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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104 年水污染防治方案執行情形」，
請查照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
發文字號：環署水字第 1050039011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104 年水污染防治方案執行情形
主旨：檢送「104 年水污染防治方案執行情形」，請查照。
說明：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水污染防治方案，每
年向立法院報告執行進度。」辦理。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秘書處

報 347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104 年水污染防治方案執行情形
壹、前言
為期所有河川達水體分類水質標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採分期分階段
方式，推動水污染防治工作，自民國 77 年起推動淡水河整治先期計畫；87 年為保障飲用水水
源水質，推動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綱要計畫；90 年執行完成淡水河等 5 條流域水源區養豬拆
除補償作業；自 90 年至 100 年陸續推動依據行政院核定之「臺灣地區河川流域及海洋經營管
理方案」、「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及「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第 2 期）
」，進行河川污染防治、海洋污染防治及環境水質監測等工作。
為持續改善及提升水體環境品質、打造宜人樂活之水環境及因應政府組織改造整合相關
部會資源共同努力，本署業於 100 年度擬訂「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並奉行
政院核定，執行期程自 101 年至 106 年，以持續推動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工作。其中在河川再
生及水庫活化方面，選定中度加嚴重污染河川長度比率達 50%之 11 條河川（含淡水河系、南
崁溪、老街溪、濁水溪、北港溪、新虎尾溪、急水溪、鹽水溪、二仁溪、愛河及阿公店溪等
）列為整治重點，集中資源推動科學稽查、污水截流、現地處理或聚落式污水處理等整治工
作，期達不缺氧、不發臭及水岸活化之目標；在水體水質整治成效評估方面，持續監測並評
估環境水體水質整治成效，並健全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等。
此外，為因應國際生質能源再利用之發展趨勢，本署於 104 年起全面推動畜牧糞尿厭氧
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利用，改變過去以廢水、廢棄物處理之作法，將畜牧糞尿沼液
沼渣視為資源，畜牧糞尿經厭氧發酵後即可作為有機肥分施灌農地，並優先輔導重點河川流
域內畜牧業者參與，以減少畜牧糞尿直接排放河川水體污染河川水質之問題，增進畜牧資源
再利用，創造多元經濟效益，以達成「田肥水清」及環境永續之目標。
另考量近年來國內糧食安全議題備受關注，本署基於保護優質農田，產出優質農作物，
確保國人健康之責任，加強管制灌溉農田的水源水體，而水體重金屬多來自於點源排放，故
針對農地特定保護區之灌溉水源水體水質優先推動執行點源重金屬排放總量管制政策，以確
保灌溉水質無虞。
考量我國逐漸邁入已開發國家，伴隨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提高，國人對於健康、快樂、
舒適的生活環境要求日益增加，民眾更加關心周遭環境水體品質是否良好，政府應積極主動
改善水環境品質，以符合國人期待。有鑑於此，本署依水污染防治法精神，將廢（污）水排
放總量管制及污染削減列為水質管理之主要策略，配合水污染整治總體方向，持續完善執行
方法與實施策略，並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12 條，由本署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
水污染防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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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背景
臺灣水資源豐富，優先保護對象主要包括水庫與河川，其中水庫環境保護策略主要依循
95 年水利署核定之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持續執行，而河川部分依據經濟部 98 年 4 月 8 日公告
，全國河川共區分為中央管河川、縣（市）管河川與其他河川，共計 118 條，其中分別為中
央管及跨直轄市或縣（市）河川 26 水系及縣（市）管河川 92 條水系。本署目前已針對主、
支流河川共 296 個測站進行定期水質監測，監測項目包括每月分析之水溫、pH、導電度、溶
氧、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氨氮、大腸桿菌群等，以及每季分析之總磷、總
有機碳、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鎘、鉛、六價鉻、銅、鋅、汞、砷、硒、錳、銀等。
全國 50 條主次要河川依河川污染指數（以下簡稱 RPI）評估結果，整體水質穩定維持在
輕度污染程度（RPI≦3）（如圖 1）；嚴重污染長度由 99 年之 161.4 公里減至 104 年之 123.6
公里，改善率約為 23.4%（如表 1）。進一步分析嚴重污染長度及累積雨量之相對關係（如圖
2），除 101 年雨量較大致河川水質明顯變好外，近 2 年（103 年至 104 年）整體雨量相對減
少，但嚴重污染長度仍呈現逐年降低趨勢。分析全國 50 條主次要河川自 99 年至 104 年之生
化需氧量（BOD）及氨氮（氨氮）年平均濃度變化（如圖 3 所示），其中 BOD 平均濃度由 99
年之 4.5mg/L 明顯下降至 104 年之 3.9mg/L，而氨氮平均濃度亦自 100 年之 3.94mg/L 逐年下
降至 104 年之 2.32mg/L。顯示在各項整治措施積極推動下，全國河川整體水質明顯獲改善。
另外，就重金屬水質項目達成率分析（如表 2 所示），99 年至 104 年均以鎘、汞、硒及
銀的達成率最高（均為 100%），其餘重金屬之年平均達成率則均超過 90%。
依據河川水質分析結果，全國河川整體水質雖有明顯改善，惟 104 年嚴重污染長度比率
仍有 4.2%，尚需進一步削減污染，改善嚴重污染河段的水質，使我國水體回復至水體水質分
類標準為最終目標。

圖 1、重要河川 90 年至 104 年河川污染指數（RPI）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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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國河川 99 年至 104 年污染長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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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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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統計資料庫。

圖 2、全國河川 99 年至 104 年嚴重污染長度變化

圖 3、全國河川 99 年至 104 年生化需氧量及氨氮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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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全國河川 99 年至 104 年重金屬項目達成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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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國 99~103 年環境水質監測年報。
參、策略與執行方法
為達到改善河川污染水質，達成水體水質標準各項階段目標，本署將全國地面水體，依污
染程度（河川）、重金屬超標情形（河川、各類用水取水口）篩選 RPI 中度或嚴重水質測站、
指標污染物等受損水體，作為優先整治對象。此外，考量整體環境變異及趨勢發展，除既有污
染削減改善作為外，本署另研訂總量管制方式，加強部分事業密集地區之管制力道，提供地方
政府多元改善作為，以確保目標達成無虞，執行流程如圖 3。以下就總量管制及污染削減兩大
執行策略進行說明。
一、總量管制
(一)法源依據
為能使針對特定區域發揮最大之整治成效，本署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9 條規定，
篩選具總量管制需求之水體，擬定實施原則供地方政府參考，並由地方政府擬定管制
方式執行。
(二)適用範圍及實施對象
水污染總量管制適用範圍為全國地面水體，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2 條定義，地面
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海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其他體系內
全部或部分之水。實施對象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分為水體未符合水質標準及水體需
特予保護兩類實施。
1.水體未符合水質標準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內容，水體因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密
集，以放流水標準管制，仍未能達到該水體之水質標準，應以廢（污）水排放之總
量管制方式管制之。故總量管制應以「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是否達到作為判
斷依據；惟對於已遭受污染之河川而言，要達到水體分類之水質標準要求，實非短
期所能實現。基於分級推動、滾動檢討之原則，本署規劃優先針對未符水質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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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水體中，RPI 呈嚴重污染或河川重金屬超過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之河川
推動總量管制執行。篩選原則說明如下：
(1)嚴重污染關鍵測站
考量我國部分河川（段）經多年整治，RPI 仍常呈嚴重污染，水質呈現高
污染、低溶氧之情形，可能造成水生動植物死亡、河川飄散惡臭、民眾遊憩環
境遭受破壞等問題，本署規劃篩選河川中嚴重污染關鍵測站納入總量管制優先
執行對象，其定義為 102-104 年 RPI 嚴重污染次數比率≧25%（嚴重污染次數
÷總監測次數）之測站。
(2)重金屬超標關鍵測站
考量重金屬對人體危害性高，本署規劃優先針對超過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
