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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題三：水與環境-水岸融合、環境優化 

引言人：經濟部水利署 鍾副署長朝恭 

一、前言 

水，是地球上一切生機的命脈，同樣是全人類賴以維生最基本、

也最重要的元素。水除了提供人類飲用所需，也提供地球萬物生存需

求，食物鏈也因此存在，人類方得有豐足的營養來源，而成為生命之

所繫。人類的文明在利用水循環過程中，逐漸因為擴張的需求而造成

需求的矛盾。究竟人類福祉重要，還是生態環境的維護重要？這樣的

是非選擇題不斷引發不同立場的論戰。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的經

濟發展勢必需要考量對於水環境影響的控制，方不至於破壞水環境反

致影響人類的基本生存條件。 

臺灣雨水雖然豐沛，但分配不均，且坡陡流急，因此水資源利用

與管理的難度很高，缺水風險每年都是政府面臨的嚴峻挑戰。而臺灣

的地理位置又位於梅雨鋒面帶與西太平洋颱風路徑上，常有颱風豪雨

發生，其造成的土石鬆動與崩落，也造成水庫淤積、供水風險甚至危

及水庫生命，因此，除了經濟開發對水環境造成的影響外，尚有天然

環境所帶來的風險，也更凸顯了水環境的經營管理在臺灣的重要性。 

除了生存的基本需求外，水也攸關了民眾的生活品質。早期在河

防安全掛帥之情況下，堤防高築、厚重混凝土的外觀儼然成為人民安

全的保障圖騰，但近年在環境永續的目標下，治水目標逐漸由早期治

水、利水、親水，轉為目前順應自然、與水共存；水利署所提出之治

水計畫，亦從以往以防洪工程為主、環境營造為輔之思維，逐漸轉變

為目前綜合治水、洪水分擔、出流管制之策略，也開始重視水岸環境

之利用發展、生態保育平衡及親水環境等課題。因此，未來防洪安全

或水資源開發運用趨勢，將朝向以整體資源管理及保護為基礎，兼顧

治理及生態環境復育之方向，俾在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及經濟發展

需要之前提下，仍能維持優質之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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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臨問題 

(一)降雨不均、旱澇頻增 

台灣地區在過去百年的暖化情形相當明顯，年均溫的暖化速度約為

1.4℃/100年，大概為全球平均年均溫增溫趨勢(0.7℃/100年)的 2倍。

在降雨型態方面，台灣地區總雨量在過去百年雖無明顯增多或減少，但

總降雨日卻是明顯減少。大豪雨日數在近 50年與 30年有明顯增多現象，

但小雨日則是大幅減少，呈現出下雨機會傾向減少，但一旦下雨就偏向

降大雨的型態，朝向極端降雨的災害性天氣型態發展。 

2016年太平洋第一個生成的颱風(尼伯特)延後至 7月以後，並成為

第一個生成即侵襲台灣的強烈颱風，另於 9月份接連發生莫蘭蒂、馬勒

卡及梅姬颱風之侵襲，並造成全台重大災情。而由近年之水情資料，台

灣面臨降雨不均、旱澇頻增之證據已很顯著，並承受著水資源供應及水

岸環境之風險與威脅。 

(二)高濁度影響水環境 

台灣近年由於受到極端氣候及地震的影響，山坡土質鬆動並受豪大

雨沖刷崩落，屢屢造成河川濁度飆升，甚至超過淨水場之處理能力，也

陸續發生停水之情形。以大台北地區之供水為例，以往仰賴青潭堰取用

新店溪流域上游南勢溪之水源，自從 105年蘇迪勒颱風造成重大土石災

害，因濁度飆升致使台北市發生近年最嚴重之停水事件；其後 106年梅

姬颱風侵襲，再次造成高濁度而停止取水之情況。 

(三)污染事件影響水環境 

經濟發展攸關人民生計，因此人為開發勢在難免，惟因此造成環境

污染之風險，同樣使民眾暴露於健康風險之中；反之，嚴格而單一強度

之管制，限制人民開發之權利，亦可能造成該等居民之抗拒，反可能造

成相關保育措施推動困難。 

因開發擴張以及不肖業者不當之心態，造成水環境污染事件頻傳，



 3  

 

