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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委員 乃昉
1.台中地區採分散式設置水井，各場站之 台中地區備援水井主要是補充水壓或水量不足的地區
淨水及加壓設備宜有所著墨，如何聯結 或管線末端，所以選擇的鑿井地點大部分是依上述需求
入既有管網宜加補述。
選定,所以台中地區是採用分散式建置水井，由於台中
地區整體地下水質尚屬良好，依本處台中給水廠現有深
井出水操作模式，都是將加次氯酸鈉的井水直接打入送
水管內補充供水，本備援水井亦將循此操作模式出水，
故不需再另設淨水場及加壓設備，至於各站井水如何聯
結既有管網可詳第六章基本設計成果與檢核新鑿深井
各場站平面配置圖(圖 6-1～6-31)P34-49。
2.各井之施設條件宜加補充並列表呈現， 本基本設計報告工程費係以概估方式編列，各場站細設
以客觀估算所需工程費用。
時會依據現場條件及鑿井深度酌予調整編列預算。
3.欲抽取地下水在法令部分應先申請地下 已有六口已申請水權，四口辦理中(詳表 8-1)P56，其
水抽取水權，確保可以執行。
他將依各案用地取得情形陸續提出辦理。
二、林委員 岳
1.要有「摘要」編列在最前面。
已補充摘要已報告前面。
2.本案目標鑿 34(或 32)口深井，其定位為 本案為常態備援水井，備援水量目標設定為台中地區每
何，水利署中水局亦辦理深井工程 30 日 7 萬立方公尺，其定位為提升常時用水品質，啟動時
口(2 口備用)，2 者有無競合？
機主要為原水濁度高、供水管網水壓不足或尖峰用水
時。水利署中水局辦理的為緊急備援井，其定位為抗旱
救急使用，啟動時機為依水情警戒標準、自來水停止及
限制供水執行要點，實施第一階段限水時。兩者並無競
合，但中水局辦理的緊急備援井與既有供水系統銜接之
新設原水導水管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將來仍由台灣自
來水公司辦理，台中地區目標於 109 年完成緊急備援水
量 8 萬立方公尺。
3.深井出水總量設定 7 萬噸，將來四區應 常態備援水井故名思議已列入本公司經常性的供水水
有所謂營運管理操作方面之 SOP。
源，並在每口井設水量計計量，其操作 SOP 依本公司一
般深井的管理營運及維護模式辦理。
4.P.13 表 2-3 係環保署 2016 年台中地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水質監測臺中市監測井除豐原
地下水質監測數據表，有部分超標，文 國小井深 70 公尺外，其餘井深均在 50 公尺以內)，其
內僅續述台中給水廠之轄內深井水質資 監測範圍屬淺層，與本計畫鑿井深度 200～250 公尺深
料，應無法代表整個台中地區之水質。 的水質會有很大落差，故環境保護署環境水質監測數據
僅供參考，可作為含水層上層井管與鑽孔裸壁間是否以
皂土水泥漿封孔之參考。已補充大里、太平區現有深井
水質資料。P15-18
5.P.35 表 8-1 各項工程預定執行年度 遵照委員意見辦理。詳表 8-1(P56)
表，建議依據土地取得(含進出水管路)
難易度、地方居民抗爭、廠商施工能力
等因素，安排施工順序及期程。

6.P.37 表 9-2 深井工程為 34 口或 32 口
請再確認。
7.P.39 招標方式，各場站獨立 1 標方式辦
理，共分 32 標，請檢討其可行性。
三、許委員 端銘
1.P.24 第 12 行，3、新鑿深井水量評估，
以每人每日需水量 0.3CMD 推估，因節水
措施均以每人每日需水量 0.25CMD 估
算。
1 每口深
2.P.24 第 15 行，4、鑿井內容，○
井深度約 250m、井徑 400mm、出水量約
為 2,000～3,000CMD。依本報告第 12 頁
表 2-1 計畫鑿井位置附近地下水文參數
表，其單位洩降出水量(Q/S)及導水係數
(T)數值均良好，水井如導水係數(T)大
於 1cmh/m ， 單 位 洩 降 出 水 量
(Q/S)>40cmh/m，出水量均可達 6,000
CMD。依本公司工程規劃出水量為 2,000
2 其所需
～3,500CMD，井徑 300mm 即可 ○
場站面積約為 36 平方公尺(長 10 公尺寬
3.6 公尺)，而第 28 頁圖 6-1 新鑿深井
各場站平面配置圖所標示寬度 4.6 公尺
似有誤差。建議深井井地面積增大，因
場站內又要安置加藥桶，且將來維修抑
或再鑿深井時諸因素均要考量。
3.P.25 3、設計內容 a.5,000 噸調節池ㄧ
座(長 45m×寬 27m，高 4.2m)，與第 29
頁所示 6.2 備援調節池工程平面圖為圓
形水池有異。
4.P.31~P.33 水力分析圖，調節水池最小
時要進水，最大日不出水亦不進水，所
分析似將水池當作水源點，請修正。