境基準之河段推動總量管制，其定義為 102-104 年超過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
基準之次數比率≧25% （超標次數÷總監測次數）之測站。
2.水體需特予保護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內容，水體經主管機關認定需特予保護
者，以廢（污）水排放之總量管制方式管制之，實施對象共可分為三大類：
(1)影響用水需求
地方政府若評估水體有民生、灌溉、養殖用水需求，污染行為可能影響飲
用水品質、食品安全、人體健康，造成社會恐慌之疑慮，可將取水口上游水體
列入總量管制清單。
(2)污染事件頻傳水體
地方政府若評估水體常因事業密集或異常排放，造成水體遭受短期高強度
污染行為，破壞正常生態環境，使水體發生大量死魚、顏色異常、污染物濃度
大幅升高等污染事件，則可將承受水體及上游集水區域列入總量管制清單。
(3)特予保護水體
考量部分水體雖非屬嚴重污染、重金屬超標、且無取水需求，惟地方政府
判定該水體需特予保護，屬具污染改善跳級潛勢、為地方政府重點整治對象、
具生態保育需求或其他特殊考量，亦可經由評估分析。
地方政府應依前述原則檢視水體，篩選實施對象，擬定總量管制方式經環
保署審核後，按照總量管制實施方式執行。若有水體因資料不足無法判斷是否
應列入總量管制對象，則應研擬補充調查計畫，建立水體基本資料供後續判定
使用。
(三)實施方式
總量管制為策略工具之一，需因地制宜運用，方能發揮效用。實施方式因水體整
治情況不同而有差異，非所有總量管制水體均需執行總量管制區劃定並公告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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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式。評估檢核重點如下：
1.既有整治措施完成後是否未達水質目標
各地方政府針對污染嚴重之流域水體多已規劃整治措施持續推動，若目前已擬
定之削減策略經水質模式模擬，確認各項措施完成後水體水質可符合水質標準，則
持續按照既定規劃持續執行，無需劃定總量管制區域進行總量管制。
2.主要污染來源或優先削減對象是否為事業
目前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僅約 29%（至 105 年 3 月），部分區域公共污
水下水道接管未普及，生活污水未納管處理造成水體污染，該類污染需仰賴污水下
水道持續建設，與配合現地處理或截流設施進行削減，因此地方政府執行時確認造
成水體污染之主要污染源或優先削減對象是否為事業，配合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判斷
總量管制區劃定之必要性。
3.是否具總量管制區劃定或放流水標準加嚴需求
地方政府依照水體污染特性，評估水體上游集污區是否有劃定總量管制區之必
要性。若造成水體污染之污染來源單一且明確，執行上可針對單一污染點源擬定改
善策略並要求改善，如製程改善、廢水處理設施功能查核、許可水質水量協商調整
等策略，即可使水體水質改善至符合水質標準，則無需劃定總量管制區域或加嚴放
流水標準來管制。
(四)執行方法
地方政府得視轄區內環境特殊或需特予保護之水體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第 2 項
，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方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
若放流水標準加嚴無法使水體水質改善，地方政府可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9 條劃設
總量管制區、擬定總量管制方式等，以達到水質之目標。
實施總量管制程序如下：
1.蒐集調查受損水體環境資料，並清查污染來源及分布情形。
2.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及第 9 條，增訂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或研擬廢（污）水排
放之總量管制方式。
3.同時分別研擬相應策略，如污水下水道接管、現地處理、截流措施、加強稽查管制
、源頭減量、深度查核、畜牧糞尿沼液沼渣資源化等。
4.依照受損水體污染情形計算達到水體水質標準之應削減污染量及各項措施污染削減
量，規劃各項措施執行期程。
5.擬訂整治策略並模擬確認措施完成後水質改善程度。
6.擬訂總量管制執行方式，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9 條第 2 項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定期追蹤執行成效。
若地方政府經評估總量管制水體清單，暫無實施總量管制需求或條件，則以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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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削減方式推動污染排放量減量及流域整治工作，，滾動管理及檢討水體改善情形
。
二、污染削減
污染削減作法有：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現地處理設施、加強稽
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及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以削減污染排放量為
重點。各項說明如下：
(一)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興建污水下水道為處理生活污水之根本，可確實達成家庭污水污染削減之成效，
惟污水下水道建設需較長期程，因此在部分未完成家戶接管地區，先採行污水截流處
理，改善河川水質。
(二)推動現地處理設施
為解決生活污水污染問題，除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外，對於
偏遠、零散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緩慢或未到達之區域，配合建置現地處理設施，截取排
水處理，以控制排入河川之水質。
(三)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事業廢（污）水排放管理，地方政府透過科學儀器及污染排放追蹤，杜絕非
法排放行為。
(四)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
地方政府除針對河川進行例行性事業稽查外，針對部分重點事業採深度查核或功
能評鑑方式，比對事業基本資料、設施操作紀錄、設施功能查核等查核事業是否有未
妥善操作廢污水處理設施情形。
(五)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為改善畜牧廢水排入河川造成之衝擊與影響，地方政府配合環保署推動「沼液沼
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政策，協助畜牧業者將其產生之畜牧糞尿糞尿經厭氧發酵後產
生之沼液、沼渣，施灌於農地，作為農地肥分。
除上述改善作為外，地方政府亦可依流域環境特行或污染特性，實施特定改善作
為。地方政府實施污染削減程序如下：
1.應蒐集調查受損水體環境資料，並清查污染來源及分布情形。
2.針對污染來源分別研擬相應策略與削減措施，如污水下水道接管、現地處理、截流
措施、加強稽查管制、源頭減量、深度查核、畜牧糞尿沼液沼渣資源化等。
3.依照受損水體污染情形計算達成水體水質標準之應削減污染量及各項措施污染削減
量，規劃各項措施執行期程。
4.擬訂整治策略並模擬確認措施完成後水質改善程度。
5.污染削減達成程度彙整納入考核計畫內容，由本署定期追蹤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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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情形
一、基隆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工程面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與接管及截流工程等整治措施，其中基隆市污水
下水道系統已接管用戶共計 40,027 戶。
基隆港域水質改善計畫第一期實施計畫─截流站工程，截流總水量為 58,000
公噸/日（CMD）。
2.執行面
針對大武崙溪、暖暖溪及基隆河等污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查 740 家
次並辦理 15 家次事業深度查核，裁處 38 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優先針對基隆河六合橋執行改善作為如下：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於七堵集污區輔導 1 家次畜牧業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
地肥分使用，總計 500 頭豬隻，預計削減生化需氧量（BOD）污染量 50 公斤/
日（kg/day）、懸浮固體（SS）污染量 56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基隆河六合橋測站上游事業 29 家，加強稽查管制，並針對排放規模較大或
曾有違規紀錄事業進行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60kg/day
。
(3)加強社區污水下水道稽查
基隆河六合橋測站上游列管社區污水下水道家數約 26 家，將進行一次全面
性稽查及採樣，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223kg/day、SS 污染量 223kg/day。
二、臺北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辦理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擴建內湖污水處理廠二期工程、穩定截流設
施操作與現地處理設施新建及運轉。其中污水下水道累計至 105 年 2 月底止共計
接管 81 萬 2,784 戶，門牌戶數接管率達 74.62%。
運作雙園、古亭、景美、大龍、撫遠、中山、玉成、松山、南京、新生（含
建國）、忠孝、六館等 12 座截流站，截流總水量為 66 萬 6,93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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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處理南湖、成美、貴陽、忠孝礫間曝氣氧化設施及水磨坑溪人工濕地等
共 5 處，處理總水量為 5 萬 3,500CMD。
2.執行面
102-104 年共計稽查 6,306 家次，裁處 162 次；事業深度查核 102-104 年共辦
理 30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優先針對淡水河之忠孝大橋及重陽大橋測站執行改善作為如下。
1.忠孝大橋
針對忠孝大橋上游萬華區及中正區人口密集區，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
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454kg/day、SS 污染量 454kg/day 及氨氮（氨氮）82kg/day。
針對未納戶，利用忠孝礫間現地處理設施就地處理，淨化後放流，預估削減
BOD 1,024kg/day、SS 1,862kg/day，及氨氮 437kg/day。
