.00 公尺）內，約可概分為五個層次。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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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廠址基地地層之物理及力學性質，依層次分佈之狀況，由淺而

深分述如下： 

1、 棕灰色回填土層 

自地表面起，厚度約在 1.55 公尺至 2.4 公尺左右，平均厚

度約 1.5 公尺，主要為棕灰色回填土所組成之地層。其中 BH-3

孔未見本層次，而 BH-6 孔於地表下 1.0～1.5 公尺間為 50 公分

厚之混凝土。 

根據室內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結果，本層次之土壤單位

重(γt)介於 1.78 公噸/立方公尺至 2.18 公噸/立方公尺之間，平

均約在 1.98 公噸/立方公尺左右；而自然含水量（ω）則在 19.4%

至 30.5%之間，平均約在 24.3%左右，液性限度（WL）在 30.2%

～34.5%之間，平均約在 32.4%左右，塑性指數（Ip）在 9.7～12.9

之間，平均約在 11.2 左右，比重值介於 2.71～2.72 之間，平均

約 2.72，經計算所得之孔隙比 e 介於 0.51～0.99 之間，平均約

0.71，由現場標準貫入試驗結果 N 值介於 3～7 之間（不含

N>50），平均約 4，在統一土壤分類上分類主要為 CL。 

2、 灰色黏土層 

自地表下 1.55～2.4 公尺起至地表下 2.6～2.8 公尺之間，厚

度約在 0.9 公尺至 2.7 公尺左右，平均厚度約 1.1 公尺，主要為

灰色黏土所組成之地層。其中 BH-7 孔未見本層次，而 BH-3 孔

有厚度 1.7 公尺之黃棕色黏土與厚度 1.0 公尺之灰色黏土。 

根據 BH-6 孔 1 組室內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結果，本層次

之土壤單位重（γt）為 1.86 公噸/立方公尺；而自然含水量（ω）

為 24.7%，液性限度（WL）為 35.3%，塑性指數（Ip）為 13.1，

比重值為 2.72，經計算所得之孔隙比 e 為 0.82，由現場標準貫

入試驗結果 N 值為 6，在統一土壤分類上分類為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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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棕灰色粉土質砂層 

自地表下 2.4～2.8 公尺起至地表下 15.7～16.7 公尺之間，

厚度約在 13.0 公尺至 14.3 公尺左右，平均厚度約 13.4 公尺，

主要為棕灰色粉土質砂所組成之地層。 

根據室內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結果，本層次之土壤單位

重(γt)介於 1.70 公噸/立方公尺至 2.06 公噸/立方公尺之間，平

均約在 1.88 公噸/立方公尺左右；而自然含水量（ω）則在 19.0%

至 27.4%之間，平均約在 22.3%左右，比重值介於 2.65～2.72

之間，平均約 2.67，經計算所得之孔隙比 e 介於 0.58～0.97 之

間，平均約 0.73，由現場標準貫入試驗結果 N 值介於 5～21 之

間，平均約 11，在統一土壤分類上分類主要為 SM。 

4、 灰色粉土質砂~砂質粉土層 

自地表下 15.7～16.7 公尺起至地表下 22.0～23.1 公尺之

間，厚度約在 5.3 公尺至 7.1 公尺左右，平均厚度約 6.4 公尺，

主要為灰色粉土質砂、砂質粉土所組成之地層，少部分鑽孔有

灰色粉土質黏土之分布。 

根據室內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結果，本層次之土壤單位

重（γt）介於 1.52 至 2.16 公噸/立方公尺之間，平均約在 1.90 

公噸/立方公尺左右；而自然含水量（ω）則在 20.0%至 26.5%

之間，平均約在 23.7%左右。黏土部分之液性限度（WL）在 31.5%

～34.1%之間，平均約在 33.0%左右，塑性指數（Ip）在 10.8～

12.2 之間，平均約在 11.5 左右。比重值介於 2.66～2.72 之間，

平均約 2.68，經計算所得之孔隙比 e 介於 0.50～1.13 之間，平

均約 0.75，由現場標準貫入試驗結果 N 值介於 8～30 之間，平

均約 16，在統一土壤分類上分類主要為 SM 與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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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灰色粉土質砂層 

自地表下 22.0～23.1 公尺起至鑽探孔底（地表下 25.0 公

尺），實際厚度受限於鑽孔深度而無法得知，主要為灰色粉土

質砂所組成之地層，少部分鑽孔有薄層粉土。 

根據室內土壤一般物理性質試驗結果，本層次之土壤單位

重（γt）介於 1.70 至 2.03 公噸/立方公尺之間，平均約在 1.87 公

噸/立方公尺左右；而自然含水量（ω）則在 20.5%至 26.4%之

間，平均約在 23.9%左右，比重值介於 2.66～2.69 之間，平均

約 2.66，經計算所得之孔隙比 e 介於 0.59～0.97 之間，平均約

0.77，由現場標準貫入試驗結果 N 值介於 24～36 之間，平均約

29，在統一土壤分類上分類主要為 SM。 

(二) 地層剖面圖及簡化地層表 

綜合基地土層各項工程性質，得本基地之地層剖面圖如圖 5-3

～5-4 所示。為便利分析工作，經研判簡化後，得基地之簡化地層

表如表 5-4 所示。 

 

 

圖 5-3  基地地層剖面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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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基地地層剖面圖（二） 

 

表 5-4  簡化地層參數建議表 
深度 

m 
地層狀況說明 

Description N ω 
% 

γt 
t/m3 

WL 
% IP Gs e Kv 

t/m3 
KH 

kg/cm3 
qa 

ton/ft2 
第一層次 
0.0 ~ 1.5 

棕灰色回填土層 4 24.3 1.98 32.4 11.2 2.72 0.71 900 1.213 3.52 

第二層次 
1.5 ~ 2.6 

灰色黏土層 6 24.7 1.86 35.3 13.1 2.72 0.82 1350 1.430 5.28 

第三層次

2.6 ~ 16.0 
棕灰色粉土質砂層 11 22.3 1.88 － － 2.67 0.73 2475 1.829 9.68 

第四層次 
16.0 ~22.4 

灰色粉土質砂 
砂質粉土層 16 23.7 1.90 

33.0 
(黏土

部分) 

11.5 
(黏土

部分) 
2.68 0.75 3600 2.130 14.08 

第五層次 
22.4 ~25.0 

灰色粉土質砂層 29 23.9 1.87 － － 2.66 0.77 6525 2.712 25.52 

註：※補充說明地盤反力係數 KV、KH值及容許承載力 qa之建議依據。 

1. KH值之計算依據採用福岡,宇都公式「KH (kg/cm3)＝ 0.691 × N0.406」進行計算。 

2. KV值之計算依據地工技術第 53 期 P53，Kv 值基本

上 與 SPT-N 值 約略 有 一 正 比 例 之 關 係

( Kv(t/m3)=150N～300N)，其關係可歸納如下表。 

3. 參考「標準貫入試驗 N 值應用的比較與探討」p.8-3，
依據 Meyerhof,1965，若容許沈陷量為 2.5 公分時，

建議基礎之容許承載力 q 值為： 
當 B＜1.25m 時： Nq 34.1)ton/ft( 2 =  

當 B≧1.25m 時：
22 )33.0(88.0)ton/ft(

B
BNq +

=  

大型基礎時： Nq 88.0)ton/ft(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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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下水位狀況 

基於地下水位之高低及地下水壓之大小對於基礎設計及工程

施工之重要性，除於鑽孔完成後 24 小時進行地下水位之觀測外，

並利用 BH-4 原鑽孔埋設地下水位觀測井，進行地下水位之觀測工

作，地下水位觀測結果詳表 5-5 所示。根據實測結果，廠址地下

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0.3～0.5 公尺處，為便利分析及考慮季節性及

暴雨時地下水位可能上升，分析時建議本廠址基地地下水位於地

表，地下水壓則建議考慮為靜水壓分佈。 

表 5-5  地下水位觀測結果表 

孔號 
鑽孔 
深度 
(m) 

觀測井 
埋設 
日期 

水 位 觀 測 日 期 

水  位  觀  測  深  度  (m) 

BH-4 25.00 101.8.8 
101.8.8 101.9.12 101.9.16 101.9.23 101.9.29  

0.5 0.42 0.3 0.36 0.3  

單位：公尺 
自孔口向下量測深度 
 

四、液化潛能分析 

(一) 概說 

液化（Liquefaction）為飽和之無凝聚性土壤在承受剪力變形

時，所激發超額孔隙水壓升高，致使有效應力降低至極小，剪力

強度降低而產生連續性變形狀態稱之。土壤發生液化後，超額孔

隙水壓向表土方向宣洩而漸次消散，伴隨著顆粒沉澱，最後將形

成比原來結構更緊密的排列。 

土層不管是承受靜態荷重或動態荷重，均可使得土壤液化。

但本節主要針對動態荷重、地震力作用所引起液化之探討。根據

各學者研究結果，影響土壤液化因素有： 

1、 土壤之相對密度：砂質土壤相對密度越大者，越不易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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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964 年日本新潟地區地震資料顯示當砂質土壤相對密

度大於 70％以上之地區，均無液化之現象，因此相對密度可

視為砂質土壤抵抗液化現象之最低要求基準值，所以相對密

度小於 70％之土壤須檢討發生液化之可能性。 

2、 地表震動強度與震動持續時間：根據 1964 年日本新潟及美國

阿拉斯加之地震資料顯示，當地之砂質土壤在地震震動開始

後 90 秒才發生液化，因此在地震規模不大，地表瞬時加速度

及震動持續時間較短之情況下，砂質土壤不會產生液化之現

象。 

3、 有效覆土應力：一般土壤扺抗液化之強度係有效圍壓之函

數，故接近地表面土層之土壤較深層土壤易於液化，液化現

象甚少發生於地表下 20 公尺以下者。 

4、 過壓密比：一般而言，導致土壤液化所需之剪應力比隨過壓

密比之增加而增加。 

5、 土壤顆粒大小及級配特性：根據Seed等人針對 1802年至 1987

年世界各地發生液化與非液化之地區的現地資料研究顯示，

不均勻分佈之中細粒砂性土或細粒粉土質砂土最易發生液

化，若以平均顆粒尺寸 D50 表示時，其範圍在 0.08~0.2 毫米

之間，且級配不均勻分佈之砂質土壤較級配優良之土壤易於

液化，此外細粒砂土較粗粒砂土易於液化。 

6、 土層之排水狀況：一般而言，飽和度低於 100％之砂土亦會

液化，但其液化可能性隨著飽和度之減少而遞減，此外，排

水性良好之砂土層較低透水性之砂土層不易液化。 

對一調查工址而言，影響其地震震動之因素包括地震之震

源位置、震源機制、傳播路徑及基地之地盤性質等。因此，欲

評估基地之設計地震大小，應以或然率理論為基礎，考慮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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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地質環境（包括板塊運動、地質構造、斷層位置及活動性

等），以及以往所發生之地震資料，以機率分佈之概念，評估

其設計地震，最後並考慮基地土層之特性，進行地盤反應分析，

決定地表運動之特性及大小。因此，對於重大建築之基地，應

對其進行詳細之地震危害度評估，方能獲得具代表性之設計地

震。 

對於一般之建築物而言，欲針對其基地進行地震危害度之

機率分析，將有實質上之困難，可直接引用已有之分析結果。

依內政部 100 年 7 月 1 日修正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

說」，將計算最小設計水平總橫力中之震區水平加速度係數 Z

與工址正規化水平加速度反應譜係數 C 的乘積改為工址設計水

平譜加速度係數 SaD，此係數與震區堅實地盤短週期與一秒週

期之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與 有關，另將我國之震區修正以

鄉、鎮、市等行政區為單位劃分，各微分區內之震區其對應之

水平譜加速度係數分別根據其 50 年超越機率之均布危害度分

析訂定之： 

1、 中小度地震：回歸期約 30 年之地震，50 年超越機率約為 80

％左右。 

2、 設計地震：回歸期約 475 年之地震，50 年超越機率約為 10

％左右。 

3、 最大考量地震：回歸期約 2500 年之地震，50 年超越機率約

為 2％左右。 

本調查基地則屬於臺南市七股區，工址短週期設計水平譜

加速度係數 SsD 採用 0.70，工址短週期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

係數 SsM 採用 0.90。 

以下即針對以上之因素，根據最新之地層資料、土壤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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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最大加速度、地震規模、地下水位等，進行調查基地地層

之液化潛能分析。 

(二) 土壤液化潛能經驗分析法 

基地土壤於地震作用下是否會發生土壤液化現象，係以地震

引致地層中之剪應力大小是否大於土壤之抗液化強度作為評斷之

標準。在工程應用上，一般使用安全係數來表示，安全係數定義

為土壤抗液化強度與地震引致剪應力的比值，即： 

FS＝R/L 

式中： 

FS＝安全係數 

R＝τ/σv'：為土壤抗液化強度τ與有效覆土壓力σv'之比

值，係指土壞在 N 次反覆荷載作用下達到初始

液化或反覆流動所需之反覆剪應力比值 

L＝τav/σv'：為設計地震對應於相當於 N 次反覆荷載作用之

平均剪應力τav 與土壤有效覆土壓力σv'之比

值 

故一般而言，土壤液化潛能的評估方法主要包含評估地震引

致之剪應力及評估基地土壤之抗液化強度二項工作。 

1、 評估地震引致之剪應力 

欲評估地震引致之剪應力，應根據前節所述計地震之大

小，採用簡化法（Seed et al. 1971）估計，或依設計地震歷時記

錄用類似 SHAKE 程式（Schnabel et al, 1972）之單向度擬線性

地盤反應分析法計算，所得之剪應力歷時可用「相當於均勻剪

應力作用次數」的觀念求取平均剪應力的大小（Seed et al, 

1975），以代表地盤於地震作用時所受剪應力的大小。Seed et al.

（1971）所提出土壤液化簡易評估法中，採用下式估計地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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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平均剪應力大小： 

τav/σv'＝0.65×Amax×（σv/σv'）×γd 

式中： 

Amax＝設計地震的最大地表加速度值（以 g 為單位） 

σv＝土壤之垂直覆土壓力，t/m2 

σv'＝土壤之有效覆土壓力，t/m2 

γd＝考慮土壤為可變形體之應力折減係數，可用圖表查得

或用經驗式計算 

2、 評估基地土壤之抗液化強度 

欲評估基地土壤之抗液化強度須有詳細之地質鑽探與土壤

試驗資料，根據土壤動態性質求得，依試驗方式可分為室內試

驗法與現地試驗法兩類。 

(1) 室內試驗法 

於現地鑽取土壤試體，在試驗室求取土壤之抗液化強

度，可用動力三軸試驗、反覆單剪試驗、或反覆扭剪試驗等，

試驗所用之試體應為具代表現場土壤狀況之試體，並須符合

下列各條件： 

A、 須作不同剪應力比之試驗，以建立土壤液化曲線。 

B、 試驗所用之圍壓必須符合工程完成後之狀況。 

C、 試驗時須記錄試體內孔隙水壓及試體變形與反覆振動

次數之關係。 

D、 應詳細記錄試驗時孔隙水壓消散後之體積變化。 

利用試驗室試驗所得資料推估現地土壤之抗液化強度

時，須考慮模擬現地情況之各項修正因素，諸如試驗應力

環與現地的差異、土壤試體的擾動程度、沉積時間及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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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規則剪應力效應等因素，此項調整包含有相當程度的經

驗判斷，可根據現地試驗資料加以調整。 

(2) 現地試驗法 

現地試驗法主要係根據現地試之資料來評估土壤之抗液

化強度，可分為 SPT-N 法、CPT-qc 法及 VS 法等，其中 SPT-N

法為工程上較常使用之方法，SPT-N 法基本上是根據土壤鑽

探時之標準貫入試驗打擊數 N 來評估土壤液化之潛能，目前

常用之分析法有下列數種： 

A、 Seed et al.簡易經驗法(1971,1979,1983,1985) 

此法為美國 H.B.Seed 教授所領導之研究群，長期累積

相關研究成果所提出之簡易經驗法，為類似方法之原創

者，該法主要是蒐集世界上許多規模 M≒7.5 大地震之案

例，估計現地液化及非液化飽和砂土所受之地震反覆剪應

力比 SR15（振動周數約為 15）與（N1）60 之關係，（N1）

60 為鑽桿能量比為 60%標準落錘能量且修正至有效覆土

應力為 1kgf/cm2 之 SPT-N 值，據以建立一條判定液化與

否之臨界關係曲線 SR15=f（(N1)60），即抗液化強度 SR15

與（N1）60 之關係。對於不同地震規模，則利用規模與振

動作用周數之經驗關係，建立了不同地震規模之臨曲線。

如此，即可直接利用現地 SPT-N 值評估地層在不同地震規

模作用下之液化潛能，在使用上甚為簡便。此法歷經多年

之改進，從早期（1971，1979）並未考慮細料含量對抗液

化強度之頁獻，也未說明 SPT-N 之鑽桿能量標準，至 1983

年提出（N1）60 之標準，並以 D50 為參數考慮細料量之

影響，後於 1985 年則改以細料含量 FC（%）為考慮細料

之參數，才較為完善。此法廣泛應用於歐美大陸，並已納

入 AASHTO 規範中，在我國早期亦廣為工程界使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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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較熟悉之液化評估方法。 

B、 日本道路協會簡易經驗法(1996) 

目前我國之公路橋樑及建築耐震計規範所採用之土壤

液化潛能評估法即為日本道路協會（1990）道路橋示方書

第五部耐震設計規範所列之法，該法為 Iwasaki et al.

（1978,1982)及 Tatsuoka et al.)1980）根據大量高品質現地

取樣試驗體，於室內進行土壤液化試驗所得 20 振動周數抗

液化強度 SR20 與現地之 SPT-N1 關係所發展出來之評估

法，曾以日本 6 次地震，64 個液化案例與 23 個非液化案

例驗證其可靠性。該法之特點在於以最大反覆剪應力比而

非以平均反覆剪應力比作為比較之基準，同時所用之設計

地震參數僅需地表最大加速度 PGA 值，而不需地震規模

M，這些都是與其他方法不同之處。根據許多研究顯示（中

興顧問社，1993），此法將低估 N 值土壤之液化強度，尤

其是當 N>20 以後，為其不合理之處，使用時應特別謹慎。

阪神地震後，日本道路協會將該次地震液化經驗及相關研

究結果整合後，重新擬訂新的土壤液化判定方法（1996），

包括重新探討需要進行液化評估之土壤種類，直下型近震

及板塊型遠震之地震力，重訂液化強度的計算方法與液化

後土質參數之折減係數，並加入有關地盤流動之分析計方

法。 

新方法之分析流程如圖 5-5 所示，該法已稍微改善舊

方法低估高 N 值土壤抗液化強度之缺點，在考慮細料對抗

液化強度之影響方面亦改用細料含量 FC（%）為參數，而

放棄原有以平均粒徑 D50 為參數之方法，並考慮緊密砂土

液化後仍具有相當阻抗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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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進行土壤液化判定之砂質土層

(1)地下水位在地表下10 m以內，且飽和砂層在地表下20 m以內。

(2)細粒含量FC≦35 % 或FC≧35 % 且塑性指數 PI<15 % 。

(3)平均粒徑 D   ≦10 mm且10 % 粒徑D   ≦1 mm。50 10

地震時保有水平耐力法

所用之設計水平震度

Khc

細粒含量 FC (%)

D   (mm)、D   (mm)50 10

SPT

N
有效覆土壓力σ  '   ( kgf/cm  )v 2

地震時地盤之
反覆剪應力比

L = r  × k    ×  —hcd σ'v

σv

   = 1-0.015zd r  

動態剪力強度比 R = C   × Rw L

第一型震動 ：C   = 1.0w

第二型震動 ：C   =     3.3R   + 0.67w

1.0

2.0

L( R   ≦ 0.1 )

L( 0.1< R   ≦ 0.4 )

( 0.4 < R   )L

 R  =L

N  /1.70.0882 a

0.0882 N  /1.7a + 1.6 ×10   × (            )N  -14a
-6 4.5

( N  <14 )a

( N  ≧14 )a

砂質土：

N  = C  N  + Ca 1 1 2

N  = 1
1.7 × N

σ' + 0.7v

C   =     ( FC+ 40 ) / 501

( FC / 20 ) - 1

( 0  ≦ FC < 10 % )1.0

( 10 % ≦ FC < 60 % )

( FC ≧ 60 % )

( FC -10 ) / 18 ( FC ≧ 10 % )

C   =     2

0 ( 0  ≦ FC < 10 % )

礫質土：

N  = 〔 1 - 0.361 × log    ( D   / 2 ) 〕× Na 10 50 1

抗液化安全係數

F   =   —L
R

L

  ( 日 本 道 路 協 會 1996 )

  新 日 本 道 路 橋 液 化 評 估 法

 
資料來源：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 

圖 5-5  日本道路協會簡易經驗法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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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okimatsu 與 Yoshimi 簡易經驗法(1983) 

此法為東京工業大學 Tokimatsu 與 Yoshimi 教授整理

日本地震液化案例及綜合現地冰凍土樣之液化試驗結果發

展而成，有關細料含量對抗液化試驗結果發展而成，有關

細料含量對抗液化強度方面之考量最為詳盡。此法略經修

改後，近年來已被日本建築學會及原子能委員會接受納為

設計規範。此法之特色為在小 N 值時，所估之抗液化強度

與日本道路協會之方法相近，在大 N 值時，則與 Seed 方

法相近，有關細料影響之參數係採用過 200#篩之含量 FC

（%），此外本法亦將地震規模 M 之影響直接併入地震引

致地盤剪應力之計算式中，相當方便。經研究顯示（黃俊

鴻等，1998），此法在各層次的考量，均心較合理，為一值

得參考使用之土壤液化評估方法。 

(三) 損害評估 

建築物基地若具有高液化潛能之土層，應評估其受地震作用

時之可能損害程度，以進行地層改良設計或於結構物耐震設計時

加以考量。依據國際土壤力學與基礎工程學會大地地震工程技術

委員會（ISSMFE TC4,1993）所編訂「地震地質災害微分區手冊」

中所建議之損害評估方法有二： 

1、 相對厚度 

根據 Ishihara（1985）之研究，地表是否產生土壤液化破壞

現象決定於液化土層厚度與其上非液化土層厚度之比值，當地

表非液化土層之厚度大於其下液化土層之厚度時，地表將不會

產生顯著之破壞現象。 

2、 液化潛能指數 

Iwasaki et al.（1982）提出以液化潛能指數 PL（Lique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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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Index）來評估土壤液化之嚴重程度，其定義如下： 

式內： 

PL＝液化潛能指數，介於 0～100 之間 

Z＝地盤深度(m)，考慮之深度範圍為 0～20m 

F(Z)＝抗液化係數，介於 0～1 之間，以下式估計： 

F(Z)＝1－FL     若 FL＞1，則 F(Z)＝0 

W(Z)＝深度權重係數，以下式計算： 

W(Z)＝10－0.5Z 

Iwasaki et al.（1982）根據日本地震案例之研究，定義地盤

液化之損害程度可分為三級，如下表 5-6 所示： 
 

表 5-6  液化損害程度 

液化潛能指數（ PL）  損害程度  

＜ 5 輕微液化  

5～ 15 中度液化  

＞ 15 嚴重液化  

註：整理自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基礎構造設計規範，2001 
 

(四) 液化分析結果 

本計畫鑽探調查作業現場主要是以標準貫入試驗（SPT）為

主，因此分析方法採用日本道路協會簡易經驗法（JRA，1996）

進行分析，其分析資料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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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1/7) 

 

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2/7) 

 
 

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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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4/7) 

 

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5/7) 

 
 

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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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中小度地震液化計算表(7/7) 

 

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1/7) 

 
 

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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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3/7) 

 

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4/7) 

 
 

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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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6/7) 

 

表 5-8  設計地震液化計算表(7/7) 

 
 

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1/7) 

 



 

5-27 

 

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2/7) 

 

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3/7) 

  

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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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5/7) 

 

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6/7) 

 
 

表 5-9  最大考量地震液化計算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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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7 至 5-9 分析結果顯示，廠址基地地層在中小度地震

（PGA=0.067g）下，液化潛能指數 PL 值均為 0.00；於設計地震

（PGA=0.28g）時，液化潛能指數 PL 值介於 0.43～13.08 之間，

多數屬中度液化損害程度，而最大考量地震（PGA=0.36g）狀況

下，液化潛能指數 PL 值介於 10.05~22.57 之間，屬中度至嚴重液

化損害程度，顯示本廠址基地地層於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狀

態下有抗液化強度不足之虞。 

依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與解說規定，於中小度地震作用下，

工址不得發生液化，於設計地震及最大考量地震作用時，工址容

許發生液化，但建築物基礎應採適當之處理，以防止地盤液化所

造成之災害。 

以本廠址基地地層狀況與建築配置等相關條件，液化防治措

施以結構物強化或對環境影響較小之工法為主要考量，目前較廣

為使 

用之工法如下： 

1、 基礎採用樁基型式 

2、 地下室及擋土結構物加深 

3、 開挖置換土壤 

4、 固結地盤或其他地盤改良工法 

對於判定會液化之土層，在設計分析時應將其土質參數做

適當之折減，表 5-10 為參考日本道路協會建議之折減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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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液化抵抗率 FL與折減係數 DE之關係表 
(新日本道路橋液化評估法，1996) 

FL 之範圍 距地表面之深度 
x(m) 

折減係數 DE 
動態剪力強度比

R≦0.3 
動態剪力強度比

R>0.3 

FL ≦1/3 
0≦x≦10 0 1/6 
10＜x≦20 1/3 1/3 

1/3＜FL≦2/3 
0≦x≦10 1/3 2/3 
10＜x≦20 2/3 2/3 

2/3＜FL≦1.0 
0≦x≦10 2/3 1 
10＜x≦20 1 1 

 

表 5-11  液化分析結果總表 

項目 
 
孔號 

中小度地震 
A=0.067g 

設計地震 
A=0.280g 

最大考量地震 
A=0.360g 

PL 損害程度 PL 損害程度 PL 損害程度 
BH-1 0 － 7.99 中度液化 20.6 嚴重液化 
BH-2 0 － 5.54 中度液化 12.03 中度液化 
BH -3 0 － 9.56 中度液化 22.2 嚴重液化 
BH -4 0 － 5.56 中度液化 16.81 嚴重液化 
BH -5 0 － 0.43 輕微液化 10.05 中度液化 
BH -6 0 － 5.47 中度液化 17.58 嚴重液化 
BH -7 0 － 13.08 中度液化 22.57 嚴重液化 

五、地盤改良規劃 

(一) 地盤改良概述 

由於本廠址基地之地質狀況主要為厚層砂土，且地下水位

高，因此在這類地區進行工程建設時，通常會遭遇程度不等之困

難情況，例如：砂性土層因透水性高，在地下水位高的情況下，

很容易因為施工過程之止水措施不良，而產生漏水和漏砂現象，

若未能在第一時間進行適當之處理，往往產生重大災變；而濱海

地區之疏鬆砂質土壤，在高地下水位之情況下，具液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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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有大量地表沈陷等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地盤改良可能是

必要或最佳之選擇。 

針對不同之地質條件和工程需求，所能採用之地盤改良工法

也有所不同。若依功能區別，地盤改良之功能大致可包括：增加

土壤支承力、減少變形量、減小側向土壓力、防止液化、增加止

水或排水效果等項目。對應上述之功能需求，各項目均有一種或

以上的地盤改良工法可採用。事實上，各地盤改良工法也都有其

主要適用範圍，鮮少能同時滿足上列各項功能需求者。在選擇地

盤改良工法時，應視地層條件及改良目標，選取最適用之工法。 

臺灣地區較常使用之地盤改良工法包括：淺層攪拌工法、深

層攪拌工法、預壓排水工法、灌漿工法、動力夯實工法、振動擠

壓工法和冰凍工法等。 

由於地盤改良工法之設計受地質條件和施工方式之影響很

大，不同設計或施工方法常會導致出入甚大之的設計結果，因此

工程經驗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因地盤改良工法之施工過程

及其改良成效均不易以目視確認，施工品質之良窳端視操作人員

之經驗與臨場判斷，因此變異性很大，須藉由妥善的施工管理體

制和施工監測系統，來確保工程品質。參考有關「土壤液化防治

工法」之技術文獻，針對大面積區域液化防治工法之比較如表

5-12。 



 

5-32 

表 5-12  土壤液化防治工法之比較 
工法 優  點 缺  點 

擠壓砂樁工法 

1. 國內施工經驗豐富。 

2. 施工機組多，施工快速，對於工 期之

控制力佳。 

3. 工程費用較易掌控。 

4. 可改良較深層土壤(以16公尺範圍內

效果較佳)。 

1. 淺層土壤(l-2m)改良效果不佳(基礎若屬

樁基，則淺層土壤仍須開挖以製作樁

帽，故影 響不大)。 

2. 震動、噪音較大。 

動力夯實工法 

1. 操作簡單、施工快速，工期之控制佳。 

2. 施工費用低廉，尤其是大面積改良時。 

3. 可改良較深層土壤(以10公尺範 圍內

效果較佳)。 

  

1. 國內施工經驗有二個施工案例(台塑麥

寮/台南垃圾焚化廠)，施工經驗稍嫌不

足，且工法 設計部份需依賴經驗與判

斷。 

  

礫石樁工法 

1. 可改良較深層土壤(深度約20公尺)。 

2. 改良成效良好，但礫石樁中之礫石可

能影響日後樁基礎之施作。 

1. 目前國內有一個施工案例(台塑麥寮)。 

2. 填料必須仔細選用，且施工費時，工期

長。 

3. 工種費用中等至高。 

4. 施工中使用之高壓水將在地面上漫流，

增加 施工困難度。 

震動揚實工法 

1. 可改良較深層土壤(深度30公尺以上)。 

2. 改良後土壤均勻性佳，可得較高密度

之土壤。但對細粒含量超過20%之土

壤，改良效果不佳。 

1. 國內有二個施工案例(林園石化廠/台塑

麥寮)，施工經驗有限。 

2. 施工機具設備需仰賴進口，工期不易控

制。 

3. 施工費用中等至高。 

4. 施工中使用之高壓水將在地面上漫

流，增加 施工困難度。 

炸震夯實法 

1. 可改良較深層土壤。 

2. 施工快速。 
1. 國內尚無實際工程施工案例。 

2. 工程案例少，經費不易掌控。 

3. 改良後土壤均勻性不佳，且表層土壤無

改良 效果，需再處理。對深層較緊密

土壤可能有反效果。 

4. 施工振動對周遭結構物有不利影響，危

險度 高，且炸藥之申請、保管不易。 
註：摘自蘇鼎鈞、周忠仁、莊孟翰「土壤液化防治工法及實例」，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 地盤改良工法建議 

考量廠址基地之地質條件與提高地層抗液化能力之需求，參

酌相關工程經驗，建議可採用振動擠壓工法。常用之振動擠壓工

法主要包括振動擠壓砂樁工法與礫石樁工法兩種。 

振動擠壓砂樁工法係利用振動機及高壓空氣的輔助，將中空

鋼套管貫入擬改良之地層中，於達預定改良深度後，再將回填砂

料由施工機械上部之填料斗投入，藉由鋼管之上下反覆拉拔及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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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將回填砂料擠壓並夯實成一堅實柱體，使砂樁周圍土壤受到

擠壓及振動趨於緊密，達到增加地層密度及剪力強度之目的，同

時由於夯實砂樁本身具有一定之強度與良好之透水性，將可分擔

並減低地層受震時之剪應力，並可使地震時所產生之超額孔隙水

壓迅速排除，故能有效防止砂質地盤之液化。以下將針對此工法

進一步說明： 

1、 原理：係在地盤上以一定間隔（1.2～2.0 公尺）與直徑（60

～80 公分），打設堅實之砂樁。鬆散砂層由於此種作用而增

加其相對密度，至於柔性土層則由於強制壓實及與砂樁構成

複合地盤，而改良其承載力，此種工法亦俗稱為加振工法。 

2、 優點 

(1) 施工簡單，適用於各種軟

弱地盤。 

(2) 打入砂樁時所產生之振

動，對於砂樁周圍土層具

有夯實作用。 

(3) 壓實砂樁構成周圍土層

內孔隙水之排水路，促進

壓密作用。 

(4) 使用在不均質之軟弱地

盤亦能達成均勻之地盤

改良。 

(5) 改良深度可達至深層。 

(6) 施工結果之可靠性高。 

(7) 壓實砂樁本身亦能補強地盤。 

(8) 軟弱砂質地盤由於夯實作用可降低透水性。 

 

照片 5-1  擠壓砂樁 
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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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費低廉。 

3、 適用地層及範圍 

樁與樁間土層形成複合地盤，進而提高地盤的承載力和防

止砂土產生液化，也可用於增加軟弱黏性土壤的整體穩定性及

加速與減少沉陷。廣泛用於路堤、碼頭、倉庫、油庫、廠房和

海埔新生地的地盤改良，成效顯著。 

4、 樁徑 

一般根據土壤的特性和成孔機具設備的條件，陸地施工套

管直徑為 40~50 公分，再擠壓擴大為 60~70 公分砂樁。 

5、 樁長 

樁長主要決定於需要改良的深度。對於鬆軟土層厚度不大

時，可穿過整個鬆軟土層；當厚度較大時，則應考量滿足地盤

的允許變形值和強度的要求。目前擠壓砂樁最大施作長度可達

35 公尺，惟仍以 20 公尺內為主。 

6、 佈置和間距 

砂樁平面佈置一般採用等邊三角形、正方形或菱形。對於

大面積的處理，樁的佈置宜採用等邊三角形；對於獨立或條形

基礎的改良間距，可採用前導試驗（Pilot Test）後確定，但一

般不宜大於砂樁直徑的 4 倍。 

7、 改良範圍 

改良範圍根據上部結構物特性、基礎型式及尺寸大小、荷

載條件及工程地質條件而定。一般處理的原則: 

(1) 改良範圍一般不小於基礎寬度的 1.2 倍，而且基礎外緣每邊

放寬不應少於 1~3 排砂樁。 

(2) 對於抗液化要求的地盤處理，外緣每邊放寬不宜小於處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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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1/2，並不小於 5 公尺。 

8、 施工機具 

陸上施工所使用的機具有:(1)打樁機(2)震動樁錘(3)發電機

(4)空壓機(5)鏟土機(6)砂管(7)料斗(8)自動記錄儀器 

9、 砂料規格 

擠壓砂樁材料規定採用天然河砂，並須為品質潔淨，硬度

密緻，顆粒有稜角而不夾雜扁平石片，不含黏土、泥塊、雲母、

有機物或其他有害雜質，沉泥質以下的細料含有量不得高於

3%~5%。而根據內政部建研所基礎工程施工規範對於砂樁材料

並無嚴格規定，可使用中粗混合砂，細料含量不大於 5%。在軟

弱含泥量較高的土層中對於砂樁的束縛力不足（易產生砂樁挫

曲現象），可使用砂、角礫混合料或直接採用礫石料。 

10、 施工步驟 

(1) 利用震動式機具將底部附有可開關的自動靴鋼管打入至規

定之設計深度，將一定量的合格用砂由漏斗注入鋼管內。 

(2) 將鋼管徐徐拔起至一定高度，使管中的砂經由自動靴流入管

底孔中，鋼管拔起深度必須緩慢致管中的砂料有足夠時間注

滿鋼管拔起的底端空間。 

(3) 拔起的鋼管再往下壓擠壓，並以壓縮空氣壓實擴大之，使鋼

管底部充砂緊實符合設計要求的樁徑。 

(4) 重覆(2)及(3)步驟施作至一根砂樁的全部長度完成為止。 

11、 成果檢驗 

砂樁改良成果檢驗需在施工後加以靜置一定時間後辦理，

對於黏性土壤一般施工完成後 1~2 週進行，甚至需視實際狀況

調整到靜置 1~2 個月才進行；砂性土壤則可在完工後 3~5 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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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驗，建議每工程不少於 3 點。當地盤改良的面積較大，砂

樁數量相當多時，亦可以每 1,500 根或 5,000 平方公尺辦理檢驗

1 處。常用的檢驗方式採用地質鑽探標準貫入試驗 N 值（SPT）

並取樣，其檢驗位置則在等邊三角形或正方形的中心。 

根據本案於設計地震下之液化潛能評估結果進一步分析得

知，於第三層次（地表下 2.6 公尺～16.0 公尺之間）之棕灰色

粉土質砂層範圍，若將平均之標準貫入試驗 N 值提升至 20 以

上，於設計地震下之土層將無抗液化強度不足之虞。而根據

BH-7 孔之資料顯示，相同強度要求（N 值提升至 20 以上）之

改良深度需達地表下 20 公尺，方能符合設計地震下地層所需之

抗液化強度。 

六、綜合分析 

(一) 根據廠址現場鑽探地層資料結果綜合研判，臺南海淡廠廠址

地層分別由棕灰色回填土、灰色黏土、棕灰色粉土質砂、灰

色粉土質砂~砂質粉土與灰色粉土質砂所組成。 

(二) 根據實測結果，海淡廠廠址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0.3～0.5

公尺處，為便利分析及考慮季節性及暴雨時地下水位可能上

升，分析時建議本基地地下水位於地表處，地下水壓則建議

考慮為靜水壓。 

(三) 根據海淡廠廠址地層概況及液化分析之結果，在中小度地震

（PGA=0.067g）下，液化潛能指數 PL 值均為 0.00；於設計地

震（PGA=0.28g）時，液化潛能指數 PL 值介於 0.43～13.08 之

間 ， 多 數 屬 中 度 液 化 損 害 程 度 ， 而 最 大 考 量 地 震

（PGA=0.36g）狀況下，液化潛能指數 PL 值介於 10.05~22.57

之間，屬中度至嚴重液化損害程度，顯示海淡廠廠址地層於

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狀態下有抗液化強度不足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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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量海淡廠廠址地層條件與提高地層抗液化能力之需求，並

參酌相關工程經驗，建議採用振動擠壓砂樁工法進行地盤改

良。改良範圍主要為第三層次之土層，根據於設計地震下之

液化潛能評估結果進一步分析，其標準貫入試驗 N 值平均達

20 以上，其抗液化之安全係數皆可大於 1.0，方能於設計地震

下提供足夠之抗液化能力。 



 

 

 

 

第陸章 數值模式建置 
一、海岸變遷數值模擬 

二、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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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數值模式模擬分析 

