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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污水下水道整體規劃 

一、計畫緣起 

21世紀是高品質生活環境競爭的世紀，城市與城市的競爭，將因

環境品質而見高下，污水下水道建設為都市健全發展之重要公共設

施，亦是國家現代化指標之一，臺中市政府為提昇都市環境品質、徹

底解決水污染問題，乃積極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統，以改善生活環境，

提昇都市生活品質，淨化水質，徹底解決水污染問題，恢復美麗的河

川。 

污水下水道建設為都市發展之重要公共基礎建設，也是現代化國

家指標之一，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後，面積廣達 221,490公頃，

約為原臺中市的 13倍，經合併計算後，民國 99年底累計用戶接管戶

數為 67,500戶，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為 10.2%，截至 105年 3月底

止，累計用戶接管戶數為 122,330 戶，普及率已提升至 18%，已執行

經費約 172億元。 

二、原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原臺中市最早由前臺灣省住都局於民國 62年協助辦理完成污水

下水道系統規劃，並列入「中華民國經濟建設六年計畫」內，原擬自

65年開始分四期 15年完成，但因政府財源拮据未付諸實施。後續臺

中縣、市辦理系統規劃係採省市轄區獨立、流域性以及不跨越鄉鎮市

行政區為原則辦理。原臺中市於 88年辦理「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整

體規劃」後，續於 100年完成「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重新評估

報告書」，將原臺中市分為福田、楓樹、文山、水湳、廍子等 5處系統。 

原臺中市以人口密集區之福田污水系統為建設主體，歷經了第一

期實施計畫(民國 76～87年)、第二期實施計畫(民國 87～97年)，自第

三期實施計畫(民國 98～104年)起，增加開辦文山污水系統，配合廍

子及水湳區段徵收，分別興建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及水湳水資源回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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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臺中縣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原臺中縣於 86年起陸續完成豐原、大甲…等市鎮系統規劃，至

92年完成「台中縣污水下水道發展及建設整體規劃」，將原臺中縣分

為 16處系統。 

原臺中縣則以優先建設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為原

則，自民國 85年起，陸續建設大甲溪沿岸石岡壩、梨山及環山等污水

系統，99年辦理臺中港特定區水資源回收中心功能提升。 

四、污水下水道系統通盤檢討整體規劃 

縣市合併後，為跨越縣市疆界，平衡區域發展，辦理污水下水道

系統通盤檢討整體規劃，原臺中縣市規劃 21處污水下水道系統，經檢

討整合為 19處污水下水道系統，已規劃尚未建設系統有 8處，建設或

營運中系統有 11處，目標年服務人口數達 250萬人，以全市 275萬人

計，已有 85%人口已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 

 

大臺中污水下水道系統檢討規劃示意圖(提送中央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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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速推動本市污水下水道建設，依「內政部營建署補助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作業要點」接續提送福田四

期(含大里及太平西新光地區、烏日、水湳及廍子等系統)、文山二期、

豐原一期及新光一期等污水下水道系統實施計畫，爭取中央補助經費

達 130 億元，預計於 105~109 年增加用戶接管數約為 108,000 戶，提

升普及率 15.9%，達到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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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污水下水道建設執行情形 

一、污水下水道推動現況 

水資源回收中心及用戶接管為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的兩大關

鍵核心，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順序，首先由污水處理系統-「水資源回

收中心」(俗稱污水廠)開始建設，再來依序興建主次幹管、分支管等

污水管線系統，最後是污水建設指標，也是與民眾關係最密切的「用

戶接管」，污水建設完成後隨即進入營運管理階段(如下圖)。 

 

 

本局目前持續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本市污水下水道用

戶接管戶數已於 104年底突破 12萬戶，繼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之

後成為全國第 4位用戶接管數達 12萬戶之縣市(如表 1)，其中 104當

年度用戶接管數達 12,006戶，較 103年度以前每年目標戶數(約 10,000

戶)顯著增加，另 104年底污水管線建置長度累積約 841公里，較 103

年度(約 816公里)增加約 25公里。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順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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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六都 104年底接管戶數 