2.重陽大橋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完成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5,500 戶，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554kg/day
、SS 污染量 554kg/day 及氨氮 100kg/day。
(2)擴大化糞池列管對象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 8 層樓以上列管對象調整為 6 層樓以上，要求每年至
少清理化糞池 1 次，預計列管數將再增加 451 處，削減 BOD 約 1,670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每月稽查迪化污水廠 1 次，估計共 12 次，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BOD 污
染量 3,500kg/day、SS 污染量 300kg/day。
(4)污水處理廠放流水質管理
透過強化淡水河系水質改善專家諮詢會議、學者專家建議及輔導，妥善管
控 污 水 處 理 廠 放 流 水 質 。 預 計 削 減 氨 氮 污 染 量 8,536kg/day 、 SS 污 染 量
2,848kg/day。
(5)未接管戶依法執行裁罰
依下水道法規定，分階段執行未接管戶裁罰。針對住戶無配合接管意願、
法定空地違建未拆，不願地下室改管且不同意壓力接管等 3 類型用戶執行限期
接管計畫，申請者以獎勵方式免費施作污水接管工程。
(6)建築物污水改管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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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建築物地下室化糞池改採重力流接管、污水坑採壓力接管者依化糞池
位置及數量補助經費。
三、新北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在污水下水道方面，新北市政府刻正辦理 15 個行政區之污水下水道主次管網
布設及用戶接管作業，累計至 105 年 3 月底已完成接管 71 萬 4,612 戶。污水截流
方面，污水截流設施分別設置於淡水河、基隆河、新店溪、大漢溪 4 個主要流域
共 22 處截流站，目前各流域截流污水量，隨各區域接管率增加而逐漸減少。此外
，設置操作現地處理設施大漢溪流域三峽、鶯歌、浮洲、湳仔溝、新店溪流域深
坑、秀朗、光復、江翠及淡水河本流溪美等 9 座礫間，設計處理總水量為 10 萬
6,700CMD 及鹿角溪人工濕地、城林人工濕地、打鳥埤人工濕地、浮洲人工濕地、
新海人工濕地（三期、二期、一期）、華江人工濕地等 8 處人工濕地。
2.執行面
執行面採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或功能評鑑）、畜牧糞尿沼液沼
渣資源化、增訂或加嚴放流水標準、劃設總量管制區等整治措施。針對大漢溪之
柑園大橋~新海大橋等污染熱區河段優先執行稽查，102-104 年共計稽查 8,266 家次
，裁處 491 件次；並針對轄內工業區或電鍍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等重點事業進
行事業深度查核（或功能評鑑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119 家次，共計處分 6 家
、勒令停工歇業 1 件、廢止排放許可證 1 件、移送地檢署 1 件；輔導畜牧沼渣沼
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推廣，已於 104 年 12 月辦理 1 場次推廣說明會。
為能改善大安圳水色情形，該市已於 104 年 11 月中旬辦理大安圳真色色度加
嚴管制專家諮詢會議，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依循。此外，該市已於 104 年辦理大
漢溪柑園大橋~新海大橋氨氮、重金屬銅之全面盤查作業，於 105 年度納入總量管
制規劃與推行。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浮洲橋（大漢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 105 年於浮洲橋上游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建設，預計完成 3,000 戶家
戶接管，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302kg/day、氨氮污染量 55kg/day。
預計於 105 年底前完成三峽礫間曝氣處理設施排水截流至三峽河 F 幹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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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
(2)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浮洲橋~柑園大橋事業進行加強稽查管制或輔導，預估削減 BOD 污染
量 40kg/day。
2.新海大橋（大漢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 105 年於新海大橋上游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建設，預計完成 3 萬戶家
戶接管，預估削減新海大橋上游生活污水 BOD 污染量 3,024kg/day、氨氮污染
量 544kg/day。
預計 105 年底前完成塔寮坑溪截流站提升截流量細部設計工作，106 年施
作完成後可減少排入大漢溪污染量。
(2)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新海大橋~浮洲橋河段事業進行加強稽查管制或輔導，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966kg/day。
本署與新北市配合執行塔寮坑溪專案稽查計畫，藉由加強稽查事業及違章
工廠，以遏止污染排入河川造成污染。
3.忠孝大橋、重陽大橋（淡水河本流）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 105 年於忠孝大橋、重陽大橋河段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建設（預計完
成 2,500 戶接管作業，其中忠孝大橋 1,000 戶、重陽大橋 1,500 戶），預估削減
忠孝大橋、重陽大橋河段之生活污水 BOD 污染量 252kg/day、氨氮污染量
45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影響忠孝大橋、重陽大橋河段之事業加強稽查管制或輔導，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29kg/day。
4.推動總量管制
(1)大漢溪（浮洲橋至新海橋）氨氮管制
影響浮洲橋至新海橋河段之氨氮貢獻來源，以湳仔溝為主，其次為塔寮坑
溪，預計以增訂或加嚴放流水標準方式進行氨氮管制。
(2)塔寮坑溪重金屬銅管制
大漢溪重金屬銅濃度超標區域集中於塔寮坑溪，來源主要為印刷電路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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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為電鍍業，預計以加嚴放流水標準方式進行金屬銅管制。
(2)大漢溪（大安圳）真色色度管制
大漢溪下游大安圳河段水色易偏紫、偏紅，預計以加嚴放流水標準中真色
色度進行管制。
四、桃園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工程面採行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
計有復興都市計畫區系統、大溪污水下水道系統、石門污水下水道系統、龜山污
水下水道系統、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共計接管 3 萬 1,327 戶。
截流老街溪延平路老街溪橋至興南堰及興南堰至環北路老街溪橋 2 處排水，
截流總水量為 9 萬 2,100CMD。
現地處理有南崁溪南崁橋上游右岸人工濕地、老街溪新勢公園礫間接觸曝氣
氧 化 工 程 、大 漢 溪 大 嵙崁 段 自 然 水質 淨 化 工 程等 3 處 ，處 理 總 水 量為 4 萬
3,000CMD。
2.執行面
執行面採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增訂或加嚴放流水
標準、劃設總量管制區等，102-104 年共計稽查 8,695 家次、裁處 1,192 次；事業
深度查核 102-104 年共辦理 78 家次。
於 102 年加嚴「桃園縣大坑坎溪放流水標準」，針對事業廢水直接或間接排
入大坑坎溪且許可排放量 1,000CMD 以上之事業，加嚴訂定 2 階段（104 年及 106
年）BOD 及氨氮管制限值。
104 年度完成劃設新街溪及埔心溪廢（污）水排放重金屬總量管制區，並公告
實施「桃園市新街溪及埔心溪流域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南崁溪大檜溪橋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加強稽查列管社區污水下水道 86 家，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395kg/day、
SS 污染量 395kg/day。
推動化糞池定期清理並公告對象名單，要求一年至少清理 1~2 次，預估削
減 BOD 污染量 457kg/day、SS 污染量 457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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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龜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57 家未納管事業用戶輔導申請納管，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21kg/day。
推動現地水質淨化工工程，每日截流處理大檜溪橋上游東門溪支流晴天污
水 1 萬公噸，預計污染削減率為 75%；另針對南崁溪更上游之大埔橋以上河段
，規劃進行水尾排水及菜公堂排水截流及現地處理。
(2)加強稽查管制
加強上游事業稽查管制，並針對排放規模較大或曾有違規紀錄事業進行功
能評鑑或深度查核，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933kg/day。
(3)加嚴放流水標準
針對大檜溪橋上游適用新標準事業，包括龜山工業區、龜山水資源回收中
心 及 華 亞 園 區 ， 加 強 查 核 確 保 符 合 新 管 制 標 準 ， 預 估 削 減 BOD 污 染 量
612kg/day。
(4)推動高科技產業氨氮削減計畫
持續加強稽查含高氨氮事業，督促業者確實操作且符合 105 年放流水加嚴
標準，預估削減氨氮污染量 54kg/day。
2.南崁溪竹圍大橋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 105 年竹圍大橋上游完成桃園系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7,200 戶，預
估削減 BOD 污染量 726kg/day、SS 污染量 726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加強稽查管制，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1,381kg/day。
(3)加強事業氨氮管理