一、海岸變遷數值模擬 

(一) 長期地形變遷資料資料之蒐集與分析 

臺南海淡廠廠址海岸段原屬曾文溪河口三角洲之一部份，此

海岸灘地之消長與曾文溪的演變過程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文獻

資料顯示，幾百年來曾文溪曾歷經多次改道（表 6-1），其出海口

之位置在現今的鹿耳門溪口與將軍溪口間擺盪。直至 1938 年，曾

水溪整治工程完工後，曾文溪河道與出海口位置才穩定下來。之

後，政府在曾文溪口北側海岸圍堤造地，進行台南海埔地開發。 

表 6-1  曾文溪歷次改道情形 
溪名 年號 出海口位置 

灣裡溪 
漚汪溪 

康熙卅三年 
(1694)以前 

現臺南縣將軍山仔腳 
(現將軍溪口) 

曾文溪 
灣裡溪 

道光三年 
(1823)以前 

經鹿耳門入海 
(今鹿耳門溪媽祖宮附近) 

曾文溪 
鹿耳門溪 

同治十年 
(1871)以前 

主流經改由原北分支流經公地尾轉南歷

土城仔東邊由舊口入海 
(鹿耳門下游後稱鹿耳門溪) 

曾文溪 光緒卅年 
(1904)以前 

下游改道自公地尾轉由三股仔  
經國賽港入海 
(現三股溪口下游後稱三股溪)   

曾文溪 民前一年 
(1911) 

下游改道自公地尾向西經十分塭、 
青草崙入海。  

圖 6-1 所示為三百多年前臺江灣初期之台南地區海岸圖，北

側蕭壠海岸及其外側沙洲主要由漚汪溪沖積形成，海岸外沙洲遍

佈，在此時期河川常泛濫改道並攜入大量土沙堆積。圖 6-2 所示

為臺江灣末期之台南海岸地形圖，依據台灣通史及台南縣志記

載，漚汪溪（曾文溪）於 1822 年因洪峰而改道南行經西港流入臺

江灣，造成臺江灣嚴重淤積。而在日據時期，曾文溪的整治工程， 



圖 6-1  荷據時期海岸圖(1624- 16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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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清道光時期海岸圖(18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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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南海岸產生明顯影響，而圖 6-3 之海岸地形圖則顯示，1926

年時曾文溪已改道南

移。圖6-4所示為1985

年台南海岸相片基本

圖（底圖）與 1961 年

之台南海岸航測圖之

比較，圖中顯示之陰

影部分為在此期間新

增海埔地之位置及面

積，其中曾文溪北岸

之海埔地（包括七股

鹽田）大部分係人為

圍墾而成，新增面積

約為 15.76 平方公里。 

本計畫亦收集

1994、1996、2012 年

之 SPOT 人造衛星資料，配合由較早期古圖與相片基本圖數化

而得之 1952、1962、1982 年岸線資料，來分析青山漁港附近岸

線之長期變化情形，如圖 6-5所示。本計畫先將收集所得之SPOT

衛星影像資料做空間與光譜加強功能之處理，以突顯海岸線位

置，然後再利用處理所得之影像檔”貼”在其對應之坐標上。

然而由於各份資料的拍攝時間不一，其相對潮位各不相同，故

若欲比較海岸線歷年之變化時，需將各份資料的海岸線位置做

潮位校正。比較結果顯示在 1952 年間，計畫區仍屬外海沙洲型

態。然因後續的台南海埔地開發，在 1962、1982 年間計畫區海

岸已陸化，但在此 20 年間岸線位置持續的向陸側方向退縮，平

均侵蝕幅度達 11 公尺/年。

 

 

圖 6-4  台南海岸比較圖

(1961~1985) 



 

 

圖 6-3  日大正時期海岸圖(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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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台南七股海岸長期岸線變遷比較圖

(1952~2012 年) 

 

而當將軍漁港及青山漁港西南航道興建（1991～1997）後，

其外廓防波堤延伸入海數百公尺，使得青山港沙洲遭截斷，且

堵塞原來由北往南的沿岸漂砂通道，致使在將軍漁港防波堤北

側形成明顯的海岸淤積，而南防波堤以南至青山港北防波堤間

的海岸則呈現侵蝕，而需於此段海岸興建 4 座突堤以加強保

護。因此圖中顯示 1994、1996 年青山漁港與將軍漁港間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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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因有海堤保護不再後退。而至於 2012 年之岸線，也因此段

海岸有海堤保護，仍然維持穩定而沒有後退。但中段海岸已幾

無沙灘存在，在青山漁港北側則有大片淤沙形成，鄰近的海堤

與防波堤都被風吹沙淹沒。1994、1996、2012 年的岸線比較（圖

6-5 中之放大圖）顯示，此處海灘呈現略微增寬之趨勢。 

圖 6-6 所示為將軍漁港與青山港間之海岸現況位置圖，此

段海岸的海堤岸控樁高程介於 2.93~6.28 公尺間。堤後土地利用

狀況以鹽田與魚塭為主，如照片 6-1 所示。照片 a 與照片 b 係

在由北往南第一座突堤附近拍攝，海側之水泥砌石鋪面上，拋

放有卵石及消波塊保護海岸，堤前現已無沙灘存在，堤外興建

有 4 座突堤，以加強海岸保護。照片 c 與 d 則在青山港北堤處

拍攝，此處海堤堤面受風吹沙嚴重覆蓋，呈現顯著淤積。堤外

則有圍籬定砂工及植被，現有沙灘寬約 10~40 公尺。 
 

 

圖 6-6  將軍漁港與青山港間海岸段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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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座突堤往南之海堤為水泥鋪面結構，堤頂有胸牆高約 80cm，海側之水泥砌塊石鋪面上拋放

卵石及消波塊禦浪，堤前幾乎無沙灘存在。 

  
青山港北堤北側風吹沙嚴重覆蓋堤面，堤外有圍籬定砂工及植被 

照片 6-1  將軍漁港與青山港間海岸段現況照片 
 

總之，冬季期間，本區海域之波浪多來自東北向，作用歷時

長，沿岸流往南；夏季期間，因受颱風及西南氣流影響，海岸漂

砂主要沿著海岸由南往北輸送，惟其作用時間較短，故長期而言

本區之漂砂優勢方向係由北向南。而本計畫區附近之海岸地形變

遷趨勢則整理如表 6-2 所示。 

表 6-2  青山港鄰近海岸之地形變化 
地點 現況 侵蝕或淤積 

將軍漁港 
北防波堤 
以北海岸 

由北往南之漂砂受防波堤阻檔，於北防波堤北側海岸

淤積，此使得馬沙溝海水浴場砂灘變寬。 全段淤積 

將軍漁港 
南防波堤至 
青山漁港 

北防波堤海岸 

漂砂受到南、北兩側防波堤阻擋，由邊界進出之漂砂

量較稀少。而沙質海岸受季節波浪作用，呈現海灘沙

土往南、北側漂移，致使海岸中段已無沙灘，而南、

北兩側防波堤附近則有淤積。 

南 北 兩 側 淤

積，中間段無

沙灘 

青山漁港 
南防波堤 
以南海岸 

南側之砂洲向陸側漂移。漂沙易受波流帶動，漂入西

南航道內，導致航道淤淺。 
本段侵蝕， 
航道出口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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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 

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曾利用二維水動力與地形變遷數值模式

模擬長期變遷趨勢（圖 6-7），模擬結果與台灣漁業技術顧問社的

實測地形侵淤趨勢（民國 78~81）一致。 
 

 

一年期的地形侵淤模擬

二年期的地形侵淤模擬

一年期的地形侵淤模擬

二年期的地形侵淤模擬

 
資料來源：台灣漁業技術顧問社，「將軍（中心）漁港海岸穩定對策調查研究」，民國 86 年，成

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報告第 204 號 

圖 6-7  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結果  

實測的地形侵淤顯示近岸區域離岸約 200 公尺內呈現淤積現

象，其淤積程度大多在 0~0.5 公尺之間，在此淤積區外側則有零

星的侵蝕發生。 

模擬結果顯示季風波浪以冬季波浪較大，故本區海岸漂砂係

主要由北往南輸送，而漁港之興建將阻擋由北往南的輸砂途徑，

導致漁港下游區呈現岸線後退，而輸砂大量沉積於北堤北側。 



 

6-5 

二年期的模擬結果顯示淤積程度以 0.5 公尺為主，另較深水

域有零星侵蝕，此與實際現象相符。再者，因將軍漁港堤頭水深

較深，南側的侵淤較青山漁港明顯。 

(三) SBEACH 模式建置與應用 

1、 SBEACH 模式介紹 

本 計 畫 應 用 SBEACH 模 式 (The Storm 

Induced BEAch CH

SBEACH 模式考慮碎波及水面變動所引起的向離岸漂砂，

適合模擬颱風等短期外力作用下之地形變動。模式將海灘斷面

沿離岸方向分割為四個區域，其中由深海到波浪碎波點定義為

第Ⅰ區，第Ⅱ區為碎波點到捲入點（Plunge point）之碎波變遷

區，第Ⅲ區為捲入點至湧上區（Swash zone）前端，至於湧上

區（至波浪湧上的最高點）之範圍則為第Ⅳ區，如圖 6-8 所示。 

ange Model)計算颱風來襲後台南七股海淡廠

鄰近之海岸斷面變化。SBEACH模式考慮碎波及水面變動所引

起的向離岸漂砂，適合模擬颱風等短期外力作用下之地形變

動。基本理論敘述如下：  

此模式包含三大部份，分別為波浪模式、向離岸傳輸模式

及地形變動模式。波浪模式以線性波浪理論計算波浪由深海傳

遞到近岸區之波浪變形及碎波波高、波向，至於波浪流場內之

砂粒傳輸方向則由物理模型試驗結果迴歸得到之關係式來判

定，如式（6-1-1）所示。依據圖 6-9，當深海波尖銳度（式 6-1-1

左側）小於波高與砂粒沈降距離比（式 6-1-1 右側），則會發生

離岸傳輸，導致海岸侵蝕，反之則發生淤積現象。傳輸方向決

定後，再以（6-1-2）式計算四個分區之向離岸輸砂率，最後依

質量守恆及滿足坡面穩定的砂粒安息角限制，計算波浪作用下

之海岸斷面高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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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SBEACH 模式之向離岸傳輸分區示意圖 

 

 

圖 6-9  SBEACH 模式之地形侵淤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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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H =深海波高(m)， 

0L =深海波長(m)， 

w=砂粒沈降速度( secm )， 

T=深海波週期(sec)， 

M=經驗係數(0.0007)。 

各區域之向離岸方向傳輸率為 
1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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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Ⅰ區:

第Ⅱ區:

第Ⅲ區:

第Ⅳ區:

(6-1-2) 

以上，q=淨輸砂率(
3 secm m − )， 

1,2λ =第Ⅰ、Ⅱ區之空間衰減係數(1 m )， 
0.47

50
1 0.4

b

D
H

λ
 

=  
   

2 10.2λ λ=  
x =離岸位置(m)  

K =砂粒傳輸係數(
4m N ) 

D =單位體積波能衰減係數(
3 secN m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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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D =平衡單位體積波能衰減係數(
3 secN m m− − )， 

ε =與坡度相關之砂粒傳輸係數(
4 secm )， 

h =靜水深(m)， 

50D =中值粒徑(mm)， 

bH =碎波波高(m)。 

2、 波浪模擬條件 

由於海岸結構物的最大設計條件一般以 50 年重現年為上

限，此外本計畫海淡廠所在青山漁港海岸介於八掌溪與曾文溪

河口間（如圖 6-10），因此選定重現年不大於 50 年的八掌溪與

曾文溪海岸的颱

風 條 件 作 為

Sbeach 模 擬 條

件 ， 整 理 如 表

6-3 ，週期則以

4.14 波高推算。

另對照組條件為

冬季季風波浪條

件，該組條件係

依據七股 2009年

12 月份的平均示

性波浪資料，模

擬作用天數與颱

風條件相同均設定為 5 天。表中並依據 Hallermeier（1981）之

經驗式，
2 22.28 68.5cd H H gT= − ，計算漂砂活動截止水深（dc），

以瞭解不同波浪下主要漂砂水域的變化，式中 H 為波高，T 為

波浪週期，g 為重力加速度。 

 

圖 6-10  台灣西南海岸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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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Sbeach 模式之模擬條件 
條件 

(颱風重現年) 
波高 
(m) 

週期 
(sec) 

潮位 
(m) 

截止水深 
(m) 

冬季季風 1.06 4.5 0 1.8 

5(八掌溪) 6.12 10.24 1.57 10.3 

10(八掌溪) 6.59 10.62 1.70 11.1 

20(八掌溪) 6.95 10.91 1.80 11.7 

50(八掌溪) 7.33 11.21 1.92 12.4 

5(曾文溪) 6.59 10.63 1.48 11.1 

10(曾文溪) 7.47 11.32 1.59 12.6 

20(曾文溪) 8.33 11.95 1.69 14.0 

50(曾文溪) 9.44 12.72 1.80 15.9 

3、 地形斷面與底質模擬條件 

地形斷面資料依據民國 101年 3月的地形量測結果，圖 6-11

為等地形水深分佈圖，選定青山漁港北側西南航道口附近垂直

岸線的斷面 sec 1 為 Sbeach 的模擬斷面（標示如紅色實線），

斷面 sec 1 兩端點的 TWD67 坐標分別為（148535, 2568674）及

（154415, 2565279），並依據前述環境背景資料選定 0.2（毫米）

為代表中值粒徑。至於採用的 SBEACH 模式參數整理如表 6-4。  

 

圖 6-11  七股海域等地形水深與斷面 sec 1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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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Sbeach 模式參數 
參數 值 單位 

d50 0.2 mm 

K  1.75×106 m4/N 

ε  0.002 m2/sec 

1,2λ  0.2 1/m 

4、 SBEACH 模式之計算結果 

表 6-4 整理本計畫採用的 SBEACH 模式參數，至於前述表

6-3 所有波浪條件之 SBEACH 模擬結果說明如后：圖 6-12 為對

照組冬季波浪作用 5 天後的斷面地形模擬結果，上方的圖標示

靜水位（灰色虛線）與波高分佈，並強調波浪作用前的原始斷

面高程（黑色線）、作用 3 天後的斷面地形（藍色線）與作用

5 天後的斷面地形（紅色線），圖中並以綠色線段標示該波浪

漂砂活動截止水深所在離岸位置,並標示潮位與 1.8 公尺的截止

水深。此條件下的模擬結果顯示冬季波浪作用期間未發生明顯

的地形變化。 

進一步分析高程變化量，並繪出如下方的圖中，該變化量

為作用 5 天後與原始斷面的高程差，此條件下的模擬結果顯示

在離岸位置 530~560 公尺（水深 1.08~1.59 公尺）發生幅度-0.65

公尺的侵蝕與 0.46 公尺的堆積。該地形變化係基於碎波所衍生

的向離岸漂沙為導致海灘斷面侵淤之主要機制，其中碎波點到

捲入點（Plunge point）之碎波變遷區漂沙活動強烈，捲起底質

再隨離岸流堆積於碎波點外的海側區域，因此形成砂谷（trough）

與砂堆（sand bar or longshore bar）的成對地形，另方面此砂谷-

砂堆位置亦與上圖綠色線所標示的漂砂活動截止水深所在位置

相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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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冬季季風波浪作用 5 天後 sec 1 的斷面 
地形變化(H=1.06 m, 潮位: 0m) 

圖 6-13 為針對八掌溪重現年 5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波

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颱風波浪由深水傳遞至近岸淺水

區，於離岸位置 1,120 公尺 （水深 5.99 公尺）發生第一次碎波，

形成砂谷與砂堆，侵淤幅度分別為-0.79 公尺與 2.11 公尺。波

浪碎波後持續再往近岸傳動，當波高水深比大於 0.78，再於離

岸位置 500 公尺發生第二次碎波，此次碎波所形成的砂谷侵蝕

幅度-0.58 公尺與砂堆堆積幅度 1.25 公尺。但管線沿線以第一

次碎波所造成的-0.79 公尺淘刷幅度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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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為針對八掌溪重現年 1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

波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因入射波高增大，第一次碎波於

深水側提前發生，離岸位置為 1,210 公尺（水深 6.68 公尺），

再於離岸位置 500 公尺發生第二次碎波，同樣以第一次碎波所

造成的淘刷幅度為最大，幅度為 0.74 公尺。 

圖 6-15 為針對八掌溪重現年 2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

波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第一次碎波發生於離岸位置 1,300

公尺（水深 7.63 公尺），同樣以第一次碎波所造成的淘刷幅度

為最大，幅度為 -0.69 公尺。 

圖 6-16 為針對八掌溪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

波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第一次碎波發生於離岸位置 1,490

公尺（水深 9.29 公尺），所造成的淘刷幅度為為 -0.63 公尺，

因所處碎波水深較大，所造成的淘刷幅度較重現年 20 年的颱風

波浪減小。 

圖 6-17 為針對曾文溪重現年 5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波

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颱風波浪由深水傳遞至近岸淺水

區，於離岸位置 1,280 公尺（水深 7.34 公尺）發生第一次碎波，

形成砂谷與砂堆，侵淤幅度分別為-0.87 公尺與 0.86 公尺。波

浪碎波後持續再往近岸傳動，當波高水深比大於 0.78，再於離

岸位置 520 公尺發生第二次碎波，此次碎波所形成的砂谷侵蝕

幅度-0.69 公尺與砂堆堆積幅度 1.65 公尺。但管線沿線以第一次

碎波所造成的-0.87 公尺淘刷幅度為最大。 

 



 

6-13 

 

圖 6-13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5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6.12 m, 潮位: 1.5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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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10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6.59 m, 潮位: 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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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20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6.95 m, 潮位: 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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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模擬八掌溪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7.33 m, 潮位: 1.92m) 

 

 



 

6-17 

 

圖 6-17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5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6.59 m, 潮位: 1.48m) 

 

圖 6-18 為針對曾文溪重現年 1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

波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因入射波高增大，第一次碎波提

前於深水側發生，離岸位置為 1,780 公尺（水深 10.49 公尺），

再於離岸位置 520 公尺發生第二次碎波，以第二次碎波所造成

的淘刷幅度為最大，幅度為 0.6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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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10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7.47 m, 潮位: 1.59m) 

 

圖 6-19 為針對曾文溪重現年 2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

波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共發生 3 次碎波，第一次碎波發

生於離岸位置 2,540 公尺（水深 11.3 公尺）第二、三次碎波分

別發生於離岸位置 1,010 公尺（水深 4.97 公尺）與離岸位置 390
公尺（水深 2.21 公尺），以第二次碎波所造成的淘刷幅度為最

大，幅度為 -1.09 公尺。值得注意的是漂砂活躍區域不僅往深

水域延伸，也往內於後灘造成明顯的侵淤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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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20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8.33 m, 潮位: 1.69m) 

 

圖 6-20 為針對曾文溪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所模擬

波浪作用 5 天後的模擬結果。共發生 3 次碎波，第一次碎波發

生於離岸位置 2,860 公尺（水深 12.32 公尺）第二、三次碎波分

別發生於離岸位置 940 公尺（水深 4.51 公尺）與離岸位置 380

公尺（水深 2.95 公尺），以第二及第三次碎波所造成的淘刷幅

度為最大，幅度均為 -1.2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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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模擬曾文溪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 
颱風波浪作用 5 天 sec 1 之斷面地形變化 

(H=9.44 m, 潮位: 1.8m) 

 

5、 結果討論 

SBEACH 模式係基於波浪碎波為海灘斷面地形變化之主要

原因，雖僅針對向離岸漂沙機制，但與波浪漂砂活動截止水深

（dc）的比較結果顯示所模擬侵淤區域皆位於漂砂活動截止水

深水域內。兩者均能合理界定主要的漂沙活動水域，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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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EACH 模式能額外提供侵淤幅度，可提供作為颱風波浪條件

下有關管路之設計依據。表 6-5 綜整上述 SBEACH 所模擬的各

組砂谷與砂堆的發生位置與其侵淤幅度。於冬季季風至重現年

50 年的設計颱風波浪條件下，明顯的地形變化多集中於高程

2.95 至水深-14 公尺區域，其中地形淘刷程度可達-1.21 公尺、

至於地形堆積亦可達 2.11 公尺，因此可能造成部份管線基座的

沖蝕與海淡管口的掩埋，如嚴重甚可妨害到海淡廠的運轉。 

 

表 6-5  SBEACH 模擬的主要地形變化位置與幅度 

條件 
(颱風 
重現年) 

第一組 
砂谷與砂堆 

第二組 
砂谷與砂堆 

第三組 
砂谷與砂堆 

離岸位置 
(水深) 

侵淤 
幅度 

離岸位置 
(水深) 侵淤幅度 離岸位置 

(水深) 
侵淤幅

度 
冬季 
季風 

530~560 
(-1.08~-1.59) -0.65,+0.46 - - - - 

5 
(八掌溪) 

500~540 
(-0.68~-1.21) -0.58,+1.25 1120~1310 

(-5.99~-7.73) -0.79,+2.11 - - 

10 
(八掌溪) 

500~540 
(-0.68~-1.21) -0.53,+1.22 1210~1450 

(-6.68~-9.20) -0.74,+0.86 - - 

20 
(八掌溪) 

500~540 
(-0.68~-1.21) -0.55,+1.21 1300~1420 

(-7.63~-8.87) -0.69,+0.56 - - 

50 
(八掌溪) 

500~530 
(-0.68~-1.08) -0.55,+1.22 1490~1750 

(-9.29~-10.45) -0.63,+0.41 - - 

5 
(曾文溪) 

520~550 
(-0.94~-1.40) -0.69,+1.65 1280~1430 

(-7.34~-8.99) -0.87,+0.86 - - 

10 
(曾文溪) 

520~550 
(-0.94~-1.40) -0.67,+1.72 1780~2150 

(-10.49~-11.11) -0.42,+0.49 - - 

20 
(曾文溪) 

390~550 
(2.21~-1.40) -0.61,+1.78 1010~1200 

(-4.97~-6.65) -1.09,+1.07 2540~2840 
(-11.3~-12.4) -0.64,+0.61 

50 
(曾文溪) 

380~550 
(2.95~-1.40) -1.21,+1.82 940~1180 

(-4.51~-6.41) -1.21,+1.08 2860~3110 
(-12.32~-14.06) -0.8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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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淡廠鹵水排放模擬 

為因應未來南部水資源之需求，水利單位規劃在台南七股海域

興建一座海水淡化廠，產生之鹵水排放量介於 138,000 CMD~186,000 

CMD 間，規劃由潛式排放管排入海域中。而本計畫將以規劃之海水

淡化廠設置規模與鹵水排放條件，應用三維擴散傳輸模式模擬分析

鹵水排放至海域後之擴散傳輸效果，以提供作為規劃設計之參考依

據。 

由於台南七股附近海域之長期潮位測站主要有將軍測站與安平

港測站，因此本計畫之模擬區域分為包括安平至將軍間之大區域二

維模式與較小區域之三維擴散傳輸模式。本計畫先以二維水理模式

模擬安平至將軍間較大範圍之潮位變化，此結果可提供作為模擬區

域較小之三維擴散傳輸模式的邊界條件。本計畫建立之三維與二維

數值模式簡介如下。 

(一) 三維水層平均模式 

在近岸海域，海流主要在水平方向流動，此時海流在水深方

向的加速度遠小於重力加速度，因此其值可被忽略，而水深方向

之動量方程式將可簡化成靜水壓方程式。若再對海水之密度變化

做 Boussinesq 假設，則主導近岸海域海流運動之控制方程式可以

表示如下: 

動量方程式: 
  ( )  ( )  ( ) 1  
     

   1 ( ) 0
   

xyxx xz

u uu uv uw pfv
t x y z x

x y z

∂ ∂ ∂ ∂ ∂
∂ ∂ ∂ ∂ ρ ∂

∂ τ∂ τ ∂ τ
ρ ∂ ∂ ∂

+ + + − +

− + + =
 ......................... (6-2-1) 

  ( )  ( )  ( ) 1  
     

   1 ( ) 0
   

yx yy yz

v uv vv vw pfu
t x y z y

x y z

∂ ∂ ∂ ∂ ∂
∂ ∂ ∂ ∂ ρ ∂

∂ τ ∂ τ ∂ τ
ρ ∂ ∂ ∂

+ + + + +

− + + =
 ..........................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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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p g
z

∂ ρ
∂

+ =
 .................................................................. (6-2-3) 

連續方程式: 
   0
   
u v w
x y z

∂ ∂ ∂
∂ ∂ ∂

+ + =
 ......................................................... (6-2-4) 

狀態方程式: 

ρ = f s' ( , )T  ............................................................ (6-2-5) 

鹽度、溫度與紊流動能之擴散傳輸方程式: 
 [ (  /  )]  ( )  ( )  ( )

     
 [ (  /  )]  [ (  /  )] 0

  

x

y

D s xs us vs ws
t x y z x

D s y s z
y z

∂ ∂ ∂∂ ∂ ∂ ∂
∂ ∂ ∂ ∂ ∂
∂ ∂ ∂ ∂ κ ∂ ∂

∂ ∂

+ + + −

− − =
.................. (6-2-6) 

 [ (  /  )]  ( )  ( )  ( )
     

 [ (  /  )]  [ (  /  )] 0
  

x

y

D xu v w
t x y z x

D y z
y z

∂ ∂ ∂∂ ∂ ∂ ∂
∂ ∂ ∂ ∂ ∂
∂ ∂ ∂ ∂ κ ∂ ∂

∂ ∂

+ + + −

′
− − =

TT T T T

T T

 .............. (6-2-7) 
 [ (  /  )] (  /  )  ( )  ( )  ( )

      
 [ (  /  )]

0
 

yx

e
e e

D yD xu v w
t x y z x y

E z
D S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e e e e

e

 ............................................................................................ (6-2-8) 

以上諸式中，x y z、、 為右手直角坐標 ，u v w、、 為相對於 x y z、、 方

向之流速分量， t表時間， ρ表海水密度， g 表重力加速度， f 表

地球自轉之柯氏力係數，p 表壓力，s表鹽度，T表溫度，e表紊流

動能， xx xy xz yx yy yzτ τ τ τ τ τ、 、 、 、 、 表紊流剪應力， xD 、 yD 、κ 、κ ′、 eE 分

別表鹽度、溫度或紊流動能在 x、y、z 方向之離散係數， eD 為紊

流動能損失項， eS 則為紊流動能的產生項。 

當對上節之控制方程式於每一水層做垂直積分，並將紊流剪

應力項以交換係數及流速梯度參數化，可得相對於第 k 水層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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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平均方程式，表示如下: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1 1 1   ( ) ( ) ( )
   

1   ( ) 0
  

k k

xz k xz k

hU hUU hUV WU WU
t x y

h p UfhV hA
x x x

UhA
y y

∂ ∂ ∂
∂ ∂ ∂

∂ ∂ ∂τ τ
ρ ∂ ρ ρ ρ ∂ ∂

∂ ∂
ρ ∂ ∂

− +

− +

+ + + −

− + − + −

− =
 ....... (6-2-9)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1 1 1   ( ) ( ) ( )
   

1   ( ) 0
  

k k

yz k yz k

hV hUV hVV WV WV fhU
t x y

h p VhA
y x x

VhA
y y

∂ ∂ ∂
∂ ∂ ∂
∂ ∂ ∂τ τ

ρ ∂ ρ ρ ρ ∂ ∂
∂ ∂

ρ ∂ ∂

− +

− +

+ + + − +

+ − + −

− =
 ..... (6-2-10) 

1 2 1 2
 ( )  ( )

  k k
hU hVW W
x y

∂ ∂
∂ ∂− +− = − −

 ..................................... (6-2-11)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0
      

k k

x y k k

hS hUS hVS WS WS
t x y

S S S ShD hD
x x y y z z

∂ ∂ ∂
∂ ∂ ∂
∂ ∂ ∂ ∂ ∂ ∂κ κ
∂ ∂ ∂ ∂ ∂ ∂

− +

− +

+ + + −

− − − + =
 (6-2-12)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0
      

k k

x y k k

hT hUT hVT WT WT
t x y

T T T ThD hD
x x y y z z

∂ ∂ ∂
∂ ∂ ∂
∂ ∂ ∂ ∂ ∂ ∂κ κ
∂ ∂ ∂ ∂ ∂ ∂

− +

− +

+ + + −

′ ′− − − + =

 ............................................................................................ (6-2-13)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 0

x
k k

y
e k e k e e

hD xh hu hv w w
t x y x
hD y

E E hS hD
y z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e  e  e e e
    

e   e  e
   

 ............................................................................................ (6-2-14) 

式中 U 和 V 為水層平均流速在 x 和 y 方向之分量，W 為水深

方向之流速，h 為水層厚度，S 和 T 分別為水層平均鹽度與溫度，

A 為水平動量交換係數。水平溫、鹽度離散係數 xD 與 yD 則選取與

水平動量交換係數相同，而垂直動量交換，以式（6-2-15）與式

（6-2-16）表示， 



 

6-25 

1 2 1 2 1 2 1 2
1 1   ( ) ( ) ( ) ( )

  xz k xz k k k
U UE E
z z

∂ ∂τ τ
ρ ρ ∂ ∂− + − +− + = − +

 ........... (6-2-15) 

1 2 1 2 1 2 1 2
1 1   ( ) ( ) ( ) ( )

  yz k yz k k k
V VE E
z z

∂ ∂τ τ
ρ ρ ∂ ∂− + − +− + = − +

 ........... (6-2-16) 

式中 E 為垂直動量交換係數，而紊流動能平衡方程式（式

(6-2-14)）的最後二項可以展開成： 
2 2

3

3 2
3 2

[( ) ( ) ]

[ ( )]

e e
U VS D a L e
z z

ga L e a e L
h z

ρ
ρ

∂ ∂
− = +

∂ ∂
∂

+ −
∂  ............................................. (6-2-17) 

式中，右側第一項為紊流動能增加項，第二項為考慮密度成

層因素對紊流動能之影響，第三項為紊流動能之損失項， 2a 和 3a 為

常數。 

至於狀態方程式，本計畫選用式（6-2-18）為海水密度與溫、

鹽度之關係式。 
2 2

2

(5890 38 0.375 3 ) /[(1779.5 11.25 0.0745 )
(3.8 0.01 ) 0.698(5890 38 0.375 3 )]

T T S T T
T S T T S

ρ = + − + + −

− + + + − +  . (6-2-18) 

(二) 二維水深平均模式 

將三維的運動方程式與連續方程式由海底積分至海面，同時

加入底部和表面的邊界條件，則可得到下列的平面二維流場連續

方程式與運動方程式： 

0
 

)( 
 

)( 
 
 

=++
y

H
x

H
t ∂

∂
∂

∂
∂
ζ∂ VU

 ............................................... (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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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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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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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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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20) 

0)
 
 

 
 (

1)(
 
 

 
 

 
 

 
 

2

2

2

2

2

2122

=+−

−
+

+++++

x
K

y
K

HHC
g

y
gf

yxt

yxyy

s
y

∂
∂

∂
∂

τ
ρ∂

ξ∂
∂
∂

∂
∂

∂
∂

VV

VUV
U

V
V

V
U

V

 ....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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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式中， xxK 、 xyK 、 yyK 、 yxK 為水平動量交換係數，
s
xτ 、

s
yτ 為表面風剪力分量，

U
h

=
−∫

1
H

udz 
ξ

、
V

h
=

−∫
1
H

vdz 
ξ

，H = +ξ h，h為水深，其餘

符號與三維模式相同。本計畫二維模式之連續與運動方程式將以

ADI 數值技巧來求解。 

(三) 模式建立與驗證 

由於遠域模式計算須先針對所欲求解之問題選取適當的模擬

區域建立計算網格，而模擬區域的選定則與模式的邊界條件有密

切的關係。鑑於本計畫區屬於開放海域，因此開放邊界之選定宜

選擇有潮汐資料的位置為最佳。經評估計畫區鄰近安平港與將軍

漁港驗潮站之地理位置後，本計畫之模擬區域包括以安平港與將

軍漁港為邊界之大區域模式（M1 模式）以及鹵水排放口附近之小

區域模式（M2 模式），其相關位置如圖 6-21 所示，其中 M1 模

式係使用二維水理模式，M2 模式則為三維擴散傳輸模式，M1 模

式模擬所得潮位將提供作為 M2 模式之開放邊界條件。在考量模

式計算之時效因素後，本計畫 M1 模式領域在水平方向劃分為 350 

╳ 210 個正方網格（表 6-6），每一網格之邊長為 100 公尺，M2

模式領域在水平方向劃分為 171 x 139 x 7 個正方網格，每一網格

之邊長為 50 公尺，而基於運算效率與模式穩定度之考量，三維

模式在水深方向則分為 7 層，每層之厚度由上往下為 3 公尺、2

公尺、2 公尺、2 公尺、2 公尺、2 公尺、2 公尺、2 公尺，其中海

底底床所在水層之厚度將依實際水深而變。 

本計畫二維模式在與海岸方向垂直之兩側邊界係使用實測水

位作為邊界條件，在與海岸方向平行之外海開放邊界則假設垂直

海岸方向之流速為零。三維模式在與海岸方向垂直之兩側邊界的

表層亦使用實測水位作為邊界條件，並假設垂直邊界方向之流速

與鹽度梯度均為零。在與海岸方向平行之外海開放邊界，三維模

式亦假設垂直海岸方向之速度為零，而開放邊界之鹽度則假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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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 33ppt。至於陸地邊界，本研究之二、三維模式都使用不滑動

邊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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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M1 與 M2 模式模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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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模式之計算範圍及格網 

 二維海潮流模式 三維模式 

模擬範圍 35 公里╳21 公里 8.5 公里╳7 公里 

格網大小 100 公尺╳100 公尺 50 公尺╳50 公尺 

格網數目 350╳210 171╳139╳7 

 

本計畫 M1 模式的南、北邊界分別選在安平港及將軍漁港處，

因此分別選取安平港及將軍漁港之潮位資料作為模式 M1 之南、

北邊界條件，如圖 6-21 所示，至於 M2 模式之邊界水位條件則由

M1 模式模擬結果提供。圖 6-22 所示為大區域海潮流模式之水深

與格網點，其中之 C1 為曾文溪口外之海流測站，海流資料測量時

間為民國 93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4 日；CKA2 則為較接近本計畫

區域之海流測站，其海流資料測量時間為民國 85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0 日。圖 6-23 所示則為小區域海潮流(M2)模式之水深與格

網點。圖 6-24 所示為模式模擬所得流速與 C1 測站實測流速之比

較，結果顯示 M1 模式模擬結果與實測值幾乎完全契合。圖 6-25

與圖 6-26 所示分別為模式模擬所得退潮與漲潮時之流場圖。圖

6-27 所示為 M1 模式模擬所得流速與 CKA2 測站實測流速之比

較，圖 6-28 所示為 M2 模式模擬所得流速與 CKA2 測站實測流速

之比較，結果顯示 M1 模式與 M2 模式之模擬結果均與實測值相

當契合。圖 6-29 與圖 6-30 所示分別為 M2 模式模擬所得退潮與漲

潮時之流場圖。此模擬結果有助於本計畫團隊瞭解海潮流動力因

素對計畫區近岸海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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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M1 模式模擬範圍、水深與格網點 
(C1 與 CKA2 為海流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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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M2 模式模擬範圍、水深與格網點 
(CKA2 為海流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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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M1 模式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速比較圖 
(C1 測站，實測時間：2004/5/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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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M1 模式模擬所得退潮時之 
七股海域流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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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M1 模式模擬所得漲潮時之 
七股海域流場圖 

 

0

0.2

0.4

0.6

0.8

1

1.2

1.4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10

1996
時間(天)

流
速

(m
/s

)

實測 模擬結果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10

1996
時間(天)

流
向

(度
)

實測 模擬結果

 

圖 6-27  M1 模式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速比較圖 
(CKA2 測站，實測時間：1996/9/2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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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  M2 模式模擬結果與實測流速比較圖 
(CKA2 測站，實測時間：1996/9/2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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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M2 模式模擬所得退潮時之海域流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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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0  M2 模式模擬所得漲潮時之海域流場圖 
 

(四) 高鹵水排放模擬 

本計畫將 M1 模式模擬所得水位資料作為 M2 模式之邊界條

件，進行較小區域之高鹵水排放數值模擬，以模擬預測排放鹵水

鹽度之擴散影響範圍，並據以協助判定高鹵水排放口位置是否合

適。 

依據本計畫對規劃之海淡廠高鹵水成分預測分析結果，台南

海淡廠擬排放鹵水之氯鹽濃度約為 33,324 mg/l，由氯鹽濃度與鹽

度（salinity）的轉換公式 Cl（mg/l）=（S(psu) /1.80655）*1000.，

計算得到排放鹵水的鹽度約為 60.2 psu。本計畫將模擬當台南海淡

廠排放鹵水流量為 180,000 cmd 時，排放口位置位於二度分帶坐標

E153431.3, N2565787.7 （3D 模式的(91,57,5)網格點上，見圖

6-23），取水口位置位於二度分帶坐標 E154298.0, N2565282.7 （3D

模式的(81,41,5)格點上），見圖 6-23 之底層（第 5 層）時，放流

鹵水排放後之擴散傳輸情形。模式的模擬時間共 16 天，含括大、

小潮期，以檢視鹵水排放後在海域之擴散影響範圍。 

圖 6-31 與圖 6-32 所示分別為模式模擬所得漲潮與退潮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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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水層與第五水層之擴散傳輸情形。漲潮時，鹽度隨著潮水往

北擴散，退潮時，鹽度隨著潮水往南擴散，主要以沿岸方向為主，

因在此時刻海流較強，擴散傳輸效果佳，鹽度值相對較低，排放

鹵水的影響範圍相當小（見第 5 層），對上層水層幾無影響（見

第 3 層）。圖 6-33 所示為模式模擬所得平潮時，在第三水層與第

五水層之擴散傳輸情形，在此期間因海潮流正在轉向，流速弱，

因此擴散傳輸效果差，鹽度值相對較高，但較高鹽度值仍主要侷

限在放流口附近海域，影響範圍有限。而圖 6-31 與圖 6-33 之下層

鹽度比的擴散範圍皆比上層廣，此係因鹵水排放口位置在底層，

且鹵水密度比海水密度大所致。 

圖 6-34 所示為模式之鹽度檢測點位置示意圖，E 為排放口位

置（水深 11.5 公尺），U 為進水口位置（水深 5. M），兩者相距

約 950 公尺；A、B、C、D 檢測點分別位在排放口往南 300 公尺, 

150 公尺, 100 公尺, 50 公尺處，F、G、H、I 檢測點分別位在排放

口往北 50 公尺, 100 公尺, 150 公尺, 300 公尺處，J、K、L 檢測點

分別位在距離排放口 150 公尺, 100 公尺, 50 公尺之內陸側處，M、

N、O、P 檢測點分別位在距離排放口 50 公尺, 100 公尺, 150 公尺, 

300 公尺之外海側處，Q、R、S、T 檢測點則位處排放口。排放口

位置位於模式第 5 層，水深約在 12~15 公尺間。圖 6-35 至圖 6-39

所示分別為模式模擬所得鹽度在 A~E 檢測點、E~I 檢測點、J~L

檢測點、M~P 檢測點以及 Q~U 檢測點之歷線圖。 

圖 6-35 與圖 6-36 顯示，放流鹵水對放流口南、北側（沿岸方

向）海域之影響主要侷限在排放口 300 公尺範圍內，且下層的擴

散範圍比上層廣。最大鹽度值發生在放流口附近（E 檢測點），

但其值皆小於 39psu，且未隨著時間增加而成長，呈現動態平衡。

而隨著與放流口位置距離增加，放流鹵水對海水鹽度的影響快速

減小，在 300 公尺（A、I 檢測點）處之鹽度值已降到 34psu 以下。 



 