縣市 戶數 

臺北市 791,313 

新北市 701,872 

高雄市 392,710 

臺中市 122,330 

臺南市 107,751 

桃園市 33,213 

※截至 105年 3月底，本市接管數為 123,614 戶，普及率約 18% 

 

本局今(105)年積極持續推動西屯區、北屯區、南屯區、北區、中

區、西區、太平區等人口密集區域之污水下水道及用戶接管工程，另

針對 10期重劃區、廍子區段徵收地區辦理用戶接管工程及 11期重劃

區進行主次幹管修繕，以利後續推動該區用戶接管相關作業，以符合

重劃區污水下水道需求。 

本局針對污水下水道預算執行持續加速推動，除每月定期辦理預

算檢討，另要求每月提報工程估驗核銷，以提昇預算執行率，本局 104

年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經費執行率達 59%，相較 103年執行率 10%大

幅提昇(如表 2)。 

 

 

 

 

 

 

 

 

表 2：104年與 103年預算執行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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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下水道管線及用戶接管建設執行情形 

本市卵礫石層因地質堅硬，污水分支管網屬小管推進施工，工程

施工不易，每日可推進距離進展緩慢，致整體工作效能降低。為因應

本市地質狀況，研究選用適合之推進機頭型式(如下圖)，並依地下水

層高低選用適當工作井，以加速推展。另本局設計階段即評估增加施

作工作面，以提高整體推進能量，且為吸引優良廠商投入污水下水道

工作，除提高合理單價並請廠商每月估驗請款，以激勵廠商購買新機

頭，提高工作效能，目前執行各標污水推進工程皆已克服地質困難，

順利執行中。 

 

 

本市目前公寓透天厝等老舊建築物因後巷違建導致施作空間不足

(單側 75公分，雙側 150公分)，阻礙後巷污水用戶接管工程，影響比

例約佔 40~50%。本局已訂定「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後巷施作

空間處理作業要點」，並積極與當地里長、住戶進行溝通協調，並針對

後巷施作空間不足之用戶加強進行宣導，鼓勵民眾以自拆方式施作污

水用戶接管工程，除各里施工前辦理用戶接管宣導說明會外，亦視需

要針對大樓住戶再辦理說明會加強宣導，另外考量民眾作息時間，本

局皆配合地方於晚間時段辦理用戶接管宣導說明會(如下圖)，以提高

宣導成效。 

 

本市卵礫石地質及推進機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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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除鼓勵後巷施作空間不足之住戶以自拆方式施作用戶接管

外，亦配合免費施作化糞池消毒填除，以及後巷地坪鋪面美化，以東

區東英七街後巷為例，透過本局及當地里長共同努力協調住戶自行排

除留設空間辦理用戶接管，施工後對於整體居家環境水質改善及改變

後巷以往雜亂不堪情況，大幅提升整體市容，亦獲得地方認可與讚許

(如下圖)。 

 

 

 

 

 

 

夜間時段辦理用戶接管宣導說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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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長佳龍 104年 9月 10日東區東英七街後巷污水用戶接管工程視察 

施  工  前 

施  工  中 

施  工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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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局為有效利用水資源回收中心，加速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

以獎勵方式輔導建物所有權人自行填除或拆除地下層既有化糞池、建

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或改設為污水坑，讓污水不經過原設置之化糞池或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洩於污水下水道，已訂定「臺中市辦理建築

物地下層既有化糞池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廢除或改設為污水坑補助

要點」並於 105年 4月 26日頒布實施，預期將可藉由經費補助提昇大

樓住戶配合接管及廢除化糞池意願。 

 