針對竹圍大橋測站含高氨氮事業加強稽查，以督促業者確實操作且符合
105 年放流水加嚴標準，預估削減氨氮污染量 194kg/day。
(4)推動總量管制
南崁溪農地高污染潛勢水利小組主要集中於大檜溪橋下游與竹圍大橋之間
右岸區域，超過灌溉用水標準項目為重金屬銅，105 年度預計針對南崁溪主流
右岸各集污區規劃以劃定總量管制區或放流水標準加嚴之方式進行管制，保護
灌溉水源。
3.老街溪
在污水下水道系統未完成前，推動中上游水質改善現地處理覓地及規劃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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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新增截流至現行新勢新勢公園礫間接觸曝氣氧化設施，有效利用餘裕。
4.大漢溪
推動「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大溪排水水質自然淨化工程」及「大漢
溪大嵙崁段自然水質淨化設施─蘇迪勒風災復原工程」，改善大漢溪水質及確保
板新水質保護區鳶山堰上游水質。
五、新竹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共計接管 4,723 戶。截流排入客雅溪北區/香山區等 7 處污染排水，截流總水
量為 1 萬 4,100CMD。處理運作客雅溪南門溪支流礫間接觸氧化水質改善工程、頭
前溪柯子湖人工濕地、溪埔子人工濕地等 3 處，處理總水量為 4 萬 6,000CMD。
2.執行面
執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等整治措施，針對頭前溪、
客雅溪、鹽港溪等污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查 3,544 家次，裁處 181 次；
事業深度查核重點事業，並強制業者完成改善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37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運作客雅溪北區與香山區 7 處截流站，客雅溪橋上游 4 站，香雅橋上游 3 站，總
截流水量 1 萬 4,100CMD，削減主要排入客雅溪支流生活污水污染量，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116kg/day、氨氮污染量 99kg/day。
2.針對事業進行加強稽查管制，及事業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34kg/day、氨氮污染量 5,118kg/day。
3.客雅溪南門溪支流礫間接觸氧化水質改善工程，處理水量約 6,000CMD，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24kg/day。
4.研擬客雅溪流域重金屬銅加嚴放流水管制標準。
六、新竹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竹北及竹東污水下
水道系統已接管 2 萬 4,856 戶。
運作頭前溪生態公園第一、二期、生態公園第三、四期、生態公園第五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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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東大橋員崠地區生態水質淨化等 6 處人工濕地，處理總水量為 1 萬 9,023CMD。
2.執行面
推動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畜牧糞尿沼液沼渣資源化
、增訂或加嚴放流水標準、劃設總量管制區等整治措施。102-104 年共計稽查
4,910 家次，裁處 304 次，裁罰金額約 2,777 萬元；102-104 年共辦理 12 家次事業
深度查核。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山崎橋（新豐溪）
污染削減策略以加強稽查管制為主，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BOD 污染量 80kg/day
；105 年預計查獲繞流排放 2 家、查獲未列管事業 2 家次，預計稽查成果再削減
BOD 污染量 250kg/day。
2.紅樹林橋（新豐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1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2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20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於紅樹林橋測站上游集污區進行稽查，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2kg/day、SS
污染量 20kg/day；上游茄苳溪集污區稽查畜牧業者，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BOD
污染量 2kg/day、SS 污染量 10kg/day。
3.象鼻橋（新豐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協助 1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總計共 2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20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象鼻橋測站上游集污區進行稽查 6 家次，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BOD 污染量
15kg/day；茄苳溪集污區進行稽查 6 家次，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10kg/day。
4.三聖橋（鳳山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1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2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20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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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裡溪集污區進行稽查 5 家次，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1kg/day。
5.台 15 線鳳山溪橋（鳳山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及現地處理工程
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預計削減台 15 線鳳山溪橋測站上游生活污水
SS 污染量 231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於上游集污區進行稽查 26 家次，預計削減 SS 污染量 30kg/day。
七、苗栗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計有竹
南頭份及頭份交流道污水下水道系統、明德水庫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及苗栗地
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等 3 處，共計接管 2 萬 82 戶。
運作東興橋人工濕地，處理總水量為 5,000CMD。
2.執行面
執行稽查管制及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等整治措施，102-104 年共計稽查
4,014 家次，裁處 325 次；並辦理 9 家次事業深度查核。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尖山大橋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竹南頭份─頭份交流道污水下水道系統處理生活污水，105 年底預計接管
3,700 戶數，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373kg/day、氨氮 67kg/day、SS 污染量
373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33kg/day。
2.南港溪橋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協助 1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政策，總計共 25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量 25kg/day、氨氮污染量 2kg/day、
SS 污染量 28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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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3kg/day。
八、臺中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系統已
完工運作污水處理廠計有福田水資中心（一、二期）、臺中港特定區污水廠、環
山水資源回收中心、山山污水下水道系統、石山山水資源回收中心及 子水資源
回收中心等，累計接管 12 萬 2,324 戶（接管率 18%）。
推動臺中市都會型河川排水污染整治及河道環境改善工程（公館截流站），
目前截流水量為 7,212CMD，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第一期柳川上游（崇德
柳橋至中正柳橋截流工程）設計截流水量為 2 萬 CMD。
完成設置東大溪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東大溪礫間），柳川污染整治及
環境改善工程第一期柳川上游（中華水質淨化場）等 2 處，總設計處理水量為 1
萬 2,000CMD。
2.執行面
辦理事業稽查管制、深度查核、功能評鑑、電鍍業專案管制、造紙業專案查
核、工業區委託查證權，落實自主管理、劃設總量管制區、執行污染源端及水體
端雙向污染源查核作業等整治措施。針對南崁溪大檜溪橋、竹圍大橋等污染熱區
執行，104 年共計稽查 1,540 家次，裁處 232 家次；事業深度查核主要針對轄內重
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者完成改善作業，104 年共辦理 75 家，處分 55 家。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高速公路橋
預估 105 年於高速公路橋上游集污區，經稽查管制或輔導後，約削減污染量
BOD 275kg/day。
2.大度橋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105 年預定新增用戶接管 1 萬 4,000 戶，削減 BOD 1,411kg/day 及氨氮
254kg/day。
補助辦理「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上游段（崇德柳橋─
中正柳橋）已完成試運轉，預估每日可截流 2 萬污水至福田水資中心處理；下
