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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綠、柳川為臺中市深具人文及歷史意義之河川，流經人口密

集精華地區(北、中、西及南區等行政區)，也因此在其高度發展

下，除了沿岸一般家庭生活污水排放外，尚有周邊商圈商家、攤

販及夜市所產生的油污、菜渣、清洗鍋碗等商業行為之污水藉由

道路側溝排放至河川(如圖 1)，長期下來使其水體水質逐漸惡化，

最後因河川的髒亂及臭味逸散便直接加蓋做為停車場或道路使

用，以眼不見為淨的方法改變了河川的自然面貌，讓市民忘卻了

這裡原本是條美麗的河川。 

都會區河川整治對於水體水質改善，首要削減或隔離污染源

進入河川，因都會區居民生活及經濟活動型態繁多，污染源也就

複雜，無法使用單一方法來削減或隔離污染源，因此綠、柳川目

前以「污水下水道建設」為源頭管制，同時以「河川污染(水)整

治」作為末端防治方式來改善水質(如圖 2)，這是考量在地條件、

因地制宜的最佳方式。 

「污水下水道建設」：本局除積極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提高

用戶接管來削減或隔離一般家庭生活污水污染源外，也配合市府

「清溪計畫」之政策，為改善各溪流之水質，將以集水範圍內大

型集中污染源(如學校、公園、、機關、捷運車站及軍營等)及污

染當量高的污染源(如餐廳、市場及夜市等)列為優先接管改善對

象，作為污染源的源頭管制。 

「河川污染(水)整治」：「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

程」、「新盛綠川水岸廊道計畫」以污水截流、礫間現地處理及 LID

河岸空間等方式削減或隔離來自商圈及夜市的活動攤販所排入

道路側溝之污水及非點源污染等，作為污染源流入河川前的末端

防治，以改善河川水體水質，提升沿岸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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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商業行為污水藉由側溝排至河川 

 

 
圖 2.「污水下水道建設」與「河川污(水)染整治」雙管齊下改善河川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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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污水下水道建設執行情形 

一、本市目前污水下水道建設情形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的建設為現今都市解決生活污水問題

密切關聯的公共設施，其中水資源回收中心及用戶接管為兩大關

鍵核心，故本府目前積極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今年除持續

推動之西屯區、南屯區、中區、西區、北區、北屯區等人口密集

區域，為縮短城鄉差距，已將原臺中縣豐原、大里、太平等行政

區規劃納入施作污水下水道及用戶接管工程。 

本市目前已有 9座水資中心營運中，可處理水量約 23萬噸，

為增加污水處理容量，本市近年持續興建多座水資源回收中心，

已於民國 105 年底完成水湳及文山水資中心，預計今年(107)底

前將再完成新建 2座(新光、豐原)，屆時本市每日可處理污水總

量可達 26萬噸，可服務人口可達百萬人以上。 

二、用戶接管的進展 

統計至民國 99年累計用戶接管戶數約為 6.75萬戶，公共污

水下水道普及率為 7.01%，民國 103年累計用戶接管戶數約為 11

萬戶，普及率為 11.43%，去(106)年已達至 15.5 萬戶，今(107)

年將以突破 17萬戶為目標(如表 1、圖 3)，經估算 104~107年接

管戶數較前期 100~103 年成長約 1.55 倍，將來施作範圍除原市

區外，更拓展至原縣豐原、太平及大里地區。 

「污水下水道建設」工程部分經費來源來自中央營建署補助

88%，市府自籌 12%，另市府自籌相關維運費用，今年度總編列

預算為 21.5 億，同時本局亦積極向行政院環保署爭取辦理「河

川污染(水)整治」相關經費，以不同經費來源雙管齊下改善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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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另為加速污水下水道建設，近幾年已全面拓展水資中心興建

速度，其中已完成的文山及水湳水資中心更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

的肯定，103 年全市僅 5 座水資中心，近 3 年就增加了 4 座，處

理量提升了 12 萬噸，104~106 年期間提升的水資中心數量及處

理容量(如圖 4)，在六都排名均屬第一。 

表 1.用戶接管戶數及普及率 

年份 年底累計戶數 接管普及率(新制) 

99年 6.75萬戶 7.01% 

103年 11萬戶 11.43% 

107年 17萬戶(預計) 17.67% 

                     截至 107年 3月底臺中市總戶數(962235 戶)，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圖 3.用戶接管進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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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水資中心及污水處理量進展圖 