6-35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第三層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第三層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放流口位置
第五層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放流口位置
第五層

 

圖 6-31  模式模擬所得漲潮時第三水層與第五水層

之鹽度與流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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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模式模擬所得退潮時第三水層與第五水層

之鹽度與流場分布 

 



 

6-37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第三層
放流口位置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第三層
放流口位置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第五層
放流口位置

X (1grid=50)

Y
(1

gr
id

=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

40

60

80

100

1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1.0 m/sec

(psu)

第五層
放流口位置

 

圖 6-33  模式模擬所得平潮時第三水層與第五水層

之鹽度與流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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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鹽度檢測點位置示意圖 
(放流口位置在 E，取水口位置在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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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A~E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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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A~E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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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A~E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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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A~E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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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A~E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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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E~I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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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E~I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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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E~I 
不同水層之鹽度歷線圖(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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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7 與圖 6-38 顯示，放流鹵水對放流口海側與陸側（向離

岸方向）海域之影響主要亦侷限在排放口 150 公尺範圍內，且隨

著與放流口位置距離之增加，放流鹵水對海水鹽度的影響快速減

小，在 150 公尺（J、O 檢測點）處之鹽度值已降到 34psu 以下。 

圖 6-39 顯示檢測點 Q、R、S、T、U 之鹽度值都維持在 33psu

附近，此顯示台南海淡廠取水口位置設在位置 U 時，其入流海水

受海淡廠鹵水排放迴流之影響相當有限。 

圖 6-40 顯示為放流口處之鹽度歷線與附近海流流向變化歷線

之比較圖，圖中的海流流向在 10 度時係往南流，190 度時往北流，

結果顯示鹽度的週期性變化與海流有關，當海潮流在轉向時，無

論是由北向轉南向，或者由南向轉北向，其濃度皆明顯升高。此

係因在海流轉向時，流速最小，此時由放流口排入之高濃度鹵水

較難被海流迅速帶走，致使累積在放流口附近，致使濃度明顯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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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8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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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9  模式模擬所得在檢測點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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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1、 當台南海淡廠排放鹵水流量為 180,000 cmd，排放口位置位於

二度分帶坐標 E153431.3, N2565787.7 時（圖 6-23），由於排

放海域水較深（11.5 公尺）且海流強，排放鹵水的擴散稀釋

效果佳，排放鹵水對海域的影響主要侷限在排放口 300 公尺

範圍內。 

2、 當台南海淡廠取水口位置於選在二度分帶坐標 E154298.0, 

N2565282.7 之底（第 5）層（圖 6-23），而台南海淡廠鹵水

排放口位置位於二度分帶坐標 E153431.3, N2565787.7 時，海

淡廠入流取水受鹵水排放迴流之影響相當微小。 

3、 由於鹵水密度高於海水，在底（第 5）層排放時，較高的鹽

度大都在底層擴散傳輸，因此未來在進行鹵水排放管細部設

計時，可儘量提高出水口的高度，以加強鹵水的擴散傳輸。

然若放流管出水口高出底床太多，則可能會影響航行。 



 

 

 

 

第柒章 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一、取水設施工程（含取水井） 

規劃評估 

二、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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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一、取水設施工程（含取水井）規劃評估 

(一) 取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選擇取水口的主要因素為：取水口設置地點潮汐、海水水質

條件、海域地質、海域地形（變化）、排放口間的距離與周邊環

境條件等，在設計規劃上應配合海水淡化廠設置地點的特性整體

考量，來決定取水管線定線佈置及取水設施的型式。 

1、 海域潮位 

取水口入口高程須依據海水淡化廠附近海域潮位資料，亦

即在最低低潮位 1.5 公尺以下，以避免因海水水位低於取水口

而造成取水不足或無法取水的困擾。參考將軍漁港歷年潮汐資

料，平均潮位為 0.24 公尺，最低低潮位為-1.12 公尺，取水口頂

部高程應至少位於-2.7 公尺以下。 

2、 海域水質 

參考民國 85 年臺南海淡廠廠址海域水質檢測結果，可知在

水深 5、10、20 公尺（離岸距離各約為 0.5、1.0、8.0 公里）的

表層與底層各項水質項目之間並無顯著差異。換言之，離岸近

海海域水質穩定且大致相同。 

另比較臺南海淡廠廠址海域離岸 0.5、1.0 公里的民國 100

年水質檢測成果，可知兩測站的水質亦無顯著差異。 

台灣西部各河川出海口海岸水質易受陸域污染物影響，導

致 pH、生化需氧量及總磷升高與溶氧量降低等情形，因此海淡

廠取水位置應盡可能遠離河川出海口；而臺南海淡廠近海海域

水質即相對穩定,可視為適宜取水口佈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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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床地質 

臺南沿岸海底底質介於粉砂到中砂的範圍內，以細砂（粒

徑 125~250μm）為主，中砂（粒徑 250~500μm）次之。七股

海域過去未曾實際調查海域底質調查，僅有七股潟湖底質資料

可供參考。 

本計畫辦理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作業海域底質調查結

果，除西北側測點 6 海底底質較細，屬泥質粘質壤土外，其他

5 測點屬砂土或砂質土壤，與既有海底底質資料比較約略相同；

其水力傳導係數約介於 10
-4~10-5公尺/秒之間。 

4、 海域地形（變化） 

(1) 地形測量 

取水海域介於將軍溪出海口南側、七股溪出海口與曾文

海埔地北側之間，海域地形較為陡峭，水深 25 公尺內坡度為

1/56~1/125，主要以沙洲及潟湖為主；於民國 41~92 年間呈現

全面侵蝕情形，平均每年侵蝕幅度達 11.0 公尺，近岸與灘線

附近管線埋設深度應考慮日後可能曝露至海床上之風險。 

長期而言本區之漂砂優勢方向係由北向南，而沙質海岸

受季節波浪作用，呈現海灘沙土往南、北側漂移，致使將軍

漁港、青山漁港間海岸中段已無沙灘，而南、北兩側防波堤

附近則有淤積。 

根據歷年測量資料比較結果，將軍漁港、青山漁港北堤

北側皆呈現局部淤積現象；參考臺南市政府民國 100 年青山

漁港地形測量資料結果，北堤北側海床高程-1 公尺處離岸超

過 200 公尺，而南堤南側相同高程處離岸不足 100 公尺。 

本計畫辦理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作業海域地形測量

範圍位於青山漁港北堤北側，民國 101 年海域水深地形圖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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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青山港北堤海岸灘線高程仍維持於海平面以上，近年來

淤積情形並未改變；因此於此區域埋設海水淡化廠管線，長

期趨勢上曝露之風險相對減低。 

(2) 地形數值模擬 

海岸地形變動 SBEACH 模式數值模擬結果，重現期 5~50

年設計颱風淘刷淤埋最大深度，離岸 550 公尺左右為-1.21 公

尺~1.82 公尺。依海岸地形變動數值模擬結果，取水口高程以

高於現有海床 1.9公尺，管線埋設於海床下 1.3公尺左右為宜。 

5、 潮流與海流 

臺南沿海近岸海域之海流特性係以半日潮流變化為主，且

長期平均流成份遠比潮流成份小。漲潮時流向為北北東，退潮

時流向為南南西。在長期平均流方面，平均流流向在春、冬兩

季主要為南南西向，夏季平均流則有流向東北之趨勢。 

至於外海 1.0～1.5 公里處，約當排水口規劃佈設區域，海

流方向為向南。取排水口佈設相對位置以東西向較能減輕相互

影響。 

6、 周邊環境限制條件 

(1) 漁業權、航道 

臺南海淡廠海域原為臺南縣漁會漁業權範圍，目前漁業

權範圍雖已過期尚未重新公告；海淡廠取排水管線預定鋪設

於該海域內，未來仍可能需要辦理漁業權撤除與補償作業。 

「青山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訂定」規劃外港區北界

為距北防波堤堤根外 50 公尺，以正西向延伸之直線，西側端

點止於防波堤堤頭最外緣 300 公尺處。 

青山漁港船隻利用港口內之西南航道進出外海，港口由

南、北防波堤構成，寬度約 176 公尺。外港區南北界線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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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約與漁港寬 300 公尺，離港向外沿伸 2 公里之水道規定相

當。為減輕海淡廠取排水管線布設影響近海漁業活動，宜考

慮沿青山漁港外港區北界界線外側作為管線定線位置。 

(2) 國家公園、管線 

台江國家公園海域範圍北界青山漁港南防波堤，海淡廠

取排水管線預計佈設位置於青山漁港北防波堤北側，故未位

於國家公園海域範圍內。 

中華電信公司於鹽水溪出海口處埋設電信電纜至澎湖，

位於本計畫區南側範圍外；另中油油管於計畫廠址外海約 10

公里處呈南北走向，將不會造成本計畫管線舖設限制。 

7、 綜合分析 

綜合前述整理各項評估因子及規劃考量如表 7-1，沿青山漁

港北防波堤北側 50 公尺範圍線，可定為取排水管線路線，2 管

線採平行布設，可避開南側青山漁港航道、台江國家公園海域

範圍及外海電纜、油管管線等可能限制條件。 

另離岸 660 公尺處，水深達 5 公尺可滿足取水水位要求，

且水質與離岸較遠海域水質相仿穩定，為海淡廠適宜取水位置。 

(二) 規劃方案評估研選 

1、 前期規劃方案檢討（方案一） 

「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建議取水

工程設施規劃方案內容摘述及檢討如下，其中取排水管佈設相

對位置，依前述評估分析結果調整為東西向平行佈設。 

(1) 取水量 

前期規劃臺南海淡廠日產 10 萬立方公尺，平均產水率為

36%，取水量約達 28.6 萬立方公尺；參考近年國外海淡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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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平均可提高至 42%，則每日取水量可降為 23.8 萬立方公

尺，減少取水量約 4.8 萬立方公尺。 

 

表 7-1  臺南海淡廠取水口規劃考量及參數評估 

評估因素 限制條件 取水口規劃考量及參數

1. 海域潮位 將軍漁港歷年最低低潮位為-1.12公尺

取水水位應滿足取水要求

*取水口高程至少位於-2.7公尺以下

*取水口在最低低潮位1.5公尺以下

2. 海域水質
七股廠址海域離岸0.5~1公里民國100年水質檢測無顯著

差異

海域水質須良好穩定

*離岸最短距離0.5公里

3. 海床地質
海底底質調查(臺南沿岸海底底質介於粉砂到中砂)
*細砂(0.125~0.29毫米)為主

應避免細砂進入取水管線

*取入海水停滯時間至少10分鐘以上

4. 海域地形(變化)

於民國41~92年間呈現全面侵蝕情形

*漂砂優勢方面由北向南，青山漁港北堤北側呈現局部

淤積

海域地形測量

*青山港北堤北側海岸灘線高程仍維持於海平面以上

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

*重現期50年設計颱風淘刷淤埋深度-1.21~1.82公尺

管線可能曝露至海床上之風險

*管線佈設於青山漁港北堤北側

*管線埋設海床下深度1.2公尺以上

取水口應避免遭受淤埋

*取水口應高於海床1.9公尺以上或埋

於海床下

*取水水深應達4.6公尺以上

5. 潮流海流
漲潮時流向為北北東，退潮時流向為南南西，平均海流

春、冬兩季南南西向，夏季流向東北

取水避免受到排放鹵水影響

*取排水口佈設採東西向相對位置

6. 周遭環境

臺南市漁業權範圍及青山漁港航道

青山漁港南側台江國家公園海域範圍

鹽水溪出海口處至澎湖電信電纜

外海10公里中油油管

減輕海淡管線佈設對週遭環境衝擊

*管線佈設於青山漁港外港範圍北側

 

(2) 取水位置及型式 

臺南海淡廠取水方式採用離岸埋管式取水，取水口為開

放式取水，頂部設置網目 0.25 公分粗攔污柵，海域端管線長

度約 0.5 公里，並於岸上端設置乾式取水井，以直接揚水方

式汲取海水，經陸域段 2,940 公尺輸水管線輸送至廠區，如

圖 7-1、圖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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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排水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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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水口取水管及抽水站剖面圖 

 

(3) 海域端管線埋設深度 

臺南海水淡化廠廠址海域位於青山港沙洲，屬於侵蝕型

海岸。採用 50 年重現期距颱風波高 Hb 8.2 公尺，配合臺南海

域谷部水深 ht與砂堆峰部水深 hc 比值約 1.2 且 hc=0.66Hb，推

估近砂堆處碎波引起之最大海床侵蝕深度為 0.5（ht-hc）= 0.57

公尺。 

為避免近岸埋設管路曝露至海床上受浪流作用，建議灘

線附近管路埋深至少 2 公尺，碎波帶內管路埋深至少 1 公尺。 

(4) 可能遭遇問題 

A、 取水設施淤塞 

一般海水取水口採開放式取水方式，頂部設置之粗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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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柵（網目 0.25cm）雖可防止海中生物或雜物進入管路，

但並足以阻絕海水中懸浮顆粒隨水流引入取水口、管路

中。而本海域主要底床底質為粒徑 125~250μm 細砂，幾

皆可通過粗攔污柵進入取水設施，長期將導致取水設施淤

塞、降低取水功能。 

B、 前處理系統負荷過大 

台灣西部海域於颱風暴雨期間水質濁度大幅上升，為

因應此期間高濁度水質特性，規劃前處理單元特別採用膠

凝沈澱，配合 UF 薄膜前處理方式，取代傳統膠凝沈澱及

砂濾前處理流程，以確保逆滲透單元正常運轉。 

惟近年來台灣西部河川颱洪期間高濁度水質持續時間

明顯增長，已造成自來水淨水廠減量處理、區域供水不穩

定狀況發生；而海域水質亦同步受到影響，為避免海水淡

化前處理系統負荷過大致停機之可能，勢必大幅度減量產

水而無法充分扮演緊急供水之角色。金門、馬祖離島現有

海水淡化廠因前處理系統、海水濁度變化問題，產水量皆

遠低於設計產水量。 

C、 取排水影響 

本海域潮流及平均海流流向為北北東、南南西，原先

排水口佈設於取水口東北方，距離約 1 公里；由於潮流之

往復、海流之季節變化，雖兩者間距離已足以稀釋鹵水之

濃度，但亦無法完全避免水流造成之影響。故此部分依前

述評估因素及規劃考量，先行調整為平行佈置，亦即如圖

7-1 所示，2 管線以東西向相隔配置。 

2、 浸沒式取水方案（方案二） 

為改善前述取水設施淤塞、前處理系統負荷過大等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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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問題，建議本計畫替代取水方案可參考日本福岡海水淡化廠

浸沒式取水（Infiltration intake）前處理方式，如圖 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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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浸沒式取水施設概要示意圖 

 

(1) 水理分析公式 

參考集水工程取水量估算相關經驗公式，採用

Forchheimer 公式作為本計畫集水設施取水量（Q）估算之用。 

Q=k（H2-h2）/R×（(t+0.5r)/h）0.5×（(2h-t)/h）0.25×L………(7-1) 

其中， 
k：水力傳導係數（cm/sec）； 
H：海床砂層厚度（m）； 
h：集水設施取水後砂層內水位（m）； 
R：影響半徑（m）； 
t：集水設施內水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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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集水設施管徑（m）； 
L：集水設施管長（m）。 

(2) 取水設施組成 

依據現地海底底質粒徑分析結果，水力傳導係數約介於

10-4~10-5 公尺/秒之間，取水量估算公式中水力傳導係數參數

即採用上述平均值 5.0 ╳ 10-5 公尺/秒。 

海水取水設施配合目標取水量 23.8 萬 CMD，於海域端

佈置長度約 630 公尺，直徑 1.75 公尺之集水幹管，集水幹管

垂向兩側布設長度約 30 公尺，直徑 0.6 公尺集水支管。集水

幹管中心點銜接長度約 0.5 公里取水管線至陸域岸上端之取

水井，整體取水設施皆埋設於砂質海床下約 1.5 公尺處。 

海水滲入砂層、濾層之後，進入集水設施內，經由取水

管線引至岸上端設置之取水井，藉由抽水泵浦將取得設計海

水量揚送至管線起點容積約 100 立方公尺之高架水塔，再以

滿管重力流方式送至海水淡化廠區之原水調節池蓄存處理，

如圖 7-4 所示。 

p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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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海淡廠

集水幹管

集水支管
取水管

p

T

水流方向 水流方向
水流方向

水流方向

平均潮位

最低潮位

參考海床底

至海淡廠

集水設施

取水井

 

圖 7-4  臺南海水淡化廠浸沒式取水設施佈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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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遭遇問題 

A、 施工難度較高 

浸沒式取水方案於海域端海床下佈置集水設施，集水

設施包括集水幹管及集水支管，日本福岡案例佈設範圍超

過面積 2 公頃以上；本案佈設範圍面積約達 4 公頃左右。 

於海域開挖、整平大面積海床，再舖設集水管線及覆

蓋級配濾料，無論是海域天候、洋流變化皆會成為施工上

不易掌控變數，對施工品質產生甚大之影響，將會造成浸

沒式取水功能無法充分發揮預期效果，而增加工程經費支

出。 

B、 維護更新成本偏高 

高級配濾料過濾功能將隨取水營運時間增加而逐漸衰

減，當濾料孔隙遭到堵塞，致取入水量低於原先設計值過

多時，即應辦理濾料之維護更新工作。 

濾料之更新置換工作難度亦不亞於前述建置工程，不

但需要支用偏高之工程經費，同樣亦需面對施工品質難以

控管之狀況，能否達到原設計希望之效能，仍是採用此方

案須特別關注之處。 

3、 滲流取水方案（方案三） 

為改善方案一取水設施淤塞、前處理系統負荷過大，且避

免方案二施工品質控制不易、維護成本偏高等可能遭遇問題。

建議綜合兩方案取水機制，採滲流取水方案，以獲取兩方案取

水優點。 

(1) 取水設施組成 

海水取水設施配合目標取水量 23.8 萬 CMD，於海域端

水深-5 公尺處佈置多重取水口，型式採開放式取水口上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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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濾層布置，各取水口之間以連接管線串連，再銜接長度約

660 公尺海域取水管線至岸上端之初沉池、取水井，除取水

口上層濾床部分露出於海床面外，取水設施皆埋於砂質海床

下。 

海水滲入級配濾料濾層之後，進入取水口下部蓄水空

間，由連通管銜接，將取入水量經由導水管線引至岸上端設

置之初沉池及後端之取水井，藉由抽水泵浦將取得設計海水

量揚送至管線起點容積約 100 立方公尺之高架水塔，再以滿

管重力流方式送至海水淡化廠區，如圖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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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臺南海水淡化廠滲流取水施設佈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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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重取水口 

利用達西定律（Darcy’s Law）估算本計畫區海域新設取

水口單位面積滲流水量，及取得設計海水量需求之總滲流面

積；再將需求總滲流面積除以單一取水口濾層面積，則可得

到最少應配置取水口個數。 

Q=k ×（h / H）× N × A (7-2) 

其中， 
k：水力傳導係數（m/sec）； 
H：濾層厚度（m）； 
h：濾層上下水頭差（m）； 
N：取水口個數； 
A：單一取水口濾層面積（m2）。 

以計畫區海域底質特性平均之水力傳導係數（5×10-5 公

尺/秒）、設置取水口開口高程-3.2 公尺、平均潮位 0.24 公尺

等條件下，考慮配置 1.8 公尺厚濾層（包括 0.6 公尺厚粗砂層、

1.2 公尺厚細中礫石層各 1 層），亦即濾層底部高程-5 公尺，

約需 1.25 公頃之總滲流面積。 

單一取水口設定為 L50 公尺、W50 公尺規模時，以南北

向等距離 25 公尺佈設 5 座取水口，將能滿足每日設計取用海

水量 23.8 萬立方公尺之目標。 

(3) 取水井設施 

初沉池及後端地下蓄水池為取水設施主要工程項目，除

考慮利用級配濾層減少海域泥砂進入取水口外，於陸域取水

井前端配置 L200 公尺、W30 公尺初沉池 1 座，其規模可滿

足沉降去除現況海域底質 95%泥砂，達到保護海淡廠前處理

及逆滲透膜設施之目的。 

經過初沈程序之海水，進入取水井後端 L200 公尺、W50
公尺蓄水池，蓄水池蓄存水量可作為海淡廠原水調節池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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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穩定供水之設施。 

(4) 抽水加壓設施 

由於取水水位與海淡廠間高程差，及陸域輸水管線送水

之水頭損失，必須於取水井設置抽水加壓設施，將取水口引

入目標取水量加壓送至海淡廠原水調節池。 

為減少抽水加壓設施啟閉間壓力變化造成管路不利影

響，於取水井上方增設容積約 100 立方公尺之高架水塔 1 座，

出水口高程為 9 公尺。利用取水井內設置之 200 馬力╳6 台加

壓泵浦，將目標取水量泵送至高架水塔內，高架水塔與海淡

廠原水調節池高程差，可滿足以重力流方式輸送取入水量。

輸水管路相關水理分析如表 7-2 所示。 

4、 方案比較評估 

前述三種取水設施工程規劃方案，除取水方式不同外，於

取水井送水至海水淡化廠區配置上亦針對現地可用空間採不同

規劃方式，其間優劣比較說明如下。 

(1) 取水水質 

浸沒式、滲流式取水設施取得海水為經過濾層過濾後再

進入取水管內者，由於海水中懸浮顆粒多被濾除，其水質自

是比過往採用一般開放式取水設施為佳，可大幅減低管線淤

塞、前處理系統負荷問題。 

(2) 產水量 

開放式取水設施為因應海水濁度變化，前處理系統需大

量使用藥劑，減量產水，甚且需考慮停機以確保系統之功能，

產水量波動較大；浸沒式、滲流式取水設施則能降低海水水

質濁度飆升造成之影響程度，穩定取得設計海水量供應海水

淡化廠產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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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水工程輸水管路水理分析 

輸水管路水理演算：

(1)計畫輸水量： Q= 238,000 噸/日≒ 2.7546 cms。

(2)使用管材：HDPE或不銹鋼管，流速係數採 110 ，管徑φ 1750 mm。

(3)計畫起點：陸域高架水塔出水口，高程 9 m。

(4)管線高點：水管橋管頂高程，高程 5.39 m。

(5)計畫終點：海淡廠原水調節池，高程 1.8 m。

(6)管長：至水管橋管路長度約 2,540 m。

(7)管長：至海淡廠管路全長約 2,940 m。

(8)水頭損失：

(i)管內摩擦損失水頭公式，依Hazen-Williams 公式計算之。

V=0.35464×C×D0.63
×I0.54

Q=0.27853×C×D2.63×I0.54

I= =10.666×C –1.85×D-4.87×Q1.85

V：平均流速（m/s） C：流速係數，HDPE或不銹鋼管 110

D：管徑(m)   I：水力坡降

：摩擦損失水頭(m) Q：流量(cms)

L：管路長(m)

I= =10.666×C –1.85×D –4.87×Q1.85 L1= 2,540 m

1= 2540×10.666×110-1.85×1.75-4.87×2.75461.85

＝ 1.94  (m)

V=0.35464×C×D0.63×I0.54

= 0.35464×110×1.750.63×(1.94/2540)0.54

＝ 1.15 (m/s)

2= 400×10.666×110
-1.85

×1.75
-4.87

×2.7546
1.85 L2= 400 m

＝ 0.30  (m)

(ii)其他管內損失水頭公式，概略估算以摩擦損失水頭20%計，損失水頭為 0.39 m。

(iii)水管橋管頂高程，為 5.39 m。

總損失水頭1為 1.94 + 0.39 = 2.32 (m)。

總損失水頭2為 0.30 + 0.06 = 0.37 (m)。

至水管橋水頭尚餘 1.29 m (9-5.39-1.94-0.39=1.29)

至海淡廠水頭尚餘 4.51 m (5.39-1.80-0.30-0.06+1.29=4.51)

故管線(由高架水塔過水管橋至海淡廠原水調節池)需加壓提高水頭 0 m。

fh

L
fh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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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地空間 

海域管路穿過堤防以取水井與內陸至海淡廠送水管路銜

接，而取水井預定位置為涵蓋防汛道路之有限空間，如採地

面乾式抽水站佈置，必須取得額外之用地，方不致影響防汛

維護要求。 

採濕式取水井加設高架水塔方案，可在不影響地面防汛

動線下，適切安排地下式取水井及抽水設備，而高架水塔配

置更能穩定送水水壓，避免抽水機啟動、停止時造成之水錘

作用，保障內陸至海淡廠送水管路操作營運順利。 

由於取水井預定位置空間不大，且陸域管線埋設道路路

幅有限，故仍採原規劃輸水管路佈設方案，於道路下方取水

管線採推進工法施作，另配合水管橋跨越青山漁港北航道水

域。 

(4) 工程施作及經費 

由於海域施工為取水設施工程主要工程項目，其量多寡

自是決定工程施作難易、經費高低因子。開放式、浸沒式及

滲流式取水設施除等長海水管線埋深稍差外，取水口部分差

異最大。 

A、 開放式取水方案 

開放式取水設施為海水淡化廠採用傳統式取水方式，

相較於其他 2 取水方案，在施工內容方面僅包括單一取水

口及共同之海域取水管線，工程施工難度、工程經費相對

最低。 

B、 浸沒式取水方案 

浸沒式取水設施須額外增設相當長度之集水幹、支

管，此部分必須配合大面積海域開挖、整平，集水管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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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層鋪設，為三方案中施工難度、經費最高，且最不易控

制施工進度及品質者。 

C、 滲流式取水方案 

滲流式取水設施利用多重開放式取水口結合濾層佈設

施作，仍採用傳統式施工方法，希望可改善浸沒式取水方

案施工不易之處，因此在施工、經費方面屬中間者，亦屬

較為可行之建議方案。 

D、 維護管理 

由於開放式、浸沒式及滲流式取水設施型式差異，日

後維護管理工作亦有顯著不同；除維護管理工作輕重多寡

外，設施維護更新可行性更是相差甚大。 

(A) 開放式取水方案 

開放式取水設施如受海域大量泥砂覆蓋淤埋或堵

塞海域取水管線，將造成取水功能喪失及斷水之可能；

如遭遇上述狀況，則必須重新佈設取水設施，方可能重

新運作。 

另如取入泥砂未造成取水中斷情形，則將經過海淡

廠前處理程序混凝、沉澱後產生大量淤泥，需頻繁處理

運棄，否則可能造成前處理作業停頓，造成減量供水困

擾。 

(B) 浸沒式取水方案 

浸沒式取水設施埋設於海床下，如施工品質控制得

宜，運轉期間維護工作相較最少。但如海床滲透功能低

減或集水管線日久淤塞，無法取得目標取水量時，除重

新佈設取水設施一途外，亦無其他可行維護措施可供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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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滲流式取水方案 

滲流式取水設施取水口規劃，已能避免低於 50 年

頻率設計颱風侵淤海床產生之淤埋風險；如仍遭受更高

重現期颱風影響，產生海域大量泥砂覆蓋淤埋情形，其

覆蓋層土砂特性如與現況海域底質相當，則仍不致於造

成取水不足情形發生。惟如多年營運操作且滲流能力大

幅減少之後，可採港灣疏濬、海域拋石方式，移除取水

口上部濾層，重新篩選更換濾層材料，以恢復原有取水

功能。 

更新濾層工程費用視濾層全部更換或僅更換上層

粗砂濾層而定，粗估分別約需 3,870 萬元、700 萬元左

右。 

至於滲入海域取水管線內泥砂，將經由水流帶入且

大部分沉降於初沉池內，可經由清除、泵送方式直接排

回海域；將不會隨陸域取水管線進入海淡廠調節水池，

大幅減低海淡廠前處理程序淤泥產生，及後續處理維護

工作。 

開放式、浸沒式及滲流式取水設施三方案經由處理

水質、產水量、用地空間、工程施作及經費、維護管理

等評估因素綜合比較列示如表 7-3；以滲流取水方案（方

案三）為可行性較高之方案，建議為臺南海淡廠取水設

施優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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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臺南海水淡化廠取水設施方案比較 
項目 方案 1:開放式取水 方案 2:浸沒式取水 方案 3:滲流式取水 

取水方式 
單依取水口直接取入海

水 1 座長 5M，寬 5M 取

水口頂部設置粗攔污柵 

多支橫向及水管藉平面滲

透集取海水 
長度約 630M，直徑 1.75M
集水幹管 
長度約 30M，直徑 0.6M
集水支管 

多點取水口經滲流取入海水

5 座各長 50M，寬 50M 取水

口 
取水口開口配置 1.8M 厚濾

層 

取入水質 
(濁度) 

較差(平時 6 NTU、 
颱風期間＞100 NTU) 較佳(1.0mg/L) 較佳(＜5NTU) 

處理水量 因應水質變動調整取水

量減量或停止取水 
水質變動不影響，維持目

標取水量 23.8 萬 CMD 
水質變動不影響，維持目標

取水量 23.8 萬 CMD 

機房配置 地上式機房設施 
地上用地面積 1.0 公頃 

地下式配置空間較少，地

上用地面積 0.1 公頃 
地下式配置空間較少，地上

用地面積 0.1 公頃 

取水口設施 佈設範圍最小 
面積約 0.4 公頃 

佈設範圍最大面積 
約 4.0 公頃 

佈設範圍最大面積 
約 1.8 公頃 

施工管理 單一取水口設置較易 集水支管埋設不易 多點(5 個)取水口設置較易 
工程費 

(海域施工) 較低 最高 較高 

維護管理 頻繁、堵塞斷水風險 
最高 最少、堵塞須重新埋設 最少、堵塞可更新濾材 

建議方案   優選方案 

二、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一) 排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除了取水設施所需考慮因子外，海淡廠鹵水排放位置規劃作

業尚須考慮海域流向、流速與環境敏感區位，以避免將排放入海

的鹵水再度取回海淡廠使用，並降低海域環境的可能影響。 

1、 海域流速流向 

參考成大水工所於民國 80 年~84 年期間針對濱南工業區

（七股區）沿岸流模擬推估，離岸 1,000 公尺（水深約 10 公尺）

至 1,500 公尺（水深約 12 公尺）全年淨沿岸流為每秒 3.0~7.7

公分，方向為向南；然北向沿岸流大小亦約達每秒 5.9~15.1 公

分。另根據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民國 88 年~99 年海流觀測資料，

顯示臺南沿海平均海流方向主要為東南往西北方向，表層海流

的平均流速大約為每秒 20.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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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前節有關臺南沿海近岸海域之海流特性資料說明，潮

流及平均海流亦以北北東、南南西向為主；綜合整理各項海域

流向資料，南、北向為本計畫海域主要海流流向。取排水口佈

設相對位置以東西向較能減輕相互影響。 

2、 海域地形數值模擬 

海岸地形變動 SBEACH 模式數值模擬結果，重現期 5~50

年設計颱風淘刷淤埋最大深度，離岸 1 ~2 公里左右為-1.21 公尺

~2.11 公尺。依海岸地形變動數值模擬結果，排水口高程以高於

現有海床 2.2 公尺，排水管線埋設於海床下 1.3 公尺左右為宜。 

3、 海淡廠鹵水排放數值模擬 

採用三維擴散傳輸模式模擬分析離岸約 1.5 公里，水深約

11.5 公尺處，鹵水排放（18.0 萬 CMD）至海域後之擴散影響範

圍，鹵水對南、北側（沿岸方向）海域的影響主要侷限在排放

口 300 公尺範圍內，對東、西向（向離岸方向）海域之影響主

要亦侷限在排放口 150 公尺範圍內。取、排水口以東西向配置，

相互影響程度相對較輕，其間距離應大於該可能影響半徑範圍。 

4、 環境敏感區位 

臺南海淡廠海域北方為北門沿海保護區，南方為台江國家

公園（範圍包含海域與陸域），並無環境敏感區位。惟此海域

原為臺南縣漁會漁業權範圍，目前漁業權範圍雖已過期尚未重

新公告，未來仍可能需要辦理漁業權撤除與補償作業。 

為減輕鹵水影響台江國家公園海域範圍生態，建議海淡廠

排放口應盡可能遠離國家公園海域；以設置於青山漁港北側海

域較佳。 

5、 綜合說明 

由於臺南沿岸海域海流方向以南、北向為主，為避免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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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海水受到排放鹵水影響，鹵水排放口位置與取水口位置應保

持一定的距離，且排放口設置於取水口西方，以達遠離台江國

家公園海域預定範圍及減低取水影響之目標。 

參考國外海淡廠鹵水排放試驗與鹵水排放水質監測結果，

以及本計畫海淡廠鹵水排放數值模擬結果，顯示鹵水應可於 300

公尺範圍內稀釋至海域背景水質鹽度，因此規劃取、排水口呈

東西向佈設，距離約 1,000 公尺（詳圖 7-1），海域端管線長度

約 1.5 公里。 

(二) 規劃方案評估研選 

1、 規前期規劃方案檢討（方案一） 

「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建議鹵水

排放設施工程規劃方案內容摘述及檢討如下。 

(1) 鹵水排放量 

前期規劃臺南海淡廠日產 10 萬立方公尺，平均產水率為

36%，取水量約達 28.6 萬立方公尺，鹵水排放量 18.6 萬立方

公尺；參考近年國外海淡廠產水率平均可提高至 42%，則每

日取水量可降為 23.8 萬立方公尺，鹵水排放量 13.8 萬立方公

尺，減少鹵水排放量約 4.8 萬立方公尺。 

(2) 排水位置及型式 

海淡廠淡化處理後鹵水暫存於鹵水池內，由於鹵水池底

高程約-2 公尺，鹵水須加壓揚升以克服地形高差及輸水管線

摩擦損失。加壓後鹵水經陸域 2,940 公尺排水管線，及佈設

於取水管線東北方長約 1,500 公尺海域排水管線，送至外海

排放。 

排放口採用架高多點排放型式，規劃 4 個架高排放豎

管，距離各相距 150 公尺，架高排放豎管管徑為 35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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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圖 7-6 所示。 

 

 
圖 7-6  臺南海水淡化廠鹵水排放管剖面圖 

 

(3) 海域端管線埋設深度 

臺南海水淡化廠廠址海域位於青山港沙洲，屬於侵蝕型

海岸。採用 50 年重現期距颱風波高，配合臺南海域谷部水深

與砂堆峰部水深比值，推估近砂堆處碎波引起之最大海床侵

蝕深度為 0.57 公尺。 

為避免近岸埋設管路曝露至海床上受浪流作用，建議灘

線附近管路埋深至少 2 公尺，碎波帶內埋深至少 1 公尺。 

(4) 檢討分析 

原規劃排放口位於取水口東北方約 1 公里處，經前述海

流資料整理分析，以及鹵水排放數值模擬結果顯示，將排放

口置於取水口西側離岸 1.5 公里處，取水受到影響機會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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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故排水口位置宜予以調整。 

另依海域地形數值模擬結果，排放口預定位置在重現期

5~50 年設計颱風淘刷淤埋最大深度為-1.21 公尺~2.11 公尺。

故排放管出口高程應調整高於-9.3 公尺，排水管線則埋設於

海床下 1.3 公尺左右。 

2、 替代規劃方案（方案二） 

(1) 排放口設施 

依國外海水淡化廠鹵水排放設施配置案例顯示，採用多

點排放型式可獲致較佳稀釋結果，降低鹵水排放可能之影

響。如排放管距離取水口距離越遠，對海水淡化廠取水影響

亦越小，故建議配合排水管線佈線調整成東西走向，排放口

位置調整至取水口西側離岸 1.5 公里處，將 4 個管徑 350 毫

米架高排放豎管成南北向分佈於排放管末端，距離亦各相距

150 公尺，詳如圖 7-7 所示。 

(2) 警示防護設施 

排放口預定位置水深約 11.5 公尺，可通過 10 萬噸以下

船舶，亦為台南沿海流刺網漁業作業區，為避免凸出海床之

排放豎管遭受破壞，於排放豎管週邊應設置永久性警告浮標。 

警告浮標佈設於排放豎管外圍約 200 公尺距離處，浮體

直徑為 1.2 公尺以上，出水高為 2.5 公尺以上，警示浮標佈設

示意亦如圖 7-7 所示。 

(3) 比較評估 

前述二種排水設施工程規劃方案，主要差異在於排放管

線佈設方式及離岸距離，方案一排水口位置設置於取水口東

北方，排放管與海岸呈垂直方向定距離布置，首尾兩端排放

管距離共計 450 公尺，離岸距離有遠近差別；至於方案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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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位置設置於取水口西方，採與海岸平行方向配置排放

管，各排放管與海岸距離為固定並無遠近之變化。 

 

 

圖 7-7  臺南海水淡化廠排水設施布置示意圖(方案二) 

由於二方案於工程施作及經費上相差不大，而排放管離

岸遠近差異、海岸線不同方向佈設，經由海淡廠鹵水排放數

值模擬結果證明，皆不至於對距離 1,000 公尺以外之取水造

成影響，但南北向擴散範圍大於東西向範圍，故方案二取、

排水東西向配置規劃，鹵水排放對取水可能影響程度甚小，

建議為優先考慮方案。 

至於陸域排水管線（管徑 Ø1,500 毫米，長度 2,940 公尺）

佈設及海淡廠廠區鹵水排放加壓設施等，仍採用原規劃建議

內容，可滿足排放鹵水之需求。 

(三) 管線佈設工法研擬 

1、 近岸段管線埋設方式（碎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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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輸水管線施工主要有挖溝回填掩埋法、免開挖工法（海

