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第二批次)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中華民國107年01月11日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愛河全長~16km，流域面積56km2。 

愛河上游的源頭起於仁武區的八卦寮，

接引曹公圳的灌溉之水，由高速公路

涵洞流至榮總處，流經本市左營、鼓

山、鹽埕、前金、苓雅等重要行政區

之後注入高雄港，屬於典型的都會型

河川。 

主要支流: 

共約有15條主要支流 

例如:二號運河(幸福川)、七號運河

(鼓山運河)、寶珠溝、K幹線、H幹線、

D支線、仁武排水、覆鼎金圳、大灣

排水、八卦寮排水、下條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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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海圖已出現愛 

河河道，但未有名稱。 

‧早期高雄市稱為「打狗社」，愛河仍 

未有統一的名稱，而稱為「打狗川」。 

‧1920年打狗(高雄舊名)更名為高雄。 

‧1935年因修築高雄港，且為拖運原木 

至中下游鋸木工廠。 

‧1948年市民在中正橋附近開設「愛河 

遊船所」，當年颱風毀損招牌，留下 

愛河」二字。 

‧後有報社記者，報導情侶投河事件， 

誤將「愛河」二字以為河道名稱，從 

此「愛河」之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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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蛻變-愛河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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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受嚴重污染在1970

已無生機 

愛河溯源 

愛河蛻變-愛河緣起 

流域面積：5600公頃 

轄區長度：16KM 

人口數：約1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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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info.org.tw/column/ourisland/2004/ou040220014.jpg


愛河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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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分項計畫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預算(仟元) 對應部會 

1 愛河再造計畫 A 
愛河上游(北屋排水、九番埤排水)水質淨
化現地處理工程 

156,2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B 
 

新光大排週邊水環境營造計畫 70,000 內政部營建署 

2 
愛河沿線週邊水環
境計畫 

A 愛河沿線週邊景觀再造工程(第二期) 170,000 經濟部水利署 

3 
愛河沿線污水截流
系統污水管線檢視
及整建計畫 

A 二號運河及四維路等區域  
 
 

600,000 
 
 
 

內政部營建署 
B 明誠路等區域 

C 大同路及五福路等區域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 
D 建國路等區域 

內政部營建署 

4  
中區污水處理廠功
能提升計畫 

A 初沉池單元效能提升工程 

600,000 
 

內政部營建署 

B 儀電系統功能提升工程 內政部營建署 

C 進抽站緊急繞流管線工程 內政部營建署 

D 設備及管線功能提升工程 內政部營建署 

E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旗津區中興里)水環境
改善 

內政部營建署 

1,59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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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經費
15.96億元 

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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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作業 
已全部取得 

中區污水處理廠
功能提升工程 
ABCDE 

愛河再造計畫- 
A愛河上游(北屋
排水、九番埤排
水)水質淨化現地
處理工程 

愛河沿線週邊水
環境計畫-愛河沿
線週邊景觀再造
工程 2 

1 

4 

城鎮之心工作計畫 

1 

愛河再造計畫- 
B新光大排週邊水
環境營造計畫 

3 

愛河沿線污水截
流系統污水管線
檢視及整建計畫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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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 

前置作業辦理情形-召開工作說明會等公民參與情形 

106年8月21日召開「愛河水環境營造計畫」
工作說明會，向文化愛河協會、三民區公所
及相關里辦公處等，妥予說明工程計畫推動
方向及相關提案內容，並邀請社區民眾及
NGO團體等共同參與 

參與人員皆贊成
盡快推動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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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河再造計畫-A愛河上游(北屋排水、九番埤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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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北屋排水滯洪池南側公園用地，及九番埤溼地
公園內空地設置2處總處理7,000CMD地下化水質
淨化設施，藉由排水截流解決仁武八卦寮地區污
水下水道完成前民生污染問題 