游段（中正柳橋─南屯柳橋）預計於 105 年 9 月底完工，屆時亦可截流 2.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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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污水至福田水資中心處理，預估削減 BOD 2,538kg/day 及氨氮 1,184kg/day。
(2)現地處理設施
於崇德柳橋─中正柳橋設置中華水質淨化場，處理污水量為 1 萬公噸；礫
間 處 理 東 大 溪 2,000CMD 污 水 ， 合 計 削 減 BOD 為 610kg/day 及 氨 氮 為
250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預測 105 年於大度橋上游集污區進行稽查管制，約削減 BOD 污染量
119kg/day 及氨氮 195kg/day。
3.大里橋、溪南橋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105 年子系統（年年大里橋及溪南橋）預定新增用戶接管 5,000 戶，削減
BOD 為 504kg/day 及氨氮為 91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預測 105 年於大里橋上游集污區進行稽查管制，約削減重金屬銅污染量
0.8kg/day。
4.國光橋、樹王橋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105 年福田系統預定新增用戶接管 9,000 戶，削減 BOD 為 907kg/day 及氨
氮為 163kg/day。
5.推動總量管制
推動應特予保護農地水體之重金屬排放總量管制，預計 105 年公告實施「臺
中市詹厝園圳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並完成劃設臺中市詹厝園圳廢（污
）水排放總量管制區。
九、彰化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二林鎮污水下水道系統已執行
接管作業，共計接管 2,197 戶。
該縣現地處理有洋子厝溪沿岸之彰化縣洋子厝溪水質淨化設施─莿桐腳排水
水質淨化工程、洋子厝溪南勢社區人工濕地生態淨水系統及舊濁水溪沿岸之舊濁
水溪污染整治規劃暨水質改善工程計畫─清水溪排水水質改善工程、彰化縣舊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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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溪流域污染削減處理設施工程─溪湖排水等 4 處，處理總水量為 1 萬 8,900CMD
。
2.執行面
執行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劃設總量管制區等整治措施。
針對洋仔厝溪（含東西二、三圳）、舊濁水溪等污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
查 8,044 家次，裁處 763 次；事業深度查核主要針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
者完成改善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307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鹿島橋（舊濁水溪）
(1)推動現地處理設施：
持續操作鹿島橋上游「清水溪排水水質改善工程」，預計削減 BOD 污染
量 35kg/day、SS 污染量 280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協助 5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
地肥分使用政策，總計共 10,0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000kg/day
、SS 污染削減量為 1,125kg/day。
(3)加強畜牧業稽查管制
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1,377kg/day、SS 污染量 2,034kg/day。
2.溪湖橋（舊濁水溪）
(1)推動現地處理設施
持續操作溪湖橋上游「舊濁水溪流域污染削減處理設施」，設計截流處理
水量 6,000CMD，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21kg/day、SS 污染量 36kg/day。
(2)加強畜牧業稽查管制
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BOD 污染量 3,596kg/day、SS 污染量 5,413kg/day。
3.水流公制水門測站（洋仔厝溪）
105 年於水流公制水門測站上游加強稽查，預計削減銅（Cu）污染量 8kg/day
。
4.推動總量管制
推動應特予保護農地水體之重金屬排放總量管制，預計 105 年公告實施「彰
化縣東西二、三圳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並完成劃設彰化縣東西二、三
圳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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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南投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計有魚
池鄉日月潭管理處水社污水下水道系統（206 戶）、魚池鄉日月潭管理處日月污水
下水道系統（221 戶）、溪頭森林遊樂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中興新村（中正）污水
下水道系統（2,758 戶）、中興新村（內轆）污水下水道系統（3,303 戶）、南崗
工業區鄰近社區污水下水道系統（5,000 戶）已執行接管作業，共計接管 1 萬
1,488 戶。
南投縣南投市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工程（第一期）專案管理服務案已規劃截
流處理南投市鄰近牛運堀及和興坑排水截流工程。
運作埔里鎮育英橋下游水質淨化工程（600CMD）、埔里鎮育英橋上游工程水
質淨化（1,500CMD）等 2 處現地處理，處理總水量為 2,100CMD。
2.執行面
執行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畜牧糞尿沼液沼渣資源化、增
訂或加嚴放流水標準、劃設總量管制區等整治措施。針對濁水溪玉峰大橋、濁水
溪集鹿大橋、濁水溪名竹大橋、貓羅溪平林橋等污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
查 1,684 家次，裁處 142 次；事業深度查核主要針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
者完成改善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589 家次；協助畜牧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於
102-104 年共辦理 1 場次宣導說明會，目前正進行推廣作業中。
規劃實施貓羅溪平林橋上游河段流域污染整治計畫，依南投縣點污染源管制
現況，研擬可行之流域污染整治削減策略，分別為短期南崗工業區納管事業放流
水加嚴措施及加強稽查上游列管事業妥善操作廢水處理設施、中期進行生態工程
及截流設施設置及長期貓羅溪上游污水下水道建設完成。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南投市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於 104 年開始第一標管線工程施工，105 年尚無法
接管處理生活污水，預計於集污區內辦理生活污水減量相關宣導活動 10 場次，發
送試用水槽濾網 1,000 份。
2.畜牧廢水處理設施功能評鑑追蹤改善
於 105 年持續追蹤畜牧場廢水處理設施操作改善情形，預計放流水質平均

報 386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BOD 可提升 5mg/L、SS 可提升 15mg/L。
3.加強稽查管制
(1)納管氨氮水質標準加嚴
南崗工業區服務中心自主加嚴區內高氨氮納管水質，預計放流水氨氮水質
可自前 3 年平均 124mg/L 削減至 30mg/L。
(2)執行工業區委託查證
南投縣環保局委託南崗工業區服務中心執行區內事業繞流排放行為查證。
(3)南崗工業區廢水處理廠功能評鑑追蹤改善
105 年持續追蹤南崗工業區污水廠廢水處理設施操作改善情形，預計 BOD
及 SS 放流水質平均可提升至 5mg/L。
4.推動南崗工業區下水道系統用戶下水水質標準加嚴管制
為改善貓羅溪平林橋河段水質，105 年推動「南崗工業區下水道系統用戶下水
水質標準」加嚴管制，針對事業廢水直接或間接排入南崗工業區污水處理廠之事
業進行管制，加嚴納管管制限值（105 年）。
十一、雲林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雲林縣斗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已執行家戶接管共 1 萬 622 戶。
推動設置雲林溪污水截流及新虎尾溪截流工程，截流總水量為 1 萬 1,200CMD
。
運作僑真國小生態園區、北港排水水質淨化工程、新虎尾溪中游人工濕地、
崙背大排水水質淨化工程及雲林溪人工濕地等 5 處，處理總水量為 1 萬 8,950CMD
。
2.執行面
執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等整治措施。針對新虎尾
溪及北港溪流域等污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查 4,842 家次，裁處 348 次；
事業深度查核及功能評鑑主要針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者完成改善作業
，102-104 年共辦理 29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土庫大橋（北港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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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05 年完成斗六系統（年年土庫大橋及觀光大橋）污水下水道用戶接
管 4,000 戶，計削減 BOD 污染量 403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針對 7,500 頭豬隻協助進行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
農地肥分使用，預計削減 BOD 污染 7,500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加強稽查管制、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以期進一步削減，預計稽查成果削
減 BOD 污染量 2,851kg/day。
2.觀光大橋（北港溪）
加強稽查管制及事業進行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以期進一步削減，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76kg/day。
3.雲嘉大橋（北港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針對 3 萬頭豬隻協助進行畜牧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削