危害當地生態環境及用水安全，在政府機關人力及財力不足之情況下，

增加對於水環境管理之困難度。 

(四)生態棲地之改變 

早期相關公共工程之規劃與供需思維，皆以人為本體，強調堅固之

堤防或完善之取水工以保護人類的生命財產需求，另經濟發展所需建設

用地，亦不斷與相關生態棲地衝突，而忽略可能對生態棲地之影響；另

外因經濟發展而不斷發生水污染事件，亦傷害了原棲地生態之生存。 

而生態棲地之改變，除造成食物鏈失衡及對各種動植物種之威脅以

外，也象徵了其賴以維生之棲地失去了調節微氣候或淨化水質或空氣之

功能，也同樣可能對於人類生存環境造成影響。 

(五)權責分散影響流域管理 

水、土、林之經營管理及保育分屬不同權責，早期各機關各行其政，

並著重傳統的工程整治，近年雖已開始納入保育與管理之需求，並藉由

跨部會會議之方式共同合作推動相關工作，惟因施政權責與需求仍有不

同，各單位所提政策存在本位，機關資源不易整合，難以發揮加乘之效

果。 

另各機關管理存在逕行援引其他法令或將自身權責加諸於其他機關

之情形，而未審慎考量不同法令設計目的不同，以及可能存在之競合問

題。例如各機關對於「水庫集水區」或「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管理，

卻未能考量其必要性及合理性，除單一強度嚴格管制造成民眾抗爭外，

逕行援引造成後續爭議問題之權責不明，以及管制目的與合理性不明確

的問題，除影響民眾權益外，亦造成民眾不信任感，徒增施政衝突，不

利爾後相關保育政策之推展。 

(六)過度開發超出環境承載能力 

經濟開發除了可能造成水環境之破壞威脅外，由於總量管制之機制

長期在台灣未能落實，因此無法評估水體的涵容能力，亦不易對於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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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詳細之影響評估判斷，長期累積結果，造成多條嚴重污染之河川，

尤以接近都會區且其流域遍佈高污染性工廠之情況最為嚴峻。 

(七)保育工作缺乏長期人力與預算投入 

早期政府及人民對於保育觀念較為薄弱，對於保育工作欠缺長期規

劃及責任感，相關經費投入亦為有限。另因保育工作常需長期經營，相

較於都市景觀、硬體設施及社會福利等措施，並不易於短期內展現成果，

再加上政府財源日益窘迫，在預算經費排擠之情況下，亦可能導致相關

資源投入之匱乏，而影響水環境之保育。 

(八)民眾對水環境保護觀念有待加強 

水環境保育之觀念除了書面或影片意象之傳達外，更重要的部分係

內化於民眾的生活；由於水環境保育的措施常造成民眾不便，且民眾對

於水資源之匱乏及水環境之污染並無深刻之感受，導致落實行動保育之

作法不易推行，也因此水環境保育之觀念無法深入於日常生活，間接影

響水環境保育的效果。 

三、辦理情形 

因應以往水環境所面臨之問題，以及為能達成提供全民優質水資源及

永續發展之目標，各單位於水資源保育之重要施政努力摘要如下： 

(一)推動水質水量保護與合理管制 

1.依據自來水法於取水口上游集水區劃定「水質水量保護區」，

全國共劃定113處保護區，面積約9,000平方公里，約佔國土4分

之1面積，依據自來水法第11條規定限制或禁止貽害水質水量之

行為。 

2.推行水庫集水區分級分區管理之觀念，並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採納，以促進合理管制；目前「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已公布修正就開發類型及水庫型態

等建立分級規範，另現行全國區域計畫亦有類似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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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入低衝擊開發(LID)之做法，並利用其原理運用於非點源污染

防治之推動，近年於坪林茶園之推廣，搭配最佳化管理(BMPs)