5.P.35 捌、施工進度安排與工期分析，每
口井施工期限 4 個月，建議可再縮短，
因深井施工噪音及ㄧ些反對異議，容易
發生不必要紛爭。機電及用電申請和復
原亦同。
6.P.37 表 9-2 直接工程費，深井每口單價
500 萬，單價是否太低。因第 27 頁圖 5-1
深井剖面標準圖所示，井管為不銹鋼
管，且管厚 8mm；ㄧ般均採用 6mm，加強
厚度是否有其他因素。

其中廍子公園及太平光興路兩站各鑿 2 口深井，故總鑿
井口數為 33 口。
已發包 8 件，經詢問廠商意見，大部份建議維持一處一
案方式辦理發包。
已遵照委員意見辦理(P29)。

1 為統一材料規格以利各場站必要時可互相支應，故本
○
工程井徑仍採用 400mm，出水量將以濾管長度來做調整。
2 鑿井用地位於公園內的，其使用面積需配合台中市政
○
府對每口井可同意使用面積而定，公園內每口井使用面
積目前暫定為長 10m、寬 5m(50 平方公尺)，已於圖 4-2
修正相關尺寸。為不影響將來洗井維護作業之進行，井
位均選在靠近大馬路邊，其站體圍籬均採用活動鋅鍍 C
型鋼組合而成並以螺栓固定於地面(站體圍籬示意如圖
4-3)P29，洗井維護時圍籬可拆御，完成後再組裝回去
即可，因在公園內鑿井將來如需重鑿仍需向台中市政申
請同意。

已修正為圖 6.31 備援調節池工程平面圖已修正為長方
形(P49)。

調節池水源係由場內新鑿深井 1 及深井 2 抽水流入，再
由調節池分南北兩路加壓出水，所以不論最大時、最小
時及最大日用水量均由調節池加壓供應，水源深井 1 及
深井 2 已標示於水力分析圖上，詳圖 6-32～ 6-34
（P51-53）。
因為鑿井廠商家數不多，為讓工程能順利發包，原評估
一口井施工工期為一年，後來考量施工期限以及整體計
畫的施工進度，才縮短為 8 個月，如果再縮短工期，已
得標廠商恐沒有能力再參與投標，為讓已得標廠商仍有
意願再參與投標，建議不宜再縮短工期。
依據目前已發包的 8 件工程，每口井單價均在 500 萬以
內。後續將視工程發包情形再調整預算，井管厚度本處
會再檢討。

7.部份的份應改為分如 P.16 第 13 行、P.22
倒數第 2 行、P.35 第 4 行。
四、張委員 裕浩
1.常態備援水井是否應優先針對水壓不足
地點先設置，如烏日及霧峰地區若可處
理鐵錳偏高情形，是否可優先考慮。

已遵照委員意見修正。

本計畫鑿井地點係依此原則辦理，至於烏日及霧峰雖處
鐵錳含量偏高地區，本計畫仍有列入如烏日五號井自治
公園及霧峰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舊正水規所附近、舊
正 3 號井、吉峰里等。
2.新社苗圃用地應已解決，請考量優先施 已在辦理設及編列預算中。
作。
3.新鑿深井各場站平面配置應增加面積， 除公園用地需配合台中市政府對每口井可同意使用面
以利後續維護操作。
積之限定外，其餘用地取得面積會遵照委員意見考量增
加。
4.河川公地水量補充大、亦較無民眾抗爭 已有考量，但因用地取得不易而作罷，目前只有選在霧
疑慮，可考慮作為新鑿深井地點。
峰區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旁位於草湖溪畔的未登錄地
計畫辦理鑿井，該筆土地已在辦理用地登錄中。
五、謝委員 張浩
1.有關監測水質總酚超標部分，請再檢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水質監測臺中市監測井屬淺層
監測井(約 70 公尺內)，其總酚超標可能是由地面污染
源滲入所致，但因本計畫各站鑿井深度約在 200～250
公尺，與其監測範圍相距甚遠，將來鑿井可視需要將含
水層上層井管與鑽孔裸壁間採用皂土水泥漿封孔。
2.P.35 表 8-1 各項工程預定執行年度表 已遵照委員意見重新整理預定執行年度表。詳表
太過粗略，請再修正，以利掌握各項工 8-1(P56)
程進度。
3.鑿井位置使用面積須考量後續維護操作 除公園用地需配合台中市政府對每口井可同意使用面
之便利性及配電設備、加藥設備、監控 積之限定外，其餘用地取得面積會遵照委員意見考量增
設備之空間。若腹地夠大對於後續井體 加。
濾管衰退須就近重鑿深井亦有幫助。
4.備援調節池之水源從何而來並無交代， 已於圖 6-31 備援調節池計畫平面配置圖補繪(P49)，另
於水利分析圖中亦無呈現，請再補充。 水力分析圖已補註深井一及二(P37-39)。水池旁兩側各
另備援調節池外圍應有 3m 寬之空地，以 留有 5 公尺寬通道，各供深井維護機具進出。
利後續維護時之機具進出。
5.備援調節池之水利分析圖中，北送管線 北送管線已增設 2-7.5HP 抽水機，相關水力分析圖已修
之水壓不足，請再另外考慮加壓。
正。
6.應將地層下陷之監測納入各項鑿井工程 未發包鑿井工程將遵照委員意見，於細設時將監測納
內，以利後續營運階段與民眾說明，取 入。
信當地用戶並減少抗爭。
六、水質處：
P.13 表 2-3 總酚監測數值均超標，亦無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水質監測臺中市監測井屬淺層
過淨水廠處理，應審慎評估。
監測井(井深約 70 公尺內)，其總酚超標可能是由地面
污染源滲入所致，但因本計畫各站鑿井深度約在 200～
250 公尺，與其監測範圍相距甚遠，將來鑿井可視需要
將含水層上層井管與鑽孔裸壁間採用皂土水泥漿封孔。