三、興建水資源回收中心工程執行情形 

水資源回收中心是都市淨化的解毒系統，也是「污水終結者」，我

們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污水透過用戶接管，蒐集到水資源回收中心，

再利用層層的過濾技術以及微生物分解作用，將又臭又髒的污水還原

成乾淨符合標準的水，而這些水將再生被賦予了新生命，可以用來沖

廁、澆灌、洗車、提供工業用水，還可以補注地下水與河川水量，進

而使水資源生生不息！以往民眾對於水資源回收中心的負面觀感，不

外乎即是臭味與噪音，為了達到臭味防制、噪音削減的目的，水利局

用心傾聽民眾的聲音，透過創新技術、設備、建築綠美化規劃設計方

式及多方宣導，逐漸減少民眾抗拒的聲浪且明顯拉近民眾的心。 

水資源回收中心是污水下水道建設之前鋒部隊，因此興建水資源

回收中心攸關該區域污水建設之發展，本局針對各區域之發展及特徵

性提出以下水資源回收中心興建三大面向建設說明，分別是縮短城鄉

差距之新光、豐原等 2座水資源回收中心，因應都市人口快速成長之

福田二期擴建、廍子二期擴建及文山等 3座水資源回收中心，考量用

地成本採用創新技術，提高再利用性之水湳、黎明等 2座水資源回收

中心，預計至 107年底本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可再增加每日 15萬噸污水

處理量。 

(一)加速縮短城鄉差距 

縣市合併前污水下水道建設幾乎著重於原臺中市八區，為了

加速縮短城鄉差距，因應工商業之發展及人口逐漸增加，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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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水資源回收中心，提升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質，有鑒於此，本

局於 105 年分別於太平區興建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於豐原區興

建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以縮短城鄉發展之差距。 

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除了原本規劃收集的新光地區範圍外，

增加納入「勤益科技大學周邊區域」及「太平都市計畫區域」，並

在初期將非屬於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收集範圍的太平路以北區域

(屬中平都市計畫區域)，先行納入處理，每日污水處理量由原規劃

11,300噸，提升為全期每日 29,000噸，預計約可接管 28,000戶，

服務人口數約 10萬人，藉以快速提升屯區之污水普及率，廠區更

以環廠水道概念設計，破除一般污水廠圍牆高聳讓人難以親近之

感覺，管理中心亦將取得銅級候選綠建築證書並結合山、水、綠

色植栽及庭園造景，打造兼具綠與美的建築，同時設有互動導覽

及留影設備，透過體感互動及 3D動畫宣導的方式讓民眾對水資源

回收中心的認識更具印象深刻，本工程已於 105年 2月 15日正式

開工，預計於 107年 2月完工並進入試運轉階段。 

 

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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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除主次幹管工程一、二、三標已

陸續展開施工外，具備每日 18,000 噸處理量的水資源回收中心也

順利發包完成，未來將收集並淨化豐原大道內鐵路以東範圍的生

活污水，預計可接管 17,000 戶，服務人口約 4 萬 8,000 人，藉以

快速提升豐原區之污水普及率，處理後的放流水質也可進一步提

供鄰近工業園區次級用水使用。而本廠管理中心周遭以開放式空

間設計，管理中心建築更取得內政部核定之黃金級候選綠建築證

書，此外廠區全面綠化並規劃作為民眾休閒生活的鄰里公園，讓

水資源回收中心兼具多樣性功能，本工程預計於本年 6 月正式開

工並於 107年底前完工進入試運轉階段。 

 

 

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管理中心暨環廠水道模擬圖 

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管理中心暨全廠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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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都市人口快速成長 