之作法，獲得當地民眾之認同與配合，將可做為日後推廣示範。 

4.於101年9月24日訂定「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獎勵有機栽培植樹保

林農地停耕執行注意事項」，將水源保育與回饋費進一步朝向

合理運用之方向，並藉以促進保護區之水源保育與兼顧民眾權

益之作法，並實際於南化水庫及新店溪青潭等保護區推動落

實。 

5.於101年7月11日訂定「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獎勵有機栽培植樹保

林農地停耕執行注意事項」，並據以推動保護區內巡查作業。

而為進一步落實，亦同步成立跨單位之「水質水量保護區管制

事項協調會報」，定期追蹤管考巡查成效與舉發案件管理。 

6.水利署配合99年6月5日公布之「環境教育法」，積極辦理環境

教育，並逐年持續推廣以保育社區之型態強化水資源教育宣導

工作，近年在桃園雪霧鬧、苗栗新開、大湖、台南大埔、西阿

里關以及屏東里港等地，皆投入相關人力與資源，期輔以非工

程措施達成維護優質水環境之目的，並喚起保護區內居民愛鄉

護土之精神落實在地保育工作。 

(二)落實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回饋機制 

1.落實「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之精神，率先推動「水源保

育與回饋」政策，以每年徵收約10億元之經費回饋受限鄉、鎮、

市、區。除有助於落實生存正義，亦降低保育措施推動之阻力。 

2.推動設置專戶運用小組專款專用，使回饋費之運用落實地方自

主，以切合地方實際需要，另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併同引導保

育與回饋併重之措施，兼顧民眾權益及水環境保育。 

(三)推動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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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擬定並陳報行政院於95年核定「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建立

日後水庫水庫集水區流域經理之原則，開啟不同權責部會合作

之契機，亦成為日後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之方針。 

2.推動「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除緊急供水工程暨水

庫更新改善、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外，更納入集水區保育

治理工作，其中除土砂整治外，尚包含土地使用管理、土地使

用與環境生態、防災監測、水庫集水區保育、保育防災教育宣

導等工作，更具流域經理之概念。建置完成集水區三維地理資

訊系統，建置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防災通報系統，完成原水濁

度自動監測系統建置共計 20 測站，進行水庫集水區9 條溪流

指標生物習性調查及評估，並辦理生態保育工作坊；另進行水

庫蓄水範圍(含保護帶)、主流河道穩定治理，共計 22 件保育

治理工程，防砂量約達 171,756 立方公尺，同時辦理各項生態

解說宣導活動及水資源保育活動，累計完成 307 場次，總人數

約 18,707 人。 

3.推動「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

因應莫拉克颱風造成南部地區水庫營運管理之危機，其主要工

作為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水庫更新改善及淤積處理、調度及

備援系統提升、新水源開發四大項，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項下

辦理落實土地管理，強化集水區防災監測，加速集水區保育治

理，推動保育防災宣導等工作。 

4.推動「國土保育－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計畫」，於104年起陸續

擬定核定阿公店水庫、牡丹水庫、仁義潭水庫、澄清湖水庫、

明德水庫、白河水庫、石門水庫、霧社水庫、日月潭水庫、曾

文水庫、南化水庫及烏山頭水庫等之水庫及水區保育實施計畫，

刻正由各權責機關積極辦理中。 

(四)推動河川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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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93年起執行第1期「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93-97年)」，並

於97年接續推動「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98-103年)」及「振

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加速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治