減 BOD 污染 3,000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進 行 加 強 稽 查 管 制 、 功 能 評 鑑 或 深 度 查 核 ， 預 計 削 減 BOD 污 染 量
7,077kg/day。
4.海豐大橋（新虎尾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針對 2 萬 1,300 頭豬隻進行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
農地肥分使用，削減氨氮污染 205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進行加強稽查管制、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以期進一步削減，預計稽查成
果削減 BOD 污染量 1,458kg/day、SS 污染量 4,628kg/day。
十二、嘉義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04 年嘉義市執行成果以執行面為主，包括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
評鑑）、畜牧糞尿沼液沼渣資源化、增訂或加嚴放流水標準、劃設總量管制區等整
治措施。針對牛稠溪橋等污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查 361 家次；事業深度查
核主要針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者完成改善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110 家

報 388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次及功能評鑑 5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優先針對朴子溪之牛稠溪橋執行改善作為如下：
(1)污水下水道稽查及化糞池清理
針對社區污水下水道進行稽查採樣，預計削減 BOD 0.08kg/day。
公告要求化糞池定期清理，續計削減 BOD 18kg/day，SS 18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1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總計共 900
頭豬隻，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90kg/day、SS 污染量 101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稽查 50 家次，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106kg/day、SS 污染量 111kg/day。
十三、嘉義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民雄（頭橋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朴子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已執行接管作業
，共計分別為接管 3,663 戶及 2,531 戶。
運作朴子溪流域曝氣系統、蒜頭生態園區、荷苞嶼生態園區、台林橋地下滲
濾工程、內溪洲地表漫流場址、奮起湖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水質淨化工程、大林明
華濕地園區 6 處、完成西結里水質淨化場、以及早知溪水質淨化場 2 處，處理總
平均水量為 21 萬 2,313CMD。
2.執行面
執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等。針對關鍵測站上游、三
疊溪流域等污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查 5,210 家次，裁處 166 次，另辦理
286 家次事業深度查核及完成 12 家功能評鑑。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和平橋、觀光大橋及雲嘉大橋（北港溪）
(1)推動現地處理設施
已完成並運作北港溪支流三疊溪和平橋上游 3 處現地處理設施，預計削減
和平橋測站上游 BOD 污染量 143kg/day、氨氮污染量 47kg/day；完成觀光大橋
上游 1 處現地處理設施，預計削減上游氨氮污染量 104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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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意願業者積極協助業者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該府已著手訂定「嘉義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環境永續維護
管理自治條例」，俟上述條例訂定完成，有助於對未列管畜牧業管制、非屬水
污染管制區之河川或排水路等管制。
(3)加強稽查管制
進行加強稽查工作、深度查核或功能評鑑作業，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BOD
污染量 3kg/day。
2.月眉潭橋（朴子溪）
(1)運作已完成 2 處現地處理設施及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預計削減上游 SS
污染量 1,840kg/day、氨氮污染量 227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及畜牧廢水管理：
預計協助 2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500 頭豬隻，預計 SS 污染削減量為 50kg/day、氨氮污染削減量
為 4kg/day。
該府著手訂定「嘉義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環境永續維護管
理自治條例」，並預定 105 年初完成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發布
。
(3)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SS 污染量 11kg/day、氨氮污染量 5kg/day。
十四、臺南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柳營污水下水道系統、官田污水下水道系統、安平污水下水道系統、虎尾寮
污水下水道系統、仁德污水下水道系統、永康污水下水道系統及鹽水溪污水下水
道系統已執行接管 10 萬 6,824 戶。
運作虎尾寮污水廠截流工程、柴頭港截流工程，截流總水量為 3 萬 3,000CMD
。
現地處理包括月津古港水質淨化場、大腳腿排水水質改善工程、永康大排生
態礫間工程、永康滯洪池礫間接觸曝氣工程、安順排水水質淨化場、三爺溪淨化
場、萬代橋生態礫間淨化工程、仁德滯洪池水質淨化場工程、港尾溝溪滯洪池水
質淨化廠、寮子廍社區水質淨化廠等 10 處，處理總水量為 7 萬 2,90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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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面
執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畜牧糞尿沼液沼渣資源化
。針對各流域等污染熱區，102-104 年共計稽查 1 萬 4,290 家次，裁處 700 次；事
業深度查核主要針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者完成改善作業，102-104 年共
辦理 24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台 19 甲急水溪橋測站（急水溪）
(1)推動現地處理設施：
預計 105 年於台 19 甲急水溪測站上游完成大腳腿水質淨化場，完成後削減
生活污水 BOD 污染量 240kg/day、SS 污染量 500kg/day 及氨氮 140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13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1,970 頭豬隻，2,325 頭牛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2,205kg/day
、SS 污染削減量為 3,011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稽查 760 家次，估計削減 BOD 污染量 79kg/day、SS 污染量 69kg/day
。
2.豐化橋、太平橋及鹽水溪橋（鹽水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 105 年於太平橋測站上游完成現地處理設施及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
程，完成後削減 BOD 污染量 231kg/day、SS 污染量 156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3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1 萬 7,33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733kg/day、SS 污
染削減量為 1,950kg/day 及氨氮 169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稽查鹽水溪 1,300 家次，削減 BOD 污染量 276kg/day、SS 污染量
41kg/day。
稽查太平溪橋上游污染源，估計稽查檢測 28 家，削減 BOD 污染量
133kg/day、SS 污染量 102kg/day、氨氮污染量 7,651kg/day。
稽查鹽水溪橋上游污染源，估計稽查檢測 4 家次，削減 BOD 污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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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g/day、SS 污染量 3kg/day。
3.南雄橋、石安橋、網寮橋、五空橋及永寧橋（二仁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 105 年於五空橋測站上游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共削減 BOD 污
染量 201kg/day、SS 污染量 201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3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再利用政策，總計共 2 萬 3,999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2,400kg/day、
SS 污染削減量為 2,700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105 年於二仁溪預計稽查 820 家次，預計稽查成果削減 BOD 污染量
5kg/day、SS 污染量 9kg/day。