三、綠、柳川沿線周邊用戶接管情形 

綠、柳川沿線之民生污水皆屬於福田污水下水道系統的收集

區域，目前綠川流域已接管戶數約為 1 萬 3 千戶，柳川流域已接

管戶數約為 1 萬 7 千戶，共計 3 萬戶，又目前綠、柳川截流及現

地處理系統每日實際可處理污水量分別約為 3.2 及 2.8 萬噸，共

計每日可處理約 6 萬噸的污水，以每一戶 4 人每日產生 1 噸污水

來換算，其相當每日可處理 6 萬戶污水，加上已接管的污水用戶

數，綠、柳川沿線，相當已處理約 9 萬戶的生活污水。 

綠川上游沿線係由干城用戶接管系統進行接管工程，其下游

由建成用戶接管系統進行接管工程，柳川沿線則是由瀋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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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系統及向上用戶接管系統進行接管工程(如圖 5)，本局已於

民國 104 年陸續啟動綠、柳川沿線周邊用戶接管工程，預計於民

國 111年完成，總經費約為新臺幣 60.2億元，可接管戶數約達 9

萬 3,000戶，將大大提升用戶接管率，在配合河川污染(水)整治

(如污水截流、現地處理等)及河川綠美化的景觀營造與維護，以

改善河川水質及環境。 

 
     圖 5.綠、柳川沿線污水下水道工程分區分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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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柳川河道污水整治情形 

一、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概述 

為改善柳川各河段水質污染問題，本局積極辦理「臺中市柳

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範圍自崇德柳橋至南屯柳橋

(如圖 6)，工程分為第一期崇德柳橋～中正柳橋，第二期中正柳

橋～南屯柳橋，已於民國 105 年年底完工。 

本工程配合河道硬體現況進行改善，並注入綠色元素，以水

質改善為核心，再造渠段乾淨及多元性水域，達到排水水體水質

清淨美化目標，並營造親水環境透過都市藍帶空間，提升居民生

活環境品質，重新塑造柳川新形象。 

 

圖 6.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計畫範圍及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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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川污染(水)整治說明及效益 

(一) 污水截流系統 

第一期工程段主要截流崇德柳橋至福龍柳橋沿岸民生及商

業行為等污水，第二期工程段為中正柳橋至南屯柳橋範圍，主要

針對兩側護岸堤防之污水管（涵）進行污水截流，以河水、污水

分離方式改善水質，經截流之污水於低水護岸處以截流管統一收

集。 

第一、二期完工總計 72 處截流孔位，預計每日最大截流量

可達約 5.7 萬噸，其中 4.7 萬噸的污水送至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進行處理，另 1 萬噸污水引流至中華停車場地下礫間接觸處理設

施進行處理(如圖 7)，可有效改善柳川水質及減少臭味。 

 

圖 7. 污水截流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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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下礫間接觸處理設施(中華水質淨化場) 

中華水質淨化場是臺中首例地下礫間曝氣淨化場(如圖 8)，

採用礫間接觸曝氣法係利用污水流過礫石所組成之區域，以附著

於礫石之微生物膜對污染物進行攔截、過濾、吸著及生物分解，

同時搭配曝氣氧化方式，以加強水體有機質含量削減，達到污染

物降解且淨化提升水質之目的。 

水質淨化場採地下化建構平面，仍維持原停車場功能，可作

為生態教學教室，讓民眾瞭解水質淨化過程，兼具教育功能，使

本場成為都會區內水質淨化處理場典範。 

 

 

圖 8.地下礫間水質淨化處理設施示意圖 

 

 

圖 9.地下礫間水質淨化處理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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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都會型 LID 河岸空間 

都市地區之初期暴雨常沖刷大量累計地表之污染物進入河

川，造成河川水體急遽變差而導致水中生物死亡。為宣導都會型

河川排水污染整治非點源污染控制之重要性，本工程於中正柳橋

至民權柳橋河段導入低衝擊開發工法(如圖 10)，興建臺灣首例都

會型 LID 河岸空間，主要藉由將河道往兩側各拓寬 8 公尺，改為

緩坡型式(如圖 11)，使用近自然工法，增加透水面積、降低生態

衝擊，及減低土地擾動為原則，同時保留原有老樹，兼顧生態保

育，亦提升閒置空間再利用，維護生態環境美觀。  

圖 10.LID 簡介說明圖 

 

 

圖 11.都市變更前後車道及緩坡綠帶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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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質改善效益 

透過「污水截流系統」、「地下礫間接觸處理設計」操作削

減或隔離污染源，輔以「LID 工法」削減污染量，預期可使柳

川整治河段的水質由嚴重污染程度改善至中度污染程度。 

依本工程所設置之地下礫間水質淨化處理設施處理後水

質分析結果顯示(105 年 1 月至 107 年 3 月)，柳川整治河段的

河川污染(RPI)指數由 7.25 降至 3.5，由「嚴重污染」改善為

「輕-中度污染」；對照本府環保局監測(三民柳橋測站)柳川水

質結果顯示，在民國 103 年至 107 年 3 月間，柳川下游約 2.2

公里處的河川污染(RPI)指數由 8 降至 3.75，由「嚴重污染」

改善為「中度污染」(如表 2)，顯見柳川整治工程已成功實質

改善水質。 

表 2. 柳川水質監測分析表 

 