原臺中市公共污水下水道所收集之污水均輸送至福田水資源

回收中心處理，係屬本市最大之污水處理廠，一期每日平均處理

水量為 76,000 噸，主要收集區域為原台中市八區人口密集區，隨

著該區域人口成長，原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一期水量已接近滿

載，故有擴建之必要，本局爰進行福田二期擴建工程，建設階段

由內政部營建署主辦，三年試運轉期間之審查與督導則由本局辦

理，該工程完成後福田水源回收中心可處理水量將達每日 15,2000

噸，工程已於今年 2月竣工。 

另由本府自籌經費興建之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其一期工程

每日平均處理水量為 6,250噸，考量腹地狹小及初期投入成本，土

建係採一次興建完成，污水處理設備先安裝一半，如此可避免未

來二期擴建時，管線、結構等多方面干涉，而難以施作，剩餘機

械設備安裝亦可隨污水量增加時快速且有系統安裝，第一期工程

已於 104 年度正式進入試運轉階段，另本廠全期每日平均處理水

量為 12,500 噸，原係收集原廍子區段徵收區域，該區域係屬新興

重劃區，隨著該區域人口成長及臺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通盤檢討

整體規劃重新檢討擴大其集污區將新都自辦重劃區及鄰近大坑風

景區之污水併入本系統，為提高用戶接管率，本局已積極施作廍

子重劃區之用戶接管工程，預計水資源回收中心 106 年底將接近

原一期處理污水量，爰有擴建之必要，目前刻正辦理擴建工程招

標作業中，預計 106 年 6 月完工；與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

程相同，採分期興建，一期土建一次建置完成，機械設備分期安

裝的亦有本市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位於本市南屯區占地約 3.4 公

頃，該廠全期平均日處理污水量為 29,000CMD，可服務人口約 8

萬人，本期平均日處理污水量為 14,500CMD，土建採一次完成，

為配合水資源回收再利用趨勢，污水處理方法採用生物去氮除磷

程序-TNCU程序，具有去除效率佳、節省動力等優點，並於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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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利用水撲滿概念於停車場及景觀區下方使用地下雨水儲留設

施，儲留體積高達 2,000M
3，而本廠管理中心亦取得黃金級候選綠

建築證書，以達到環保節能減碳目標。本中心更採多功能化建設，

使水資源回收中心與當地社區相結合，發揮敦親睦鄰功能，於周

邊設置設置生態景觀綠帶，提供民眾遊憩空間，另部分處理單元

頂蓋空間亦設置運動場所，回饋當地民眾。 

本中心已於 104 年 2 月 12 日動土，預計 105 年 12 月完工並

進入試運轉階段，且多次上級查核督導成績優異(包含內政部、本

府查核小組等)，為配合該中心試運轉，目前已佈設污水主幹管（西

屯區安和路經忠勇路至南屯區永春路），刻正進行用戶接管工程設

計，可有效改善西、南屯區域環境衛生品質問題，降低河川污染，

並提升市民居住生活品質及本市污水接管普及率。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工程施工中全景圖及未來完工願景圖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動土典禮暨本府工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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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用地成本採用創新技術，提高再利用性 

以往水資源回收中心皆被視為鄰避設施，為提升本市污水下

水道建設，仍有部分水資源回收中心必須設置於人口稠密市中心

區域，如水湳及黎明水資源回收中心，為此本局在考量用地成本

及操作機制上，採取膜濾生物處理系統(MBR)，MBR有別以往傳

統處理系統，具佔地面積小、放流水質更佳且穩定等優勢，不僅

可減少用地成本負擔，也可藉由 MBR系統增加水資源再利用率。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位於西屯區水湳經貿生態園區南端公 51

用地內，設計處理量每日 18,000噸生活污水，預計今年度 11月竣

工，刻正積極趕辦中，其管理中心不僅獲得合格級候選綠建築標

章，外部同時採用地下化設計施工，搭配地面層綠美化景觀工程

與中央公園(清翠園)綠帶植栽相互聯結，共同營造生態景觀環境，

除此亦規劃管理中心部分區域作為 3D影片及互動式多媒體區，開

放民眾使用，管理中心入口以水資源意象作為友善市民空間，設

置生態水池，為市民駐足休憩的新據點，達到親水、親民、回歸

自然之主題目標。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施工中全景圖暨完工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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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水資源回收中心位於南屯區，設計處理量每日 1,400 噸

生活污水，已於今年度 3 月竣工，刻正辦理驗收程序，本廠係採

用先進污水處理系統 MBR(薄膜生物處理系統)，可利用最小化佔

地面積，達到良好的處理效果，污水經處理後每日可產生 1,400

噸乾淨水源，除了用於廠區澆灌、污水處理製程、民眾取水再利

用外，還能兼具補助黎明溝生態基流量的功能，以維護大臺中水

與人文之間平衡，共同開創一個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共存的典範。 

 

 

 

 

 

 

 

 

 

 