稽查網寮橋上游污染源，估計稽查檢測 5 家次，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295kg/day、SS 污染量 1kg/day。
稽查五空橋上游污染源，估計稽查檢測 56 家次，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34kg/day、SS 污染量 34kg/day。
稽查永寧橋上游污染源，估計稽查檢測 1 家次，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0.9kg/day、SS 污染量 0.6kg/day。
4.推動總量管制
預計 105 年推動鹽水溪污染削減，包含加速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推動截流
設施建設、加強事業稽查管制、畜牧廢水再利用等措施，或以加嚴放流水標準方
式進行氨氮管制。
預計 105 年推動三爺溪流域氨氮及重金屬銅排放總量管制。
十五、高雄市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高雄市目前推動公共污水系統有高雄污水區、楠梓污水區、臨海污水區、鳳
山溪污水區、大樹污水區、旗美污水區及山山橋頭污水區等 7 個主要的污水區，
截至 105 年 2 月份全市污水管網長度 1,214 公里，累計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戶
數 39 萬 4,881 戶，用戶接管率 36.81%。
為加速生活污水妥善處理，針對阿公店溪、鳳山溪、愛河下游及高雄港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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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流或雨水下水道截流晴天污水。
運作高屏溪（大樹舊鐵橋竹寮溪溝）舊鐵橋人工濕地及竹寮溪溝礫間氧化設
施、阿公店溪河華橋礫間氧化設施、愛河上游九番埤人工濕地及檨仔林埤接觸曝
氣等現地處理設施及辦理愛河微笑公園礫間淨化場功能提升。
2.執行面
執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等整治措施。針對轄內八大
流域之關鍵測站及熱點名單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查 1 萬 2,989 家次，裁處 837
次；事業深度查核主要針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者完成改善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65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二層橋（二仁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於上游協助 4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沼渣沼液作
為農地肥分使用，總計約 2,9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400kg/day、
SS 污染削減量為 326kg/day 及氨氮污染削減量為 27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65kg/day 及 SS 污染削減量為 126kg/day。
2.古亭橋（二仁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於上游協助 2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
作為農地肥分使用，總計約 8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80kg/day、
SS 污染削減量為 90kg/day 及氨氮污染削減量為 7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42kg/day 及 SS 污染削減量為 273kg/day。
3.崇德橋（二仁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於上游協助 2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
用，總計約 10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00kg/day、SS 污染削減量
為 112kg/day 及氨氮污染削減量 9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57kg/day 及 SS 污染削減量為 110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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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雄橋（二仁溪）
稽查畜牧場廢水處理，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9kg/day、SS 污染量為 17kg/day
；另外停養或撤銷許可約 2,000 頭豬隻，預計削減 BOD 污染 200kg/day、SS 污染
量 225kg/day 及氨氮污染量 19kg/day。
5.阿公店橋（阿公店溪）
阿公店橋目前上游仍有 3 家事業停工中，事業復工後將變更許可為貯留，預
期 SS 污染削減量 415kg/day。
6.前州橋（阿公店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及加強畜牧廢水管理
預計 105 年協助 7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
地肥分使用，總計約 4,9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490kg/day、SS 污
染削減量為 551kg/day 及氨氮污染削減量 47kg/day。此外輔導停養 5,000 頭豬隻
，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500kg/day、SS 污染量 562kg/day 及氨氮削減量
48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62kg/day、SS 污染削減量為 119kg/day。
7.舊港橋（阿公店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協助 2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
地肥分使用，總計約 1,0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00kg/day、SS 污
染削減量為 112kg/day、氨氮污染削減量為 9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30kg/day 及 SS 污染量為 48kg/day。
8.推動總量管制
105 年預定針對阿公店溪與後勁溪事業、工業區密集處，劃定總量管制區或放
流水標準加嚴之方式進行氨氮管制。
十六、屏東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屏東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恆春鎮污水下水道系統已執行接管作業，共計接管 2
萬 8,476 戶。並於屏東市及恆春鎮分別完成 22 處及 1 處污水截流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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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海豐人工濕地、麟洛人工濕地及圳寮人工濕地等 3 處現場處理設施，處
理總水量為 2 萬 5,913CMD。
2.執行面
執行加強稽查管制及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針對東港溪及高屏溪等污
染熱區執行，102-104 年共計稽查 3,426 家次，裁處 369 次；事業深度查核主要針
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強制業者完成改善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7 家次。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九如橋（高屏溪）
預計協助測站上游畜牧業者推動畜牧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再利用政策，總
計共 2 萬 1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2,010kg/day。
2.昌農橋（高屏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根據屏東縣政府 103 年「屏東縣污水下水道系統執行概況」昌農橋測站上
游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 6 萬 1,972 戶，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87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 105 年協助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1 萬 1,5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150kg/day。
3.興社大橋（高屏溪）
(1)推動現地處理設施
預計 105 年於興社大橋測站上游完成東港溪（明治溪）人工濕地現地處理
工程，設計處理水量 8,000CMD，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04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總計共 2 萬 2,0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2,200kg/day。
4.港西抽水站（高屏溪）
預計 105 年於港西抽水站測站上游完成東港溪人工濕地現地處理設施，設計
處理水量 8,000CMD，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04kg/day。
十七、宜蘭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宜蘭及羅東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已執行接管作業，共計接管 42,626 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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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濕地及梅花湖地區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設置工程，總處理水量為 2,240CMD。
2.執行面
102-104 年共計稽查 3,360 家次，裁處 222 次；並辦理 13 家次事業深度查核及
強制改善；此外，另訂定「宜蘭縣廢（污）水排入農田灌排系統加嚴放流水標準
」，並完成「得子口溪七結橋上游總量管制」之規劃及評估。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七結橋