理與環境營造計畫(98-100年)」，已有效漸進改善重要河川防

災減災、營造自然豐富之水環境及親水遊憩空間、促進河川棲

地保育、建置河川基本資料、設施維運之目標任務。 

2.以宜蘭河永金一號堤防為例，以「人水和諧、生態永續」為主

軸、進行河道空間之綠美化輔，進而營造優質水環境。堤防以

蜂巢格框舖設增加綠化改善景觀及生態、採用透水步道及納入

當地歌仔戲人文元素，兼顧安全、景觀、生態及人文；另北勢

溪「103年度北勢溪1號河溪治理工程」，除穩定河床及河域邊

坡之安全外，另考量魚種增設渠道消除回流陷阱，工程並融入

坪林茶葉一心二葉之在地意象，兼顧友善生態環境、降低生態

衝擊及在地人文之理念；而旱溪畔之「康橋計畫」，則是分為

下游「滯洪保護區」、中游「水岸休閒區」、上游「生態淨化

區」，兼具防洪、休閒、生態意義，並已成為當地民眾重要遊

憩地點。 

(五)推動海岸環境營造 

1.自104年起執行「海岸環境營造計畫(104~109年)」，均遵守行

政院核定「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指導原則與基本理念，並

以「除為因應災害所必需外，原則上不再新建一般性海堤；若

有興建必要時，應儘量避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作為執行準

則，以達成「營造友善海堤空間，展現優質海岸環境」之計畫

目標。相關做法包括人工養灘、沙質海岸堆沙植栽回復海灘自

然風貌、緩坡塊石保護工。 

2.以花蓮南濱海岸為例，即係吊移原有混凝土消波塊移入海中作

為人工潛礁，原地則改鋪具親水性的大塊石來保護海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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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親近海岸的安全環境。兼顧保護海岸線、營造海洋生物

棲息環境及景觀休憩；花蓮七星潭海岸，除海堤環境景觀改善

外，尚包含橫向構造物(堰壩等)生態廊道改善、設置魚道、棲

地設置生態工法、河道改善、濕地保育，另納入人工放流魚苗、

社區營造、社區巡守與義工等非工程手段，皆為近年較具代表

性之案例。 

(六)推動地下水保育及地層下陷防治 

1.為能有效保育地下水水資源、解決地層持續下陷問題，經濟部

會同農委會、內政部自85年至97年間推動第一、二期地層下陷

防治執行方案，98年至109年間推動第一、二期地下水保育暨地

層下陷防治計畫，針對地層下陷仍較為顯著之彰化、雲林地區，

行政院自100年至109年推動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

行動計畫。 

2.依據水利署最新地層下陷檢測資料顯示，近7年宜蘭、桃園、高

雄及屏東地區已趨停，嘉義及台南地區已趨緩至每年3.8公分及

2.9公分，而彰化地區下陷速率已由每年17.6公分減緩為8.4公

分，成效最為卓著；另雲林沿海地區從每年5.7公分減緩至3.7

公分；雲林內陸地區則從每年12.2公分減緩至8.2公分。而全台

持續下陷面積部分，亦由1529平方公里減少至803平方公里，防

治成效卓著。 

(七)推動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 

1.污水下水道之興建為奠定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及維護水環境安全

之重要基礎建設，早期較不受到地方政府之重視，惟近年在民

眾對於環境品質提升的要求下，已逐年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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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105年8月，全國污水處理率合計達52.67%，包含公共污水

下水道普及率29.47%，專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10.26%以及建築

物污水設施設置率12.94%。並逐年推動中。 

(八)推動國土三法立法通過 

1.臺灣國家位處地震帶，地質不穩，伴隨近年來氣候變遷加劇，

使得每逢颱風或豪大雨來襲，總造成許多災情。另臺灣是島嶼，

缺乏海洋整合使用與管理的思維，且近年來農業生產用地在經

濟發展需求下，面臨釋出壓力等重要國土空間議題。此議題涉

及國土保安、生態保育、資源維護、糧食安全、經濟發展及城

鄉管理等不同面向，亟須從整體角度思考進行空間規劃，除符

合國內經濟及社會文化發展需求外，也須兼顧環境永續。 

2.而攸關國土永續發展及土地使用秩序的國土三法，歷經多年的

推動，在各界的努力下，「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及

「濕地保育法」等3部法案皆已完成立法，落實推動國土計畫、

國土復育、海岸保護、及濕地保護的目標，也是臺灣環境生態

保育及國土永續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九)推動重要環境保護政策 

相關環境保護政策及做法攸關水環境品質及安全甚鉅，且環保主

管機關歷年亦陸續提出多項具體措施，重點措施如下： 

1.建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政策與機制：除於83年訂定並公布環境

影響評估法外，另訂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作為相關開發行為是否實施環評之準據。各