 
圖 12. 柳川整治後的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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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綠川河道污水整治情形 

一、綠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概述 

為改善綠川各河段水質污染問題，本局積極辦理「新盛綠川

廊道計畫」計畫主軸分為水潔淨、水安全、水空間等三個方向，

首為淨化水質，以截流方式截取上游污染水源，經由礫間處理將

水質淨化後放流回綠川運用，達到水質淨化目地。其次為水安全，

防治洪水，配置防洪設施，確保護岸強度，提升保護標準，提供

市民一個安全的水環境。最後即是打造綠川獨特水與綠的休憩空

間，復原生物棲息環境，營造河川自然生態。因為綠川周邊豐富

特殊的人文歷史，所以為其設計了一個標誌並註冊商標，是臺灣

第一個水岸品牌，希冀能翻轉中區，再現中區繁華榮耀。 

 

圖 13.新盛綠川廊道計畫範圍及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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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川污染(水)整治說明及效益 

「新盛綠川廊道計畫」預算經費金額共計新臺幣 8.5 億元，

其中 70%的經費用於污水整治改善水質，乃呼應本計畫首要的水

潔淨，因為水質沒有改善，綠川的開蓋僅是空談，綠川污水整治

透過「臺中市綠川水質淨化工程」及「臺中市綠川晴天污水截流

工程(民權路以北)」的配合來達成淨化水質的目標，晴天污水截

流系統先將精武截流站北的民生及商業行為等污水進行截流，再

由水質淨化系統將截流收集之污水送至礫間現地處理淨化後放

流綠川，以維持其基流水量，精武截流站以南的民生及商業行為

等污水則截流後沿污水下水道系統送至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進

行處理(如圖 14)。 

 
圖 14.綠川水質改善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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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臺中市綠川水質淨化工程 

為使綠川水質由嚴重污染程度降至輕度污染程度，本局設置

每日處理水量達 2.4萬噸之礫間接觸曝氣氧化系統，共分為兩處

處理單元，分別為建國臨時市場 1.6萬噸及干城公園 8千噸，並

於精武停車場設置前處理單元將污水收集後經專管送至礫間設

施處理，針對綠川上游污染物進行削減，處理後之放流水補注綠

川下游景觀河道，部分補注臺中公園日月湖使用，本工程已於 106

年 11 月及 107 年 1 月陸續完成干城公園及建國市場之礫間設施

主體工程，接續進行系統試運轉，目前已達最大試運轉水量，並

供給綠川下游景觀河道。 

礫間設施屬地下化設施，其場址上部將回復為公園綠地，並

設有地下教育解說廊道(如圖 16)。未來將提供附近民眾休憩活動

使用，其廊道設計配合新盛綠川水岸廊道之整治理念，將使本場

址成為臺中巿重要之水環境教育場所。 

 
圖 15.臺中市綠川水質淨化工程範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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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礫間處理設施現場照片 

 

(二) 臺中市綠川晴天污水截流工程(民權路以北) 

綠川流域經過人口密集之精華地段，長期累積的污染已趨於

嚴重，為改善綠川水質，首要工作為避免民生及商業行為等污水

排入綠川，但於用戶接管作業推行過程中，本局亦期望針對綠川

沿岸雨污混流之排水口，以截流設施收集晴天污水送至福田水資

中心處理，在用戶接管作業尚未全面完成前，可充分利用水資源

回收中心之餘裕量，提前改善綠川水體水質，並有效提升綠川沿

岸之水體狀況及沿岸生活環境。 

本工程範圍於民權路以北至精武路之綠川流域沿線(如圖 17)，集

污區面積約 3.75 平方公里，針對雨污混流之排水箱涵及排水溝

渠，以精武截流站、雙十路導槽及綠川東西街點截流井方式進行

晴天污水截流，而各幹線截流處則透過引流管將截流污水引入周

圍鄰近污水管線中，送至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綠川晴天截流系

統預計每日截流最大污水量為 2.4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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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綠川晴天污水截流工程範圍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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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水質改善效益 

透過「臺中市綠川水質進化工程」及「臺中巿綠川晴天污水

截流工程」操作削減或隔離污染源，預期綠川整治河段的水質由

嚴重污染程度改善至輕度污染程度。 

目前礫間設施處理前後水質採樣分析結果，處理前水質為嚴

重污染，處理後之水質為輕度污染甚至是未稍受污染程度;對照

本府環保局水質監測(中山綠橋)綠川水質結果顯示，民權路以北

的綠川整治河段的河川污染(RPI)指數由 10 改善至 1.5，由「嚴

重污染」改善為「未(稍)受污染」(如表 3)，水質清澈見底，相

較於整治前獲得極大幅度的改變，顯示市府改善綠川水質的策略

成效良好。  

表 3. 綠川水質監測分析表 

圖 18.綠川整治後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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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清溪計畫執行情形 