(1)改善現地處理設施
恢復三民濕地原有功能並進行操作，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30kg/day、SS
污染量 80kg/day。
(2)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5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5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50kg/day 及 SS 污染削減量
為 56 kg/day。
(3)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上游畜牧業加強稽查管制，預估削減 BOD 污染量 125kg/day 及 SS 污
染量 762kg/day。
(4)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
針對事業進行加強稽查管制、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預估削減 BOD 污染
量 158kg/day 及 SS 污染量 1,556kg/day。
2.時潮橋
進行加強稽查管制、功能評鑑或深度查核，預估削減畜牧廢水及事業廢水 SS
污染量分別為 1,311kg/day 及 1,594kg/day。
3.南方澳漁港
預計於 105 年完成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周邊污水截流工程，設計截流水量為
979CMD ； 完 成 南 方 澳 漁 港 聚 落 式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設 置 工 程 ， 設 計 處 理 水 量 為
900CMD。
十八、花蓮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104 年 12 月底花蓮縣統計接管戶數為 12 萬 4,956 戶，普及率為 24.07%；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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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壽抽水站人工濕地」、「嘉新村、嘉里二號橋人工濕地」、「吉安溪一期水
質改善工程」、「吉安溪二期水質改善工程」等人工濕地。
2.執行面
執行稽查管制及放流水採樣作業、畜牧業功能性查核、列管事業功能評鑑、
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與運作、水環境教育宣導等管制措施，102-104 年已完成 2,210
家次事業稽查、524 家次事業放流水採樣，4 場次畜牧業功能性查核、7 場次列管
事業功能評鑑並持續推動水污染防治宣導及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新生橋（美崙溪）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2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再利用政策，總計共 1,000 頭豬隻，另減少豬隻畜養 300 頭，預計 BOD 污染削
減量為 130kg/day、SS 污染削減量為 144kg/day。
2.中正橋（美崙溪）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預計 105 年於中正橋站上游完成 4,500 戶接管後削減中正橋上游生活污水
氨氮污染量 81kg/day。
(2)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及畜牧減養
預計協助 2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1,000 頭豬隻，另減少豬隻畜養 300 頭，預計氨氮污染削減量為
12kg/day。
十九、臺東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臺東縣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104 年共計已接管 475 戶。
此外，運作太平溪人工濕地、東海濕地、鹿野新良濕地、關山人工濕地等 4
處，處理總水量為 1 萬 500CMD。
2.執行面
執行加強稽查管制、事業深度查核（功能評鑑）。102-104 年共計稽查 700 家
次，裁處 55 次；事業深度查核主要針對轄內重點事業進行，並要求業者完成改善
作業，102-104 年共辦理 6 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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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年整治規劃
(1)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預計協助 1 家次畜牧業者推動畜牧糞尿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
使用，總計共 1,000 頭豬隻，預計 BOD 污染削減量為 100kg/day。
(2)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上游排放大戶進行稽查管制，預計削減 BOD 污染量 877kg/day。
二十、澎湖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辦理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等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系統計
已完成 466 戶及 4 處指定場所接管作業。
該縣水質自然淨化系統工程，有 3 處人工濕地自然淨化系統之火燒坪、觀音
亭及通信營自然淨化工程；3 處非點源污染自然淨化系統者，則有成功水庫集水區
（同心湖）、紅羅、水庫東北角非點源自然淨化設施三處。
2.執行面
102-104 年共計稽查 1,277 家次，162 家次採水檢驗；並辦理 66 家次事業深度
查核。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加速推動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含污水截流）
澎湖縣馬公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工程─主次幹管工程第一標，已於 104
年 11 月 30 日開工，預計 109 年完成接管戶數約 3,605 戶，每日可處理 2,980 噸污
水量。
2.加強稽查管制
加強成功水庫集水區內之列管事業單位稽查。
3.水庫集水區雨污分流
辦理成功、興仁、東衛等 3 座主要水庫集水區雨污水分流系統改善計畫，目
前已完成東衛往大城北之澎 21 號道路沿線地區之規劃設計，將於 105 年辦理發包
施工。
4.非點源自然淨化措施維護及水庫集水區植栽復育
維護及操作非點源自然淨化措施，包括：觀音亭、通信營、同心湖、紅羅越
域及成功水庫─東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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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於湖庫及溝圳四周栽種低落葉量植栽，改善落葉造成水庫優養化問題。
二十一、金門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截流工程及現地處理為主要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目
前已完工運作中共計 22 處，共計接管 9,979 戶；金城鎮浯江溪口 1 處、金湖鎮山
外溪 7 處等截流工程，截流水量共計約 1,850CMD；料羅新村人工濕地，處理水量
約為 50CMD。
2.執行面
完成 1,085 家次事業稽查、372 家次事業放流水採樣，32 場次畜牧業功能性查
核、3 場次列管事業功能評鑑。
(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
持續建構套裝污水處理設施，預計將接管 368 戶。
2.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水庫上游區域事業及污水下水道進行稽查及採樣，
3.水庫污染源調查與分析工作
針對水庫週邊環境及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分析影響金門縣轄內水庫之主要污
染來源；另評估小金門水庫遮光控藻試驗計畫成效。
4.含磷污染源頭減量
加強無磷清潔劑宣導活動，並推動宣導合理化施肥作業，減少非點源污染排
放量。
二十二、連江縣
(一)水污染防治執行成果
1.工程面
推動污水下水道及水庫浚渫工程為主要整治措施，其中污水下水道目前已完
工運作中共計 10 座，共計接管 2,176 戶；浚渫工程包括勝利水庫浚渫工程，共計
清理 12,803 立方公尺淤泥。
2.執行面
近二年已完成 55 家次事業稽查、47 家次事業放流水採樣，並持續推動水污染
防治宣導及相關教育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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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 年整治規劃
1.加速推動污水下水道工程（含污水截流）
協助輔導 10 座新設尚未運作之污水處理設施完成相關文件辦理。另針對軍方
營區持續推動簡易型污水處理設施設置，並規劃污水截流，以減少污染排放。
2.加強稽查管制
針對水庫上游區域事業及污水下水道進行稽查及採樣。
3.水庫污染源調查與分析工作
針對水庫週邊環境及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分析影響連江縣水庫之主要污染來源。
4.含磷污染源頭減量：
推動無磷島計畫，並宣導合理化施肥作業，減少農業施肥之非點源污染排放量。
陸、結語
本署將持續積極督促及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河川污染包括生活污水、事業廢水
及畜牧廢水等 3 大污染源，執行各項污染削減措施及策略：
一、事業廢水污染削減策略與措施
(一)請地方政府依本署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水污法相關子法規定，針對繞流排放
、未經許可排放等情節重大案件，勤查重罰，追繳不法利益，有效遏止事業違法行
為及僥倖心態。
(二)針對中度及嚴重污染河川，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加嚴放流水標準或污染總量削減管
制。
(三)針對特予保護農地水體，持續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特予保護農地水體之重金屬排
放總量管制。
二、生活污水污染削減策略與措施
(一)強化與內政部營建署合作與聯繫，削減生活污水污染。
(二)對於短期下水道未到達區域，因地制宜採截流沿岸生活污水至公共污水處理場處理
或以人工溼地或礫間氧化處理，削減排入河川污染
三、畜牧廢水污染削減策略與措施
推動畜牧廢水污染削減，與農政單位及地方政府合作，進行畜牧糞尿經厭氧發酵產
生之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
藉由對河川三大污染源污染削減及管制措施，以改善提升中度、嚴重污染關鍵河川
（段）水質改善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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