項開發行為，亦可藉由環評承諾事項降低開發對環境所產生之

影響與衝擊。 

2.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及回收：自94年起推動垃圾強制分類，逐

步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全國垃圾清運量，從86年1.14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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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日，降至104年的0.378公斤，較歷史最高年(87年)減量

63.56％。104年全國垃圾回收量共399.21萬噸，回收率達55.23

％。 

3.推動環境教育：99年6月5日公布環境教育法，以強化保育根基。

截至104年，環境教育人員認證達8,455人，從事環境教育規劃

推廣及擔負環境教育之解說、示範及展演等教學事項；環境教

育設施場所數達99處，環境教育機構為22所。 

4.修正水污法，開徵水污染防治費：104年2月4日修正水污法，明

定不得任意繞流排放，提高罰鍰上限；並於104年5月1日開徵水

汙費，依排放污水量徵收費用，以促使減少污染排放量。 

5.推行總量管制：105年1月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及「水污染

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辦法」完備總量管制法規規範。

106年1月12日核定全國首例桃園市新街溪及埔心溪流域廢污水

排放總量管制方式，以改善污染情形，並作為後續推動示範案

例。 

(十)推動生態農業政策 

1.整體性治山防災及國土復育：辦理整體性治山防災第一期計畫

(98-101年)、辦理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辦理水庫集

水區土砂防治及保育治理與加速完成重大土石災害集水區治理。

另辦理「建立地層下陷區濕地生態園區經營管理示範」計畫，

營造濕地生態園區，辦理好美寮濕地調查，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減緩地層下陷趨勢 

2.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農田水利渠道更新改善340公里及構造物更

新改善829座；推廣旱作灌溉及現代化管理設施，辦理旱作灌溉

推廣2,039公頃、辦理休耕水田蓄水推廣202公頃；另結合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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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資源，推動節能省水黃金廊道示範計畫；以及加強灌溉水

質監測管理，共檢驗43,700點次，預防農地遭受污染。 

3.推動綠色造林，維護生物多樣性及自然資源：98年至100年平地

造林執行1萬2,033公頃，獎勵山坡地造林1,756公頃。經營管理

80處自然保護區系統，成立10處為保護區系統專職管理單位，

總計進行3萬4,000次巡護工作。新增公告澎湖南海玄武岩等7處

自然保護區。推動森林生態旅遊，選定花蓮大農大富、嘉義東

石鰲鼓、屏東林後四林等3處大型平地森林園區，推廣16條生態

旅遊遊程。 

四、未來挑戰 

(一)氣候極端趨勢恐加劇 

1.近年氣候變遷漸趨明確，如103年與104年高溫現象已是有紀錄

以來的前兩名。103年臺灣本島無直接侵襲之颱風，至影響104

年上半年因而嚴重缺水；104年3月與4月多數水庫蓄水率曾降至

30%以下，而啟動第三階段公共給水的限水措施。俟於104年8月

又連續有兩個颱風襲台，造成大台北地區原水濁度瞬間升高而

需要停限水，且兩種極端現象皆同在104年接連發生。 

2.從巨觀之全球氣候觀之，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

2007對2100年全球預測，氣溫將上升攝氏1.1-6.4℃（最有可能

的範圍1.8-4.0 ℃）、海平面則上升18-59公分如兩極冰層快速

融解，會再提高10-20公分）。乾旱、颱風等天災的強度都將增

強，北極冰層則在夏天可能完全融解。因此，不論從臺灣近年

發生之現象以及國外專業機構對於全球氣候之分析，都顯示未

來氣候變遷之趨勢恐持續加劇。 

(二)水污染風險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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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非點源污染之特性，相較於點源污染更難以掌握及防治。