◎總經費約為1.56億元，預計總工期450天 

 北屋排水淨化場處理6,000CMD 

 九番埤排水淨化場處理1,000CMD 

計畫緣起 
愛河主流隨著原高雄市區用戶接管率的提升，汙
染源已大量削減，惟愛河上游兩大支流-北污排水
及九番埤排水汙染源來自於接管率較低的原高雄
縣區域，導致愛河水質改善受限，為提升愛河水
質，市府計畫於兩支流設置水質淨化設施，藉以
提升愛河水質。 

預期效益 
 提升北污排水及九番埤排水水

質排入愛河水質，藉以改善愛
河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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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河再造計畫-B新光大排週邊水環境營造計畫 

10 

◎成功~中華：水廊道意象環境營造 

◎中華~中山：新光綠園道新氣象景觀意象改造 

◎總經費約為0.7億元，預計總工期450天 

計畫緣起 
新光大排位於新光路綠園道下方，擬利用此
空間呈現門戶意象，以新光園道成為軸線連
結港灣綠帶三多商圈與郵輪母港與高雄展覽
館，加強捷運紅線與輕軌綠線無縫銜接。 

預期效益 

 新光60米綠園道景觀再造 

 復原新光大排水廊道之園道意象 

 串連三多商圈經85大樓、總圖書館、
展覽館到新光碼頭 

 保水滯洪之海綿城市低衝擊開發 

◎成功~中華：水廊道意象環境營造 

◎中華~中山：新光綠園道新氣象景觀意象改造 

◎總經費約為0.7億元，預計總工期450天 

 水源補助計畫及相關水廊道意象環境營造 

 沿線景觀意象塑造、路口節點改造活化 

 園道綠帶低地化，提供微滯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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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沿岸景觀設施再造，包含綠化、土木、景觀、照
明及愛河之心改造工程。 

◎總經費約為17,000萬元，預計總工期10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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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重新打造愛河沿岸之親水空間，活絡並提升現有觀光行船動線
之週邊商機，使愛河能達到活化扮演城市藍綠帶的角色，提供
市民更多元的優質綠地休憩空間，並結合各截流站與重要景觀
結點，打造綠意盎然的水岸花香城市。 

2.愛河沿線週邊水環境計畫-愛河沿線週邊景觀再造工程(第二期) 

分項工程名
稱 

主要工程項目 工作項目 

 
第一案 

(願景橋~愛
河之心) 

愛河之心週邊改
善 

週邊設施物輕量、減量工程 
亮點設施照明改善工程 
植栽帶改善及新植懸垂植物喬木，改善整體水岸景觀 

中都濕地公園改
善 

生態木棧道改善 
濕地景觀植栽改善 
園內愛河支流流入水質改善 

沿線景觀改善 
1.增添河岸色彩、強化河岸綠帶 
2.沿線土木景觀親水設施改善 
3.愛河河道線內外景觀照明設施改善 

 
第二案 

(五福橋~願
景橋) 

 

河東路改善 
綠帶配置空間重新再造 
航朔人行空間重新再造 
鰲燈週邊及整體景觀照明重新再造 

河西路改善 
黃金愛河意象重新再造 
親水景觀設施重新再造 
呼應對岸鰲主燈意象改善整體景觀照明 

228公園改善 

以穿透、輕量原則針對園內設施進行整體規劃改善 
1.意象廣場景觀設施改善 
2.增加綠帶色彩及植栽整體性 
3.夜間照明設施改善 愛河沿線及中都濕地公園景觀改善示意圖 



城鎮之心 
工作計畫範圍 
及改善項目 

本基地愛河之心位於高雄市博愛一路和同盟一路的愛河中上游。規
劃設計範圍約2.6公頃，需求須包含下列內容(如紅色範圍): 

一、設施物減量工程 二、照明改善工程 三、植栽修剪及補植工程  
四、牌面語彙統整 

 

城鎮之心範圍 

水環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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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建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3.愛河沿線污水截流系統污水管線檢視及整建計畫 

計畫緣起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設施興建至今已逾30
年，因都市化人口日趨密集、地震或車輛載
重外力、污水管材使用年限等因素，使污水
下水道系統產生一定程度的老化現象。 