摘要
依據行政院前瞻基礎計畫--水環境建設「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
計畫」核定本，爰辦理本「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常態備援水井(台
中地區)(106~109 年)」之基本設計。
依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105)，中部區域現況自來
水總用水量約 227.2 萬 CMD，供水能力約 233.1 萬 CMD，尚可因應，
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推估至民國 110、120 年分別為 257.6、265.0
萬 CMD，供水缺口為 24.5、31.9 萬 CMD，仍需開發新興水源，以為
因應。地面水依據經濟部中區水資源局「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
工程」期末報告之分析評估，若聯合運用水源工程於 114 年完成後
並配合「后里第一淨水場(20 萬 CMD)」及豐原廠改善完成後尚需配
合供水輸出管線改善，才有裕餘水量可供支應。對備援計畫緩不濟
急，經評估水源選定採用地下水。
為加強地下水與地面水聯合運用，並依據民國 100 年台中盆地
地下水調查研究成果，台中地區安全出水量每年約 4 億立方公尺，
地下水可再開發量每日約 15 萬立方公尺(每年約 0.55 億立方公
尺)，故計畫於台中地區新鑿 33 口深井，提供每日 7 萬立方公尺常
態備援水量，以提高台中地區自來水系統常態供水穩定度，加強管
線末端復水能力，並於太平區光興路等高地區設置 5,000 噸備援調
節池，以改善部分水壓不足及減量供水的問題，進而提升用水效率
及改善供水品質。
本計畫將依工程性質及部份深井用地承租及取得時間分別辦理
施工，預計分 4 年執行本計畫，計畫期程為 106 年至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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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工程緣由
1.1 計畫緣由
臺中地區近年來在各方面發展突飛猛進，民生及工業自來水
需求量與日俱增，目前主要供水模式係由石岡壩、鯉魚潭水庫
取用地面水經豐原給水廠及鯉魚潭給水廠淨水處理後聯合調
度，採重力自然流供應至各供水轄區，供應範圍涵蓋整個台中
地區及支援部分苗栗、彰化地區之用水，其供應範圍廣大，鑑
於水資源開發日益困難，地下水資源利用漸趨重要，因此，「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於水與發展項下推動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
以減少移用農業用水及不進入第三階段限水為目標，可望有效
降低缺水風險，確保國家穩定發展。
依據行政院 106.07.10 院臺經字第 1060022840 號函（如附
錄一），前瞻基礎計畫--水環境建設「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
畫」核定本，爰辦理本「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常態備援水
井(台中地區)(106~109 年)」之基本設計。

1.2 規劃理念
台中地區依據民國 100 年台中盆地地下水調查研究成果，安
全出水量約每年 4 億立方公尺，地下水可再開發量約每日 15 萬
立方公尺(每年約 0.55 億立方公尺)。目前台中盆地多數區位地
下水水質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僅大肚山台地部分區域、后里
台地部分區域、清水平原地下水區、台中盆地的霧峰及烏日一
帶，地下水的鐵、錳含量偏高，井位規劃時已避開上述區位。
本計畫基本設計理念對供水水源係以加強地下水與地面水
聯合運用為主，計畫於台中地區新鑿 34 口深井，提供每日 7 萬
立方公尺常態備援水量，以提高台中地區自來水系統常態供水
穩定度，加強管線末端復水能力，並於太平區光興路等高地區
-1-

設置 5,000 噸備援調節池，以改善部分水壓不足及減量供水的
問題，進而提升用水效率及改善供水品質。有關台中地區地下
水常態備援水井及 5,000 噸備援調節池其工程位置如圖 1-1。