其中山坡地的整治除經費龐大外，以近年強降雨發生之頻率以

及地震頻傳，亦不易維持其整治成效；而因農業行為而產生之

非點源污染，則攸關農民耕種物種與習慣，亦呈現地緣關係，

除不易以單一作法通用於各地，亦不易掌握其發生時間與地點 

2.由於坡地之崩坍不斷發生，造成土石崩落入河川或水庫，造成

原水濁度飆高，並進一步影響供水安全。 

3.經濟發展攸關居民基本生活條件，惟優質的水環境亦影響居民

健康及生活品質。然而基於環保概念以及環境責任感不足，相

關水污染案件時有所聞，未來在開發需求不減之情況下，水污

染行為是否得以有效控制仍有疑慮。 

4.廢污水之排放與管理，直接影響水環境之品質。除了違法行為

取締作法外，應於開發審議階段及提出環境影響評估以及其應

補償措施，惟環境影響評估對於環說書之提出方式以及開發後

是否能實踐環評之承諾與稽核效果，仍常造成外界疑慮。 

5.因機關人力不足，水污染之防治及違法行為取締成效不易彰顯。

能否運用有效管理方法及監測科技，將影響水污染防治業務之

效率。 

6.總量管制雖已有推動案例，惟尚在起步，後續相關管制成果及

其他案例之推廣皆亟待檢討及推動。 

(二)流域經理作法需再加強 

1.依近年之天候變遷及水文條件，流域整體規劃之概念日益重要，

亟待於各權責機關中持續推動，以保障優質用水環境；惟因涉

及工作廣泛，涵蓋國土規劃、土地管理、產業調整及工程技術

之轉變，且在各領域各有其專業及需求之情形下，如何有效整

合與規劃，實為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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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之發展，宜兼顧社經發展與環境保育，合理發展、合理管

制，皆不宜偏廢。但依據目前現況，經濟開發是否確實考量對

環境之評估與衝擊？以及相關限制開發規定是否合理等問題，

皆仍存在爭議與衝突，不易達成雙贏，若各權責單位未能針對

權管法令建立合理之論述及合理管制，恐不利於水環境之保

育。 

3.近年雖已逐步朝向水岸(河岸、海岸)環境營造之方式推展，惟

仍待推廣，且其後續管理介面及營運等相關待解決問題亦逐漸

浮現，不利永續經營。 

(三)水土林業務仍待整合 

1.經濟開發以及水環境保育需求迥異，以往著重各自發展，雙方

需求無法兼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欠缺兩者整體發展現況

之資訊，致不易迴避或合作。 

2.水環境相關產業尚未蓬勃發展，不利傳統產業輔導轉型，間接

影響流域經理產業與保育之綜合規劃及資源整合。 

3.為整合水、土、林資源與事權，刻正籌備環境資源部之成立，

惟屢生波折，迄今尚未完成相關作業；雖目前藉由相關跨部會

協調，相關業務尚可推行，惟因權責競合且易存在本位，故對

於相關業務與資源能否有效整合仍有疑慮，亦影響協調效率，

而各自主政之基金預算分散，易導致資源不易整合運用，發揮

最大效益。 

五、關鍵議題 

基於前述「水與環境--水岸融合、環境優化」議題未來可能面臨之

挑戰，提出關鍵議題如下： 

(一)如何降低開發對水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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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發展攸關人民生活需求及品質，開發在所難免，惟開發若