底隧道工法）、岩盤挖削法及直接管路栓錠法等方式，如圖 7-8

所示。近岸段管路施工對一般砂礫質海床可使用挖溝機、抽砂

船或抓斗船等船機採挖溝回填掩埋方式，為避免海氣象影響施

工可使用免開挖工法，而遇堅硬底質海床可採岩盤挖削法、直

接管路栓錠法等。 

(1) 挖溝回填掩埋法 

對一般砂礫底質海床可使用水中挖溝機、抽砂船或抓斗

船等施工船機，採挖溝回填掩埋方式埋設管路。如遇岩盤地

質可直接以鑽頭切開岩盤，或以爆破炸開岩盤方式進行挖

溝，惟後者施工期間影響海洋生態環境稍大。挖溝回填掩埋

法之施工成本較低，但施工期間受天候影響較大，有時工程

進度不易控制。 

由海底管線技術統計文獻資料得知，埋設深度如超過 30

公分，波浪及海流將不會影響管線穩定，但因須考慮海流沖

刷深度，海底管線都以 1 公尺為埋設深度。如管線經過港口

拋錨區，其埋設深度必須能避免拋錨損害，依海床地質軟硬

程度而定，約須 3~5 公尺深度。（經濟部水資源局，2000） 

(2) 免開挖工法 

為避免施工期間受波浪、海流、潮流及風之影響，採免

開挖施工法為確保工期進度之可行方法，主要包括推進工

法、潛盾工法、水平導向鑽掘工法等，惟施工成本較高。 

(3) 岩盤挖削法 

遇岩石地盤亦可利用岩盤挖削機挖掘溝渠，將管路埋設

於所挖溝渠內。本工法需專業施工船機，船機動員及維護費

高，施工成本較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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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接管路栓錠法 

本工法係遇岩盤地質時，將取水管路直接透過支架，以

岩栓（rock bolt）栓錠於岩盤上。此法適用於堅硬岩盤，且以

小管徑為佳，岩栓及支架材料須作防蝕處理保護，而管路外

露恐影響附近漁船作業為其缺點。 

 

(A)挖溝回填掩埋法 (B)免開挖工法

(C)岩盤挖削法 (D)直接管路栓錠法  

圖 7-8  近岸輸水管線施工法 

 

2、 陸域段管線埋設方式 

本計畫規劃陸域段管線埋設工法須考慮經濟長度及深度，

管線於通過排水路時，可採用架設水管橋工法施作，一般段則

以明挖埋管方式施工，對於人口聚集之交通要道或無法遷移之

地上物段則採用推管工法進行。為考量施工操作時之震動變位

問題，則需於施工回填時須確保管身外圍有 30 公分以上之回填

砂以吸收震動變位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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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挖埋設 

埋設施工時，位於道路下埋管時應考量管線對交通載重

之承載力，且管溝應確實回填，避免造成路面下陷。一般道

路下埋管，管頂至少距地面 50 公分，且開挖面沿既有道路埋

設，其可免除私地徵收及地上物遷償等障礙。 

為考量管線埋設深度較深，且部分埋設位置位於道路寬

度過窄及道路旁有密集鄰房路段，管溝開挖時應配合鋼鈑樁

採用垂直明挖覆蓋工法施作，其為施工時打設鋼鈑樁進行擋

土支撐，橫向支

撐則採用 H 型

鋼及油壓千斤

頂，管溝寬度至

少為管體外徑

加 0.9m，以利施

工人員進出及

安裝管體。管溝

以 CLSM 回

填，可避免管溝

沉陷損及道路

及管體；地表下

方採用 30 公分

原碎石級配底層回填壓實，再舖設 10 公分 AC，以確保路基

路面安全舒適。若需挖除現有路面溝渠護床結構物，需設置

臨時排水路截曳上游逕流，並於埋設完成後復原，其標準施

工斷面詳圖 7-9。 

(2) 推管（地表不易施工段） 

規劃路線上位於道路寬度過窄、大型十字入口處及橫交

 

3m

1.35m

H=約0.9~3.2m
(依現況調整深度)

約(H+1.5)m

約(H+2)m

5.5m

取水 排水

1.5m1.75m

H=約0.5~1.5m
(依現況調整深度)

 

圖 7-9  明挖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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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利構造物路段、人口聚集之交通要道或無法遷移之地上

物等路段，經評估國內常用且工程技術成熟之管線埋設工

法，建議以推進工法進行相關工程規劃設計，如圖 7-10 所示。 

依照以往案例評估推管段管材採用鋼管時，一般適用地

點為開挖深度達管徑 3~5 倍即可採用推管方式，標準管長為

2.5 公尺，另外在施作上若推進長度達 15 支標準管長，則需

增加 1 支中壓管以維持推管之安定，且管線推進埋設時需施

築進、出工作井，且埋設距離較長時，至少每 150 公尺設置

1 處，其所需施工成本較為昂貴。 

(3) 水管橋 

本計畫規劃路線須經鹽豐橋，其跨距約 90 公尺，橋面寬

約 19 公尺。考量規劃管徑及現況跨距，並依國內常用且工程

技術純熟之管線跨河方式評估，可採用鋼拱橋輸水鋼管方式

輸水。 

鋼拱橋的優點為落墩少，可減少對河道通水斷面之影

響；鋼材於工廠加工，可提高施工組合精度；鋼管本身可利

用為結構體，可節省材料；鋼拱橋架設時，因水管橋整體重

量較輕，可於地上組裝完成後，再進行吊放，減少洪水期對

施工之影響，其缺點為工程造價較高。水管橋平面配置詳圖

7-11，斷面示意圖詳圖 7-12。 



 

 

圖 7-10 推進工法斷面示意圖

既有道路

n

推進管縱斷面示意圖（二）

深度至少
約2~2.5m

(依現況調整深度)

到
達
坑

推
進
坑

前進刀頭

既有水利設施

N

最小
深1m

深度至少為(n+1)m
約2~3.2m
(依現況調整深度)

推進管縱斷面示意圖（一）

到
達
坑

推
進
坑

前進刀頭

推進坑及到達坑剖面示意圖 推進設備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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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cm)

 
圖 7-11  水管橋工程平面配置圖 

 
(單位:cm)

 
圖 7-12  水管橋工程斷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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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宣導說明會 
 

一、辦理目的 

由於台灣受限於地勢、氣候、人文等多重因素限制下，傳統水

源開發漸趨困難，多元化水源開發已成為國際水資源發展趨勢，亦

為我國現階段之水利政策。其中由於海水淡化不受天候、降雨分佈

等水文條件影響，供水穩定，淡化技術亦因不斷研究與創新，產水

量及能源回收效率益加精進，致使海水淡化產水成本逐年降低，加

上其施工期程較傳統水資源短、產水規模亦較具彈性，使得海水淡

化之建廠規模與產量日益增加，已漸漸成為眾多先進國家的重要水

源。台灣地理環境四面環海，海水資源取得容易，以海水淡化做為

多元化水源之一，應有其時空環境之可行性。 

民國 98 年莫拉克風災導致南部水庫大量淤積，嚴重影響既有

水庫容量及供水穩定能力，造成台南、高雄市水資源調度與供應的

危機。因此若能於台南市興建海水淡化廠，除可就近供給台南市臨

海地區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也可作為水庫排砂、清淤等營管作業

時之備援系統。爰此，為達成台南市穩定供水之目的，降低缺水風

險，本所刻正辦理「臺南海水淡化廠可行性規劃－工程可行性規劃

(2)」，進 行台南海水淡化廠工程可行性規劃工作，以期提升台南市水

源供應與調度之能力。 

為提供台南地區民眾瞭解海水淡化國際發展趨勢，培養水資源

正確的開發利用觀念，並說明台南海水淡化廠現階段規劃成果，本

計畫乃辦理「臺南海水淡化廠計畫宣導說明會」；同時也希望透過與

地方民眾面對面的接觸與聆聽，獲得最直接的民意做為後續推動時

的參考，以利未來計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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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參加對象 

包括(1)台南市政府、七股區、將軍區、北門區、學甲區、佳里

區、西港區、安定區等單位代表，(2)台南科學園區、樹股園區及各

廠商代表，(3)七股、將軍、北門、學甲、佳里、西港等地區中小學

老師，(4)環保團體及非政府、非營利組織等單位代表，以及(5)台灣

自來水公司南工處、六區處等單位代表。 

三、議程安排 

本次說明會於 9 月 19 日在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五會議室（台

南市南門路 261 號）辦理，相關議程如表 8-1 所示，宣導說明主題

包括認識新興水源影片欣賞、南部地區水資源供需情勢、臺南海水

淡化廠計畫規劃成果，最後是與會單位對於鹵水排放與海域生態、 

輸水路線與土地取得、漁業權補償、海淡水水質與口感、水費負擔

等課題的意見交流，宣導說明會相關資料整理於附錄七。 

四、辦理情形與主要意見 

本次說明會共有水利署、南水局，台灣自來水公司南工處、六

區處，台南市政府水利局、七股區公所、佳里區公所、學甲區公所、

西港區公所，南科園區公會、聯電、樂佳光能、大亞電線，水利育

成中心、台灣大台南發展促進會等單位共 26 員參加（照片 8-1），對

於本次說明會均反應熱烈，表示本所應多辦理類似說明會，在規劃

階段即與地方民眾面對面的接觸，以獲得最直接的民意做為後續推

動時的參考。 

 



 

8-3 

表 8-1  地方宣導說明會議程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05 貴賓介紹與致詞 水規所 

14：05～14：15 

認識新興水源影片 

 世界水資源危機與台灣水資

源概況 

 什麼是新興水資源？ 

 水再生利用 

 海水淡化 

 雨水貯集 

 用心珍惜水資源，攜手共享新

水源 

水規所/能邦公司 

14：15～14：25 

南部地區水資源供需情勢 

 台灣的水資源 

 南部地區水資源供需情勢 

 問題與挑戰 

水規所/能邦公司 

14：25～14：45 

臺南海水淡化廠計畫規劃成果 

 場址規劃區位與開發規模 

 供水對象與水質 

 取水與排水工程規劃 

 工程經費與計畫效益 

水規所/能邦公司 

14：45～15：00 休息  

15：00～15：30 

綜合討論 

 鹵水排放與海域生態 

 輸水路線與土地取得 

 漁業權補償 

 海淡水水質與口感 

 水費負擔 

 其他相關議題 

水規所/能邦公司 

15：3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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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1  宣導說明會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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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單位代表所提主要意見與回覆處理情形可整理如下： 

(一) 海淡水硼離子濃度問題 

依據目前規劃，海淡廠產水的硼離子濃度為 2.4mg/L，目前規

劃此產水將與自來水混合，如果由科學園區廠商使用，則必須考

量廠商用水水質要求，半導體廠商對於自來水進水標準為 50ppb，

請確認與考量半導體用水戶的水質需求；硼離子的濃度是否會升

高，若升高其濃度為何？如果無法確定混合水水質硼離子低於

50ppb，請不要將南科納入海淡水與自來水混合供水之範圍，以免

污染自來水水質。 

(1) 世界各海域中硼的平均濃度約為 4.5 mg/L，與臺南海域海水

硼濃度差異不大。過去大眾對於硼是否可能危害健康仍未有

定見，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建議飲用水標準的硼濃度

小於 0.5 mg/L，歐盟則規定飲用水標準的硼濃度為小於 1.0 

mg/L。然而最新研究報告證實低濃度的硼有許多益處，像是

增加人體內鈣質的吸收、預防或減緩缺少維他命 D 所造成的

骨質疏鬆，也能夠促進軟骨的接合及復原，因此世界衛生組

織亦於 2009 年建議將飲用水的硼濃度標準調整為 2.4 

mg/L，並於 2011 年實施，以確保飲用安全健康無虞。因為

國內飲用水水質標準雖未規定硼含量，然考量飲用安全與工

業水質要求，故本計畫建議海淡水硼濃度含量標準比照世界

衛生組織，以 2.4 mg/L 為標準。 

回覆與處理情形： 

(2) 由於南科園區半導體廠商對於自來水硼離子濃度的進水標

準為 50ppb，本計畫海淡水即使混合自來水後仍無法低於此

要求，因此建議本計畫後續朝以下方向推動。 

A、 由於本計畫臺南海淡廠係穩定區域供水而建設，非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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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南科用水，因此政府無法再為部分廠商編列經費設

置水處理系統降低硼離子濃度至 50ppb，半導體廠商可

自行投資設置水質處理設施。 

B、 協商自來水公司，藉由供水調度讓南科園區的供水由其

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生用水與樹谷園區的工業用

水由海淡水供應，以發揮各水源最大功能。 

(二) 海淡水的水質 

預估的產水水質中，希望加入導電度、TOC、CL-、SO4
3-、PO4

3-

等資料。 

(1) 臺南海淡廠定位為供應區域公共用水，故水質符合飲用水水

質標準即可。至於目前飲用水水質標準未包含的水質項目，

如導電度、TOC、CL-、SO4
3-、PO4

3-等建議於後續宣導時納

入補充，以使預定用水戶能安心使用海淡水。 

回覆與處理情形： 

(三) 水價差額部份 

1、 水價請確認差額部份是否由政府支應？ 

2、 供水定位在於〝差額水價由政府支應，確保用水權益〞，因

與自來水混合的使用，如能確保政府支應差額水價，應可順

利推動。否則自來水公司將會負擔高額成本，最後使自來水

公司負債加劇，而造成水價提高而使民生用水負擔加重 

(1) 過去水利署推動的台南海水淡化廠計畫與半鹹水淡化廠計

畫，皆以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原台南科學園區）為唯一

供水對象，並規劃由使用者支付水源成本以符合社會公平原

則。惟淡化水供水成本高於現行水價，南科廠商不願支付差

額水價，致使相關計畫均無法推動。 

回覆與處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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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所推動之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將海淡水納入自來水

系統，供應一般公共用水，因此建議其興建成本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付，同時營運成本與自來水水價的差額亦由政府部門

編列預算支付，以利計畫推動，但須透過協商及政策指示。 

(四) 配合工程部分 

1、 因本案在佳里地區混合自來水，而烏山頭管線送至佳里水量

之管線尚需 3-5 年，因此必需配合該管線完成後發揮效益。 

2、 南科特定區之 15 之 25 號路自台 19 甲至南 133 之路段為南科

主要供水路線，唯其道路開闢遲未進行，影響 1500m/m 中管

線之埋設，建議請相關單位儘速推動。 

(1) 100 年 4 月 6 日行政院核定「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

計畫」，臺南海水淡化廠原為定 106 年開始供水（第一階段

5 萬噸），惟考量環境影響評估及用地取得至少需 4 年，再

加上招商、建廠與埋管之時程，顯然 106 年供水目標已難以

達成，故水利署 101 年度重新檢討供需分析圖時，已將第一

階段供水時程延至 108 年。因此本計畫混合池的自來水源烏

山頭管線送至佳里水量之管線尚需 3-5 年才完成，應不致影

響計畫推動時程。 

回覆與處理情形： 

(2) 若考量硼離子濃度問題，擬藉由供水調度讓南科園區的供水

由其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生用水與樹谷園區的工業用

水由海淡水供應，則南科特定區之 15 之 25 號路自台 19 甲

至南 133 之路段必須儘速開闢道路，以利 1500m/m 中管線

之埋設，後續必須協調相關單位儘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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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一、過去興辦方式分析 

台灣地區以往所興建及規劃中的海水淡化廠，其興辦方式可分

為下列 2 種方式： 

(一) 依採購法辦理 

包括早期澎湖成功海水淡化廠、馬公海水淡化廠一廠、金門

海水淡化廠一期，馬祖南竿海水淡化廠、北竿海水淡化廠、東引

海水淡化廠、西莒海水淡化廠，以及半鹹水淡化設備等都是以採

購法方式興建後再委託原廠商操作維護 4 年。另馬公 3,000 立方

公尺套裝海水淡化廠以 15 年購水合約興建，及澎湖 4,000 立方公

尺海水淡化廠等尚未興建之海水淡化廠。 

(二) 依促參法辦理 

包括桃園 30,00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廠、澎湖西嶼 750 立方公

尺海水淡化廠、馬公海水淡化廠二廠及望安海水淡化廠（新增及

改建）、南竿 95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廠等皆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

後，負責操作營運 20 年。 

另新竹 30,00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廠、金門海水淡化廠二期及

一期改建、小金門 95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廠等，亦規劃由民間機

構投資興建後操作營運 20 年。 

(三) 面臨問題分析 

台灣地區海水淡化廠不管以何種方式興辦，皆遇到下列問題： 

1、 目前自來水價偏低，無法支應水源開發成本。 

2、 興建規模較小，無法吸引國內外大廠來參與興建。 

3、 海水淡化廠開發成本較高，不論採用採購法或促參法興辦皆

需補貼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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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政策 

台灣地區目前提供生活用水的海水淡化廠僅離島地區有興

建，均採逆滲透製程，且產水規模都不大，除澎湖、金門外，多

數海淡廠都在日產 500 立方公尺以下，單位建造成本偏高，且操

作營運不佳。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 93 年 6 月 1 日函示，海水淡化廠

計畫之推動方式改以民間參與方式評估辦理。行政院民國 93 年

11 月 29 日第 7 次財經會報決議後續離島地區新建或擴建的海水

淡化廠之推動策略，裁示（二）「以促參方式，採保價保量原則

進行，並允許業者得經營附屬相關事業，以降低其營運成本。」

之方式辦理。 

依此，政府為改善現有海水淡化廠功能，及考量後續新增及

擴建之海水淡化廠應依促參法採民間參與方式辦理，既有海水淡

化廠則在委託操作期限結束後，改採 ROT 營運模式招商，並在政

府一定保證水量及水價下，藉由民間創意及市場機制委由民間機

構操作維護，以改善及提昇既有海水淡化廠的供水能力。 

目前已核定之海水淡化廠包括離島地區（南竿 950 立方公尺

海水淡化廠、小金門 95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廠）及桃園海水淡化

廠皆依促參法辦理。惟目前經建會亦函示各單位，表示現行水價

下，無產業願意使用海淡水，因此未來海水淡化廠可檢討由採購

法方式推動。 

二、海水淡化廠興辦營運方式檢討 

(一) 公共工程發包方式 

目前政府公共工程發包方式有多種型式，茲簡述如下： 

1、 傳統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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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將單一工程計晝，由政府細部規劃再分項（設計與施

工）招標，進行採購與發包施工之方式。傳統分包方式民間機

構參與的程度最低，其興建費用由政府出資，政府也一直擁有

該建設計畫之所有權。 

2、 統包（Turnkey） 

一般是指就單一建設計畫，透過招標方式，將細部規劃與

設計興建，一同發包於得標廠商之方式。 

3、 徵求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促參法第 8 條所示民間機構參與投資方式除第 7 種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外，尚有 6 種，說明如下： 

(1)  BOT（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移轉）由民間

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

有權予政府。 

(2) 無償 BTO（Build-Transfer-Operate；興建、移轉、營運）由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

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3) 有償 BTO（Build-Transfer-Operate；興建、移轉、營運）由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

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 

(4)  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擴建、營運、移轉）

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

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

政府。 

(5) OT（Operate-Transfer；營運、移轉）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

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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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OO（Build-Own-Operate；興建、擁有、營運）為配合國家

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

託第三人營運。 

表 9-1 為上述 3 種公共工程發包方式分析比較結果，可看出

不論是傳統分包、統包或民間參與均有其優缺點。 

表 9-1  政府公共工程發包方式比較表 
發包 
方式 優    點 缺    點 

傳 
統 
分 
包 

1. 較適用於設計期程短且規模較小之中

小型工程。 
2. 傳統設計發包方式較易吸引更多廠商

參與投標。 
3. 業主委託之專業設計顧問公司將充分

尊重業主之需求與意見，可獲致一定

之設計品質。 
4. 於施工過程中較易配合業主需求辦理

變更設計。 

1. 規劃、設計、發包、施工每一階段均耗

費時日，影響開發時效。 
2. 設計與施工分屬不同組人，工程施作效

率較低。 
3. 發包時間短，投標者無法詳細研究招標

文件，賭博味道濃。 
4. 不易使用專利之技術或設備。 
5. 需自行編列籌措建設經費。 
6. 操作維護運轉工作需業主自行負責。 

統 
 
包 

1. 對設計施工之時間較傳統設計發包方

式節省，且規模越大越明顯。 
2. 業主不需規劃、設計、施工分別招標

作業，對整體成本計算及作業過程較

為精簡省事。 
3. 統包較易使用專利之技術或設備。 
4. 可提供整體功能運轉順利之保證。 
5. 可利用統包方式達成技術移轉之目

的。 

1. 業主無法掌握細部設計作業，對變更設

計之要求需更為謹慎。 
2. 因統包商負責設計到施工，業主之監造

觀念需作調整。 
3. 為確保技術生根，宜用學習之心態辦理

統包工程，此乃業主工作心態上之調整。 
4. 需有相當程度之技術人員參與統包工

程，以達成技術移轉之目的。 
5. 統包仍具有相當風險，降低工程品質可

信度。 

民 
間 
參 
與 

1. 創造工商業發展，增加政府歲收。 
2.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嘉惠全體民眾。 
3. 可引進專利技術或設備，提昇處理成

效。 
4. 因民營企業之參與競爭，可提昇公營

事業之服務品質。 
5. 民營企業運作較具彈性，公共建設之

決策較透明。 

1. 牽涉範圍廣泛，仍須政府部門配合協助。 
2. 營運期間市場變化大，需精算所投資之

成本回收。 
3. 風險大，需有相關配套措施。 
4. 會被誤以「圖利他人」之心態，辦理公

共工程建設。 
5. 政府應勇於承擔風險，落實公權力權威。 
6. 高風險高利潤，合約之罰則條款需有彈

性。 
7. 需訂定最低處理量之保證，並有一定額

度下之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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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水淡化廠興辦營運方式 

台灣以往對於水利設施的開發，大多依按政府採購法辦理，

近年來，藉由引進民間企業經營理念以改善服務品質，蔚為風氣。

依此，海水淡化廠的興辦營運方式可概分為公有公營、公有民營、

及民有民營等 3 種（詳表 9-2），茲分別說明如下。 

1、 公有公營 

由政府編列公務預算興辦，並負責規劃設計，待海水淡化

廠建整完成正式營運後，再籌組營運單位負責海水淡化廠的操

作營運。公有公營的興辦方式如同以往傳統水源開發方式，主

辦單位負完全成敗責任。 

2、 公有民營 

興辦方式同公有公營，惟海水淡化廠的營運則委外交由民

間廠商負責，至於建廠與營運是否委由同一廠商辦理則視情況

而定，此興辦方式與公有公營主要差異為政府不須另外籌組營

運單位。以採購法辦理的如馬公一期海水淡化廠、金門海水淡

化廠，南竿（一、二期）與西莒海水淡化廠等，另以促參法辦

理（有償 BTO）的如桃園海水淡化廠、澎湖西嶼 750 立方公尺

海水淡化廠、南竿 95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廠等。 

3、 民有民營 

由民間機構負責海水淡化廠的興辦與營運事宜，政府則向

其購買海淡水。相類似的案例如台水公司民國 93 年興辦的澎湖

增設 3000 立方公尺套裝海水淡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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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海水淡化廠興辦方式比較表 
興辦方式 

項目 公有公營 公有民營 民有民營 

適用時機 政府無財政壓力時 政府無財政壓力時 政府有財政壓力時 

用地取得責任 政府 政府 
政府(BOT 方式) 

民間機構(BOO 方式) 

環境影響評估 
辦理 政府 政府 

政府(BOT 方式) 

民間機構(BOO 方式) 

優點 

1. 興建營運經費

由政府負擔，興

建時程較易掌

握，推動腳步較

快。 
2. 政府有培養人

才及技術移轉

之優勢。 
3. 政府出資興建

營運，可有效掌

握水權調配管

理。 
 
 

1. 政府可依據需求，要

求營運廠商配合。 
2. 政府只負責監督之責

任，可減少人事開

銷。 
3. 政府將現有設施委託

民間業者經營管理，

業者並負維護保管之

責(OT 方式)。 
4. 在政府保證操作費用

下 ,民間機構接手操

作之意願高 (OT 方

式)。 
5. 政府保價保量下，民

間機構參與意願高

(有償 BTO 方式)。 

1. 民間機構負完全責任，可

充分發揮民營化之效率。 
2. 整廠興建及營運由同一

機構經營，可降低操作維

護成本及營運品質。 

缺點 

1. 政府一次編列

預算，政府財政

負擔較集中。 
2. 公營機構人事

制度較缺乏彈

性，增加營運成

本。 
 

1. 政府一次或分期編列

預算，政府財政負擔

較集中。 
2. 未合理調高現行水價

前，政府必須每年編

列經費補貼差額。 

1. 現行水費下，海淡水廠自

償率不足，民間參與投資

興建較難。 
2. 政府未有保價保量之承

諾下，由民間出資興建營

運，政府將喪失水權調配

權。 
3. 興建過程中，倘若民間資

金運轉不足，導致停工或

半途而廢，將造成政府施

政上及水源開發壓力之

雙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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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採購法與促參法的比較 

政府採購法（簡稱採購法）係於民國 87 年 5 月 27 日公布，

並於 1 年後施行（即自民國 88 年 5 月 27 日開始施行），本項法

案不僅釐清了審計權與行政權分際，因應世界貿易組織入會之要

求，最重要的是「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

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簡稱促參法）係於民國 89 年 2 月 9 日公布施行，旨在落實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合理規範政府與民間機構間投資契約

之權利義務，放寬目前其他法令限制，提供融資、減免稅等誘因，

並明確規範甄審及監督程序。前述兩法案開始施行時間相距不到

1 年，而其主管機關均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簡稱工程會）。 

而採購法與促參法的異同可分別由立法目的、適用範圍、招

商/招標程序等相關作業進行比較如表 9-3 所示。 

採購法與促參法之適用上有其競合之處，惟按促參法第 2 條

規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其立法說明即明示：「本法屬特別

法性質，優先於其他法律之適用，本法未規定者，仍適用其他有

關法律之規定。」 

另公共建設依促參法辦理委外經營使用者，促參法定有相關

獎勵措施，例如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之處分、設定負擔或收益等，

不受土地法第 25 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

令之限制，且得享有出租與地上權租金及融資之優惠；其屬重大

公共建設者，並得享有租稅相關優惠。 

促參法之委託經營概念，係民間機構擁有設施之經營管理

權，自負經營盈虧，並與政府分享獲利。而採購法第 7 條第 3 項

所稱之營運管理，屬採購法第 2 條所稱之勞務採購，其概念為政

府擁有設施之經營管理權，由政府負經營盈虧之責，以委任或僱



 

 

表 9-3  促參法與採購法比較彙整表(1/4) 

項目 促參法 採購法 說明 

1.立法目的 

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發展，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特制定本法(促 1) 
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爰

制定本法(採 1) 

政府採購行為，相關程序強調公平、公開等原

則，避免貪瀆及浪費情形；而促參法係鼓勵民

間機構投資並營運公共建設，屬「招商」性質，

由政府提供誘因促進民間參與，與「採購」行

為有別，爰立法目的及適用情形有別。 

2.適用範圍 

1. 公共建設：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共利益之建

設(促 3)。包含 13 類計 20 項公共建設，依

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19 之 1 條定義之。 

2. 民間參與方式：依促參法第 8 條規定，BOT
（如污水下水道）、BTO（如海水淡化、水

再生利用）、ROT（如衛生醫療設施）、OT
（如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園區）、BOO（如雲

林東勢鄉資源回收廠）。 

3. 民間參與程序： 
(1) 政府規劃公告，民間依公告條件提出申

請(促 42)。 

(2) 民間自行規劃提案—民間自行備具土地/
使用政府土地及設施(促 46)。 

4. 民間興建或營運工作，得就該公共建設之全

部或一部為之(促 9)。 

1. 機關辦理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

保、旅遊等建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選投資廠

商之程序，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

本法之規定(採 99)。 

2. 前述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係指由

民間機構參與政府規劃或核准公共建設之

「投資興建、營運」，為考量投資興建、營

運廠商之甄審程序，亦宜符合公開、透明、

公平之原則，故採購法第 99 條明定除另有

法律規定者外（例如促參法、大眾捷運法

等），適用採購法之規定。 

1. 依 93 年 6 月 16 日工程技字第 09300234640
號函重申行政院 89 年 4 月 28 日台 89 交字

第 12117 號函示：「促參法公布實施後，各

主辦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作業，應

依促參法辦理。」 

2. 即凡屬促參法第 3 條第 1 項「公共建設」，

其採該法第 8 條第 1 項方式辦理委外，且主

辦機關符合促參法第 5 條規定者，均應適用

促參法；不適用促參法或其他法律另無規定

者，始可依採購法第 99 條甄選投資廠商。 

3. 採購法第 99 條僅限政府規劃或核准辦理且

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放項目；促參

法允許民間自行規劃。 

3.辦理機關 

1. 促參法所稱之主辦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主辦機關依促參法

辦理之事項，得授權所屬機關（構）執行之

（促 5 第 2 項）。 

2. 主辦機關得經其上級機關核定，將依促參法

辦理之事項，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之（促

5 第 3 項）。 

1.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採購，

依採購法之規定（採 3）。 

2. 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

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

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採購法之規定，並應受

該機關之補助（採 4）。 

3. 機關採購得委託法人或團體代辦（採 5）。 

4. 機關之採購，得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

關代辦（採 40）。 

採購法之採購可委託法人、團體或其他具有專

業能力之政府機關代辦，促參法僅限授權所屬

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不可由

法人或團體代辦。另於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

前，應經上級機關核定。 

  



 

 

表 9-3  促參法與採購法比較彙整表(2/4) 

項目 促參法 採購法 說明 

4.資格訂定 

主辦機關應將該建設之興建、營運規劃內容及

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等相關事項，公告徵求民間

參與(促 42)。 

1. 機關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規定投標廠

商之基本資格（採 36 第 1 項）。第一項基

本資格、第二項特定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

之範圍及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採 36
第 4 項）。本會已訂頒「投標廠商資格與特

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2. 機關訂定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

爭，並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

力者為限（採 37）。 

3. 廠商共同投標，其屬同業者，需符合公平交

易法第 14 條但書各款之規定(採 25)。 

1. 依採購法第 99 條規定甄選經營之廠商，資

格應符合「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

認定標準」之規定。 

2. 依促參法甄選委外經營之民間申請人資格

之訂定，則視個案決定，並得請甄審會協助。 

3. 依促參法辦理者，民間申請人得自行組成團

隊參與規劃、興建及營運，允許產業策略結

盟。 

5.招商/招標之 

公告途徑 

1. 屬政府規劃之促參案件(促 42)，主辦機關辦 

理公告，應將公告摘要公開於資訊網路，並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促細 41) 
2. 民間申請自行規劃參與之案件(促 46)，主辦

機關應將案件摘要公開於主管機關及主辦

機關之網站(促細 44) 

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

應公告於政府採購公報及工程會資訊網站(採
27)。 

採購法中，具招標公告之招標方式公告與促參

法相同。但得有不公告招標，逕邀特定廠商議

價或比價的情形，其雖對於機關運用的彈性較

大，擇商作業較為便利，惟該等情形均屬特殊

者，且須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之

一方可適用。另委外經營案件多涉公共利益，

爰不建議採逕邀特定廠商議價或比價方式辦

理。 

6.作業期程 

(1)先期規劃及

可行性評估 

主辦機關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

前，應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但未涉及

政府預算補貼或投資者，不在此限(促細 39)。 

依採購法第 111 條及「機關提報巨額採購使用

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定」明定，「巨額採購」

應於採購前評估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至於

未達巨額之採購，雖不適用上開規定，但於編

列相關預算時，仍應回歸各相關法令規定。 

1. 依「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

點」，第 3 點明定「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各主辦或主管機關於研擬相關中長程施政

計畫時，應依…規定，就公共工程計畫先考

量及徵詢民間參與之意願；其經主管機關評

估不宜或經審議仍不適宜以民間參與方式

辦理者，其公共工程計畫及經費…之審議作

業，依本要點辦理。」第 4 點明定「主辦機

關應先行編列預算或籌措經費，用以辦理與

新興工程計畫有關之先期規劃構想（或可行

性評估）、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可行性與財

務效益評估、先期規劃及綜合規劃與設計等

作業」。 

2. 故公共建設涉政府預算經費者，均須辦理先

期規劃及促參之可行性評估。 

  



 

 

表 9-3  促參法與採購法比較彙整表(3/4) 

項目 促參法 採購法 說明 

6.作業期程 

(2)等標期 
等標期，應視公共建設之內容與特性及申請人準

備申請文件所需時間，合理定之(促細 41第 2項)。 

依「招標期限標準」(採 28)，等標期應視案

件性質與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件所需時

間合理訂定之。採公開招標辦理者，採購金

額在100萬元以上至少為14日；查核金 額(勞
務 1000 萬元)以上至少為 21 日；巨額(勞務

2000 萬元)以上至少為 28 日。 

查 94 年依促參法辦理之 5000 萬元以下之 ROT
及 OT 案件，等標期視個案金額及複雜程度一

般規定為 7 至 21 日不等。BOT 案件 94 年列管

中已公告案件之等標期為 10-120 日不等，平均

約為 50 日。 

6.作業期程 
(3)開標 

申請人應於公告所定期限屆滿前備妥文件提出

申請。另無開標規定(促 43)。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指定時間地點開標

(採 45)；公開招標第 1 次須有 3 家以上合格

廠商投標始得開標(採細 55)。限制性招標之

公開評選，無投標廠商家數限制。 

依採購法辦理，除採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方式

外，其採公開招標者，第 1 次有面臨投標廠商

家數不足而流標之可能。依促參法辦理者，則

無投標廠商家數之限制。 

6.作業期程 
(4)甄審、審標及 

評選作業 

1. 甄審委員會(促 44)、審核委員會(主辦機關審核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注意事

項第 8 點準用促 44 及 45 之規定)。甄審會置

委員 7 人至 17 人，由主辦機關首長就具有與

申請案件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之人員派兼或

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 2
分之 1（甄審辦法第 4 條）。 

2. 甄審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 2 分之 1 以 

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其中出

席委員不得少於七人，且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

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二分

之一（甄審辦法第 6 條）。 

3. 評審作業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性質，分資格

審查及綜合評審二階段。資格審查時，主辦機

關如認申請人所提送之相關文件不符程式，或

對所提送之資格文件有疑義，得通知申請人限

期補正或澄清，逾期不補正或澄清者，不予受

理。綜合評審時，甄審會如對申請人所提送之

投資計畫書及相關文件有疑義，得通知申請人

限期澄清，逾期不澄清者，不予受理（甄審辦

法第 11-14 條）。 

1. 評選委員會(採 94)。評選會置委員 5 人至

17 人，由機關首長就具有與採購標的相關

專門知識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

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 3 分之 1（評選

會組織準則第 4 條）。 

2. 評選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 2 分之

1 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

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3分之1(審議規

則 9)。 

3. 委員辦理評選，應依招標文件之評選項

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不得變更

或補充。其有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者，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項，應與評選

項目有關；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

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考量。簡報及現

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性質，不應要

求廠商更改投標文件內容。 

1. 資格、規格之審查，採購法明定屬機關權

責，應依招標文件審查投標文件(採 51)。投

標廠商不依招標文件投標或內容不符規定

者，不開標決標(採 50)。允許廠商說明的目

的在於確認其內容，其可更正者僅限「文件

內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與標價無關」之項

目。另雖訂定有得保留協商措施之規定，惟

須於無法決標或無法評定最有利標者始得

進行(採 55 及 56)。 

2. 促參法明定甄審會協助機關訂定評審項目

等，評審期間得要求民間申請人限期補正或

澄清。故招商過程較不致於動輒因疏忽之小

瑕疵而為不合格，因此，不僅可減少廢標重

標的情形，而且也可大幅降低因爭議暫停作

業之延誤。 

3. 促參法甄審會之組成及會議外聘委員出席

比例之規定，因促參案件複雜度較高，基於

重視專業及公平考量，較採購法之評選會為

嚴。 

  



 

 

表 9-3  促參法與採購法比較彙整表(4/4) 

項目 促參法 採購法 說明 

6.作業期程 
(5)議約、決標 

與簽約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應自接獲主辦機

關通知之日起，按評定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

機關完成投資契約之簽約手續，依法興建、營運。 

如未於規定時間籌辦及簽約者，主辦機關得訂定

期限，通知補正之。(促 45) 

除採限制性招標之公開評選案件於辦理公開

評選後應與優勝廠商議價(採 22I)外，其採購

採最有利標決標者，應於評定最有利標後即

決標，不得於評定最有利標後再洽該廠商議

價。如有洽減價之必要，應於招標文件中納

入協商措施，俾於評選階段就價格進行協

商。（採 56） 

1. 促參案件如係 OT 案件，性質較為單純，且

多非屬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不涉及用地取得

及開發、融資與租稅優惠，故議約需時較

少，與依採購法辦理之議價同，約 1 個月內

完成。 

2. 促參案件如係 BOT 或 ROT 案件，性質單純

者，亦約於 1-2 個月內完成簽約，惟性質較

為複雜，或屬重大公共建設範圍，或涉用地

取得及開發，或融資與租稅優惠，或籌辦特

許公司者，議約需時較長。 

7.租稅優惠 

重大公共建設，民間機構得享：(1)5 年免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2)投資抵減；(3)興建機具進口關稅

優惠；(4)房屋稅、地價稅、契稅減免；(5)營利事

業投資民間機構股票應納所得稅抵減(促 36-41)。 

無規定。 提高民間參與意願。 

8.籌資之協助 
與優惠 

1. 非自償性部分得由主辦機關補貼貸款利息或

投資建設之一部（促 29）。 

2. 協調金融機構提供中長期貸款及重大天然災

害復舊貸款等(促 29-35) 

無規定。 提高民間參與意願。 

9.法規鬆綁 

1. 不適用土地法第 25 條(省市縣政府對於其所管

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域內民意機關同意，並

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

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2.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

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
(促 15-17) 

無規定。 

依採購法第 99 條辦理者，仍應注意相關法令規

定，如土地法第 25 條、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

註： 

1. 土地法第 25 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

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

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

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2. 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

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

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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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方式支付費用委託民間機構代為營運管理。前者為民間參與，

著重民間資金之投入及引進企業經營理念，後者為勞務採購，二

者性質不同。 

此外，許多人把國內促參法推動實施的民間參與方式稱為政

府民間合夥方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事實上 PPP

的內涵除了目前國內推動實施的特許權（Concession）系統外，還

包括熟知的合夥投資（Joint Venture，JV），以及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制度係由英國於 1992 年所創始，目前也已廣泛的使用於

歐洲，日本以及新家坡等地區。不同於特許權系統採購的主要標

的「資產」，PFI 更強調採購的是「服務」。特許權系統依使用者

付費觀念回收興建及營運成本，強調專案自償性。PFI 則是由政府

於營運期依服務水準對價給付服務費用，也就是說由「成果」作

為履約基準與付款依據。簡單說 PFI 強調購買的是服務而不是硬

體，且提供服務的廠商係向公部門收錢，而目前國內實施的特許

權系統則是重硬體且廠商是向使用者付費，本質上差異很大。這

兩者與傳統採購的異同可以彙整如表 9-4 所示。 

綜合上述的分析，不論公有公營、公有民營或民有民營均有

其優缺點，海水淡化廠的興辦與營運可依採購法或促參法來辦

理。另從政策面、法規面、國內海水淡化推動方式、優惠措施等

來看，促參法予以放寬法令限制、提供各種優惠，以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且該法屬特別法性質，優先於其他相關法律之適用，