主要工程內容、經費及工期 
計畫總經費6億元，預計完工期限110年12
月 
A1.全市污水系統功能提升工程(107~108年) 
◎經費約為3.0億元，限期於108年12月31日
完工 
◎區段整建：165,00公尺；CCTV檢視：
39,250公尺 
A2.全市污水系統功能提升工程(109~110年) 
◎經費約為3.0億元，限期於110年12月31日
完工 
◎區段整建：165,00公尺；CCTV檢視：
39,2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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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工程名稱 工程區域 

二號運河及四維
路等區域 

1. 二號運河區域(第一、二、三標) 
2. 四維路區域 
3. 新光路140巷 
4. 新光路區域 
5. 復興路區域(第一標) 
6. 民族社區 
7. 德安國宅 

明誠路等區域 

1. 第29期重劃區 
2. 第31期重劃區 
3. 翠峰國宅 
4. 果貿國宅 
5. 前峰國宅 
6. 明誠路區域 
7. 第44期重劃區 

大同路及五福路
等區域 

1. 大同路區域 
2. 五福路區域 
3. 第7、12期重劃區 
4. 四維路區域(二) 
5. 第14期重劃區 
6. 復興路區域(第二、三標) 

建國路等區域 

1. 新莊仔路區域 
2. 大順路區域(第三標) 
3. 第3、8期重劃區 
4. 建國路區域(第一、二標) 
5. 第15期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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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本前瞻計畫為延續提升污水下水道系統的使用
年限並以其為目的，確保及提升用戶接管、污
水管線及污水處理廠之「收集」、「輸送」、
「處理」及「處置」等四大功能，實有必要針
對全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設施進行檢視及管線功
能提升工作，並經由妥善維護管理，提升營運
效能。 

檢視工程 

功能提升工程 

3.愛河沿線污水截流系統污水管線檢視及整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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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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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本廠建廠約30年，
主要處理高雄污水
區污水兼愛河截流
水，因原設計功能
已不符目前需求，
且受環境及水質因
素致設施老舊功能
不彰，亟需辦理全
廠設施功能提升。 

主要工程內容、經費及工期 
中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工程，總經費6億元，主要分為： 
A.初沉池單元效能提昇，經費1億元，預計109年6月完工。 
B.儀電系統功能提升，經費5000萬元，預計109年4月完工。 
C.進抽站緊急繞流管線工程，經費3000萬元，預計109年6月完工。 
D.設備及管線功能提昇工程，經費3億元，預計109年8月完工。 
E.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旗津區中興里)水環境改善，經費1.2億元，預
計109年12月完工。 
 

4 

2 

4 

2 

1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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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計畫 

預期效益 
提升污水及污泥處理功能，使污水廠延壽，節能減碳，友善旗津地區環境及觀光品質。在
汛期時確保污水處理廠正常運作，並達到防災安全，並自行或委由專業廠商進行後續維續
管理，專人督導及辦理內/外部評鑑，以瞭解其管理成效。 
 

設備及管線功能提升 

辦理初沉池單元 
功能及處理量提昇 

建置中央智能操作控制中心及儀電 
系統功能提升 

進抽站增設緊急 
溢(繞)流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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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管線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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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區污水處理廠功能提升計畫-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旗津區中興里)水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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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東沙島約有30棟設施或建築物，常駐人員
約200人，各棟建築物的污水處理設施，僅
管理站採用高級處理供回收再利用，其餘
都是採簡易處理後，即排放滲入土壤中或
流入海域，造成環礁生態污染。 
規劃未來東沙島各建築物污水將收集並採
高級處理，由於區域屬國家公園保護區，
可結合現地原生植物及溫室栽植，並將處
理後回收再利用水，供作環境生態環境之
澆灌使用。 

主要工程內容 
1.小型污水處理設備新建及更新 
2.建築物體排水管線更新及分流 
3.污水處理設備周遭管線佈設新建及更新 
4.再生水循環使用系統 
5.獨立供電系統 
6.原生植物栽植溫室及再生水整合系統 
7.廚餘處理系統 
8.就地取材綠美化聯結。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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