超過環境承受能力，反將造成人民健康與安全之風險。 

2.開發對於水環境之衝擊，宜從源頭即予控制、削減或補償，並

應視為開發者應盡之義務。 

3.環境影響評估應改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產製之方式，宜由第

三方公正單位辦理，以彰公信；對於後續環評承諾事項，亦應

落實控管，以降低外界疑慮。 

4.水環境污染稽查為遏止污染行為最為直接之方式，惟在機關人

力與經費有限之情況下，需亟思有效管理之策略。 

(二)如何強化流域經理之作法 

1.水庫集水區之環境優劣，攸關下游水庫壽命及供水安全，因此

應以流域經理之概念落實集水區內之整治與管理，以保育水土

資源。 

2.國土計畫法雖已立法通過，惟相關子法仍待建立，另其國土計

畫之定位與策略亦亟待建立共識，且應能納入流域保育需求及

產業調整之思維。 

3.流域經理對於水環境保育之思維，除地面水外，亦應考量地下

水環境之健全，以避免毫無節制之抽取造成水資源匱乏及污

染。 

4.各機關宜檢視權管法令，檢討援引其他法令之合理性與必要性，

並應強化其施政合理性之論述，以化解外界疑慮，降低日後推

動各項保育措施之阻力。 

5.河岸環境營造兼具防(滯)洪、生態、景觀及休憩功能，立意良

善亦廣受民眾歡迎，惟仍待推廣，且涉及後續維護管理問題，

如何能永續經營，是為後續推廣之關鍵；另海岸管理法已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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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續海岸營造管理宜應配合管理精神議定海岸防護、減

災及管理之方式。 

(三)如何整合有限資源發揮綜效 

1.經濟發展對於水環境之影響宜有客觀且符合實際之評估方式，

並應整合與強化相關環境監(觀)測資料，俾調整環境保育措施

及產業發展之合宜性。 

2.產業型態攸關當地水環境之健全，如無法整合流域內相關產業

資源，輔以合適之轉型或發展之輔導，將不利環境保育，亦影

響產業之健全發展。 

3.水庫集水區之健全管理攸關水環境之優劣，惟如何能整合水、

土、林之資源，如何能避免不同權責之介面與衝突，如何能充

分互相合作，應亟需研擬適宜之方式。 

六、策進作為 

基於前揭關鍵議題，「水與環境--水岸融合、環境優化」之議題後續

建議短、中、長期策進作為如下： 

(一)強化開發補償及水環境保育 

1.推廣總量管制之方法並強化污染源頭之納管(短、中、長程) 

2.推廣低衝擊開發做法，降低環境衝擊。(短、中、長期) 

3.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以利公信及作業效率(中、長期)。 

4.強化水污染稽查管理，促進水環境保育（短、中、長期） 

(二)推動流域經理，保育水土資源 

1.強化水庫集水區保育與治理，保育水土資源。(短、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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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速推動國土計畫，並結合水環境保育及產業調整之思維。(中、

長期) 

3.強化地下水管理作業。(中、長期) 

4.推動分級分區合理管制。(短、中、長期) 

5.持續推動河川海岸環境營造，永續經營管理，優化水岸環境。(短、

中、長期) 

(三)整合環境資源，促進永續發展 

1.落實經濟發展對於環境影響之評估。(中、長期)  

2.水環境科技研發結合產業轉型輔導，以利永續發展。(中、長期) 

3.推動管理事權及預算整合作業，降低權責競合以持續改善水岸

環境。(中、長期) 

(四)涉跨部會合作推動事項 

 

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辦單位 

強化開發補償及水環境保育 

推廣總量管制之

方法並強化污染

源頭之納管 

 加速推廣總量管制之作法。 

 加速推動下水道建設及強化用戶接管，

從源頭納管污染源 

 以評估之涵容能力控管相關開發規模，

並納入相關產業管理規定。 

主：環保署 

協：內政部、經

濟部、農委

會、縣市政

府 

推廣低衝擊開發

做法，降低環境衝

擊 

 強化低衝擊開發之推動，納入各種開發

行為之開發補償規範，及加強低衝擊開

發在水環境污染削減之功能。 

 建立低衝擊開發相關標準設計規畫或施

主：內政部 

協：各目的事業

主 管 機

關、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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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辦單位 

工書圖，以利推廣。 府 

檢討環境影響評

估機制，以利公信

及作業效率 

 檢討環境影響評估之機制，開發單位提

開發計畫書，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說明

書則改繳費由環保署代表專業單位執

行。 

 落實環評後之水環境監測及公正監督，

控管環評承諾補償事項及成果檢討。 

主：環保署 

協：各目的事業

主 管 機

關、縣市政

府 

強化水污染稽查

管理，促進水環境

保育 

 妥善運用既有技術及管理方式運用於水

污染整治、水環境(水質、水量與生態)