但目前自來水價偏低的情形下，自償率不足的前提下，加上促參

法的作業時間較採購法久（表 9-5）（若涉及政府補貼整體時程預

估為 9.5~15.5 個月），且相關專業亦較採購法多。 



 

 

表 9-4  兩大民間參與系統與傳統採購方式的比較 

 傳統採購方式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特許權系統 PFI 系統 

財務面 

融資方式 以政府稅收或是發行公債 

民間以特許公司未來的收益向銀

行融資，在特許權期間財產權屬

於政府或是特許公司，依不同模

式而定 

民間以未來的政府付款保證向銀

行融資，在特許權期間財產權屬

於特許公司 

收入來源 — 向使用者收費 設施營運後，政府才開始分期付

款 

收入風險 — 市場依服務水準決定費率 績效式付款，服務績效，由業主

決定 

主要風險承擔者 政府 民間 政府與民間最適分擔 

興建面  
設計與施工分開發包（少數採

統包），營運由政府負責 
設計、施工與營運均由民間特許

公司負責 
設計、施工與營運均由民間特許

公司負責 

執行面 
可行性評估標準 成本效益分析 自償率 VFM 與可負擔性 

需求呈現方式 設計圖說 成果規範 成果規範 

制度面 
特別立法 無須 需要 需要 

配套措施 公共工程計畫程序與制度 核准程序（確保專案適用促參模

式） 核准程序（確保預算被保留） 

資料來源：Value for Money 

 



 

9-14 

表 9-5  促參法與採購法相關作業期程 
安排比較表(1/2) 

期程 促參法 採購法 

可
行
性
評
估 

先
期
規
劃
及 

主辦機關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

共建設前，應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

規劃。但未涉及政府預算補貼或投資

者，不在此限（促細 39）。 

依採購法第 111 條及「機關提報巨額

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定」

明定，「巨額採購」應於採購前評估使

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至於未達巨額

之採購，雖不適用上開規定，但於編

列相關預算時，仍應回歸各相關法令

規定。 

（4～6 個月） （1～2 個月） 

發
包
文
件
製
作 

方
案
確
認
及 

針對方案組合進行評估，調查市場可

行性、法律可行性、財務可行性..，並

釐定政府委辦廠商相對權責，包括權

利/回饋金支付、補貼金額、附屬經營

項目、租金收益…，並據以擬定發包

文件。 

針對方案組合進行評估，調查市場可

行性、法律可行性、財務可行性..，並

釐定政府委辦廠商相對權責，包括委

辦金額、附屬經營項目…，並據以擬

定發包文件。 

2～3 個月 2～3 個月 

等
標
期 

視公共建設之內容與特性及申請人準

備申請文件所需時間訂定（促 41）。 
根據 94 年相關案件得知： 
 5000 萬元以下之 ROT 及 OT 案

件：7 至 21 日不等 
 BOT 案件：10-120 日不等，平均約

為 50 日 

 根據「招標期限標準」，機關辦理

公開招標者：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至少 7 日 
 公告金額（100 萬元）以上未達查

核金額之採購：至少 14 日 
 查核金額（勞務 1000 萬元）以上

未達巨額之採購：至少 21 日 
 巨額（勞務 2000 萬元）之採購：

至少 28 日 

1～2 個月 至少 1 個月 

開
標 

 申請人應於公告所定期限屆滿前

備妥文件提出申請 
 無開標規定（促 43） 
 無投標廠商家數之限制 

 應於指定時間地點開標（採 45） 
 公開招標第 1 次須有 3 家合格始得

開標（採細 55） 
 除採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方式

外，其採公開招標者，第 1 次有面

臨投標廠商家數不足而流標之可

能 

7～15 天 7～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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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促參法與採購法相關作業期程 
安排比較表(2/2) 

期程 促參法 採購法 

甄
審
、
審
標
及
評
選
作
業 

 甄審會置委員 7 人至 17 人，其中

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 2 分

之 1 
 甄審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

2 分之 1 以上且至少 7 人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評審作業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

性質，分資格預審及綜合評審二階

段 
 資格預審時，甄審會如認申請人所

提送之相關文件不符程式，或對所

提送之資格文件有疑義，得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或澄清，逾期不予受

理 
 綜合評審時，甄審會如對申請人所

提送之投資計畫書及相關文件有

疑義，得通知申請人限期澄清，逾

期不予受理 

 評選會置委員 5 人至 17 人，其中

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 3 分

之 1 
 評選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總額

2 分之 1 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

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席委

員人數之 3 分之 1 
 委員辦理評選，應依招標文件之評

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

不得變更或補充 
 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

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考量。簡

報及現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

性質，不應要求廠商更改投標文件

內容 

1～2 個月 2 週～1 個月 

議
約
、
決
標
與
簽
約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應

自接獲主辦機關通知之日起，按評

定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

成投資契約之簽約手續，依法興

建、營運 
 未於規定時間籌辦及簽約者，主辦

機關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促 45） 

 除勞務採購案件得辦理公開評選

後議價（採 22I）外，BOT 及 ROT
案件屬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採

56）者，除採協商措施外，不得另

行議價 
 促參法得享有租稅優惠，採購法則

無 

1～2 個月 7～10 天 

總計 5.5～9.5 個月 
（9.5～15.5 個月/政府預算補貼） 

4～6 個月 

資料來源：連江縣自來水廠，南竿（一、二期）及西莒海淡廠操作營運方式評估委託技

術服務案（南竿）－定案期末報告，民國 9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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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南海水淡化廠興辦方式建議 

以往離島地區海水淡化廠的興建，多採用工程與營運管理分

開招標，致使發生不少問題，如工程設計不良或施工問題，導致

後續操作營運不佳，且因工程與營管分開招標不易釐清與追究廠

商責任，降低營運品質造成淡化廠供水水量不足。 

採促參法辦理的海水淡化廠包括西嶼 75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

廠、馬公海水淡化廠二廠及望安海水淡化廠（新增及改建）、南

竿 95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廠，及桃園海水淡化廠等。 

另台水公司於民國 92 年底規劃興建之「馬公 3,000 立方公尺

海水淡化廠」，係依照採購法並參採 BOO 之精神辦理招商，由廠

商自行出資興建，台水公司僅負責保價保量購買海淡水（15 年），

設備為廠商所擁有。澎湖增設 3,000 立方公尺套裝海水淡化廠購

水單價為每立方公尺 32.8 元，但該案並無取排水管線工程、無廠

房建築等，且當時台水公司核定底價為每立方公尺 67.5 元。 

另由開標紀錄瞭解，其中共有 7 件合格標，除得標價格外，6

家廠商報價範圍為每立方公尺 48.6~75.0 元，因此該案的購水單價

僅約為底價的 48.6%，有偏低之現象。至目前為止，該廠產水量

及水質皆依規範要求提供合格的海淡水給台水公司。 

根據以上的分析，本計畫台南興辦方式初步建議依照採購法

辦理，內容建議如下： 

1、 原則 

˙ 保價保量 

˙ 政府提供土地及接水點 

˙ 依購水合約訂定海淡水水質及水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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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辦機關建議 

台南海水淡化廠初步規劃供水對象以公共給水為主，亦即

所產出的海淡水納入現有自來水系統中，根據已往推動經驗，

台南海水淡化廠興建及營運單位主要為經濟部水利署或台灣自

來水公司。依此，初擬方案建議比照澎湖馬公增建 4,000 立方

公尺海水淡化廠興辦模式，台南海水淡化廠的規劃、報核工作

由水利署負責，開發與營運則交由台水公司辦理。 

上述方案主要問題是海淡水差價由誰支付。依據新竹海水

淡化廠推動經驗（海淡水輸送置新竹第二淨水場配水池，再由

既有管線輸送置竹科），台水公司為支付後續自來水管網之操

作維護費會向政府收取每立方公尺 7.23 元的費用（詳表 9-6），

收購海淡水的費用為每立方公尺 3.52 元。假設未來海淡水價與

自來水價之差額全由政府負擔，若由台水公司來負責營運管理

（以操作營運每立方公尺 15 元估算），會較專管供應特定對象

須多支付每立方公尺 3.71 元的費用。 

 

表 9-6  台水公司自來水水價平均成本結構 
單位：元/立方公尺 

自來水水價（10.75） 

造水成本 3.52 銷售成本 6.95 
利潤 
0.28 取水成本 

2.17 
淨水成本 

1.35 
送水成本 

4.05 
業務費 

1.12 
管理費 

0.48 

其他 
營業費 

0.02 

財務 
（利息） 

1.28 
 

本計畫所推動之台南海水淡化廠所產出的海淡水係納入自

來水系統中，依以往推動海水淡化廠經驗，海水淡化廠興建成

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但營運成本與自來水水價的差額仍須

透過協商及政策指示（由政府部門編列預算支付），本計畫方

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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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運管理權責分工 

以往台灣本島海水淡化廠的推動經驗顯示，海水淡化廠的興

建與營管或執行單位往往會牽扯到水利署、台水公司、縣市政府、

及工業區之主管機關，主要原因為建廠費用的分攤（政府），營

管費用的支應（使用者），透過既有自來水管網供應海淡水（台

水公司）等相關權責分工。 

依前述章節之規劃，台南海水淡化廠係納入既有自來水系統

以供應台南地區公共給水使用，建議營管單位為台水公司，海水

淡化廠的操作維護則可由委由民間機構來執行。 

在權責分工方面，台水公司負責海水淡化廠的興建與後續監

督管理，民間機構負責海水淡化廠的操作維護工作。在經費分攤

部分，興建費用比照以往傳統水源開發計畫，由水利署編列公務

預算分年攤還，操作維護費用與自來水價之差額部份亦須由政府

編列預算支應。 

三、研擬相關報核計畫書 

臺南海水淡化廠若依採購法推動，需提報工程計畫書至行政院

審核。本計畫工程計畫書內容係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

計畫編審要點規定內容撰寫（表 9-7），未來仍須辦理環評作業等後

續事宜本階段先提工程計畫書（初稿），詳細內容整理於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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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報核計畫書內容說明 
興辨 
方式 報核計畫書內容 

採
購
法 

1.工程計畫 
計畫緣起 
。依據 
。未來環境預測 
。問題評析 
計畫目標 

。目標說明 
。達成目標之限制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主要工作項目 
。分期（年）執行策略 
。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期程與資源需求 

。計畫期程 
。所需資源說明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 
預期效果及影響 

附則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撿核表 
。其他有關事項 

 



 

 

 

 

第拾章 工程規劃 
一、規劃成果 

二、後續工作建議 

 
 



 

10-1 

第拾章  工程規劃 

一、規劃成果 

綜合「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100 年）

執行成果以及本年度計畫補充調查與重新檢討成果，臺南海水淡化

廠工程規劃成果整理如下。 

(一) 廠址 

臺南海水淡化廠廠址採 2 階段評估，透過初選、優選過程，

決定適宜廠址區位。經採用工程經濟面、供水效益面、環境保育

面、計畫推動面、產業發展面等 5 大面向綜合評估，本計畫的優

選廠址位於七股鹽田。 

(二) 開發規模 

綜合自來水管網限制、用水需求、工程經濟、計畫效益、土

地取得、環境保育等面向，評估七股鹽田候選廠址海淡廠最適開

發規模為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 

然考量臺南海水淡化廠產出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供應生活

與工業用水的供水方式，海淡廠將採 2 階段分期開發方式，以逐

步提高海淡水於沿海地區的接受度與使用量。 

(三) 淡化處理程序 

臺南逆滲透法海水淡化廠主要單元可分為取水（海水）與排

水（鹵水）系統、前處理系統（混凝、沉降、過濾等傳統方式或

薄膜方式）、淡化系統（逆滲透薄膜）以及後處理系統（消毒）

等 4 個主要單元。考量臺南海域於暴雨颱風期間恐有濁度飆高現

象，為確保海淡廠產水功能與逆滲透薄膜使用壽命，臺南海淡廠

前處理採用 UF 薄膜前處理配合混凝膠凝（詳圖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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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井
原水調和池海水 膠凝池

RO進流
緩衝槽

匣式
過濾器

RO進流
高壓泵浦

抗垢劑添加

兩段
RO模組

能源
回收裝置

增壓泵浦 鹵水
鹵水貯槽

鹵水
海洋放流

後處理單元
(硬化、加氯消毒等)

淡化
水貯槽

輸配
水系統

UF超濾薄膜

沉澱池

 

圖 10-1  海淡廠處理流程示意圖 
(UF 薄膜＋混凝膠凝前處理方式) 

 

(四) 廠區平面配置 

七股鹽田廠址廠區平面配置詳圖 10-2，其佔地面積約 6 公頃，

主要設施單元包括： 

1、 原水調和池 

除勻化海水原水外，底部增加排泥設施達到沉砂效果。設

置 1 座，水力停留時間 2 小時，尺寸為 80mL×80mW×4mH。 

2、 膠凝池 

調節酸鹼值，並加入混凝膠凝劑。設置 12 座，水力停留時

間 3 分鐘，尺寸為 20mL×15mW×2mH，並應設置欄污柵。 

3、 沉澱池 

利用重力達到固液分離效果。設置 20 座，水力停留時間 1

小時，尺寸為 60mL×50mW×4mH。



 

 

圖 10-2 臺南海淡廠廠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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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泥脫水及貯存設施 

鄰近海域監測水質懸浮固體多在 3~30mg/L，以平均值

20mg/L、沉澱池去除效率 80%計算，每日產生污泥重量約為

4,480 公斤（不含水），以含水率 96%估計每日污泥量約 112 立

方公尺，採用 2.5 公尺寬之帶濾式脫水機，以進料率 600kg/m-hr
推估需 4 台，貯槽 2 個，尺寸 3mL×3mW×4mH，污泥脫水及貯

存設施用地需求面積約為 25mL×10mW。 

5、 中間水槽 

勻化沉澱池後產水並作為 UF 超濾薄膜之緩衝槽，停留時

間 20 分鐘，共設 10 槽，每個尺寸為 50mL×20mW×4mH。 

6、 UF 超濾薄膜 

藉由孔隙達到分離水中雜質的效果，回收率以 95%預估，

設置 24 個模組，每一模組含 260 支膜管，共 6,240 支膜管，含

土建占地尺寸約 60mLx60mW。 

7、 第一段 RO 緩衝槽 

保持泵送海水進入逆滲透模組所需之穩壓狀態，停留時間

3 小時，共設 10 槽，每個尺寸為 100m×60mW×5mH。 

8、 第一段 SWRO 逆滲透膜 

逆滲透薄膜 20 個模組（modular），每個模組（modular）
則含 780 個模容器（vessel），每個模容器都設有 6 個元件

（element），共 8,400 支膜管，操作壓力約 52bar，回收率及除

鹽率分別以 45%、98.5%。並設置高壓泵提供所需的伺服壓力，

以及維護保養薄膜模組所需浸泡的設施。 

9、 第二段 RO 緩衝槽 

保持泵送海水進入第二段逆滲透模組所需之穩壓狀態，停

留時間 1 小時，共設 2 槽，每個尺寸為 50mL×25mW×4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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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段 RO 逆滲透膜 

逆滲透薄膜 10 個模組（modular），每個模組（modular）

則含 70 個模容器（vessel），每個模容器都設有 6 個元件

（element），共 4,200 支膜管，由於總溶解固體已較海水大幅

降低，操作壓力約 10bar，回收率及除鹽率分別以 85%、97.5%

預估。並設置高壓泵提供所需的伺服壓力，以及維護保養薄膜

模組所需浸泡的設施。 

11、 藥品槽 

共設 12 槽，包括酸鹼，膜抗垢劑，金屬氧化劑，次氯酸消

毒劑等分開儲存，並設二次圍阻避免洩漏產生危害，每槽尺寸

為 1.5mDx3mH。 

12、 泵島 

包括加藥泵、配水泵等均設有泵島。 

13、 後處理系統 

視實際出水狀況調整 pH 值，採加氯消毒方式。 

14、 海淡水貯池 

停留時間 3 小時，共設 8 槽，每個尺寸為 50mL×8mW×4mH。 

15、 鹵水貯池 

停 留 時 間 2.5 小 時 ， 共 設 4 槽 ， 每 個 尺 寸 為

10mL×40mW×3mH。 

16、 其他公共設施 

行政大樓（含水質檢驗分析室與展示說明區），員工宿舍，

警衛室，維修工具間，停車場、電氣室，緊急發電機室，空壓

機室，控制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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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廠區工程規劃 

1、 地盤改良 

七股鹽田現況與魚塭相似，地表高程約-0.5 公尺。廠址地

層分別由棕灰色回填土、灰色黏土、棕灰色粉土質砂、灰色粉

土質砂~砂質粉土與灰色粉土質砂所組成。根據實測結果，廠址

地下水位約位於地表下 0.3～0.5 公尺處。而根據廠址地層概況

及液化分析結果顯示本基地地層於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狀

態下有抗液化強度不足之虞。 

考量基地地層條件與提高地層抗液化能力之需求，並參酌

相關工程經驗，建議本工區可採用振動擠壓砂樁工法進行地盤

改良，改良範圍主要為第三層次之土層。 

2、 填土整地 

廠址需進行填方作業，抬高基地高程以減少淹水風險。為

滿足 100 年重現期距降雨事件，基地平均設計高程為 1.3 公尺，

估計 6 公頃土地填方約 10.8 萬立方公尺。 

(六) 取水工程規劃 

1、 取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綜合各項評估因子及規劃考量，沿青山漁港北防波堤北側

50 公尺範圍線，可定為取排水管線路線，2 管線採平行布設，

可避開南側青山漁港航道、台江國家公園海域範圍及外海電

纜、油管管線等可能限制條件。 

另離岸 660 公尺處，水深達 5 公尺可滿足取水水位要求，

且水質與離岸較遠海域水質相仿穩定，為海淡廠適宜取水位置。 

2、 取水量 

參考近年國外海淡廠產水率平均可提高至 42%，本計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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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取水量可降為 23.8 萬立方公尺。 

3、 取水位置及型式 

臺南海淡廠取水方式採用離岸埋管式取水，取水口為開放

式取水，頂部設置網目 0.25 公分粗攔污柵，海域端管線長度約

0.5 公里，並於岸上端設置乾式取水井，以直接揚水方式汲取海

水，經陸域段 2,940 公尺輸水管線輸送至廠區。 

4、 海域端管線埋設深度 

為避免近岸埋設管路曝露至海床上受浪流作用，建議灘線

附近管路埋深至少 2 公尺，碎波帶內管路埋深至少 1 公尺。 

5、 取水方案：滲流取水方案。 

(七) 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 

1、 排水口規劃評估因素分析 

海淡廠鹵水排放位置規劃作業尚須考慮海域流向、流速與

環境敏感區位，以避免將排放入海的鹵水再度取回海淡廠使

用，並降低海域環境的可能影響。 

由於臺南沿岸海域海流方向以南、北向為主，為避免取水

口海水受到排放鹵水影響，鹵水排放口位置與取水口位置應保

持一定的距離，且排放口設置於取水口西方，以達遠離台江國

家公園海域預定範圍及減低取水影響之目標。 

參考國外海淡廠鹵水排放試驗與鹵水排放水質監測結果，

以及本計畫海淡廠鹵水排放數值模擬結果，顯示鹵水應可於 300

公尺範圍內稀釋至海域背景水質鹽度，因此規劃取、排水口呈

東西向佈設，距離約 1,000 公尺，海域端管線長度約 1.5 公里。 

2、 鹵水排放量 

參考近年國外海淡廠產水率平均可提高至 42%，則每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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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可降為 23.8 萬立方公尺，鹵水排放量 13.6 萬立方公尺。 

3、 排水位置及型式 

依國外海水淡化廠鹵水排放設施配置案例顯示，採用多點

排放型式可獲致較佳稀釋結果，降低鹵水排放可能之影響。如

排放管距離取水口距離越遠，對海水淡化廠取水影響亦越小，

故建議配合排水管線佈線調整成東西走向，排放口位置調整至

取水口西側離岸 1.5 公里處，將 4 個管徑 350 毫米架高排放豎

管成南北向分佈於排放管末端，距離亦各相距 150 公尺。 

(八) 海淡水輸水管線規劃 

臺南海淡廠產出海淡水透過輸水專管併入舊佳里加壓站鄰近

區位設置混合池後統一調配供應鄰近地區生活與工業用水使用

（圖 10-3）。 
 

 

圖 10-3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供水方案 
(佳里區新設混合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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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麻豆區引入混合用的自來水量上限為每日 5 萬立方公尺，

自來水水源來自於烏山頭淨水場。海淡廠第二期工程完工後的總

產水量為 10 萬立方公尺，其依水力分析結果，海淡水與自來水於

混合池混合比例初估約為 1.3:1（海淡水約佔 57%，自來水約佔

43%），每日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後目標輸出量約為 21 萬立方公

尺，故海淡水約佔 12 萬立方公尺，符合第二期總產水量 10 萬立

方公尺之需求。混合池容積以每日調節 3 次（每次 8 小時）計算，

推估每日總混合水量 18 萬立方公尺需使用混合池容積為 7.2 萬立

方公尺，若以深度 8 公尺推估所需土地面積至少約 1.6 公頃。 

(九) 鹵水回收再利用 

根據本所「以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環境承載分析與發展研

究（2/2）」（98 年 12 月）的研究，目前國際上海淡廠鹵水再利

用仍處於研究階段，僅有製鹽為現階段較為可行的應用方式，但

製鹽產品經濟價值偏低可能限制未來發展。 

國內目前僅有 1 座通霄精鹽廠以抽取海水配合電透析方式進

行製鹽，對於本計畫台南地區海淡廠而言，鹵水無法提供製鹽廠

使用，且由日本深層海水產業與海淡廠鹵水再利用發展現況，可

預期海淡廠鹵水於食品、化妝品、鹵水三溫暖等人體使用相關應

用上將無法與深層海水相互競爭抗衡，現階段在台灣恐未具發展

鹵水再利用產業之條件，惟後續可針對鹵水回收再利用議題進一

步評估。 

(十) 工程經費與年計成本 

1、 總工程經費 

海水淡化廠各項工程經費估算將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所編撰之「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進行估算。總

工程經費共計 88 億元。建造成本共計 93.25 億元（詳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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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台南海淡工程分年經費表 

成本項目 工程費 

(億元) 
分年度經費(億元)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壹、設計階段作業費 0.67 0.67 － － － 

貳、用地取得及補償費 - －  －  －  －  

一、漁業權補償費 0.51 0.51 － － － 

二、用地取得費 1.76 1.76 － － － 

參、工程建造費 - － － － － 

一、直接工程成本 - － － － － 

(一)取排水及海事工程 16.25 8.12 8.13 － － 

(二)輸水工程 8.47 4.23 4.24 － － 

(三)海淡廠工程 37.11 10.3 10.8 9.5 6.51 

(四)混合池工程 4.05 2 2.05 - - 

(五)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1.32 0.49 0.5 0.19 0.14 

小計(直接工程成本) 67.2 25.14 25.72 9.69 6.65 

二、間接工程成本 6.72 2.51 2.57 0.97 0.67 

三、工程預備費 6.72 2.51 2.57 0.97 0.67 

四、物價調整費 2.4 0.45 0.93 0.53 0.49 

肆、其他費用 2.02 0.75 0.77 0.29 0.21 

伍、總工程經費 88 34.3 32.56 12.45 8.69 

陸、施工期間利息 5.25 1.03 1.98 1.15 1.09 

柒、建造成本 93.25 35.33 34.54 13.6 9.78 

2、 年計成本 

年計成本係指在 20 年經濟分析年限內，每年平均分攤完工

建造成本之固定年成本、營運期間之年營運費用等費用。其中

固定成本包括利息、賠償基金，營運費用包括期中換新準備金、

保險費及稅捐、運轉維護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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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利率 3%估算採購法興辦下，規模 10 萬立方公尺，每

日產水 10 萬立方公尺之海淡廠單位造水成本為 34.41 元/噸（表

10-2）。 

表 10-2  單位供水成本 
方案 去年度  本年度  

主要工程變更說明 
輸水幹管內混合，毋須 

額外設置其他管線與混合池 
佳里區 

新設混合池 

總建造成本(億元) 84.55  93.25  

年建造成本   

利息(億元) 2.39  2.64  

償債基金(億元) 3.15  3.47  

小計(億元) 5.54  6.11  

年營運成本   

維護運轉費用(億元) 5.68  5.68  

保險及稅捐(億元) 0.10  0.16  

小計(億元) 5.78  5.84  

單位建造成本(元/噸) 15.16  16.94  

單位營運成本(元/噸) 15.82  17.47  

單位供水成本(元/噸) 30.99  34.41  

 

(十一)施工進度 

臺南海淡廠工程預定進度如表 10-3 所示，整體工期預估需時

9 年，相關設施施工計畫說明如下： 

1、 規劃設計作業：於招商前完成規劃設計作業，包括報核程序，

預估至 103 年。 

2、 民意溝通與宣導作業：為順利推動本工程，應於開工前持續

辦理各項民意溝通與宣導。 

3、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依一般環評作業期程預估需時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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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  工程預定進度表 

 
 

4、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作業：本工程私有地面積僅混合池部

分，佔總工程用地比例不高，依據一般工程開發時程，用地

徵收及補償作業需時約 2 年。 

5、取排水與輸水工程：取排水與輸水工程依工程經驗預估需時

1.5 年。 

6、 廠區土木設施：整地開工後應優先由相關土木及廠房設施開

始興建，其中包括原水調和池、膠凝池、沉澱池、污泥脫水

及貯存設施、中間水槽、RO 緩衝槽、藥品槽、海淡水貯池、

鹵水貯池，及行政大樓（含水質檢驗分析室與展示說明區），

員工宿舍，警衛室，維修工具間，停車場、電氣室，緊急發

電機室，空壓機室，控制室等，預估需時 1 年。 

7、廠區系統、電力及儀控設備安裝：於土木施工完成後，將相

關系統設備進行安裝，相關系統設備安裝作業預估需時 6 個

月。 

8、 試車調整與驗收：最後預估需以 3 個月時間進行各單元及整

體之試車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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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推動期程 

依據 100 年 4 月 6 日行政院核定「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臺南海水淡化廠原定 106 年開始供水（第一階段每

日 5 萬噸），108 年再新增每日 5 萬噸供水量，惟考量環境影響

評估及用地取得至少需 4 年，再加上招商、建廠與埋管之時程，

水利署於 101 年度重新檢討供需分析圖時，已將第一階段供水時

程延至 108 年，第二階段供水時程則為 110 年（圖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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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中成長 節水中成長

現況 水源量

115年曾文水庫越域引水24.9
萬噸/日（聯合運用原調配高
雄地區水源回供6.6萬噸/日）

玉峰堰3萬噸/日
曾文及烏山頭水庫26萬噸/日
南化水庫(與高屏堰聯合運用)64 萬噸/日
白河水庫0.1萬噸/日
鏡面水庫0.3萬噸/日

98年莫拉克風災及高屏溪水源尚無北送
台南能力影響聯合運用供水潛能17.4萬
噸/日、原南化支援高雄地區水量調配回
供3萬噸/日、曾文及烏山頭水庫調配嘉
義水量回供3.8萬噸/日

105年配合高屏大湖第1期計畫達成高屏堰水源北
送南化供水區25萬噸/日之能力增加聯合運用供水
潛能13.2萬噸/日（含原調配高雄地區水量保留支
援）

108年臺南海水淡化廠
第一期 5萬噸/日

110年臺南海水淡化廠
第二期 5萬噸/日

 
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開發利用總量管制策略推動規劃」，101 年 11 月。 

圖 10-4  台南地區公共給水系統水源供需分析圖 
(不含自行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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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工程規劃變動整理 

綜合以上的說明，本年度與去年度工程規劃的主要變動包括

工程經費、期程，與推動方式，茲整理如表 10-4。 

表 10-4  工程規劃變動 

工程規劃諸元 去年度規劃成果 本年度規劃成果 

工程經費 

總建造成本    84.55 億元 
單位建造成本  15.16 元/噸 
單位營運成本  15.82 元/噸 
單位供水成本  30.99 元/噸 

總建造成本    93.25 億元 
單位建造成本  16.94 元/噸 
單位營運成本  17.47 元/噸 
單位供水成本  34.41 元/噸 

推動期程 

106 年第一階段供水 
（每日 5 萬噸） 

108 年第二階段供水 
（每日 10 萬噸） 

108 年第一階段供水 
（每日 5 萬噸） 

110 年第二階段供水 
（每日 10 萬噸） 

推動方式 促參法 採購法 

二、後續工作建議 

依據本計畫規劃成果，臺南 10 萬噸海水淡化廠將以政府採購法

方式辦理，其中規劃、報核工作由水利署負責，開發與營運則交由

台水公司辦理。 

依規劃期程可知，本計畫臺南 10 萬噸海水淡化廠第一階段每日

5 萬噸供水時程為 108 年，第二階段每日 10 萬噸供水時程則為 110

年。若本計畫順利取得預算進入工程施工階段，應於計畫可行性規

劃階段完成後，應進行進一步調查規劃與宣導、機關協調與報院審

議流程等各項工作，因此建議後續工作依辦理優先條件分為二階段

排序如表 10-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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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後續工作建議 
第一階段－先期作業 
(民國 102 年~105 年) 

第二階段－工程實施 
(民國 106 年~109 年) 

●海域生態 
（包括動、植物與浮游生物等）、

海洋物理特性、漁業權等調查 
●計畫核定取得預算 

●地方溝通及宣導 ●用地徵收取得 

●計畫報核 ●相關工程配合施作檢討 

●海域地形測量 ●工程施工與驗收 

●海域地質調查 
●海域水質調查 

●操作與營運 
(108 年第一階段每日 5 萬噸供水、 
110 年第二階段每日 10 萬噸供水) 

●替代計畫研擬   

●工業用戶用水意願調查   

●鹵水排放與再利用評估   

●混合池評估檢討 
（含地質鑽探、備用地點評估）   

●自來水供水系統調度檢討 
（含水力分析）   

●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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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委託專業服務評選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5) 

 
壹、日 期：民國 101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 點：本所彰化辦公區一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趙永楠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一、委員一 

1. 鹵水再利用之計畫，是否也於本計畫中

一併提出可行性之規劃，可增加民眾之

信賴及降低海淡成本。 

1.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評估鹵水再利用之

可行性與相關規劃。 

2. 貴公司建議之海淡新設備，是否會涉及

限制性招標之問題，及後續耗材之約束

問題？ 

2. 本計畫採用逆滲透淡化製程，屬於成熟

商業產品，市面上相同功能的設備選擇

性高，並無涉及特殊規格或限制性招標

問題。 

二、委員二 

1. 取、排水口預計設置於水深幾米處？針

對取、排水頭之鄰近地形受波流作用下

之淘刷影響範圍如何評估？當最大淘刷

深度影響取、排水頭之安全時（如排水

頭之斷裂情形），其淘刷保護工之考量配

置為何？ 

1. 一般取排水口深度需至少低於最低低潮

位以下 1.5 公尺，且最好能避開碎波段海

域。參考民國 95 年「台南海岸復育規劃

(1/2)(急水溪至曾文溪口)」，七股扇形鹽

田海岸海域具沖刷潛勢，海岸略呈侵蝕

狀態，5 公尺水深以內的海域為碎波段。

本工作團隊將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與長期

海床變動數值模擬，決定取排水管線於

近岸段的埋設深度，配合管線埋設時的

保護工法(詳 4.3 節)，以確保海淡廠取排

水管線正常運作功能。 
2. 取、排水頭受極端海象條件下（如颱風

波浪、focusing wave、暴潮位與流等條

件）之水動力條件，對取、排水設施工

程之規劃及工法研擬及評估方法為何？ 

2. 本工作團隊將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與長期

海床變動數值模擬，模擬颱風期間可能

掏刷深度，以決定取排水管線於近岸段

的埋設深度，配合管線埋設時的保護工

法(詳 4.3 節)，以確保海淡廠取排水管線

正常運作功能。 
3. 本計畫區之漂沙甚為活躍，如何防治取

水頭受懸移載（濁度）之影響及汲水功

能之衝擊。此外，颱風暴雨後有浮木漂

浮，其防治措施考量為何？ 

3. 本工作團隊將進行浸沒式取水工規劃，

可避免海水濁度過高或浮木問題，計畫

執行期間將透過海域地形測量與底質調

查成果，進一步分析浸沒式取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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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委託專業服務評選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2/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4. 鹵水排放數值模擬之演算方法及考量模

擬條件，請補充說明，另如何降低排放

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4. 本工作團隊除提出降低排放量的可能方

式（如提高製程產水率來降低鹵水排放

量），並配合多點射流的排放方式（鹵水

擴散效率最佳），以減輕鹵水排放對於環

境生態的影響。鹵水排放數值模擬方法

說明詳 4.6 節。 

三、委員三 

1. 請說明所蒐集之波流、潮位、漂沙及水

深地形等資料是否足以提供相關數值模

擬計算分析（資料之正確性，時效性須

確認）。 

1. 本工作團隊將採用計畫區域以往海象調

查成果，另進行海域地形測量，作為長

期海床變動數值模擬與鹵水排放數值模

擬參數設定之參考。 
2. 近岸地形水深為管線佈設工法研擬的重

要依據，請說明如何施做量測以獲得最

可靠之地形資料。 

2. 本工作團隊將採用採用聲納單音束方式

進行近岸海域地形水深測量，詳 4.2 節及

附錄四說明。 
3. 請說明取、排水口設置深度、方向兩者

間距之妥適性如何確認？ 
3. 一般取排水口深度需至少低於最低低潮

位以下 1.5 公尺，且最好能避開碎波段海

域。取排水口兩者之間距離應考量海流

流向，應避免鹵水排放至海域時影響取

水水質。 

四、委員四 

1. 取排水與漂砂相互影響為何？如何評

估？ 
1. 一般取排水口深度需至少低於最低低潮

位以下 1.5 公尺，且最好能避開碎波段海

域，以減少海床掏刷破壞管線與海水濁

度飆高機率。 
2. 鹵水排放數值模擬，如何驗證估算？是

否需進行水工模型試驗。 
2. 鹵水數值模擬結果僅能透過水工模型與

現地觀測試驗加以驗證，建議可於設計

或環評階段進行鹵水排放水工模擬試

驗，以進一步確認鹵水排放影響範圍。 

 
 
 
 
 
 



附 1-3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委託專業服務評選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3/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3. 海淡水混合對民眾飲水之習慣等敏感問

題及水質問題。 
3. 本工作團隊除了提出自來水與海淡水進

行混合之後再併入供水系統的兩種不同

工程方案(詳 4.5 節)，另建議於海淡水水

質於出廠前應透過水質監測系統，即時

監測是否符合飲用水水質及 LSI 藍氏飽

和指數的標準，避免發生水質問題。 
4. 本案之經濟效益如何？請再簡要敘述

之。 
4. 民國 98 年莫拉克風災導致南部水庫大量

淤積，嚴重影響既有水庫容量及供水穩

定能力，造成台南、高雄市水資源調度

與供應的危機。本計畫評估台南海水淡

化廠工程可行性，將產出海淡水併入自

來水管網系統或與自來水混合，就近供

給台南市臨海地區公共給水，以期達成

「台灣南部區域水資源基本經理計畫」

規劃民國 106 年每日產水 5 萬立方公

尺、民國 108 年每日再增供 5 萬立方公

尺之供水目標，可降低台南市缺水風險。 
5. 主持人辦理中之計畫件數，是否符合規

定？ 
5. 計畫主持人目前雖另擔任 2 項計畫主持

人，其中 1 項將於今年 6 月結案，主持

人資格完全符合甲方規定。 

五、委員五 

1. 海淡水納入自來水系統，其影響面如何

處理？如水壓、水質之穩定性，另水量

如何計量？另有何考量營運管理面之衝

擊？ 

1. 本工作團隊建議台南海淡廠由水公司負

責營運管理與供水統一調度，負責水

壓、水質控管。此外，本工作團隊除了

提出自來水與海淡水進行混合之後再併

入供水系統的兩種不同工程方案(詳 4.5
節)，以降低使用者心理疑慮。 

2. 鹵水排放口之選定，管線長度、口徑如

何決定？有否考量當地居民抗爭問題？ 
2. 一般鹵水排放口深度需至少低於最低低

潮位以下 1.5 公尺，且最好能避開碎波段

海域與環境敏感區位，並進行漁業權補

償作業。排放口徑將綜合考量排放水

量、多點射流點位、射流流速後決定。 

 



附 1-4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委託專業服務評選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4/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3. 海淡水出水水質飽和藍氏指數（LSI）偏

低，造成池壁、管線腐蝕其管線材質之

選定，有何考量？ 

3. 本工作團隊建議於海淡水水質於出廠前

應透過水質監測系統，即時監測是否符

合飲用水水質及 LSI 藍氏飽和指數的標

準，避免發生水質問題。 

六、委員六 

1. 廠址有淹水潛勢，請說明如何調查及防

範。 
1. 本工作團隊建議七股鹽田廠址海淡廠排

水設計應至少滿足 100 年重現期距降雨

事件，初步評估基地需填高至 1.3 公尺。 
2. 取排放管之海床底質如何調查，請說明。 2. 本工作團隊將進行 6 的點位海床底質調

查，詳見 4.2 節說明。 
3. 飄砂狀況如何透過調查確認，如何考量

不影響取水。 
3. 本工作團隊將進行浸沒式取水工規劃，

可避免海水濁度過高或浮木問題，計畫

執行期間將透過海域地形測量與底質調

查成果，進一步分析浸沒式取水效率。 

七、委員七 

1. 廠址地質鑽探取樣與試驗孔位選定之原

則請補充說明。 
1. 七股鹽田廠址為廢棄鹽田，大部分土地

尚有積水，本工作團隊基於鑽探機具設

置與搬運問題與點位代表性考量，完成 7
點位初步布設，其中 6 個點位鄰近四周

道路，廠址中心處設置 1 點位，詳見 4.4
節說明。 

八、委員八 

1. 針對近日的全球氣候變遷，現場若逢颱

風日或長期暴雨期時取水及鹵水排放作

業如何因應？水質TDS如何達到取水進

水標準？ 

1. 本工作團隊將進行浸沒式取水工規劃，

可避免海水濁度過高影響前處理效能，

計畫執行期間將透過海域地形測量與底

質調查成果，進一步分析浸沒式取水效

率。 

 
 
 
 