104年 9月 15日市長視察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
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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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川污染整治工程執行情形 

本市綠川、柳川、梅川、麻園頭溪及旱溪等都會型河川流經人口

密集精華地區，沿岸已高度都市化，生活污水的排放造成水體水質逐

漸惡化；根據環保署於臺中市都會型河川污染指標(RPI)監測顯示，除

旱溪監測站顯示為輕度污染程度外，綠川、柳川、梅川及麻園頭溪等

監測站均顯示該河段屬於中度至嚴重污染程度，成為大臺中環境品質

的一大隱憂。 

在臺中縣市合併前均未對污染河段提出改善策略，本市於 104年

率先將嚴重污染的綠川納入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首部曲將透過污

水截流工程，在污水下水道系統尚未建置完全之前，將流入綠川的生

活污水收集，同時引流旱溪水源，配合現地生態礫間設施淨化水質後

補助原有水系，並於 106年環境營造掀蓋後再造新盛綠川風華(如下

圖)。 

 

 

 

 

 

 

 

 

 

 

 

另一方面，柳川將於 105年完成「柳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造工

程」，透過污水截流有效削減水體污染，並於現地生態礫間設置富具教

育意義的地下廊道，提供民眾了解水質淨化的過程，不但提供民眾新

的遊憩場所，亦能提早改善河川污染程度及鄰近居民生活品質(如下

圖)。 

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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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鑒於梧棲大排屢見魚群暴斃情形，其水質遭受污水嚴

重污染，本局研擬建置「水質淨化現地處理系統」，已爭取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核定同意補助，105年底前完成設計辦理工程發包，106年底完

工運轉，屆時將可有效改善梧棲大排水質，解決梧棲大排困擾多年之

水質惡臭及魚群暴斃的問題，進而改善周邊地區生活環境品質。本局

未來亦將針對污水廠尚未建置完成區域，持續將污染嚴重的河川(如北

汕溪、南勢坑溪)納入規劃改善，將本市塑造為富具生態環保意義的宜

居城市。 

另有關市場及餐廳排放大量油脂造成水質污染發臭情形，本局已

邀請經發局召開會議分年分期編列預算辦理油脂截留器裝設，105年

度將先辦理黎明社區小康市場油脂截留器裝設，106年辦理第三市場

油脂截留器裝設，並於後續年度辦理逢甲夜市等相關市場裝設油脂截

留器，以改善環境水質。 

柳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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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污水廠營運管理執行情形 

 

一、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水廠)營運現況 

 

本市各水資源回收中心主要採用二級生物處理方式處理生活污

水，其處理過後放流水水質應符合環保署公告最新放流水標準，截至

105年為止，本市營運中(含試運轉)水資源回收中心共有 6座，分別為

福田、臺中港特定區、梨山、環山、石岡壩及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

本市營運中水資源回收中心分佈圖及營運狀況如下： 

 

 

 

 

 

石岡壩  

台中港  

環山  

梨山  

福田  

廍子 

臺中市營運中各水資源回收中心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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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水資源回收中心營運概況表 

 

水資源回收中心之主要工作可區分為操作、維護、管理(含勞工安

全衛生)、行政、水質檢驗及環境整理等六大項工作項目，簡要說明如

下： 

(一)建立操作維護程序 

最佳操作維護管理是工作主軸，編撰標準操作程序(SOP)，建立標

準維護程序(SMP)，各設備確實建立「一機一卡」(含設備維修檢核履

歷)檔案管理，以利充分掌握系統設備異常或故障時能迅速、適當、合

理及有效率地予以排除。 

(二)建全安衛應變管理 

制訂緊急應變計畫及進行應變演練，以確保災害發生時能在最短

時間內將危害降至最低；研擬完善勞工安全衛生計畫，定期辦理員工

教育訓練，除能提升員工專業能力，更能規範操作人員安全，塑造安

全衛生工作環境。 

(三)確保處理成效 

項次 
水資源回收中心

名稱 
105年操作維護
費(元/年) 

設計水量
(CMD) 

目前平均水量
(CMD) 