(一) 計畫緣起及目標 

「清溪計畫」係為府層級會議追蹤列管計畫，因大臺中市區

用戶接管尚未全面完成，因此各河川均長期受沿岸民生污水影響，

造成水體水質逐漸惡化，隨之而來的河川異味問題影響民眾生活

品質，故依據市長政策指示及營建署相關函示，本局擬定「臺中

市清溪計畫-水質改善執行子計畫」，跨局處執行改善河川水體水

質，讓民眾對於整體環境舒適度大幅提升為目標。 

(二) 本局辦理情形 

 (1)積極辦理溪流集水區的污水下水道建設提升接管戶數：本市

已規劃 19 處污水系統中，已有 14 處污水系統正推動建設中，

其中綠、柳川沿線的干城、建成、瀋陽、學士及向上用戶接管

系統預計於民國 111 年完成。 

 (2)溪流集水區內大型集中污染源及污染當量高的污染源優先

接管：清查並造冊列管大型集中污染源如學校、機關、公園、

軍營、捷運車站等及污染當量高的污染源如餐廳、夜市、市場

等，以學校來為例，因學生的人數多，每天的污水排放量可能

達到 150~200 噸，而家庭一戶每天產生的污水量約 1 噸，同樣

都是接管一戶，但接管學校可削減的污染量卻是家庭戶的

150~200 倍，另外像市場或商圈周邊的餐廳其污染當量較高，

接管後對周邊的環境將更具實質改善效益，故對上述污染源加

強宣導說明並視需要要求裝設油脂截留器，若無意願接管者，

將其清冊交由相關權責單位進行稽查，以維護河川水質，目前

已完成大型集中污染源及污染當量高的污染源接管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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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逢甲商圈夜市油脂截留器示範區域：本局於去(106)年

底完成逢甲夜市文華路(86 巷至 96 巷間) 油脂截留器(槽)相

關工程(如圖 19)，現在夜市攤販小吃所產生之油污水將經過油

水分離後直接進入污水下水道，避免排入雨水側溝造成環境髒

亂惡臭，有效提升逢甲夜市觀光形象，同時也改善潮洋溪下游

水體水質。後續位於綠川沿線的一中商圈及柳川沿線的中華夜

市，本局將依逢甲夜市成功模式進行規劃並執行。 

表 4.大型集中污染源及污染當量高的污染源接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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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逢甲夜市油脂截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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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結論 

都會區河川污染來源複雜，有來自一般家庭及事業的污水、

商圈夜市移動式攤販商業行為污水及非點源污水等，除了以「污

水下水道建設」配合「清溪計畫」政策來管制污染源的源頭外，

並以「河川污染(水)整治」作為末端的防線，以免漏網之魚的污

染源排入河川，污染河川水質。 

綠、柳川污染(水)整治以合適的污水截流方式及礫間現地處

理等措施淨化水質，得到良好的成效，但本局仍持續積極進行污

水下水道建設,加速接管戶數，以「雙管齊下」的方式守護河川

水質，提升民眾生活環境的品質。 

二、未來展望 

「每座城市都應該擁抱河川，河川也代表了一座城市的進步」 

污水下水道工程建設不但可以改善環境提升生活品質、降低

傳染病的發生保障市民的健康，同時也保護公共水域的水質並將

水資源重複再利用以解決臺灣用水逐年短缺的問題，故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完善與否實為現代化城市重要指標之一 

故臺中市在林佳龍市長上任後，不遺餘力的推行污水下水道

工程的建設，本市已規劃 19處污水系統中，已有 14處污水系統

正推動建設中，爭取中央的補助費用從平均每年補助約 9億元提

高到 14.4 億元，水資中心於今(107)年將增至 11 座可處理污水

量每日可達 26萬噸，用戶接管數也將來到 17萬戶，臺中市污水

下水道建設比起以往有大幅度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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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川、柳川整治成功引起市民迴響，同時也是全國矚目的水

環境建設亮點，本局進一步推動全流域治理，持續擴大整治柳川

上、下游(柳川二期計畫)，也讓綠川整治往南區推進(綠川二期

計畫) 以完善綠、柳川河道沿線的污水截流及現地處理系統，同

時也計畫提升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系統功能，以利處理更大量之

污水，此外以人文水岸及城市意象為目標，形塑綠川、柳川新軸

線風貌，此治理理念也獲得中央認同肯定並於前瞻基礎建設「全

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分別核定 13.7億及 12.5億補助經費。 

 

圖 20.綠川二期模擬示意圖 

 

圖 21.柳川二期模擬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