附 1-5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委託專業服務評選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5/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依據本計畫規劃之取水點及鹵水排放

點，當長期鹵水排放下，對取水水質之

影響？ 

2. 一般取排水口深度需至少低於最低低潮

位以下 1.5 公尺，且最好能避開碎波段海

域。本計畫後續取排水口兩者之間距離

應考量海流流向，避免鹵水排放至海域

時影響取水水質。 
3. 鹵水排放模擬試驗之設定有效年限？本

模擬試驗除了對於海水鹽度變化之探討

之外，是否有涵蓋對海洋環境生態學影

響之相關探討指標？ 

3. 海淡廠未來將連續 20 年每日產水、排

水，由於逆滲透海淡廠排放鹵水對於環

境的主要影響為鹽度，因此本計畫鹵水

排放模擬僅探討鹵水鹽度可能的影響範

圍。 

 



附 1-6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15) 
 
壹、日 期：民國 101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 點：本所霧峰辦室區 B 棟 2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所長弘凷                           記錄：黃泳塘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一、蔡委員清標 
1. 目前有關海域水質、底質及生態調查，

係引用成大民國85年七股潟湖之調查結

果（生態資料尚缺），其結果是否適用於

計畫廠址近岸區海域？尤其未來鹵水排

放將對生態影響，建議應有所評估。 

1. 遵照辦理。將進一步蒐集較新資料研析

之。鹵水排放對生態影響較新的資料也

會納入。 

2.  取排水位置處於漂沙活動區，亦可能為

生態環境敏感區，因此在漂沙模擬與擴

散模擬方面，以二維模式模擬可能不

足。而漂沙及海岸變遷模擬建議應有短

期變化（即颱風條件）的模擬。 

2. 本計畫預計將以不同颱風條件模擬台南

七股海域的海岸地形變遷。因為七股沿

海取排放管處水深不及 20 公尺，二、三

維模式在假設條件相當的情況下差異不

會很大。三維模式所需之參數亦不足。

故建議仍以二維模式之結果作為規劃參

考。 
3. 水動力模式之邊界條件以全球性大洋模

式結果為邊界，誤差可能較大，目前水

利署已有鄰近之一些測站資料，建議可

予應用驗証證。 

3. 本計畫將以全球性大洋模式結果作為近

岸水域的開放邊界條件（open boundary 
condition），模式啟動後再以鄰近測站資

料驗證模式結果。 
4. 鹵水排放擴散模擬，除短期模擬外，或

許應有長期影響之模擬。而模擬結果，

現階段如未能以水工模型試驗輔証證，

將如何評估其正確性或可靠性？ 

4. 鹵水排放經國外多個實例觀測證實影響

範圍均在 100 公尺以內(水域鹽度稀釋為

背景鹽度)；又因排放量遠小於海域流量

(或體積)，所以實無長期影響。鹵水排放

擴散模式的確須要現場觀測資料確認其

正確性。水工模型試驗亦然。通常在設

計方案確定前必須要有現場觀測資料輔

証之。 

二、謝委員壎煌 
1. 關於 4.5 節混合輸水部分，是否與台水公

司洽談後端供水管網之輸配送模式，並

進行相關水力分析？是否需增加管線埋

設或管線調整？其所需之工程與經費建

議請納入計畫分析。 

1. 本工作團隊將擇期赴水公司相關單位會

商輸配送模式，其餘遵照辦理。 



附 1-7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2/1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海水取水之鹵水排放等將經過潮間帶，

是否影響漁業行為？與當地主管機關及

權益人之影響是否有適當之說明。 

2. 本計畫將於期中簡報前後，將會同水規

所水源課辦理地方說明會，屆時亦將邀

請  貴公司一併與會，並視情況再辦理

第 2 次說明會。 
3. 海水淡化後若無適當之處理，其水質飽

和蘭氏指數將偏低，對於管線及清、配

水池將造成腐蝕現象，因此，在出廠前

即完成調整將會減低對設備損壞之影

響。惟，後端計畫與傳統水混合仍須考

量混合後水質之穩定，否則在管網中其

水質產生劇烈變化，將影響供水品質，

易引發民眾抱怨。 

3. 傳統水與海淡水混合後亦會作適當之處

理與調整，以減低對設備損壞之影響。 

三、蔡委員展銘 
1. 本計畫工作方法及流程，除 P.4-1 圖 4-1

外，請再詳細增補針對外業（測量、地

質、鑽探等）調查工作。 

1. 已增列外業調查的工作流程詳圖 1-3 及

1-4 所示（p.1-5 及 1-4 頁）。海域地形測

量及地質鑽探工作計畫書   貴所已核

定。另海域地形測量也完成驗收。 
2. 前揭外業工作調查作業，建請增補方法

數量、地點及頻率等工作計畫送所，以

利辦理後續驗收事宜。 

2. 海域地形測量及地質鑽探工作計畫書  
貴所已核定。另海域地形測量也完成驗

收。 
3. 依去（100）年成果報告海淡水輸送擬採

直接混合或先摻入淡水之間接混合等 2
種方式，惟除水質考量外，管徑材質亦

應納入一併合理評析。 

3. 計畫中進行水力分析時亦將一併考量管

線材質及管徑。 
另納入系統中所需增加的管線埋設或管

線調整，以及所需之工程與經費亦將納

入計畫中進行分析。 
4. 本計畫最後尚須研提報院計畫書，惟應

先就採購法或促參法選擇較適之方式

後，再研提該方式之計畫書。 

4. 本計畫執行時，將釐清台南海淡廠的定

位與採購方式，初步定位為因應莫拉克

颱風後所規劃之水源開發計畫。 
 採購方式則因應海水淡化廠的自償性不

足（自來水水價低）及工程會認為不適

宜採用促參法之意見，進而分析說明為

何採用政府採購法方式來興辦的理由。 
 



附 1-8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3/1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5. 海岸變遷模式之選用（如 P.4-21），除表

列模式外尚請多加參採各國或國內案

例，並另檢附其與「取排水設施設置」

工作之關聯性。 

5. 海岸變遷模式將採 SBEACH 模式（The 
Storm Induced BEAch CHange Model）。
數值模式只能在取排水設施設置規模中

提供參考的數據，在設計方案確定或施

工階段，往往須另行以水工模型試驗和

現場觀測資料輔佐之。 

四、郭委員耀程（盧瑞興代） 

1. 相關報核文件格式內容，應依「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與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新興計畫提

報計畫書內容格式、「政府公共工程計晝

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撰擬。 

1. 已修正詳第捌章所示。 

2. 興辨方式部分，建請詳細研擬本計畫說

帖供相關單位研議參考，含推動方式、

成本分攤方案與相關配套…等。 

2. 本計畫因應海水淡化廠的自償性不足

（自來水水價低）及工程會認為不適宜

採用促參法之意見，進而分析說明為何

採用政府採購法方式來興辦的理由。最

後在研擬本計畫相關說帖。 

五、林委員連山（書面意見） 
1. 海淡廠的成敗主要在於前處理設施能否

取到水量穩定、水質佳的海水作為原料

水，但是依過去台灣本島及離島實施的

經驗，成功的案例並不多，因此，如何

面對做好前處理設施？，乃為本計畫成

敗之關鍵因素。 

1. 海水淡化技術已非常純熟，惟各地海域

條件不同，除須考量取水方式，前處理

亦為非常重要的處理單元，本工作團隊

將針對台南海域的特性，審慎評估前處

理的方式。 

2. 由於計畫取水位址址在將軍與青山漁港

之間，位於曾文溪出海口北側，因此，

於取水點不同季節之水質情況如何？應

有所調查評估。 

2. 前期規劃中已針對廠址附近海域進行

夏、秋兩季水質檢測資料，可提供本計

畫參酌。另今年度將針對海域底質進行

調查，詳第陸章所示。 
3. 由於設備需使用二十年，而取水地點屬

於潟湖沙洲外緣，又被二漁港防坡堤壩

阻隔冬天漂砂，因此，若呈現侵蝕情形，

則取水設備應如何固定？應有所疇籌

謀。 

3. 將蒐集歷年實測地形資料及本次海域地

形測量予以比對，作為長期海床變動數

值模擬依據，並決定取排水管線於近岸

段的埋設深度，配合管線埋設時的保護

工法，以確保海淡廠取排水管線正常運

作功能。 



附 1-9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4/1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4. 取水點不同季節由於沿岸流優劣擾動及

漂砂流向變化，海岸地形不易穩定，而

本計畫擬以數模模擬方式預測海岸地形

變化，較嫌不足，建議蒐集歷年實測地

形資料予以詳細比對。 

4. 本計畫已收集台南沿海以往調查資料，

本計畫今年度亦將針對廠址附近海域

（範圍長 3 公里，寬 2 公里）海域地形

測量工作，亦可和以往實測資料進行比

對。 
5. 依圖 4-15 取水口與鹵水排放口相距約

1.0km，將來擴散後，取得的海水水質會

否被鹵水污染？請評估。 

5. 依照國外多個海淡廠鹵水排放現場觀測

資料顯示，鹵水鹽度多在距離 100 公尺

之內便已降至海域背景鹽度，故距排水

口 1.0km 所取之海水不會受鹵水排放的

影響。 
6. 由於本次已進入工程可行性規劃，由於

澎湖、金門、馬祖諸多海淡完成後功能

欠佳，致被監察院指正；因此，本次規

劃建請應依各項海象，沿岸地形、地質

及水質等資料客觀評估及慎重的預測

（因為要用二十年），提出客觀的評估結

果。 

6. 本計畫將審慎評估相關案例及台南海域

附近條件後，提出台南海水淡化廠最可

行的推動方式。 

六、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1. 執行工作中，有關「長期海岸變遷數值

模擬」建議考量未來曾文、南化水庫排

砂因素等。 

1. 本計畫可以增加此條件，調整河川排砂

量模擬之。 

2.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工作項目中，關於新

設混合池廠址建議再多方面考量（詢問

市政府、水公司意見），以利後續推動。 

2. 執行時將詢問市政府、水公司意見，以

利後續推動。 

七、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 簡報 P.27 有關試驗與鑽探，其試驗組數

與鑽探深度均超過契約規定甚多，其計

價方式如何？是否貴公司無償進行，宜

說明。 

1. 本計畫為總包價計算，超出合約範圍要

求之工作量，本公司將無償進行，以利

工作能順利執行。另鑽探部份亦另提供

作計畫書供水規所審查核定後，再進行

相關工作。 

 



附 1-10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5/1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簡報 P.17 浸沒式取水是因應濁度與漂流

木等因素而設置，就簡報圖示，水流方

向應該是”雙向”，如此是否產生反沖

洗現象。 

2. 浸沒式取水由海域端取入海水，經取水

管線送往海淡廠處理，為單向水流。 

3. 報告 P.4-4 文中說明與圖 4-3 所示對應不

上，請修正。 
3. 謝謝指正，已修正。 

4. 有義波高、示性波高、藍氏指數（LSI），
請加註解。 

4. 示性波高(Significant wave height)日譯稱

為「有義波高」，係海面上某瞬間，或是

某點長時間連續觀測，之所有波高中選

取最大的 1/3 組平均後所得到的數值稱

之，以 H_1/3 或 H_s 表示。 
   藍氏指數（LSI）評估水中碳酸鹽的結垢

傾向經常用的指數，一般海水淡化廠所

產淡化水皆會要求 LSI 在正負 1 之間，

以避免鑄鐵管腐蝕。 
5. P.4-18，重覆敘述，請刪除。P.4-25 報告

文中有圖 4-15，卻未見圖 4-15 敘述。 
5. 謝謝指正，已刪除。另相關說明可參酌

前期規劃成果。 
6. fig 4-16，取水斷面圖是如何切剖面，請

加註或修正。 
6. 取水 A-A 斷面切剖於取水管路，詳第七

章所示。 
7. P.4-28，特別採用膠凝沈澱配合 UF 薄膜

前處理方式，是否會產生限制性採購，

宜說明。 

7. 海水淡化廠前處理單元可有多種組合，

主要為因應海水水質條件，報告中所採

用述的處理程序並不會造成限制性採購

的困擾。 
8. 本計畫是否會循金門、馬祖模式，營運

一段時間後，產量降低的問題？ 
8. 訂定嚴謹的購水規範（水質及水量的要

求）並配合付款條件（達到所要求的水

質及水量），以及一定的報酬率，將可有

效降低相關風險。 
9. 「如何避免將排放入海的鹵水再度取回

海淡廠使用」，此問題宜慎思考量。 
9. 取排水口兩者之間距離將考量海流流

向，另參考鹵水排放模擬結果，以避免

鹵水排放至海域時影響取水水質。 

 
 



附 1-11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6/1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10. P.4-32，海域流速流向，採成大 80-84 年

之模擬是否符合現況說明，另依港灣技

術研究中心又與成大水工於七股沿岸流

向結果不同，宜確實探討真正流向為

何，避免鹵水排放再取回。 

10. 將進一步蒐集較新資料研析之。 

11. P.4-34，fig 4-19，A-A 剖面圖未見排放豎

管，請修正。 
11. 已修正，詳第七章所示。 

12. 海淡 10 萬噸規模，採分 2 期開發，從發

包、設備、營運均有甚多需磨合的地方，

宜儘量避免。 

12. 今年度將在進一步評估本計畫推動方式

與開發期程。 

八、台灣自來水公司 
1. 台南海淡廠不是第一次提出及規劃，本

次第二年計畫與之前所有的規劃最大不

同點之一就是供水對象與方式的不同

（100 年版 P.1-19），之前是單一標的科

學園區，此次則是臨海生活與工業用水

為標的，轉折原因在第一年計畫結論第

一點交代「…成本高於水價，使用者無

意願支付差額水價…併入管網，使用者

支付相同水價…降低阻力」。這樣交代不

符以下幾點： 
(1) 使用者付費及公平正義精神，這在之

前規劃案都有提及。 
(2) 不符 84 年行政院核定之「工業用水

政策綱領」精神（工業用水…專用供

水設施之營運及管理由工業主管機

關負責）。 
(3) 94 年經建會針對「本島海淡廠現階

段推動策略」審議意見（以高產值的

科學工業園區為供水對象）（100 年

版摘-2）。 
建議是不是在此次列一章節（如於混合

輸水部分），作一合理而完整的交代。 

1. 台南海淡廠的定位，為因應莫拉克颱風

後所規劃之水源開發計畫。執行時將一

併說明。 

 
 



附 1-12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7/15)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本次報告內有關促參的部分請依 101.3.2
行政院函示（以採購法）修正。 

2. 本計畫因應海水淡化廠的自償性不足

（自來水水價低）及工程會認為不適宜

採用促參法之意見，進而分析說明為何

採用政府採購法方式來興辦的理由。 
3. 本島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是首例，在

第一年計畫提及要逐步提高沿海地區的

接受度及使用量（摘-3），在本報告 P4-52
也提及民眾及工業用戶是有心理疑慮

的，也因此曾針對樹谷園區所有廠商進

行用戶意願調查，但沿海民眾這部分

呢？並未提及，未免厚此薄彼，是不是

民眾這區塊也要有機制能了解接受或反

彈的程度？舉兩個例子，一是新北市共

飲翡翠水，一是高雄高級處理水，原先

供應的自來水難道不符水質標準嗎？是

民眾的意願、民意的要求。 

3. 本計畫將於期中簡報前後，將會同水規

所水源課辦理地方說明會，屆時亦將邀

請  貴公司一併與會，並視情況再辦理

第 2 次說明會。 

4. P.4-33 頁自述水工所及港研所有關流況

數據不一，此次外業補充調查也不包括

這塊，那鹵水排放模擬的依據在哪？ 

4. 本計畫將進一步瞭解分析確認成大水工

所與港研所流況數據取得的方式、條件

與位置。近岸流變化多端，數十公尺內

流向相反乃常見之事。數值模擬因為模

式對小尺度  流現象過度簡化，只能推

估一個空間分佈的平均值。 
5. 桃園、新竹海淡是已知完成並核定的計

畫，除供水方式不同外，同樣位於西部

海岸而位處南北，海域坡度、海岸侵淤、

取排水設施等那些地方是可以從以前的

規劃獲得經驗而不須摸索，是不是能列

表及比較讓之前沒接觸桃園、新竹海淡

的人能有所了解。 

5. 計畫執行時，將增列國內外海水淡化廠

相關案例。 

 
 
 



附 1-13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8/14)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九、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 

1. 第 4-26 頁圖 4-16 取水管徑既已降至

1500 mm 圖上管內似應同步修正為 150
（公分）較為合理。同樣第 4-34 頁圖 4-19
排放管徑亦應修正為 1200 mm。 

1. 已修正，詳第肆章所示。 

2. 台南海淡廠水質規劃，硼含量及 LSI 值

（藍氏飽和係數）請於日後說明如何管

控？以免薄膜阻塞影響出水或併入自來

水系統後因破壞 DIP 水泥保護襯裏從而

造成輸水管線積垢或腐蝕。 

2. 計畫執行時將加以說明。 

3. 不論海淡水採何種方案入混合池後再出

水，為利海淡水水質之管控，除儀控工

程外請增加監測工程。 

3. 工程經費估算時將增列監測工程費用。 

4. 本規劃曾對南科樹谷廠商辦理台南海淡

水使用意願調查，惟並未對一般民眾辦

理評估訪談，建議補辦民眾接受度之調

查。 

4. 本計畫將於期中簡報前後，將會同水規

所水源課辦理地方說明會，屆時亦將邀

請  貴公司一併與會，並視情況再辦理

第 2 次說明會。 

十、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 

1. 混合輸水工程之方案比較：方案一較方

案二多引水管線 9 公里，但加壓點只有

海淡廠區 1 處，方案二則海淡廠區及佳

里混合池兩處皆須加壓，故其比較應加

入操作年費因素。 

1. 遵照辦理。 

2. 混合池設於佳里加壓站附近時，其自來

水來源需來自烏山頭淨水場，因烏山頭

下游送水管新增或汰換工程仍有多處瓶

頸待突破，能否於民國 106 年前完工仍

為未知數。 

2. 將於方案比較時納入考慮。 

3. 輸水工程兩方案之供水方式均會影響烏

山頭供水區之管網運作，是否需新增管

線需再詳細分析。 

3. 遵照辦理。 



附 1-14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9/14)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十一、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 本案之執行可補莫拉克後造成之供水缺

口，但經第一年評估後，選定七股為優

選廠址，然七股廠址遠離台南市各主要

需求地區，本案並非朝向專管專用規

劃，對於原水 10 萬 CMD 由佳里滙入原

管網，因此對於原管網之承受能力應有

更進一步規劃，也未看到 EPANET 相關

詳細分析報告。 

1. 謝謝指教，匯入佳里為清水，執行時對

於原自來水管網之承受能力將繼續做詳

細分析。 

2. 目前台南市正進行區域計畫通盤檢討，

目前進行中之南台南砲校、平實營區、

南科 FG/LM 均遠離七股，而七股屬反向

送水，二期若再增加，原管網是否須更

新，有無相關規劃。 

2. 本工作團隊將繼續做詳細分析。 

3. 目前青山港汕、王爺港汕，面臨海岸流

失，對於取水口設施穩定尚未看到明確

規劃。 

3. 將蒐集歷年實測地形資料及本次海域地

形測量予以比對，作為長期海床變動數

值模擬依據；並提供取排水管線於近岸

段的埋設深度及管線埋設時的保護工法

規劃，以確保海淡廠取排水管線正常運

作功能。 
4. P.17 頁，浸沒式取水、NPSH 是否足夠，

是否需增設抽水站房，另圖中儲水塔容

量設定多少，地質承載能力？ 

4. 浸沒式取水尚須配置抽水加壓設施，將

取入海水揚升至高架儲水塔內暫存。高

架水塔主要功能在於穩壓作用，容量設

定不大於 1,000 噸；另將參考地質調查鑽

探試驗結果，以及過去調查基礎承載力

資料(約 4~8 T/m2)進行配置規劃。 
5. 鹵水排放摸擬使用 MIKE 21，模擬前，

是否以 POM 模式先摸擬較廣海域後取

得 B.C.後再模擬。 

5. 由於台南七股附近海域之長期潮位測站

主要有將軍測站與安平港測站，因此本

計畫之模擬區域分為包括安平至將軍間

之大區域二維模式與較小區域之三維擴

散傳輸模式。相關說明請詳第陸章所示。 

 



附 1-15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0/14)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6. 七股廠址地勢低淹水潛勢高，且無地形

屏障，廠址基地應進行高程規劃及相關

排水滯洪規劃。 

6. 廠址基地填土高程主要參考水利署民國

98 年完成的台南縣 1 日重現期距 100
年、200 年降雨狀況淹水潛勢圖，可知廠

址基地可能淹水深度分別為 0.3~1 公

尺、1~2 公尺。故台南海淡廠排水設計至

少滿足 100 年重現期距降雨事件，基地

平均設計高程為 1.3 公尺。 
7. 鹵水排放等於每天排放 2500 公斤鹽分，

其影響範圍是否僅限目前 MIKE 21 模擬

範圍。沖繩、柏斯均位於開放水域，然

台灣海峽為半開放，洋流未經過，鹽分

沈積問題如何處理。 

7. 海水淡化廠每天鹵水排放量為 12 至 15
萬立方公尺（所以鹽分恐不止 2500 公

斤），但是海域體積和瞬間流量遠大於排

放量，所以鹵水比海水多出的鹽分會被

大量稀釋。台灣海峽兩端開放於夏季時

有黑潮支流流過，冬季時亦有中國沿岸

流和強烈東北季風助長水勢，不會因每

天 12 萬立方公尺的鹵水產生鹽分沉積的

問題。 
8. 佳里混合池每天取水 5 萬 CMD、供水 15

萬 CMD，其水力規劃之精神並未交代是

否造成 Sucktion（negative pressure），事
關重大，應有管網計畫書。 

8. 進入佳里混合池之自來水及海淡水均會

消能後再混合，故不會產生負壓。 

9. 有關第一年報告書中 P.4-33 圖 4-17 七股

廠址海淡廠併入自來水管網水力分析

圖。對於匯入點附近節點水量不連續問

題，請再檢視分析資料是否有誤。另請

於圖 4-17與圖 4-18之重要節點標示可用

水頭，以利檢視分析成果。 

9. 謝謝指正，前期規劃成果（圖 4-17 及圖

4-18）將於今年度進行檢核。另重要節點

將標示可用水頭。 

十二、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1. 請補充本計畫定位說明及各主要工項之

工作流程。 
1. 本計畫定位為因應莫拉克颱風後所規劃

之水源開發計畫。另相關工作項目流程

詳圖 4-1～4-3 所示。 

 



附 1-16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1/14)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請補充預定鑽孔各孔之目的及試驗項目/
數量。 

2. 目的為依據鑽探試驗結果分析場址地層

液化潛能及地盤改良規劃。試驗項目及

數量包括土壤一般物性試驗（112 組）、

標準貫入試驗（112 組）及三軸透水試驗

（2 組）。 
3. 請補充地下水位監測方式。 3. 於埋設完成量測第一次初值後，每隔一

個月各進行一次監測至本計畫完成止。 
4. 海岸變遷之數值模式為何？選用之理由

為何？ 
4. 海岸變遷模式將採 SBEACH 模式（The 

Storm Induced BEAch CHange Model）。
相關說明請詳第陸章所示。 

5. 請補充圖示取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之過

程。 
5. 取水設施工程規劃主要評估因素為海域

潮位、水質、地質（底質）及地形，進

而評估取水方式（離岸取水或浸沒式取

水），最後再以處理水量大小、機房配置

及管線佈設（管線埋深）等綜合評估採

用何種方式來取水。 
6. P.4-31(3)初步比較評估之「A、取水水質」

與「B、產水量」似乎為相同因子，建議

以取水量或取水效率取代產水量。 

6. 產水量已修正為取水量 

7. 海域流速流向之沿岸流模擬推估，經不

同單位獲得不同結果，應如何處置？ 
7. 會再分析不同單位不同結果之具體海域

條件與位置，再配合模擬結果解釋說明

之。 
8. P4-37 鹵水排放，建議「將部份鹵水先行

排放至廠區鄰近的廢棄鹽田，…後再一

併排放」，請補充說明如何排放？ 

8. 參酌國內外海水淡化廠鹵水排放方式，

建議仍以重力流排水或加壓射流排水較

可行。 
9. 混合輸水工程，仍請以釐清水公司之疑

慮為先。 
9. 遵照辦理。 

10. 請補充鹵水排放模擬之模式選擇原則，

驗證率定說明。 
10. 由於台南七股附近海域之長期潮位測站

主要有將軍測站與安平港測站，因此本

計畫之模擬區域分為包括安平至將軍間

之大區域二維模式與較小區域之三維擴

散傳輸模式。相關說明請詳第陸章所示。 



附 1-17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2/14)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11. 各項調查資料之蒐集請更新至最新年

份，所蒐集之項目或數量應先評估是否

足夠，若不足應建議補充。 

11. 將進一步蒐集較新資料研析之。 

12. 附錄三與附錄二重覆，請調整。 12. 謝謝指正，已刪除附錄三。 

13. P2-1 工作目標，請再增加本計畫對南部

區域用水效益之敘述。 
13. 遵照辦理，已增列，詳第一章工作目標

所述。 
14. 第參章工作項目，由於本計畫非屬採購

之延續性計畫，建議將去年度列為前期

規劃，並精簡整理去年成果。 

14. 遵照辦理，前期規劃成果詳附錄二所述。 

15. P4-13 海域底質調查點位，未來調查時應

配合 GPS 定位進行檢測。 
15. 遵照辦理。 

16. 海岸變遷數值模擬之模式，應列出適用

範圍。另邊界參數率定未來應有檢核數

據。 

16.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會列出模式適用範

圍，也會建議未來詳細率定模式參數所

須之觀測資料的種類與取得位置。 
17.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方案，除硼含量與

管路腐蝕考量外，有無可能增加水源調

度觀點。若有的話，其對該區域內貢獻

度為何？ 

17. 台南區近期無新增水源情況下，海淡水

之上場可補北台南用水之不足，並間接

對烏山頭供水系統提高其調度能力。 

18. 進度表中，海底地形測量及廠址工程鑽

探預計 6 月中完成，似乎有點急迫，建

議加以調整。 

18. 已修正至 8 月完成，詳表 5-1 所示 

結論 
1. 請先釐清本計畫定位與採購方式，定位

應為因應莫拉克颱風後所規劃之水源開

發計畫，而採購方式則應參考工程會不

適宜採用促參法之意見，並說明清楚為

何採用政府採購法。辦理方式釐清後，

請將權責分工依照不同模式應有不同方

案，加以分析。 

1. 遵照辦理。 

 
 



附 1-18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3/14)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工程計畫書格式內容，請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與

經濟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新興計畫提報

計畫書內容格式、「政府公共工程計晝與

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等要求格式撰寫。 

2. 已修正，詳第捌章所示。 

3. 供水方式之研擬，在海淡水與自來水混

合後，水力管網初步分析及水公司營運

所需的管線相關設備改善經費，請一併

檢討並納入計畫中。 

3. 遵照辦理。 

4. 操作方式請評估颱風期間含砂濃度過高

不取水的可行性，及未來海淡水口感調

整之建議方式。 

4. 遵照辦理。 

5. 海岸漂砂模擬，請再蒐集相關文獻並進

行長期模擬。另取排水設施可能遭漂砂

沙阻塞及生物式阻塞的問題，請詳細評

估並於報告中提出建議，以利後續水工

模型試驗或設計。 

5. 本計畫後續將持續蒐集相關文獻作為模

擬時之參考依據。 

6. 風能在本計畫中的角色屬輔助性質，未

來能取代多少電力能耗，請再評估。 
6. 遵照辦理。 

7. 外業調查目的請再說明清楚，並研提詳

細調查計畫書，內容包含工作目的及方

法、地點、頻率、數量等。 

7. 海域地形測量及地質鑽探工作計畫書  
貴所已核定。另海域地形測量也完成驗

收。 
8. 本計畫之替代方案，應為水源替代方

案，非簡報所指廠址或取水方式之替代

方案，請再評估。 

8. 遵照辦理。 

9. 期中簡報前後，請水源課辦理地方說明

會，由能邦公司協助及請水公司一併與

會，未來視情況再辦理第 2 次說明會。 

9. 提供相關資料與人力，並配合  貴所安

排時程來協助辦理。 

10. 請能邦公司於本（101）年 7 月 16 日前

提送本計畫期中報告至本所憑辦召開期

中會議。 

10. 遵照辦理。 

 



附 1-19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初簡報暨工作執行計畫書 

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4/14)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11. 本工作執行計畫書及期初簡報原則認

可，請參酌與會委員及代表意見修訂計

畫書，並於 2 週內（5 月 15 日）提送工

作執行計畫書修正本乙式 3 本至本所，

據以辦理後續工作。 

11. 遵照辦理。 

 



附 1-20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19) 

 
壹、日 期：民國 101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貳、地 點：本所霧峰辦室區 B 棟 2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黃泳塘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一、蔡委員清標 

1. 海岸變遷數值模擬，長期地形變遷目前

報告僅為過去資料之蒐集與分析，未來

是否將進行數值模擬？而圖 6-1~圖

6-5，不易判讀，請改善。 

1. 本計畫海岸介於青山港與將軍漁港間，海

岸已有防波堤與海堤保護。青山港與將

軍漁港防波堤均已興建多年，由長期地

形變遷資料的蒐集分析結果顯示，其對

海岸地形之長期變遷影響已趨於穩定，

因此本計畫僅進行評估短期颱風影響之

SBEACH 模式的模擬分析。相關海岸變

遷圖資已放大呈現，詳圖 6-1~圖 6-5。 
2. SBEACH 為一維短期颱風模式，僅為斷

面變化之結果。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之

位置為漂砂活動劇烈地區，亦為漁業生

態敏感帶，目前模擬結果可能不足，建

議仍應有漂砂之平面分佈的模擬，以供

海淡管佈置之參考。而目前以 SBEACH
模擬結果對颱風波浪條件下可能造成部

分管線基座的沖蝕或海淡管之淤積掩

埋，可能影響海淡廠之運轉，有何對策

防止？ 

2. 排放口位置選在 11.5m 水深，漂砂之影

響較小。取水口的位置如取在 5m 間，在

平常時期，波浪對底床漂沙之影響有

限；但在颱風來襲時，因波浪較大，底

床漂砂對地形之影響較大，在進行細部

設計時，須考量漂砂之淤積或侵蝕之對

取水口影響，取水口之設計須有保護措

施。 

3. 鹵水排放模擬方面，依期中報告，未來

似不考慮波浪與鹵水排放之交互作用，

但排放區可能為碎波帶及漂砂活動區，

因此建議執行單位應妥慎考慮之。而圖

6-22 結果，誤差頗大，尤其模擬值較實

測值偏低，因此邊界條件應再妥善考量。 

3. 本計畫排放口位置選在 11.5m 水深間，

此區域排放鹵水之擴散傳輸主要受海流

主導，波浪之影響相當有限。另本計畫

會再以更接近排放位置之海流實測資料

(CKA2 測站)進行 M2 模式之驗證，以加

強模式模擬結果之可信度。 
4. 有關期初簡報本人意見四之回覆，鹵水

排放是否有長期之影響，或其排放是否

對生態造成嚴重影響，仍應有實際之模

擬驗證，因本地區的地理及海象環境

等，可能異於國外情況。 

4. 本區原為七股鹽田之外海側，在海鹽盛

產時期，已有鹵水在近岸處排放。而本

計畫規劃之鹵水排放口位置選在 11.5m
水深，有較強的海流，且離岸甚遠。模

式模擬結果顯示，鹵水排放後，海水鹽

度的增加量有限，且無明顯的累積趨

勢。當然，在進行細部設計時，可再藉

由擴散管的適當設計，將鹵水的影響再

降低。 



附 1-21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2/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5. 圖 3-23 至圖 3-24，圖尺標不清請改善。

而圖 1-1 之範圍圖亦建議改善。 
5. 圖 3-23、圖 3-24 已改為彩色圖。圖 1-1

已改善為較大範圍的圖，詳 P.1-4。 
6. 圖 2-1、表 2-9、圖 2-5、圖 2-7、圖 2-8、

圖 2-9 無法看到資料來源，其報告名稱

應再補充。 

6. 遵照辦理，已補充資料來源，詳見圖 2-1、
表 2-9、圖 2-5、圖 2-7、圖 2-8、圖 2-9。 

二、溫委員清光 
1. 表 2-12 水質站(外海)沒有用圖標示，請

補充。 
1. 已於表中標明水質測站編號，相關位置

圖詳見圖 2-4中測站 1-6海域水質及底質

生態調查之點位。 
2. 表 2-14，請附參考資料。 2. 遵照辦理，已補充資料來源，詳見表

2-14。 
3. 海域底質調查的六點，請列座標。 3. 海域底質調查六個調查點位座標詳見表

3-9（P.3-32）。 
4. 圖 4-4 及圖 4-5，台南海淡廠區配水管網

水力分析，似有未到達平衡，例如圖 4-4
中 2 個 Loop 的水頭損失並沒有平衡，順

時針與反時針的水頭損失不相等。 

4. 未平衡數據為筆誤，已修正，詳 P.4-3、 
P.4-4。 

5. 方案分析只列 2 個，尤其第一方案：自

來水送到海邊與海淡水混合，再送回台

南市，一看即知不經濟。方案是否可取

不同再生水，如南科廢水再生供南科使

用，或永康污水再生供南科使用等做為

其他方案。 

5. 本計畫之替代方案詳附錄八台南海水淡

化廠工程計畫書。 

三、彭委員紹博 
1. 本計畫海淡廠選址一節，建議配合台鹽

原有取水設施，配置於青鯤鯓南側國有

地，俾有效運用既有之 100 ha 之蓄水

池，同時將排放鹵水逕行導入原鹽灘地

曬鹽，達成零排放之目標。 

1. 本計畫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廠址係採 2
階段評估方式，透過初選、優選過程，

決定適宜廠址區位。初選共有 4 處候選

廠址，分別為將軍漁港、七股鹽田、臺

南科技工業區、安平漁港。由於將軍漁

港與安平漁港廠址用地因臺南市政府已

規劃他用，因此篩選七股鹽田廠址與臺

南科技工業區廠址進行第 2 階段可行廠

址優選作業。2 階段採用工程經濟面、供

水效益面、環境保育面、計畫推動面、

產業發展面等 5 大面向綜合評估，結果

顯示七股鹽田廠址顯然較具優勢，為本

計畫優選廠址。詳附錄二前期規劃成果

概述。 



附 1-22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3/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依據新加坡星泉海淡廠營運成果顯示，

淡化 1 噸水，僅需 2 度電，本計畫分析

須 4 度電，建議進一步分析。 

2. 國外海淡廠用電量有時是指淡化機組用

電量，本計畫 4 度電是指全廠用電量。 

3. 台南濱海地區冬季季風平均風速約在 10 
m/sec，適合風力發電，建議配合海淡廠

設置風力機組，發電供海淡廠使用，俾

符合永續發展之目標。 

3. 由於海水淡化廠需每日 24 小時不間斷產

水，電力必須穩定供應，而台灣西部夏、

冬季的發電效率比例僅有 16%，亦即冬

季可發電量將超過需求量，夏季可發電

量遠低於需求量。如欲滿足海淡廠夏季

用電需求，風力發電機組設置規模需再

乘上 3.63（年平均發電比例為夏季發電

比例的 3.63 倍），以台南海淡廠為例共約

109 部風力發電機組（以 2,000 瓩機組為

例），土地取得、投資費用都是問題。另

台電公司目前收購民營風力發電廠產出

電能的價格為每度 2.3834 元，而海水淡

化廠電力支出若採用二段式電費計價，

每度電價格為 2.3 元。換言之，海水淡化

廠間接採用風能的成本已與直接使用台

電公司電力所需支付費用相差甚微。綜

合上述可知風力發電因無法保持穩定供

電狀態，僅適合作為輔助能源。 
4. 參照新加坡星泉海淡廠二期 32 萬 CMD

海淡供水工程，新國購水契約僅 0.45 新

元/噸，約合新台幣 11 元/噸，與本計畫

單位產水成本 31 元/噸 相較，似有偏

高，請再參酌近年來各國海淡廠產水成

本，再行檢討分析。 

4. 各國案例因為水質條件、環境保育要求、

政府補助方式、推動階段所需作業費用

不同（如環評、宣導）、單位產水成本計

算時可能用平均產水量或最大產水量為

分母、財務分析條件、興辦方式不同（EPC
或民間參與）、油電價格、匯率，以及興

建成本不一定都包含土地成本、輸水設

施、環境影響減輕措施、補償費等因素，

海淡成本不一定在同一個基準。國外近

期興辦海淡廠之案例資料蒐集分析詳附

錄三。 
5. 台南市主要人口及產業均密集分佈在曾

文溪以南，本計畫供水管線到達佳里地

區，似未供給至主要用水區域，建議供

水管線應連結至曾文溪以南之主要自來

水幹管，方能符合用水需求。 

5. 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後即可由自來水

公司統一調度水源，因此併入點以工

程、經濟可行考量為主。 

 
 



附 1-23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4/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6. 莫拉克颱風挾帶破紀錄豪雨及泥砂，造

成曾文、南化水庫嚴重淤積，穩定供水

能力劇減，台南地區穩定水源量自 93 萬

CMD 降至 82.5 萬 CMD，亟需海淡水及

再生水補足供水缺口，建議本計畫再加

強南部地區水資源供需情勢分析，作為

本計畫推動之重要參據。 

6. 本計畫之需要性與定位必須已開宗明義

於第壹章說明清楚，詳 P.1-1。 

7. 為利推動台南海淡廠，相關招標方式宜

再探討，建議由政府先行完成環境影響

評估，以及取水設施與淡化水出水管線

建設，海淡廠建設及營運部分，建議採

異質最有利標方式，篩選合格廠商再以

單位產水價格最低者得標，俾符採購法

相關規則。 

7. 本計畫台南興辦方式建議依照採購法辦

理，並依據保價保量、政府提供土地及

接水點，及依購水合約訂定海淡水水質

及水量標準等原則推動，詳 P.9-16。台南

海水淡化廠的規劃、報核工作由水利署

負責，開發與營運則交由台水公司辦

理。台南海水淡化廠所產出的海淡水將

納入自來水系統中，因此海水淡化廠興

建成本將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但營運

成本與自來水水價的差額亦由政府部門

編列預算支付，惟仍須透過協商及政策

指示。 

四、林委員連山 
1. 有關海岸測量只做今年五月一次，較缺

乏海岸變遷的代表性，可否增加測量次

數？ 

1. 本計畫海岸介於青山港與將軍漁港間，

海岸已有防波堤與海堤保護。青山港與

將軍漁港防波堤均已興建多年，由長期

地形變遷資料的蒐集分析結果顯示，其

對海岸地形之長期變遷影響已趨於穩

定，故海岸 測量一次在規劃階段應足夠。 
2. 有關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和的比例是以何