承受水體 

1 福田 53,944,000 152,000 76,400 綠川 

2 臺中港特定區 30,300,000 8,500 4,700 大肚溪 

3 石岡壩 16,460,000 22,000 6,400 大甲溪 

4 梨山 

6,800,000 

610 140 大甲溪 

5 環山 400 180 大甲溪 

6 廍子(試運轉) 5,496,000 6,250 1000 廍子溪 

總計 113,000,000 189, 760 88,820 - 

備註：目前平均水量為 105 年 3月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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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廠放流水水質皆能符合環保署規定及清理污泥餅含水率低

於 80%，為維持運轉最高效率，除降低水電及藥劑等消耗，使操作經

濟效益成最大化，並適時檢討操作參數以達到最佳化操作模式。 

 

 

本局目前均委託專業代操作維護廠商辦理水資源回收中心營運操

作維護管理工作，以提升公共污水處理廠營運管理績效，除了每月進

行不定期督導外並依內政部頒訂「公共污水處理廠評鑑作業要點」辦

理評鑑作業，評鑑小組委員皆為外聘專家及學者，評鑑作業由評鑑小

組就該年度水資源回收中心六大工作項目評定，104 年度本市各水資

源回收中心評鑑成績均為優等，尤以梨山及環山水資源回收中心更為

出色，取得特優成績。 

二、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現階段傳統水源開發日漸困難，供水穩定度備受挑戰，開發新興

水源有其必要，利用水資源回收中心(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具有質

穩量定、不受水文天候限制的優勢，將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經再生

處理淨化後，提供工業用水使用，節省之自來水可調配供給民生生活

用水，可降低臺中市缺水的風險。 

(一)福田再生水示範案 

目前已啟動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方案，將

於 109年提供 13萬噸的再生水給臺中港工業專區使用，是國內最

脫水機設備保養 災害應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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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供應再生水的計畫，俟營建署完成可行性評估並專案提報行政

院核定後，本府接續辦理甄選專案管理機構及承包廠商工作。 

(二)水湳再生水開發利用案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於 104年 12月公告施行，經初步評估，

新建中的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位於水湳經貿園區，鄰近中科臺中

園區，即將於今(105)年底完工，預計提供中科 1萬噸的再生水源，

具有供水距離短、快速供水的優勢，可解決工業用水成長需求，

同時能有效減緩臺中地區自來水需求成長壓力。水湳也是全國「最

大生活污水處理膜濾系統」及「最高回收率」的水資源回收中心，

處理後的水質優於傳統的放流水質，更可為工業用戶大幅節省再

生水處理成本。 

 

 

 

 

 

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推動計畫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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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本局正積極辦理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教育場所認證申請

中，期能讓民眾體認生活中之污染來源，進一步認識污水處理系統，

更可讓民眾了解水資源的重要性，推廣良好用水習慣。並藉由推動水

資源回收中心之環境教育場所認證，期許讓更多民眾學習，進而了解

水污染對生活環境的影響，發揮環境教育的效果，而使水資源保育的

管理、政策、觀念、解決方案等能落實於民眾的生活中，並培育民眾

了解人與河川之自然、人文、社會相互關係，促使民眾珍視水資源。 

四、敦親睦鄰 

為讓水資源回收中心貼近民眾，水資源回收中心有多項回饋設施

如網球場、生態水池、大草地及設置自行車專用停車場供民眾休憩使

用，並開放機關團體申請現場參觀教學等活動，能讓水資源永續利用

觀念深根在地，並制定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金自治條例，更能提升水

資源回收中心於民眾心目中形象。 

石岡水壩 水資源回收中心 
東豐自行車道 

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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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水資源回收中心均設有回收水再利用供應站，除可供廠內作

為廠內設備及地面清洗、植栽澆灌、洗車、生態池注水使用等用途外，

並對外供給本市環保局、建設局、消防局及民眾登記取用。 

 

網球場 生態水池 

大草地 機關參訪 

回收水供應站 回收水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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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資源回收中心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租賃 