之監(測)控以及違規控管作業，並落實

稽核案件控管追蹤，以強化水環境管理

效率及檢討有效之因應策略。 

主：環保署、內

政部、農委

會、經濟部 

協：各縣市政府 

推動流域經理，保育水土資源 

強化水庫集水區

保育與治理，保育

水土資源 

 持續推動「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及各

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計畫。 

主：經濟部、內

政部、農委

會 

協：環保署、原

民會 

加速推動國土計

畫，並結合水環境

保育及產業調整

之思維 

 加速推動國土計畫，建立以永續國土空

間導向之國土功能分區地圖，並完善法

令環境。 

 國土計畫納入水環境流域經理之需求，

引導健全之城鄉發展與產業調整思維 

主：內政部 

協：環保署、經

濟部、農委

會、原民

會、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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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辦單位 

府 

強化地下水管理

作業 

 流域經理納入地下水保育，掌握地下水

水量、抽用量、補注、合理出水量之評

估。 

 建立單井安全出水量模式、地下水水情

警戒因應機制、地下水資源運用監控管

理資訊系統。 

 推動產業調整及用水合理化，合理使用

地下水並促進地下水保育。 

主：經濟部 

協：內政部、農

委會、科技

部、縣市政

府 

推動分級分區合

理管制 

 各機關對於權管法令，應依各自管理需

求建立完整合理論述及推動分級分區管

理機制，期能在保障優質水環境下，使

人、水關係和諧共存。 

主：內政部、經

濟部、環保

署、農委會 

協：其他目的事

業主管機

關 

持續推動河川海

岸環境營造計畫 

 持續推動「重要河川環境營造計畫」及

「海岸環境營造計畫」。河川環境營造

將朝向「防災減災」、「環境景觀及棲

地營造」、「基本資料調查監測及技術

發展」、「維護管理」及「非工程措施

及自主災害防備」等五大面向進行；海

岸環境營造則以「營造友善海堤空間，

展現優質海岸環境」計畫目標，擬定「善

主：經濟部 

協：國發會、內

政部、各縣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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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辦單位 

用海岸自然特性，展現特色海岸風華」

及「活化海堤空間利用，改善海岸濕地

環境」等策略進行。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跨域加值公共建設

財務規劃方案」，加強檢討計畫成本效

益評估，將外部效益內部化，鍊結周邊

關聯發展機會及潛力發展地區，以提高

計畫自償及後續經營管理之能力。 

整合環境資源，促進永續發展 

落實經濟發展對

於環境影響之評

估 

 建立、強化及整合水環境之監測。 

 藉由監測資料之完善，完成相關水資源

帳或綠色國民所得帳，藉以反映在發展

經濟時，自然環境及資源的耗損情況，

俾供權責單位及民間團體隨時據以提供

調整因應策略。 

主：主計總處 

協：環保署、農

委會、內政

部、經濟部 

水環境科技研發

結合產業轉型輔

導，以利永續發展 

 發展水環境之監測、調查、分析、評估

與污染削減之技術。 

 藉由水環境相關科技發展，進行產業育

成及產業鏈之建立。並同步進行產業政

策調整或既有產業轉型。 

主：科技部、經

濟部 

協：內政部、農

委會、各目

的事業主

管機關 

持續進行環境資

源部籌備作業，促

進資源與事權整

合 

 持續推動水、土、林管理事權整合，持

續籌備環境資源部，以增進流域資源利

用及環境保育之管理成效。 

 一併檢討將既有政府水資源、環保、環

教等基金，籌備水環境基金，以及納入

主：環保署、財

政部 

協：國發會、經

濟部、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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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說明 主協辦單位 

民間捐款，藉由嚴謹之審議、監督及管

理規範，提供水資源保育之必要資源，

以利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永續發展。 

會、內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