種標準未決定混合比例？補充說明。 
2. 混合比率是以現有自來水系統可提供之

自來水最大量來決定。 
3. 將來新增加的管路埋設經費有無納入作

為本計畫之建設成本？ 
3. 新增加的管路埋設經費已納入作為本計

畫之建設成本，詳 P.4-12。 
4. 將來海淡水的供水標的，其對水質的要

求雖經調查同意本計畫的供水水質，但

是仍請繼續溝通，俾確定將來海淡水之

供水對象及供水單價。 

4. 謝謝委員指正，持續溝通是本計畫未來

順利推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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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5/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5. 本計畫建議採 BOT 促參案辦理，唯將來

每度水的差額究應如何編列補足？仍須

研議。 

5. 本計畫台南興辦方式建議依照採購法辦

理，並依據保價保量、政府提供土地及

接水點，及依購水合約訂定海淡水水質

及水量標準等原則推動，詳 P.9-16。台南

海水淡化廠的規劃、報核工作由水利署

負責，開發與營運則交由台水公司辦

理。台南海水淡化廠所產出的海淡水將

納入自來水系統中，因此海水淡化廠興

建成本將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但營運

成本與自來水水價的差額亦由政府部門

編列預算支付，惟仍須透過協商及政策

指示。 
6. 將來鹵水的排放應考慮配合海岸于夏天

及冬天之沿岸海流其方向乃有所變化，

故於模擬時請加入上述參數。 

6. 鹵水排放位置選在 11.5m 水深處，此區

遠離近岸碎波帶，波浪所導致沿岸流的

影響不顯著。 
7. 將來前處理擬以滲流取水方案，建議應

設法如何穩定設施及萬一取水口阻塞將

如何因應？進一步說明。 

7. 滲流取水設施旨在減輕海淡廠前處理負

荷，多重取水口佈設於海床上，頂部高

程且高於 50 年頻率颱風可能最大淤埋深

度。滲流式取水設施如亦遭受海域大量

泥砂覆蓋淤埋情形，其覆蓋層土砂特性

如與現況海域底質相當，則仍不致於造

成取水不足情形發生。惟如濾層堵塞情

形過度嚴重，則可考慮更換濾材方式，

以恢復原有取水功能。 

五、謝委員壎煌（書面意見） 
1. 為避免飽和蘭氏指數偏低造成供水設備

之腐蝕，計畫擬採以區內或區外之混配

方式處理，惟可供之地面水水量是否足

夠、混配後水質是否可符合需求，並未

加以瞭解及計算，建請審慎檢討。 

1. 一般經由逆滲透薄膜處理後的海淡水藍

氏飽和指數 LSI<0 具腐蝕性，故必需進

行再礦化，藉由提高海淡水中 HCO3-及
Ca2+之含量，使 LSI 值維持在 0 左右，

此為國外海水淡化廠輸送海淡水之實際

操作經驗，技術純熟可行，可有效避免

積垢沉澱或腐蝕管材情形。本計畫不管

區內或區外之混配方式處理，在海淡廠

營運管理章程可訂定產水水質要求，包

含藍氏飽和指數需維持在±1 的範圍內，

即可避免前述積垢沉澱或腐蝕管材的情

形發生，詳 P.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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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6/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計畫利用混配方式將海淡水導入供水系

統，對於既有之供水模式是否有影響，

是否需增設相關管線或加壓站等問題，

應一併納入考量，否則將影響後端供水

穩定。 

2. 佳里混合案需增設加壓設備及出水管

線，對現有供水系統只有供水區之調

整，其餘影響甚小。 

3. 因設廠地區海岸屬沙灘地質，為穩定取

水水質及水量，可參考國外海淡廠以岸

邊取水方式（埋設寬口井）取用海水，

將能獲得水質更穩定之原水（海水）。 

3. 各河川出海口海岸水質易受陸域污染物

影響，導致 pH、生化需氧量及總磷升高

與溶氧量降低等情形，因此海淡廠取水

位置應盡可能遠離河川出海口；本案建

議以取水管線將近海水質穩定之海水，

引入岸邊取水井，再送至海淡廠處理供

水。 
4. 海淡廠鹵水排放模式所計算之格網大

小，請區分以小尺度、中大尺度表示，

以瞭解對於區域影響之範圍及程度，小

尺度部分將表現濃度達背景值所影響的

範圍，中大尺度將表現隨洋流影響時之

範圍。 

4. 模式以實測潮位為邊界條件，因此選取

大的 M1 模式 domain 以採用將軍與安平

的實測潮位為邊界條件。但 3D 模式計算

相當耗時，模式 doamin 無法選取太大，

因此僅能應用 Nested model 概念，在大

區域採用二維的 M1 model，在較小區域

採用三維的 M2 model。模式模擬結果顯

示，排放鹵水的影響範圍侷限在排放口 1
公里以內。 

5. 海淡廠鹵水排放管之鋪設，應先瞭解鄰

近地區之魚權、航道及相關單位之管線

或限制行為，請併予報告後續補充之。 

5. 海域原為臺南縣漁會漁業權範圍，目前

漁業權範圍雖已過期尚未重新公告，海

淡廠鹵水排放管預定鋪設於該海域內，

未來仍可能需要辦理漁業權撤除與補償

作業。 
海淡廠取排水管預定佈設於青山漁港區

域劃定外港區範圍線及航道出口北側，

以減輕影響程度。 
中華電信公司於鹽水溪出海口處埋設電

信電纜至澎湖，位於本計畫區南側範圍

外；中油油管於計畫廠址外海約 10 公里

處，將不會限制本計畫管線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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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7/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六、蕭委員松山（書面意見） 
1. 建議增列工作進度甘特圖，標示預定進

度與實際執行進度。 
1. 已增列工作進度甘特圖，標示預定進度

與實際執行進度，詳 P.1-21。 
2. 第貳章基本資料蒐集完整，但「海域生

態」引用資料來源、年份未列出，建議

補充並加強分析說明，以利提供工程規

劃評估參用。 

2. 遵照辦理，已補充各圖表引用之資料來

源、年份，詳 P.2-15。 

3. 第陸章數值模式建置為提供「取排水設

施工程規劃」、「鹵水排放方式」決定工

法及排放口位置之參考依據，建議加強

模式之驗證及各種方案計算模擬結果分

析（各項計算及驗證條件、參數應列表

說明）。 

3. 期末報告已進行模式之驗證與結果說

明。 

4. P.7-12「海域流速流向」參用 80-84 年調

查資料，建議採用較近期之資料及數值

模擬結果（驗證合格）為排水口規劃參

用。 

4. 除參考該期間沿岸流模擬推估結果，另

蒐集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民國 88 年~99 年

海流觀測資料，顯示臺南沿海平均海流

方向主要為東南往西北方向，作為排水

口規劃參考。 

七、蔡委員展銘(書面意見) 
1. 本年度工作尚包括測量、地質鑽探、海

底底質調查等外業，惟目前仍有部份尚

未完成，請加緊趕辦。並請將相關成果

原始資料逕置於附錄供參，期末報告內

相關文敘應摘述其內容。 

1. 遵照辦理。 

2. Chap3 海 域 測 量 相 關 成 果 ( 如 圖

3-21~3-24)，應請於報告文敘說明其意義

或用途。 

2. 本計畫海域地形測量成果有助於了解計

畫區之地形趨勢概況，利於未來相關規

劃、研討及設計使用，或作為其他成果

展示及應用說明，詳 P.3-25。 
3. Chap4 混合輸水工程調查內，似乎對相

關工程用地之著墨較少(如管線、調整池

等用地)，請加強增補。 

3. 已補充，詳見第四章混合池及輸水管線

用地調查。 
 

 



附 1-27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8/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4. Chap5 為本計畫海淡廠址基地強度及安

全評估之依據，惟目前尚未有量化成

果，請加強補充。 

4. 第伍章廠址工程地質調查已完整補充基

地地質概況與工程特性、液化潛能分

析，以及地盤改良規劃。 
5. Chap6 有關海岸變遷模式採 SBEACH 之

理由、合適性及其模擬條件(表 6-3)與參

數(表 6-4)之依據，另鹵水排放模擬採

M1 及 M2 之理由及邊界條件等，以上均

請增補相關文敘及說明。 

5. 模式以實測潮位為邊界條件，因此選取

大的 M1 模式 domain 以採用將軍與安平

的實測潮位為邊界條件。但 3D 模式計算

相當耗時，模式 doamin 無法選取太大，

因此僅能應用 Nested model 概念，在大

區域採用二維的 M1 model，在較小區域

採用三維的 M2 model。 
6. Chap7 有關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估內

容均屬定性描述，請加強其量化評估成

果。 

6. 取水 3 方案皆能滿足表 7-1 所列評估因

素，而綜合比較列示如表 7-3，以方案 3
建議為優選方案。排水方案 2 鹵水排放，

在海域流向評估因素對取水影響方面較

小，故建議為優選方案。 
7. 本案於期中會議後尚須辦理說明會，惟

建請揭外業成果均應完成及相關分析評

估初稿等內容後，再加緊趕辦。 

7. 遵照辦理。本計畫說明會已於 9 月 19 日

在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五會議室（台

南市南門路 261 號）辦理完成，詳第捌

章。 

八、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1. 近期台積電公司（南科）向本署反應未

來擴廠後最大用水需求達 16 萬噸/日，建

議初步評估既有廠址專管供應南科或交

換水源供應之可行性及相關配套措施

（預留擴建空間），以利未來政策推動之

參考。 

1. 民國 91 年即規劃專管，但因成本較高，

產業無法接受，詳 P.1-7。 

2. 有關報告第肆章混合輸水工程規劃，海

淡廠外新設混合池恐因用地取得不易或

用地面積受限等因素而不易推動，建議

朝海淡廠內混合進行規劃，並針對新增

管線佈設進行研析；另考量工業用水需

求，建議混合輸水池用地預留未來擴建

空間。 

2. 經綜合評估工程數量、用地取得、地盤

改良、動力費、新增工程經費及供水區

等因子，建議以方案二（廠區外新設混

合池）為優選方案，詳 P.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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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9/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3. 有關報核計畫書研擬之興辦方式部份，

建議先現行政策研析「採購法」之方式

（工程會說明「保價保量」不符促參

法），再針對「促參法」進行研析；另請

協助研析採用「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

（PFI 制度）之可行性及推動方式，以配

合政策之推動（工程會未來將擇定示範

案例具體推動）。 

3. 本計畫台南興辦方式建議依照採購法辦

理，並依據保價保量、政府提供土地及

接水點，及依購水合約訂定海淡水水質

及水量標準等原則推動，詳 P.9-16。PFI
制度的研析詳表 9-4、P .9-12。 

4. 有關報告第伍章廠址工程地質調查，圖

5-2 廠址鑽孔位置如何決定？建議再補

充說明。另鑽孔資料詳表 5-1 未見於報

告中，請增補或說明。 

4. 鑽孔位置係本計畫辦理現地會勘後決

定。表 5-1 已補充，詳 P.5-3。 

5. 有關報告第柒章取排水設施工程規劃評

估，圖 7-1 與前期規劃成果在取、排水

口規劃埋設路線似有不同，建議查明或

說明變更原因。 

5. 參考前期規劃成果及海域潮流海流資料

補充整理分析，其中取排水管佈設相對

位置，依評估分析結果，於前期規劃方

案檢討（方案一）中建議調整為東西向

平行佈設。 

九、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 風力發電P.2-16敘及平均輸出效率 20-40

％之間，而圖 2-6 效率卻可高達 60％以

上，請說明？ 

1. P.2-16 所述係平均平均輸出效率 20-40％
之間與圖 2-6 顯示麥寮在 11 月可達 60%
發電效率並無不妥，圖 2-6 亦顯示麥寮在

6-8 月發電效率不及 10%。 
2. (1) P.2-16 沿海沿海，贅字請刪除；(2) 

P.2-23（如圖 2-18）請更正為圖 2-9；(3) 
圖 2-4 不清楚；(4)報告中某些圖說建議

於成果報告以彩色呈現（如圖 3-1）；(5)
「滷水」請更正為「鹵水」；(6) P.6-3 20
「年」間年漏掉；(7) P.7-3 圖 7-1、圖 7-2
編撰排版前後倒置。 

2. (1) P.2-16「沿海沿海」贅字已刪除；(2) 
P.2-23（如圖 2-18）已更正為圖 2-9；(3) 圖
2-4 已放大；(4)圖說黑白顯示不清楚者均

改以彩色呈現（如圖 3-1）；(5)「滷水」

均已請更正為「鹵水」；(6)20「年」間漏

字已修正，詳 P.6-4；(7)圖 7-1、圖 7-2
編排已調整，詳 P.7-6~P.7-7。 

3. SBEACH 模式採用依據為何？請說明。 3. SBEACH 模式為美國海岸工程兵團發展

之模式，已經過許多資料的測試與驗證。 

 
 



附 1-29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0/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4. P.6-31 圖 6-24 漲潮（1/2）、（2/2）流向相

反，請加以說明。 
4. 潮流僅是海流成分之一，且不同區域有

不一樣之延時(time lag)。但原則上，台

南海域漲潮時海流向北，退潮時海流向

南。 
5. 規劃取水、排水方案評估研選，建議列

表呈現，較易評比及表達，如推動方式

優劣分析彙整表。 

5. 取水綜合比較表列示如表 7-3，排水綜合

比較詳 P.7-24。 

6. 審查意見回覆建議將回覆之章節圖表說

明，如林委 員(連山)之海淡前處理設施僅

回答審慎評估前處理方式，不知在那回

覆？另執行時將一併說明，意指為何？  

6. 海淡前處理設施仍採用前期規劃內容，

但取水口設施另行考慮採用滲流取水方

案，可大幅減輕海淡廠前處理負荷。 

十一、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 海淡廠產生之鹵水如排放處理不當，將

影響海岸環境與沿海水質，尤其各利害

關係人諸如漁業權等之認知、反應甚至

抗爭之可能應予了解，建議適時舉辦地

方公開說明會，聽聽地方漁民及產、官、

學界之聲音，適時予以說明回應爭取認

同支持，避免並消弭地方反彈聲浪，或

造成施工中之抗爭阻擾而致停工停辦，

再度形成北門污水廠停工荒廢之憾事重

演。 

1. 海域原為臺南縣漁會漁業權範圍，目前

漁業權範圍雖已過期尚未重新公告，海

淡廠鹵水排放管預定鋪設於該海域內，

未來仍可能需要辦理漁業權撤除與補償

作業。 
海淡廠取排水管預定佈設於青山漁港區

域劃定外港區範圍線及航道出口北側，

以減輕影響程度。 

2. 海淡廠取水、排水搭配自來水管線之併

接、線路應妥以規劃，避開既有公共設

施、農民賴以維生區域，了解民意走向，

將影響衝擊減至最低，尤其海域管線埋

設方式，更應了解國際作法，擷取較新

科技因應。 

2. 經調查中華電信公司於鹽水溪出海口處

埋設電信電纜至澎湖，位於本計畫區南

側範圍外；中油油管於計畫廠址外海約

10 公里處，將不會限制本計畫管線舖設。 

 
 
 
 
 



附 1-30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1/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3. 本市沿海地帶原為台鹽公司之大宗鹽

場，主要產地之七股、北門鹽場因受台

鹽減資，其產物與土地閒置許久，如能

善加利用此鹽產閒置設施如收集、排放

水路、鹵水池等設施，當可節省開發成

本，並可研擬利用排放鹵水再利用及附

加產業之可能性，帶動地方發展繁榮，

創造雙贏策策略。 

3. 民國 91 年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即評估結

合台鹽水電鹽綜合廠開發計畫，惟整體

經濟效益不高。 

4. 風力發電之提議曾造成地方反對之聲

浪，如擬以此為主要能源依據，必須詳

細調查評估民意的走向。 

4. 風力發電在土地取得、投資費用都是問

題，經評估風力發電因無法保持穩定供

電狀態，僅適合作為輔助能源，大型海

水淡化廠無法直接使用（P.2-19）。 
5. 鹵水排放雖前回覆會被海水大量稀釋，

且有夏季黑流、冬季東北風，不會有鹽

分沉積問題，惟依計畫規劃，排放鹵水

地點為近海，週遭為漁民活動區，近海

漁業活動地點，鹵水之長期排放必對當

地海洋微生態造成影響，故建議如規劃

鹵水排放於海洋，應進一步對週遭海域

進行生態、漁業產業影響評估。 

5. 本區原為七股鹽田之外海側，在海鹽盛

產時期，已有鹵水在近岸處排放。而本

計畫規劃之鹵水排放口位置選在 11.5m
水深，有較強的海流，且離岸甚遠。模

式模擬結果顯示，鹵水排放後，海水鹽

度的增加量有限，且無明顯的累積趨

勢。當然，在進行細部設計時，可再藉

由擴散管的適當設計，將鹵水的影響再

降低。 
6. 建議鹵水排放可考慮與當地鹽業結合，

例如將製程所生鹵水製鹽或無償供給當

地鹽業製鹽，亦可達成零排放之理想成

果，創造政府與地方之雙贏。 

6. 謝謝指正，鹵水零排放在民國 91 年台南

海水淡化廠規劃即評估，因每日排放量

大，排入鹽田相關配合較難，故仍以外

海排放為宜。 

十一、台灣自來水公司 

1. 供水成本 31 元/t，但經查澳洲 perth 海淡

廠為 15 元/t（13 萬 CMD，可擴建至 25
萬 CMD），以色列 Ashkelon 為 18 元/t（27
萬 CMD），報告中應把各國單價與本計

畫之差異比較。 

1. 相關內容整理於附錄三國外近期興辦海

淡廠之案例資料蒐集分析、附錄四台南

海淡廠淡化技術規劃評估。 

 
 



附 1-31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2/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本計畫定位台水公司為主辦機關，但相

關協商機制如何，水公司是否接受？是

否直接採行補貼措施？ 

2. 本計畫台南興辦方式建議依照採購法辦

理，並依據保價保量、政府提供土地及

接水點，及依購水合約訂定海淡水水質

及水量標準等原則推動，詳 P.9-16。台南

海水淡化廠的規劃、報核工作由水利署

負責，開發與營運則交由台水公司辦

理。台南海水淡化廠所產出的海淡水將

納入自來水系統中，因此海水淡化廠興

建成本將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但營運

成本與自來水水價的差額亦由政府部門

編列預算支付，惟仍須透過協商及政策

指示。 
3. 行政院長指示大力推動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間融資提案制度）

制度，目前工程會已選定低自償率的污

水下水道、海水淡化設施及長期照護設

施，列為 3 大示範計畫（政府資源有限，

在民眾又相當需要低自償率公共建設案

的情況下，政府以分期付款並給予利息

方式，交給廠商興建，藉由民間資金、

技術與彈性，合力推動公共建設），那本

案興辦方式與 PFI 之差異何在？與目前

政策方向是否一致？ 

3. 本計畫關於 PFI 制度的研析詳表 9-4、
P .9-12。 

4. P.1-20 所述，各期規劃無法落實之關鍵因

素即為廠商無法接受差額水價，既然目

前已朝向納入自來水系統統一調配規劃

（單一水價），可否另類思考，即海淡水

仍專管供應廠商（廠商有意願接受），但

水價仍採單一水價，差額仍由政府吸

收，其結果並無不同，除可降低民眾疑

慮，亦無區內或區外混合之困擾，經費

或可降低。 

4. 91 年規劃即是專管，但因成本較高，產

業無法接受，詳 P.1-7。 

 
 



附 1-32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3/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5. P.6-1 有關海岸變遷數值模式部份，以

Sbeach 模擬在颱風條件下之向離岸漂砂

之侵淤可高達 -1.21m 及 2.11m（el：
2.95m~ -14m）。因為 model 因假設條件、

參數及邊界條件等之設定而有不同，可

否如鹵水排放擴散傳輸之模擬與驗證，

以了解其準確性？（如以剛完成之海深

地形測量前後之變化等）。 

5. SBEACH 模式為美國海岸工程兵團發展

之模式，已經過許多資料的測試與驗

證。本計畫團隊也曾以台灣其他海岸之

實測資料進行模式校驗。而因本計畫區

位缺乏驗證所需資料，無法本區海岸之

模式驗證工作。 

6. 本計畫定位為因應莫拉克颱風後所規劃

之水源開發計畫，惟第 2-6 頁…..一般海

工結構物以颱風波浪為設計基準，表 2-6
根據 1940~2005 年之颱風資料推算颱風

波高…，建議應納入至莫拉克颱風資料。 

6. 本計畫定位為因應莫拉克颱風後所規劃

之水源開發計畫，非因應極端氣候條件

下的水利設施，故設計條件依一般規範

即可。 

7.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方案一與二皆須設

置 5 萬噸混合池，方案一須增加廠區用

地 3.2 公頃(第 4-1 頁)，方案二只須增加

用地 1.67 公頃(第 4-3 頁)？請說明。 

7. 已重新計算各方案混合池所需容量，詳

建第四章，一、可行混合方案研擬。 

8. 圖 4-4水力分析之混合池容量與表 4-3不
符。 

8. 已重新計算修正，依水力分析圖為準，

詳見圖 4-3、圖 4-4 及表 4-5。 
9. 第 4-8 頁，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方案一

與二皆須提高單位供水成本是與何方案

比較？（96 年台南海淡廠計畫評估專管

供應台南科學園區供水成本最高 41.47
元/噸，次為混合後再併入自來水系統

36.07 元/噸，再為直接併入自來水系統

34.58 元/噸）。 

9. 不論採用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或佳里

區新設混合池方案，皆須提高單位供水

成本是與原方案相比（去年執行成果，

詳附錄二）。 

10. 第 5-2 頁，查無鑽孔資料表 5-1。 10.  已補充，詳 P.5-3 表 5-1。 

11. 第 5-3 頁，廠址地盤改良後之承載力需

求，事涉地盤改良工法選擇與數量（如

樁長），報告書似未敘明。 

11.  已補充，詳 P.5-31~P.5-34。 

 
 
 
 



附 1-33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4/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12. 由於海淡水藍氏飽和指數 LSI＜0 時具

腐蝕性，本案由逆滲透薄膜處理之海淡水

併入自來水管網系統後，是否考量可能降

低該區域 DIP 管材使用年限，間接提高供

水成本？ 

12. 一般經由逆滲透薄膜處理後的海淡水

藍氏飽和指數 LSI<0 具腐蝕性，故必需進

行再礦化，藉由提高海淡水中 HCO3-及
Ca2+之含量，使 LSI 值維持在 0 左右，此

為國外海水淡化廠輸送海淡水之實際操作

經驗，技術純熟可行，可有效避免積垢沉

澱或腐蝕管材情形。本計畫不管區內或區

外之混配方式處理，在海淡廠營運管理章

程可訂定產水水質要求，包含藍氏飽和指

數需維持在±1 的範圍內，即可避免前述積

垢沉澱或腐蝕管材的情形發生，詳 P.4-10。 
13. 第 8-7 頁，澎湖 4,000 立方公尺海水淡化

廠依促參法辦理與實際不符，目前馬公

增建 4 千噸海水淡化廠已循採購法程序

辦理。 

13. 已修正內容，詳 P.9-1。 

十二、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 
1. 第肆章混合輸水工程調查第 4-1 頁、4-3

頁之海淡水混合比例與水力分析圖混合

比例不同。 

1.  依水力分析圖為準，已修正。 

2. 第 4-3 頁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

案二），自來水水源應為烏山頭淨水場，

非曾文淨水場。 

2.  已修正。 

3.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需

用土地 1.67 公頃，惟圖 4-3 混合池預定

地地籍套繪圖候選土地面積合計僅約

1.1 公頃。 

3. 已修正，詳見第四章，一、可行混合方

案研擬。 

4. 第 4-11 頁表 4-3 台南海淡案海淡水與自

來水混合方案初步統計表工程數量、混

合比例等部分數字有誤，請更正。 

4. 已修正，詳見表 4-5。 

 
 
 
 



附 1-34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5/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5. 第 8-4 頁管線明挖埋設，建議採全管溝

回填 CLSM，上方再鋪設 AC，不要採用

碎石級配回填。另依據台南市道路管理

自治條例（台南市政府表示預計最遲 10
月份會通過），管溝部分除以 20 公分 AC
鋪設外，另需加封及刨除 1 車道以上之

寬度，厚度需與既設厚度同，以上提供

參考。 

5. 謝謝指正。 

6. 混合輸水工程方案不論採用何種方案均

會影響烏山頭供水區之管網運作，本案

之水力分析能否補附台南海淡設置前現

有之民國 110 年最大日水力分析圖以做

為比較，並利日後現勘時能評估出最適

方案。 

6. 已補充水力分析圖，詳見圖 4-2。 

7. 第 8-11 頁說明後續將分析評估採用何種

興辦方式最適合台南海淡廠的推動方

式，表示尚未定案，但表 8-1 台南海淡

推動方式優劣分析彙整表之綜合評析卻

已敘明無法採用採購法（購水合約）而

建議採用促參法（有償 BTO），是否可以

修正較具彈性之文字內容。 

7. 已修正為本計畫台南興辦方式建議依照

採購法辦理，並依據保價保量、政府提

供土地及接水點，及依購水合約訂定海

淡水水質及水量標準等原則推動，詳

P.9-16。 

十三、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 

1.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方案是以方案二對

自來水之調配較為有利，唯其自來水來

源在佳里區原佳里加壓站上游，以來水

73,440 CMD 計應為其上游管線瓶頸均

需完成，目前其瓶頸段有麻豆區穿越國

道一號 1,200m/mφ 管線工程及縱貫公路

台 1 號 烏 山 頭 廠 下 游 至 麻 豆 之

1,500m/mφ 管線，大概在 105 年前很難

完成。 

1. 如工程瓶頸段於 106 年未完成，將另評

估自來水系統可提供之最大量因應。 

 
 



附 1-35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6/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方案二所需土地僅

列 1.6 公頃似不太夠，請提供計算依據。 
2. 佳里混合案為採水深 6M 計算所需用地。 

十四、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程正工程司運達 

1. 有關計畫執行進度之說明未見於報告書

與簡報，請補充。 
1. 已增列工作進度甘特圖，標示預定進度

與實際執行進度，詳 P.1-21。 
2. 請補附各測站，設施之位置圖以利判讀。 2. 已補附相關測站與設施位置圖，如圖

2-4。 
3. 資料蒐集後應就目的與用途做說明（如

海域生態等）。 
3. 遵照辦理。詳 P.2-1。 

4. 海域底質調查業已完成，其成果是否滿

足本計畫之要求？ 
4. 已符合本計畫合約要求。 

5. 混合方案雖經評估以方案二為優選方

案，但兩方案比較時，方案二之弱勢點，

應有對策方案。 

5. 方案二混合池用地取得問題尚須解決，

後續必須加強溝通與協調。 

6. 有關地形變化（侵淤或堆積）對策之初

步構想為何？ 
6. 長期而言本區之漂砂優勢方向係由北向

南，而沙質海岸受季節波浪作用，呈現

海灘沙土往南、北側漂移，致使將軍漁

港、青山漁港間海岸中段已無沙灘，而

南、北兩側防波堤附近則有淤積。 
根據歷年測量資料比較結果，將軍漁港、

青山漁港北堤北側皆呈現局部淤積現

象；參考臺南市政府民國 100 年青山漁港

地形測量資料結果，北堤北側海床高程-1
公尺處離岸超過 200 公尺，而南堤南側相

同高程處離岸不足 100 公尺。 
本計畫辦理取排水設施外業補充調查作

業海域地形測量範圍位於青山漁港北堤

北側，民國 101 年海域水深地形圖顯示，

青山港北堤海岸灘線高程仍維持於海平

面以上，近年來淤積情形並未改變；因此

於此區域埋設海水淡化廠管線，長期趨勢

上曝露之風險相對減低。 

 



附 1-36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7/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7. 目前評估係為定性描述，請補充取水方

案評估因子的量化標準，並據以完成取

水方案比較表，同時，針對懸浮載的前

處理規劃為何？ 

7. 取水 3 方案皆能滿足表 7-1 所列評估因

素，而綜合比較表列示如表 7-3，以方案

3 建議為優選方案。方案 3 滲流式取水可

經由濾層過濾作用，減少懸浮載之引

入，減輕海淡廠前處理負荷。 
8. 說明會之內容、對象、時間、場地等預

備作業請儘速提出於工作會議討論。 
8. 遵照辦理。本計畫說明會已於 9 月 19 日

在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五會議室（台

南市南門路 261 號）辦理完成，詳第捌

章。 
9. P1-20 前期規劃成果彙整表，請補充當時

時空背景規劃、無法推動原因及加入本

計畫去年成果。 

9. 前期規劃成果無法推動的原因已補充說

明於 P.1-19~P.1-20，本計畫去年成果詳附

錄二。 
10. P2-10 圖 2-3 請加註本計畫相關取排水位

置、另圖不甚清楚，請修正。P2-15 海域

生態資料請註明資料來源。 

10. 已補充修正，詳見圖 2-3 及表 2-14。 

11. P2-20 請再彙整列表補充本計畫無法使

用風力發電原因。 
11. 本計畫無法使用風力發電原因已補充於

P.2-19。由於海水淡化廠需每日 24 小時

不間斷產水，電力必須穩定供應，而台

灣西部夏、冬季的發電效率比例僅有

16%，亦即冬季可發電量將超過需求量，

夏季可發電量遠低於需求量。如欲滿足

海淡廠夏季用電需求，風力發電機組設

置規模需再乘上 3.63（年平均發電比例

為夏季發電比例的 3.63 倍），以台南海淡

廠為例共約 109 部風力發電機組（以

2,000 瓩機組為例）。另台電公司目前收

購民營風力發電廠產出電能的價格為每

度 2.3834 元，而海水淡化廠電力支出若

採用二段式電費計價，每度電價格為 2.3
元。換言之，海水淡化廠間接採用風能

的成本已與直接使用台電公司電力所需

支付費用相差甚微。綜合上述可知風力

發電因無法保持穩定供電狀態，僅適合

作為輔助能源，大型海水淡化廠無法直

接使用。 
12. 第二章基本資料調查，請再彙整列表本

計畫環境敏感區位相關資訊。 
12. 本計畫範圍內主要的環境敏感區位為台

江國家公園（圖 2-9）、北門沿海保護區

（圖 2-10）。 
 



附 1-37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8/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13. P4-1 請補充本計畫相關工程內容。另圖

4-1 建議標式方案別、輸送流向、管徑。 
13.  已遵照辦理。 

14. 方案二混合池用地，除水公司佳里加壓

站旁土地外，是否考量輸送管線周邊土

地? 

14.  為考量混合水併入既有管線之需要，以

考量原併入點周遭之可用空地作為混合

池用地選擇要點。混合池預定地詳見圖

4-6。 
15. 混合方案比較表比較太過簡略，未來應

再加強補充相關因子比較。 
15.  已修正，本計畫方案相關因子之選用以

影響較大之因子作為主要比較標準。詳

見表 4-5。 
16. 圖 6-5 海岸變遷圖無法辨識，請重繪。 16. 相關海岸變遷圖資已放大呈現。 

17. SBEACH 模式屬短期模擬。 17. 颱風來襲時之颱風波浪較大，對海岸與

近岸管線有較大的破壞力，因此本計畫

採用模擬颱風短期因素的 SBEACH 模式

模擬分析颱風波浪對近岸地形變遷的短

期影響，以作為規劃設計之參考。 
18. 鹵水排放係針對排放點之擴散行為作模

擬，除考量鹵水鹽份因素，是否有考量

重金屬因素。 

18. 本計畫之鹵水排放模擬，係考量海淡廠

取海水處理後，留下淡水，而將較高鹽

度鹵水排放入海後之擴散傳輸行為，因

此不考慮重金屬問題。 

結論 

1. 本次期中簡報及報告書審查原則認可，

各委員與單位代表意見請於期末報告回

應及辦理必要研處，並依合約規定程序

辦理後續事宜。 

1. 遵照辦理。 

2. 基本資料蒐集，務必務實整理分析。 2. 遵照辦理。 

3. 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的管網水力分析

資料，包括管徑、自來水來源等再詳實

較核確認。 

3. 遵照辦理。 

4. 本計畫要提出合適的替代方案，如污水

回收利用。 
4. 遵照辦理。本計畫之替代方案詳附錄八

台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書。 

5. 本計畫之需要性與定位必須開宗明義說

明清楚。 
5. 遵照辦理，詳 P.1-1。 

 



附 1-38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中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9/19)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6. 本計畫興辦方式請多蒐集國內外相關資

訊交代說明。 
6. 遵照辦理，詳第玖章。 

7. 風力發電與本計畫海淡廠之關聯性，如

何結合應用請說明。 
7. 由於海水淡化廠需每日 24 小時不間斷產

水，電力必須穩定供應，而台灣西部夏、

冬季的發電效率比例僅有 16%，亦即冬

季可發電量將超過需求量，夏季可發電

量遠低於需求量。如欲滿足海淡廠夏季

用電需求，風力發電機組設置規模需再

乘上 3.63（年平均發電比例為夏季發電

比例的 3.63 倍），以台南海淡廠為例共約

109 部風力發電機組（以 2,000 瓩機組為

例），土地取得、投資費用都是問題。另

台電公司目前收購民營風力發電廠產出

電能的價格為每度 2.3834 元，而海水淡

化廠電力支出若採用二段式電費計價，

每度電價格為 2.3 元。換言之，海水淡化

廠間接採用風能的成本已與直接使用台

電公司電力所需支付費用相差甚微。綜

合上述可知風力發電因無法保持穩定供

電狀態，僅適合作為輔助能源，大型海

水淡化廠無法直接使用（P.2-19）。 
8. 取水方案請補充量化評估因子及取水方

案比較表，並儘速提供各委員審核，選

定優選方案。 

8. 取水點的選取，目前約選在水深 5~10
間。在平常時期，其受漂沙的影響較小；

但在颱風來襲期間，因波浪大，其應會

受到影響，但可以在進行設計時，以加

強之保護措施來彌補。原則上，取水點

位置的水深越深，其受漂砂的影響越

少，但興建成本越高。 
9. 地方說明會之內容、對象、時間、場地

等預備作業請儘速提出，並於 9 月底前

辦理完成。 

9. 本計畫說明會已於 9 月 19 日在臺南市勞

工育樂中心第五會議室（台南市南門路

261 號）辦理完成，詳第捌章。 
10. 期中報告文字誤植、編排順序不佳、圖

表不清之處請於期末報告確實改正。 
10. 遵照辦理。 

 



附 1-39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17) 

 
壹、日 期：民國 10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 點：本所彰化辦公區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黃泳塘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一、林委員連山 
1. 建議於結論與建議應對後續應辦事項有

所著墨，例如增加海域測量頻率、海域

鑽探及海域水質變化等均加強辦理。 

1. 已於建議（三）納入後續辦理工作。 

2.  測量成果為 1/5,000 海域圖，建議放大並

將取水及排放點點繪，俾利閱讀。 
2. 已放大 1/5,000 海域地形圖，以 A3 圖紙

呈現，並點繪取水點及鹵水排放點，詳

圖 3-22。 
3. 擬採用滲流式取水方式，請評估取水井

50m × 50m 之開口如何設置妥善過濾設

施？ 

3. 取水井 50m × 50m 之開口過濾設施，如

P.7-13 說明，於取水口開口配置 1.8 公尺

厚濾層，包括 0.6 公尺厚粗砂層、1.2 公

尺厚細、中礫石層各 1 層，以滲流方式

取入海水，可大幅降低海淡廠前處理設

施負荷。 
4. 鹵水排放口於取水口外圍約 1km 處，如

遇西南氣流，是否會影響取水口水質？

建議再行確認。 

4. (1)因鹵水密度較大，排放後較高之鹽度

會往深海(底層)處進行擴散傳輸，受到表

面風吹流之影響並不大。(2)本計畫中取

水口位於鹵水排放口之東南方。排放後

之表層鹵水如受到西南氣流影響，海流

可能會往東北方向進行移動，對於取水

口之影響不大。 
5. 將來海淡水擬混合自來水供民眾飲用或

科學園區使用，惟使用者之接受度如

何？請再加強宣導。 

5. 去年規劃曾針對七股鹽田廠址可能工業

用水戶南科液晶專區－樹谷園區所有廠

商進行海淡水使用意願調查，結果顯示

海淡水可符合各廠商製程、冷卻、鍋爐

等原水水質要求，各廠商均願意用海淡

水。本計畫已建議後續加強宣導作業（詳

結論與建議），以利計畫推動。 
6. 請增列財務計畫，並研擬替代方案。 6. 本計畫去年度規劃時即完成財務計畫與

替代方案，請參考前期成果報告。 

 
 
 



附 1-40 

「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2/17)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二、謝委員壎煌 
1. 根據文獻及自來水公司海淡廠操作資料

顯示，為避免飽和蘭氏指數低造成供水

設備之腐蝕，以混配地面水後之穩定度

最高及成本最低，而以礦化處理所需成

本高且控制水質穩定不易。因此，未來

就台南海水淡化廠出水納入自來水系

統，仍應以混配為優先選擇。請研究單

位加以深入了解及計算其合理之操作模

式，並選擇適當地點。 

1. 同意委員意見，本計畫即規劃海淡水混

合自來水後再供水，經評估工程數量、

用地取得、地盤改良、動力費、新增工

程經費、供水區等因素綜合評析後，建

議於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

為優選方案，詳 P.4-14 表 4-5。 

2. 海淡水導入供水系統對於既有之供水模

式有影響，包括流向、壓力及相關管線

布設及供水設備之監控，並非報告所言

僅是供水區域之調整。目前本公司為降

低漏水，已積極推動分區計量管網

（DMA）系統，對於各區域之供水有嚴

謹的供輸方式及壓力管控，其改變勢必

影響管網運作，請研究單位洽本公司第

六區管理處根據現有及未來規劃之管網

計畫進行深入檢討。 

2. 海淡水併入自來水系統對於既有系統的

流向、壓力及相關管線布設及供水設備

之監控均有影響，故本計畫各方案均已

先完成管網水力分析，確定海淡水併入

自來水系統之可行性，詳 P.4-1~P.4-5。 

3. 海淡廠於沙灘地質以岸邊取水方式，確

有穩定取水水質及水量之優點，若於遠

離河岸口地點取海水，則水質將不受河

川之污染。 

3. 本計畫規劃以岸邊取水方式，並規劃海

水取水口遠離海岸，取水水質穩定且受

河川污染潛勢甚低。 

4. 本計畫取水點距海岸灘地 600 公尺，其

取水量將受潮汐影響，且該地區河川多

次改道且近岸地區地形多因洋流及輸砂

而變化，取水頭部恐因颱風等因素而遭

埋沒（澎湖海淡廠即曾發生此問題），因

此須審慎評估適當水工構造物。 

4. 海域潮位變化對取水位影響，海域地形

變化可能造成管線沖刷及取水口淤埋等

限制條件，皆已納入取水口規劃考量及

參數評估，綜合整理如表 7-1 所，因此建

議優先考慮「滲流式取水方案」，詳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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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三、彭委員紹博 
1. 鍳於本計畫台南海淡廠之鹵水排放量仍