考量我國綠能及環保發展政策，廠區空間設置太陽能板是兼顧能

源利用及減碳的可行方案，而本市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於管理中心大

樓設置太陽能板，回收電量可供大樓使用達到節能效能，未來將評估

福田及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利用廠內空間設置太陽能板以供發電系

統租賃，期使能源達到最佳化利用。 

太陽能板 

廍子水資源回收中心於管理中心大樓設置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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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工作重點及目標 

一、本市用戶接管率提昇目標 

本局將持續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加速提升本市用戶接管

率，在經費、用地及相關工程障礙(後巷空間不足等)，若能順利排除

解決，訂定短、中、長期用戶接管率提升目標如下： 

(一)短期計畫目標(104-105年)： 

104 接管 12,000 戶(已達成)；105 年接管 14,200 戶，至 105

年底累計用戶接管數約可達 136,500戶，用戶接管率約 19.9%。 

(二)中期計畫目標(106-107年)： 

106-107年再接管 40,700戶，至 107年底累計用戶接管數達

177,230戶，用戶接管率：25.8%。 

(三)長期計畫目標(108-109年)： 

隨民眾接受度的提升及水資源回收中心闢建用地無虞情況

下，爭取中央補助興建烏日水資源回收中心，並設置系統聯絡管

線，增加操作彈性，提升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效能，配合文山、

水湳、豐原、新光水資源回收中心加入營運，以平均每年接管約

26,000戶提昇，至 109年底累計用戶接管數約 230,300戶，用戶

接管率約達 33.5%，至 111年底用戶接管率約達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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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推動福田再生水示範案，俟營建署完成可行性評估並提報行政院

核定後，辦理 PCM採購發包作業。並辦理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水開發利用可行性規劃採購案，委由專業廠商辦理可行性評估，謀求

供需雙方最佳化之水質、水量及水價，有效提高媒合成功率，將配合

經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授權子法訂定，申請中央補助再生水

建設經費，以撙節本府財政支出。 

三、推動污泥減量化 

近年污水下水道普及率逐年提高，未來水資源中心產生污泥量將

隨之增加，且污泥公民營處置場亦逐漸飽和，故妥善規劃污泥去化實

為燃眉之急，現階段污泥處理方式以有別與過去直接透過掩埋或焚化

方式處理，近年已朝向利用污泥減量或再利用等技術，以解決水資源

中心處理水過程中污泥去化問題。本局積極向中央申請福田水資源中

心污泥乾燥設備減量補助，預計將產生之污泥先予減量後再送焚化廠

處理，預計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泥量每年可減少 6,000 噸，每年將

可節省約 5000萬元污泥清運處理費用支出，可有效降低清運處理費、

減輕焚化廠的負擔。 

 

伍、結語 

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是與民眾生活環境密切關聯的公共設施，不僅

可改善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外，並可防止河川水域污染、改善河川

水體水質，使河川回歸自然親水空間，更可提昇為創造資源地位的再生

水資源，在水資源利用上，回收水可直、間接利用於灌溉、景觀、河川

補注、工業等用途，且所產生之污泥及熱量，經適當開發利用即可創造

新的經濟效益。 

本局基於污水下水道建設及管理權責，為使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建

設之永續發展，乃針對本市內已實施都市計畫區之污水下水道系統進

行通盤性檢討，除針對已取得用地之水資源回收中心積極建設外，系

統整併規劃後人口成長快速地區(烏日、大里、太平等)將再向中央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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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費補助取得用地，以建構大台中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完整。 

針對都會型河川人口密集精華區，進行晴天污水截流、現地處理

等因應方案規劃及配合河川整體的景觀營造與維護，以改善河川水質

及環境，不但提供民眾新的遊憩場所，亦能提早改善河川污染程度及

鄰近居民生活品質。 

放眼未來發展與實施，本局已擬定短、中、長期計畫，並透過積

極辦理用戶接管宣導說明會、後巷接管示範以及頒布「臺中市辦理建

築物地下層既有化糞池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廢除或改設為污水坑補

助要點」等措施，期能加速推動本市污水下水道建設，改善市民生活

環境與生活品質，並能恢復美麗的河川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