高達 14 萬 CMD，海放方案仍有遭到民

眾（漁民）或環保團體反對之疑慮，倘

奉核進行環評，恐有阻力。建議鹵水導

入青鯤鯓南側國有地之原台鹽 100 ha 蓄

水池，再結合周邊鹽灘地曬製鹽，達成

鹵水資源化零排放之目標，俾利計畫順

利推動。 

1. 根據水規所「以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

環境承載分析與發展研究（2/2）」（98 年

12 月）的研究，鹵水排放與製鹽的目的

不同，每天都必須排放，無法在鹽田停

留太久。故參考國外海水淡化廠鹵水排

放均配合合宜的鹵水排放設計與其他減

輕對策，將環境影響降至最低。本計畫

已依委員意見納入後續辦理工作。 
2. 國外相關海淡廠已有運用鹵水提鍊氧化

鎂、鋰等化工原料，建議規劃團隊將鹵

水回收製鹽及化工原料等副產品納入規

劃，以提升計畫效益。 

2. 根據水規所「以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

環境承載分析與發展研究（2/2）」（98 年

12 月）的研究，目前國際上海淡廠鹵水

再利用仍處於研究階段，僅有製鹽為現

階段較為可行的應用方式，但製鹽產品

經濟價值偏低可能限制未來發展。國內

目前僅有 1 座通霄精鹽廠以抽取海水配

合電透析方式進行製鹽，對於本計畫台

南地區海淡廠而言，鹵水無法提供製鹽

廠使用，且由日本深層海水產業與海淡

廠鹵水再利用發展現況，可預期海淡廠

鹵水於食品、化妝品、鹵水三溫暖等人

體使用相關應用上將無法與深層海水相

互競爭抗衡，現階段在台灣恐仍未具發

展鹵水再利用產業之條件。惟已依委員

意見納入後續辦理工作。 
3. 台南地區自來水受地質影響硬度較高、

口感不佳，倘運用海淡水混合自來水降

低硬度、提升口感品質，可作為對民眾

宣導項目，提高民眾支持。 

3. 謝謝委員指導，本計畫已建議後續加強

宣導作業（詳建議三），以利計畫推動。 
 

4. 據悉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擬續興建跨曾

文溪橋，建議本計畫考量將淡化水管線

循台61線往南送至台南科技工業區之配

水池，再與自來水混合後配送到大台南

人口、產業密集等地區，提升供水效益。 

4.  海淡廠輸水路線係延續前期規劃成果，

由未來新設濱海公路穿越曾文溪方案，

是很好的構想，不過在尚無法確定推動

期程前，現階段恐不宜納入本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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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5. 現階段台南市政府刻正與水利署合作推

動永康污水廠回收水淨化供應南科工業

用水計畫，預計配合永康水質淨化廠設

再生水模廠，倘經功能驗證可行，計畫

初期供給南科 1 萬 CMD 再生水，終期供

給南科 3.5 萬 CMD 再生水，俾有效解決

南科用水之窘境，建議規劃單位作為替

代方案，一併分析經濟效益。 

5. 現階段污水回用供水標的與對象均與本

計畫臺南海水淡化廠不同，故無法作為

替代方案，詳附錄九。 

四、蔡委員展銘（書面意見） 
1. 本計畫所建議海淡方案為方案二(如摘

圖 7 及摘圖 9)，但請釐清混合池容積(摘
-9 為 7.2 萬 m3 比方案 5 萬 m3 大，但土

地卻 1.6ha 小於 3.2ha)、產水量(海淡及

混合)、等諸元，另其是否需要地盤改良

(摘-15 與摘表 5 不符)？ 

1. 已修正，本計畫混合方案二因位於廠外

設置，考量用地取得及經費，其設計深

度為 8m，且混合池位於佳里地區，其地

質良好，無需地盤改良。詳見表 4-5。。 

2. 請增列工程費、期程、推動方式等工程

規劃諸元，建請專章敘明，亦請與前期

成果(諸元)列表比較。 

2. 已增補相關文敘，詳第拾章第一節。 

3. 本次外業包括 7 孔鑽探，惟其岩心箱及

岩心相片均附諸闕如，七股鹽田廠址內 6
點海域地質調查編號(於摘圖 3)？ 

3. 本次 7 孔鑽探深度範圍內（25 公尺）皆

為土層，尚未達岩層，且依施工計畫書，

其鑽探方式採水洗鑽進法，每隔 1.5 公尺

進行 1 次標準貫入試驗兼取劈管擾動土

樣，故無岩心箱與岩心照片。海域底質

調查分布已註明測點 1~6，詳圖 3-25（摘

圖 3）。 
4. 海淡水取排水管海域端長分為 0.5 及

1.5km(摘-21 及 23)，惟依摘圖 11 顯示排

水為 1.0km？另鹵水排放量為 13.6 萬

m3(摘-24，但經查是否為 23.8-10=13.8
萬 m3) 。 

4. 海淡水取排水管海域端長分為 0.5 及

1.5km(摘-21 及 23)，摘圖 11 及圖 7-1 排

水管長度已修正標示為 1.5km。鹵水排放

量應為 13.8 萬 m3，已修正。 

5. 本計畫於民國 101 年 9 月 14 日辦理宣導

說明會，雖已彙整與會代表意見及建議

(如 P.8-2~8-4)，惟應增補其處理情形並

進一步提出建議。 

5. 已增補宣導會意見處理情形，詳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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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6. Chap6 海岸變遷及鹵水排放分別採

SBEACH 及 M1、M2 等模式模擬，惟請

增補其合理性(至少應有與其他模式之

比較研判)。 

6. 本計畫所使用成大水工試驗所自行研發

之(1)海岸變遷模式(2)二維(M1)及(3)三
維(M2)水動力及水質模式已多次應用於

台灣西部海域地區之實際模擬案例，與

實測資料比較下擁有相當程度之可信

度。本次計畫也已利用實測海流資料與

M1、M2 兩模式進行比較，比較結果十

分優越。在海岸變遷部份，利用美國工

兵團所研發之 SBEACH 模式，其於學理

上已被廣泛地驗證及應用，因此用以模

擬管線於颱風波浪作用下向離岸漂砂所

形成的地形變化。另研究團隊於民國 86
年曾利用二維水動力與地形變遷數值模

式模擬計畫區域的長期變遷趨勢，模擬

結果與台灣漁業技術顧問社的實測地形

侵淤趨勢(民國 78~81)一致，顯示季風波

浪以冬季波浪較大，故本區海岸漂砂係

主要由北往南輸送。漁港之興建將阻擋

由北往南的輸砂途徑，導致漁港下游區

呈現岸線後退，而輸砂大量沉積於北堤

北側，二年期的模擬結果顯示淤積程度

以 0.5m 為主。 
7. 本報告歷次會議意見研處情形，應請再

重新檢視修訂(如期末結論 4 之處理情形

不妥也非合適)，逕檢附初稿供參，並依

本所規定格式編撰(如摘要太冗長、僅針

對硼濃度及加強溝通等 2 項建議，惟尚

須配合辦理等後續事項均付諸闕如)。 

7. 遵照辦理，後續辦理工作建議詳第拾章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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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五、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葉正工程司俊明 
1. 由簡報之計畫內容概述表示，台南海淡

係「作為水庫排砂、清淤等營管作業時

之備援系統」，惟誠如簡報所述，海水淡

化常態使用之成本已偏高，如改作為備

援供水，因年供水量有限，恐其產水成

本更將大幅攀升，故似不宜如此定位。

另台南海淡建設係為維持臺南地區之供

水穩定，非僅為臺南地區之工業用水成

長，也是為了填補未來(108 年以後)南化

水庫及曾文水庫因持續淤積所造成之公

共給水供水量減少問題。 

1. 謝謝指正，簡報係引用去年的報告，本

計畫主要為達成臺南地區穩定供水之目

的，降低缺水風險，針對興建臺南海水

淡化廠之工程可行性辦理補充調查及數

值模擬等工作，並研擬工程計畫書，俾

利後續臺南海水淡化廠計畫之推動，以

提升臺南地區水源供應與調度之能力 ，

詳 P.1-1。 

2. 報告表 4-5 有關管線輸送方案，就方案

一擬以∮1,200mm 輸送每日 15 萬噸水

量，惟方案二則以∮1,350mm 輸送每日

10 萬噸水量，是否有誤，如有錯誤則二

個方案之經費分析比較恐差距會更大，

而更加確定方案二為較優方案。至於彭

副局長所建議由構想中新設濱海公路穿

越曾文溪方案，也是很好的構想，不過

在尚無法確定交通部推動期程前，現階

段恐不宜納入本規劃報告，惟可以作為

後續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海淡水產能擴

充時之考量。 

2. 遵照辦理。表 4-5 已修正，本計畫方案皆

符合輸送第二期總產水量 10 萬立方公尺

之需求，詳見水力分析圖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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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3. 有關鹵水排放一項，除排放於鄰近海域

外，贊成彭副局長之建議，配合鄰近扇

型鹽田將鹵水回收再利用二案都納入計

畫內容內，以發揮加乘之效果。 

3. 根據水規所「以海水淡化供應水資源之

環境承載分析與發展研究（2/2）」（98 年

12 月）的研究，目前國際上海淡廠鹵水

再利用仍處於研究階段，僅有製鹽為現

階段較為可行的應用方式，但製鹽產品

經濟價值偏低可能限制未來發展。國內

目前僅有 1 座通霄精鹽廠以抽取海水配

合電透析方式進行製鹽，對於本計畫台

南地區海淡廠而言，鹵水無法提供製鹽

廠使用，且由日本深層海水產業與海淡

廠鹵水再利用發展現況，可預期海淡廠

鹵水於食品、化妝品、鹵水三溫暖等人

體使用相關應用上將無法與深層海水相

互競爭抗衡，現階段在台灣仍未具發展

鹵水再利用產業之條件。惟已依委員意

見納入後續辦理工作。 
4. 由衛星影像圖研判所選擇海淡廠基地位

置緊鄰社區，而報告建議採擠壓砂樁工

法改良地盤，惟此項工法是否有考慮其

對周邊建築物之影響，工法選擇中是否

曾考慮全套管基樁工法，其觀念係在液

化可能性存在之情況下，優先確保海淡

廠主體安全，並允許部分無基樁之次要

結構發生液化，並俟液化發生後再予修

復(如日本東京迪斯奈樂園案例)。 

4. 根據現場實地勘查得知，場址周遭西南

隅約 40 公尺外為社區，其餘接壤範圍多

為開闊地。而擠壓砂樁工法之影響範圍

約在數倍樁徑之內，對基地西南隅相隔

數十公尺外之社區建築物之影響不大。

至於其他地盤改良工法或是樁基礎對土

壤液化之防治成效與經濟性，建議可於

細部工程規劃設計階段予以評估。 

5. 由於臺南海水淡化預定分二階段各設置

5 萬噸，且興建與營運可能並非由同一單

位負擔，爰經費分析時應顯示不同階段

及興建與營運之不同投入與成本。此

外，今年電價已經調整，未來亦有可能

繼續調整，故就營運成本分析時應說明

產水 1 噸預定耗費多少度電，並以最新

電價納入分析其運轉費用。 

5. 本計畫為利於預算編列，經費分析以 10
萬噸海淡廠之興建營運費用進行分析。

財務分析則有針對各階段經費投入進行

比較（詳去年度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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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6. 因工程會已 2 次函文表示，促參案件必

須由廠商自負盈虧，因此保價保量之海

淡產水計畫不適用促參法，爰本報告經

評估後建議以政府採購法方式辦理，尚

符合工程會規定。 

6. 敬悉。 

7. 關於本報告內多處提及未來海水淡化之

操作維護費用與自來水價之差額須由政

府編列預算支應 1 項，因與施部長 8 月

份之裁示不符，建請調整文字敘述以避

免外界誤解。另雖然海水淡化之操作維

護費用與自來水價之差額可能非由政府

負擔，惟部長亦裁示未來政策決定調整

水價時，請本署研議將海淡水建設及營

運成本納入考量，並採分段水價調整方

式合理反應。故關於海水淡化操作維護

費用與自來水價之差額問題，於未來水

價合理調整後也許不會是太大問題，現

階段重點應係儘速完成環評與用地取得

等先期作業。 

7. 過去水利署推動的台南海水淡化廠計畫

與半鹹水淡化廠計畫，皆以南部科學園

區台南園區（原台南科學園區）為唯一

供水對象，並規劃由使用者支付水源成

本以符合社會公平原則。惟淡化水供水

成本高於現行水價，南科廠商不願支付

差額水價，致使相關計畫均無法推動。

因此本計畫所推動之台南海水淡化廠規

劃將海淡水納入自來水系統，供應一般

公共用水，並建議其興建成本由政府編

列預算支付，同時營運成本與自來水水

價的差額亦由政府部門編列預算支付，

以利計畫推動，但須透過協商及政策指

示。 
8. 100 年 4 月 6 日行政院核定「臺灣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臺南海水淡化

廠原定 106 年開始供水(第一階段 5 萬

噸)，惟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及用地取得至

少需 4 年，再加上招商、建廠與埋管之

時程，顯然 106 年供水目標已難以達成，

故本署 101 年度重新檢討供需分析圖

時，已將第一階段供水時程延至 108 年，

惟如若擬於預定時程達成該項目標，仍

需水規所於 103 年前完成環評工作，故

建請水規所調整穩定供水計畫有關水資

源開發規劃之年度擬辦工作，俾利達成

預定目標。 

8.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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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六、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蔡工程司明道(書面意見) 
1. 報告「建議」章節中，除建議後續評估

是否有其他水源調度方式（針對硼離子）

及加強與民眾溝通等外，請全面檢視本

計畫是否有其他議題需再評估或釐清，

並補初充建議未來本計畫整體規劃推動

構想與期程等，以利後續辦理。 

1. 已納入建議(一)、(三)。 

2. 本署將於近期內召開「研商水利設施採

PFI 制度推動可行性相關事宜」會議（預

計討論水利設施採 PFI 制度推動可能遭

遇困難、可行性及可推動案件等），在本

計畫成果報告定稿前，如前述會議有具

體結論，建議納入相關章節補充說明。 

2. 敬悉。 

3. 報告第柒章中，有關「滲流式取水方案」

其濾材維護事宜，建議補充說明濾材更

換頻率、施工性及費用等（是否有國內

外類似案例？）。 

3. 有關「滲流式取水方案」濾材維護事宜

補充說明如 P7-18。濾材更換頻率甚低，

可參考港灣浚渫、海洋放流管保護工拋

石案例施工；費用約達 3,870 萬元。 
4. 報告「摘要」章節中，摘圖 3（摘-4）其

取、排水示意圖請再確認是否與本報告

第柒章規劃一致。另「結論」第五點建

議補充第三層次之土層性質說明與深度

區間。 

4. 取排水示意圖已更正。地盤改良深度原

則為土壤液化範圍，請參閱報告書 P.5-36
之原則說明。 

七、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 對於期末報告編製，下列幾點請參酌修

正。 
(1) 本次簡報內容中所提，若報告中未提

及應請加以補充，如簡報 p24、p28。 
(2) 部分圖示仍不清楚，如摘圖 6 看不出

混合池在哪？另建議新設或既有管線

應標示清楚。 
(3) 海域底質調查分布請註明測點 1~6。 
(4) 工程經費估算（如簡報 p57）僅於報

告中附錄 8 提及，建議於報告內文加

以說明。 

1.  
(1) 簡報 P.24、P.28 已納入報告，詳表 4-3、

表 4-4。 
(2) 成果報告已改彩色呈現相關圖示。 
(3) 海域底質調查分布已註明測點 1~6，

詳圖 3-25。 
(4) 詳第拾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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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經 SBEACH 模式計算結果，淘刷堆積程

度可達-1.21m~2.11m，而為何在取水口

規劃考量應僅高於海床 1.9m 以上？ 

2. 模式計算結果，淤埋深度於離岸 550 公

尺預計取水口處為 1.82 公尺，離岸 1 ~2
公里左右預計排水口處為 2.11 公尺，故

規劃取水口高於海床 1.9 公尺以上。 
3. 本計畫經分析比較建議以採購法為後續

推動，工程計畫書之提報所需相關表格

應加以補充（如檢核表、性別影響評估、

節能減碳指標、促參預評估檢核表等）。 

3. 工程計畫書為初稿，待內容核定後將補

充相關表格。 

4. 承上，本計畫推動期程有 7 年，而為何

經費分析表僅 4 年？ 
4. 經費分析係施工階段的費用。 
 

八、台灣自來水公司 
1. 100 年 4 月核定的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與之前提出水資源開發總量管

制策略推動計畫（草案），有關台南地區

水源供需分析圖之差異為台南海淡10萬
噸不見，但這計畫還在規劃中，未來的

方向為何？ 

1. 根據 100 年 4 月 6 日行政院核定「臺灣

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臺南海

水淡化廠原定 106 年開始供水(第一階段

5 萬噸)，惟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及用地取

得至少需 4 年，再加上招商、建廠與埋

管之時程，故水利署 101 年度重新檢討

供需分析圖時，已將第一階段供水時程

延至 108 年。 
2. 這計畫納入自來水系統主要原因就是廠

商不能接受差額水價，因為納入自來水

系統方有單一水價，但假如差額由政府

預算支應，會不會有圖利廠商的疑慮？

因為這與澎湖 4,000CMD 海淡廠還是有

點不同，澎湖 4,000CMD 海淡廠是民生

用水，有離島建設條例，有法規定，但

最後仍是由水公司吸收，何況這次是營

利的工業用水、而且只採協商、建議的

方式。 

2. 本計畫所推動之台南海水淡化廠規劃將

海淡水納入自來水系統，供應一般公共

用水，因此建議其興建成本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付，同時營運成本與自來水水價

的差額亦由政府部門編列預算支付，以

利計畫推動，但須透過協商及政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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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3. 呼應林委員的看法，實測資料來驗證數

值模式還是必要的，在期中簡報提出

時，顧問公司僅以此模式發展多年，這

是不嚴謹的，也再呼應林委員對民眾接

受度的看法，本公司期初就已提出了同

樣意見。 

3. 本計畫所使用成大水工試驗所自行研發

之(1)海岸變遷模式(2)二維(M1)及(3)三
維(M2)水動力及水質模式已多次應用於

台灣西部海域地區之實際模擬案例，與

實測資料比較下擁有相當程度之可信

度。本次計畫也已利用實測海流資料與

M1、M2 兩模式進行比較，比較結果十

分優越。在海岸變遷部份，利用美國工

兵團所研發之 SBEACH 模式，其於學理

上已被廣泛地驗證及應用，因此用以模

擬管線於颱風波浪作用下向離岸漂砂所

形成的地形變化。另研究團隊於民國 86
年曾利用二維水動力與地形變遷數值模

式模擬計畫區域的長期變遷趨勢，模擬

結果與台灣漁業技術顧問社的實測地形

侵淤趨勢(民國 78~81)一致，顯示季風波

浪以冬季波浪較大，故本區海岸漂砂係

主要由北往南輸送。漁港之興建將阻擋

由北往南的輸砂途徑，導致漁港下游區

呈現岸線後退，而輸砂大量沉積於北堤

北側，二年期的模擬結果顯示淤積程度

以 0.5m 為主。除此之外，後續亦建議針

對區域海域地形、地質與水質進行詳細

調查，以利工程推動。 
4.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和方案一需另設置 5

萬噸混和池（p4-2），海淡清水池 5.8 萬

噸（P4-4），土建工程 4.3 萬噸（p4-12），
何者正確？其用地需 3.2 公頃如何估

算？（方案二設置 7.2 萬噸混和池，以池

深 5 公尺估算約需增加用地 1.6 公頃

p4-5） 

4. 已修正，經水理分析結果，方案一所需

混合池容量為 5.8 萬噸，前期已規劃海淡

水貯池容量為 1.28 萬噸，尚不足 4.52 萬

噸，故約需擴大或新增設置海淡水貯

池，其設計容量採 5 萬立方公尺，以深

度 4 公尺推估其需增加廠區用地面積約

3.2 公頃，詳 P.4-1~P.4-2。。 
5. 表 4-4 海淡廠廠區外新設混和池（方案

二），工址無需地盤改良依據為何？ 
5. 已修正，詳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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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6. 表 4-3 管線管徑分別為∮ψ800-9740m、

∮ψ1,200-1,040m，而表 4-4 管線管徑為

∮ ψ 1,350-1,300m 海 淡 管 、 ∮ ψ

1,350-730m 混合管，但兩表之管線埋設

單價卻相同？ 

6. 已修正單價，詳見表 4-3。 

7. 本案地盤改良規劃，逕採「振動擠壓砂

樁工法」，未見與其他地盤改良工法評估

（列表）比較；參考「台灣濱海工業區

的地盤改良工法」（地工技術，第 93 期，

第 53~68 頁），其中結論 2.因砂樁材料所

用的河砂已取得不易，故擠壓砂樁工法

已漸被動力壓密工法及礫石樁工法所取

代。 

7. 已補充土壤液化防制工法優缺點比較資

料於報告書中 P.5-32。參考相關技術論

文、期刊等文獻得知，擠壓砂樁工法在

國內所使用之經驗最為豐富，然因填入

材料因素導致發展略受限。另參考「台

灣濱海工業區的地盤改良工法」（地工技

術，第 93 期，第 56 頁）指出，「國內規

範對於砂樁材料並無嚴格規定，可使用

中粗混合砂，細粒料含量不大於 5%。另

於軟弱含泥量較高的土層中，可使用

砂、角礫混合料或直接採用礫石料」。 
8. 表 5-7~5-9 計算基地於中小度地震、設計

地震及最大考量地震下之土壤液化計算

表。建議估算本案地盤改良後之土壤液

化計算表，以佐證工址地盤改良後於設

計地震下之液化抵抗率 FL 仍大於 1（無

液化），且可估算最大考量地震下之土壤

參數折減係數（表 5-10）。 

8. 檢附土壤改良預估成效（N 值提高）之

土壤液化潛能評估計算，若將平均之標

準貫入試驗 N 值提升至 20 以上，於設計

地震下之土層將無抗液化強度不足之

虞。再以相同之 N 值評估大考量地震下

之液化潛能，其 FL(抗液化安全係數)值
皆大於2/3，而R(土壤抗液化剪力強度比)
值皆大於 0.3，經查表 5-10 得知建議之土

壤折減係數 DE為 1。 
9. 場址工程地質調查章節，未提供估算建

議之基地垂直（水平）地盤反力係數及

容許承載力。 

9. 本階段工址調查為可行性評估規劃階

段，未規劃土壤力學性質試驗，採現場

標準貫入試驗 N 值推估建議相關地盤反

力係數與容許承載力(參考「標準貫入試

驗N值應用的比較與探討」，房性中編著)
於報告書中 P.5-11 表 5-4，後續規劃設計

階段建議仍應進一步取樣試驗以便評估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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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表 4-3 地盤改良單價如何估列？地盤改

良-振動擠壓砂樁樁長為何，報告書似未

敘明。 

10. 地盤改良單價參考附近過去的工程經

驗，每公頃以 1,700 萬元估算。地盤改良

深度原則為土壤液化範圍，請參閱報告

書 P.5-36 之原則說明。 
11. 目前馬公增建 4 千噸海水淡化廠已循採

購法程序辦理，第 9-2 頁仍有誤。 
11. 相關敘述已修正，詳 P.9-2。 

九、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1. 摘-7 摘圖五海淡廠廠區內混合(方案一)
供水區民國 110 年最大日水利力分析圖

下 方 右 側 往 南 供 水 量 應 為

101,500CMD，請更正。又本圖海淡水與

自來水混合比例並未與摘-9 方案二一

致，建請統一。(例:126,150：46,250 或

100,000：36,660) 

1. 已修正，詳見摘圖 5 及摘圖 7。 

2. 摘-9 方案二推估所需土地面積用地面積

至少 1.6 公頃，如為圓形水池則不止。且

用地為近似梯形，故其所需用地面積應

再增加。 

2. 本計畫方案二因位於廠外設置，考量用

地取得及經費，其設計深度為 8m，故土

地面積用地面積至少 1.6 公頃。 

3.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開發總量管

制策略推動規劃」，水源供需分析圖將臺

南海淡一期列入 108 年實施。惟本報告

一期海淡產水 5 萬噸均只見文字敘述，

並未有供需分析圖供了解供水狀態，建

請補述。 

3. 區域供需圖係依據水利署「臺灣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核定本）」（100
年 4 月），詳本計畫去年度成果報告。 

4. 本處前曾建議不論海淡水採何種方案入

混合池後再出水，為利海淡水水質之管

控，除儀控工程外請增加監測工程。但

比較方案內均未見監控經費。 

4. 儀控工程費中已含監測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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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4-10 頁說明海淡水藍氏飽和指數

LSI<0 具腐蝕性，故須進行再礦化，使

LSI 值維持在 0 左右。後續確說明海淡廠

營運管理章程可訂定產水水質要求，包

含藍氏飽和指數須維持在±1 範圍內，

LSI<0 即具腐蝕性，因藍氏飽和指數恐

影響管線之壽命至鉅，請補充說明

LSI=-1 時其影響程度為何。 

5. 根據研究指出當藍氏飽和指數 LSI＜-1
時，水中的碳酸鈣含量未達飽和，故可

溶解在水管表面之水垢，具有嚴重腐蝕

性，容易腐蝕管路。 

6. 據 了 解南科 台 積電對 硼 濃度含 量

2.4mg/L 相當反對，由水力分析觀之送往

南科之水量最大，此問題應先妥處，降

低未來推動之阻力。 

6. 由於南科園區半導體廠商對於自來水硼

離子濃度的進水標準為 50ppb，本計畫海

淡水即使混合自來水後仍無法低於此要

求，因此建議本計畫後續協商自來水公

司，藉由供水調度讓南科園區的供水由

其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生用水與

樹股園區的工業用水由海淡水供應，以

發揮各水源最大功能。 
7. 據本報告 9-17 頁數字，若由本公司負責

營運管理，會較專管供特對象多支付每

立方公尺 3.71 元之費用，其實本處於一

期規劃時即一再建議以專管送產業園

區。請再考慮專管送產業園區之可能。 

7. 過去水利署推動的台南海水淡化廠計畫

與半鹹水淡化廠計畫，皆以南部科學園

區台南園區（原台南科學園區）為唯一

供水對象，並規劃由使用者支付水源成

本以符合社會公平原則。惟淡化水供水

成本高於現行水價，南科廠商不願支付

差額水價，致使相關計畫均無法推動。

因此本計畫所推動之台南海水淡化廠規

劃將海淡水納入自來水系統，供應一般

公共用水。 

十、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 

1.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採佳里壓加壓站混

合方式，其上游工程瓶頸： 
(1) 麻豆區穿越國道一號工程段，已於

101 年 9 月份另勘查替代地點。 
(2) 台 1 線官田北橋至麻豆 1,500 ㎜∮ψ

管線未完成段等均已列入民國 105
年前需完成工程。 

1. 敬悉，已納入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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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5/17)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佳里混合之配置，建請與本公司會勘協

商其配置方式。 
2. 敬悉，後續推動將請水公司配合。 

十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 興建台南海淡化廠對台南地區供水的穩

定度有很大的助益，南科管理局樂觀其

成。請針對台南地區海淡水混和水供水

的標的與分配供應再予評估規劃。 

1. 本計畫規劃海淡水混合自來水後再供

水，經評估工程數量、用地取得、地盤

改良、動力費、新增工程經費、供水區

等因素綜合評析後，建議於海淡廠廠區

外新設混合池（方案二）為優選方案，

詳 P.4-14 表 4-5。 
2. 南科部分廠商對用水的水質要求較高，

對於海淡水仍有疑慮，請評估整體區域

水源供應方式或規劃其他方案。 

2. 由於南科園區半導體廠商對於自來水硼

離子濃度的進水標準為 50ppb，本計畫海

淡水即使混合自來水後仍無法低於此要

求，因此建議本計畫後續協商自來水公

司，藉由供水調度讓南科園區的供水由

其他水源供應，沿海地區的民生用水與

樹股園區的工業用水由海淡水供應，以

發揮各水源最大功能。 

十二、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1. 報告封面於定稿時應補上英文計畫名

稱、內文應有英文摘要。 
1. 已補充英文計畫名稱與英文摘要。 

2. 表 1-1 前期成果規劃成果彙整表，請補

充當時時空背景規劃、無法推動原因及

加入本計畫去年成果。另 P1-21 七、計

畫執行進度，屬進度查核，未來定稿報

告請刪除。 

2. 表 1-1 已增補各計畫規劃時空背景、無法

推動原因及本計畫去年成果，詳 P.1-21。
本計畫執行進度已刪除。 

3. 圖 3-1 請補繪海底測量範圍。 3. 圖 3-1 已補繪海底測量範圍，詳 P.3-1。 

4. 海域底質檢測應補充敘述檢測目的，其

有機質及重金屬含量是否符合海淡處

理，應再分析敘述。 

4. 已補充海域底質的目的，詳 P.3-29、
P.3-30，底泥有機質及重金屬含量分析結

果亦已補強分析說明，詳 P.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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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6/17)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5. 海淡水與自來水混合後水質，應針對既

有用水戶所疑慮之水質項目，請再進行

初步評析。另混合方案比較，應有較詳

細數據比較，如工程數量有誤、補充地

盤改良費用、用地取得難易、粗估之動

力費等。另混合比例，第一期和第二期

不同，其考量原因為何？應敘明清楚。 

5. 遵照辦理，混合方案比較詳表 4-5。本計

畫方案混合比例以第二期海淡水產量 10
萬噸為設計基準，進行水力分析後得

知，詳 P.4-1~P.4-5。 

6. 輸水管路，依報告資料顯示，以南 26 及

南 28 道路幅較窄，未來因應對策為何？

在施工規劃中應敘明。 

6. 前期規劃已針對輸、排水管線埋設工法

進行分析，對於南 26 及南 28 等道路幅

較窄處，以採用推進工法進行埋設。詳

見附錄二期規劃成果概述。 
7. 表 5-1 鑽探外業之鑽深請以實測數量，

請更正。另海淡廠址地盤改良規劃應列

出相關估算費用。 

7. 已依驗收紀錄修改表 5-1 所列之鑽深。地

盤改良單價參考附近過去的工程經驗，

每公頃以 1,700 萬元估算。 
8. 第六章章名建議更改為「數值模式模擬

分析」。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應再補充

模擬結果。 

8. 已更改章名為「數值模式模擬分析」，詳

P.6-1。長期海岸變遷數值模擬已補充，

詳 P.6-9。 
9. 第八章宣導說明會主要蒐集政府、民間

單位及用水戶之相關意見，報告中應對

會中所表達意見妥適回應。另附錄七請

將簽到簿刪除，並補充單位代表意見。 

9. 已增補宣導會意見回應情形，詳 P.8-5。
附錄八（原附錄七）已將簽到簿刪除，

並補充單位代表意見紀錄。 

10. 因本年度外業調查資料及混合輸水工程

規劃等相關成果，致使前期相關工程規

劃、工程費及工期等有所修正，建議增

加一章(工程規劃專章)。 

10. 已補充說明，詳第拾章第一節。 

11. 本計畫若要推動，應列出後續工作排程

說明及建議之後續待辦理計畫。 
11.已補充，詳第拾章第二節。 

結論 

1. 本期末簡報及報告書原則認可，請參考

各審查委員、單位代表意見及依本所規

定格式，在合約範圍內作必要之修正，

並於本(101)年 11 月 16 日前提送修正稿

10 份至本所，俾憑辦理後續事宜。 

1. 已修正完妥，並於 11 月 16 日檢送修正

稿 10 份至水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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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期末簡報暨報告書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7/17)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2. 為利本報告定稿，由請水源課本於權

責，於報告修正稿提送後召開工作會

議，並邀請水利署等相關單位討論並釐

清關鍵議題。 

2. 敬悉。 

3. 有關鹵水回收再利用議題，應於報告中

有所說明，並於結論與建議中提出後續

應辦理工作之建議。 

3. 已補充說明，詳第拾章第一節 P.10-9，後

續應辦理工作詳建議(三)。 

4. 有關工程費、期程、推動方式等工程規

劃諸元，應專章敘明，並請與前期成果

列表比較。計畫後續推動期程及建議辦

理事項，應再補充，俾利計畫後續推動。 

4. 已補充說明，詳第拾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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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正式報告書修正稿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1/3) 

 
壹、日 期：民國 101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 點：本所彰化辦公區 1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所長培明                           記錄：黃泳塘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一、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 

1. 依據 101 年 9 月 19 日宣導會紀錄及南科

9 月份水電氣會議內容，南科因對硼含量

要求高(50ppb，遠低於本計畫 2.4ppm)，
而海淡水混合自來水後已確定無法達其

需求，故建議仍需對供水區內之工業區

或產業園區(南科、樹谷、柳科、永康科

等)廠商進行全面用水意願調查，以決定

明確之供水對象，並做為本公司日後供

水調配之參考。 

1. 工業用戶用水意願調查已納入後續工作

建議，詳第拾章第二節表 10-4。 

2. 如確定南科不列入海淡水供水對象，建

請修正各方案之水力分析。剩餘之水量

建議移供南科工(3.4 萬 CMD)、七股科工

(0.8 萬 CMD)、安南區等。另因本案分二

期各 5 萬 CMD 增供台南地區用水、且時

程差距達 2 年，是否可補充民國 108 年

之水力分析。 

2. 自來水供水系統調度檢討（含水力分析）

已納入後續工作建議，詳第拾章第二節

表 10-4。 

3. 混合池預定地池深 8m，超出本公司一般

水池深度(4~5m)，是否需再辦理鑽探地

質或地盤改良，請列入評估。(第 10-8
頁深度請更正為 8 公尺)。 

3. P.10-9 頁（原 10-8 頁）深度已更正為 8
公尺。混合池評估檢討（含地質鑽探）

已納入後續工作建議，詳第拾章第二節

表 10-4。 
4. 海淡水雖經混合池混入自來水後再供

水，但因藍氏飽和指數 LSI 對供水水量、

水質、管線壽命之影響甚鉅，仍請妥為

規劃監控系統，以維日後供水之正常運

作。 

4. 本計畫臺南海淡廠儀控工程費中已含監

測工程費用。 

5. 海淡水之興辦方式及差價，仍需經本公

司總管理處精算及同意。 
5. 臺南海水淡化廠的規劃、報核工作由水

利署負責，開發與營運則交由台水公司

辦理，興建成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

營運成本與自來水水價的差額亦由政府

部門編列預算支付，以上規劃均須透過

協商及政策指示方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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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正式報告書修正稿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2/3)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二、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 

1. 海淡水與自來水於佳里地區混合，其用

地取得順利與否，將影響海淡廠之營

運，建議混合池地點加列備用方案。 

1. 敬悉，已增加混合池地點備用方案評析

於後續工作建議，詳第拾章第二節表

10-4。 
2. P 結-1：結論(二)第二行「併入」字重覆。 2. 已刪除重覆字。 
3. 報告中「樹股園區」應為「樹谷園區」。 3. 文字誤植部分已修正。 

三、本所蔡課長展銘 

1. 「摘要」內容仍嫌過多(達 27 頁)，建議

僅提重要文敘，餘評估或分析內容毋庸

贅述，另第拾章工程規劃內容應精簡增

補納入。 

1. 已精簡摘要內容，並增加工程規劃。 

2. 報告內容有關各章節須修正部份，如所

附報告。 
2. 已依所附報告完成修正。 

四、本所水資源規劃課 

1. 摘要請再精簡。摘-27 研擬工程計畫書，

因後續仍要辦理環評，本工程計畫書應

定位為工程計畫書（稿）階段。 

1. 已精簡摘要內容，研擬工程計畫書部分

已補充相關文敘。 

2. 海淡、自來水混合比例原則應再補充。

另表 4-1 混合池公私有地面積合計，請

再補充。 

2. 海淡、自來水混合比例係依據管網水力

計算求得，詳 P.4-1、P.4-5。表 4-1 混合

池公私有地面積已補充。 
3. 第拾章，請補充工程預定進度表。 3. 已補充，詳表 10-3。 
4. 報告內容有關各章節筆誤或語意不清部

份，如所附報告。 
4. 已依所附報告完成修正。 

結論 

1. 報告格式如封面、書背、版權頁、附錄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等，請依本所最新

規定調整修正。 

1. 已依水規所最新規定修正報告格式。 

2. 本計畫供水定位，基於南部地區水資源

彈性調度及多元開發，已列入「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核定本）之中

長期開發計畫，請於計畫緣起補充敘明。 

2. 以補充相關文敘，詳計畫緣起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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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規劃－工程可行性規劃(2)」 
正式報告書修正稿審查會議意見及處理情形(3/3) 

審查意見 回覆情形 
3. 有關水公司會中所建議混合池地點加列

備用方案，請列為建議，於後續工作予

以規劃。 

3. 已於建議(四)納入混合池地點備用方案

研擬。 

4. 本正式報告書修正稿原則認可，請依各

單位代表意見及會後水源課續開之逐章

討論意見修訂後付梓，並依契約規定提

送正式報告書。 

4. 敬悉。 

 



 

 

 

 

 

附錄二 前期規劃成果概述 













































 

 
 
 
 

附錄三 國外近期興辦海淡廠之 
案例資料蒐集分析 





































































 

 

 

 

 

附錄四 台南海淡廠淡化技術規劃評估 



















 

 

 

 

 
附錄五 海域測量相關報告與成果 

























































 

 

 

 

 

附錄六 底泥採樣方法

















 

 

 

 

 

附錄七 地質鑽探相關資料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民國106年) (民國107年) (民國108年)

規劃設計作業

民意溝通與宣導作業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取排水工程

輸水工程

廠區土木設施

廠區系統設備

電力及儀控設備

試車調整及驗收

工作項目

表 4.2 工程預定進度表











































 

 

 

 

 
附錄八 宣導說明會相關資料 



















































 

 

 

 

 
附錄九 台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3年)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民國106年) (民國107年) (民國108年)

規劃設計作業

民意溝通與宣導作業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

取排水工程

輸水工程

廠區土木設施

廠區系統設備

電力及儀控設備

試車調整及驗收

工作項目

表 4.2 工程預定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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