圖 1-1 台中地區地下水常態備援水井及調節池工程位置圖

1.3 工程目的
為加強地下水與地面水聯合運用，於台中地區尋覓適當地點
(以公有地為主)增鑿深井，做為常態備援水量，台中地區常態
備援水量目標設定為每日 7 萬立方公尺出水量，以增加台中地
區自來水系統常態供水穩定度，改善部分水壓不足及減量供水
問題，加強管線末端復水能力，以提升用水效率及供水品質。

-2-

故常態備援井定位為提升常時用水品質，啟動時機主要為原水
濁度高、供水管網水壓不足或尖峰用水時。

貳、 基地及周圍環境分析
2.1 地理位置
鑿井基地位在台中地區，與周邊相對的地理位置，北與苗栗
縣接壤，南與彰化縣、南投縣為鄰，東與台中市東勢區相隔及
豐原區、潭子區、北屯區、太平區、霧峰區等區內台地邊緣為
界，西臨臺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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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台中地區鑿井基地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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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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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2-2 基地範圍地形圖
基地大部份位於台中盆地，範圍內主要地形分區包括北部的
豐原沖積扇，中部的太平沖積扇及南部的烏溪沖積扇。其周圍
地形區則有西北端之大甲溪沖積平原，北邊之后里台地，東側
之東勢丘陵地、豐原丘陵地及西側之八卦台地和大肚台地。(如
圖 2-2)
基地範圍內各地形分區分述如下：
1.豐原沖積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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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沖積扇分布於台中盆地之北部，豐原區至台中市區之
間，此間之地形等高線均呈扇狀分布。此扇扇頂在翁社附近，
高度約 260 公尺，向西南地勢逐漸減低，扇端在台中市區附近
標高約 50~60 公尺。因東西兩側受大肚台地與豐原丘陵所限，
形成東西寬 10 公里，南北長 20 公里間之長方形沖積扇。此扇
之扇面尚未被切割，大致保存完整。
2.太平沖積扇
太平沖積扇位居台中盆地之中部，分布在台中市區與霧峰區
之間，呈南北延長約 12 公里、東西寬約 3 公里之長方形聯合
沖積扇。太平沖積扇為東邊丘陵地溪流之聯合沖積扇，包括大
坑溪、廓子坑溪、頭汴坑溪及草湖溪等所形成者，地勢呈北高、
南低，其扇頂高度北方 160 公尺，南方約 100 公尺，扇端高度
最低約 55 公尺。本沖積扇之扇面，由東向西緩傾，扇面尚稱完
整。
3.烏溪沖積扇
烏溪沖積扇係一左右不對稱之偏形沖積扇，扇頂於烏溪公路
橋附近，高度約 95 公尺，右扇展開至霧峰喀哩附近，左扇發育
於下茄荖、頂茄荖、新莊、草屯、林子頭、內轆附近，其高度
110~50 公尺。烏溪本為東西流路，一出山地進入台中盆地則向
西北分出許多放射性分流，而呈顯著之網狀流路。此種分流群
之偏向乃受盆地出口位置之影響。
4. 大肚台地
大肚台地北自大甲溪南岸，南止於大肚溪的北岸，介於清水
隆起平原與台中盆地之間。大肚台地南北長約 21 公里，東西最
寬處約 8 公里，為一南北延展之長條形台地。本台地係一傾動
之台地，地形上為一長方形平緩山嶺，西坡急陡及東坡緩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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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地中央頂部為平坦地，平均海拔高約 180 公尺，最高的地
方可達 310 公尺，自山脊線向東西兩側傾降，東翼最低處海拔
約 40 公尺；西翼最低處海拔 10 公尺。台地東側坡呈緩斜，逐
漸低降入台中盆地，與盆地間並無明顯界線。台地西坡傾斜較
大，以彰化斷層(清水斷層)與清水隆起平原相接，另在南北兩
端邊緣分別受大肚溪及大甲溪截切造成陡崖。

2.3 地質
紅土台地堆積層(Q3)
沖積層(Q6)

表新鑿井地點
表新設調節池
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

圖 2-3 基地範圍區域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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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區域地質分區(如圖 2-3)，台中盆地及周圍地區可分為東
緣麓山帶岩盤區、台中盆地沖積層堆積區及西緣大肚台地和八
卦台地岩盤區，前者以車籠埔斷層和盆地沖積層為界，而後者
則以紅土台地堆積層和盆地沖積層分隔。其地質分區敍述如下：
1、紅土台地堆積層(Q3)
本層由礫石、砂、黏土組成，礫石以砂岩及石英砂岩為主，
直徑由數公厘至一公尺，一般層厚在 10 公尺以下，最厚可達十
幾公尺，為古河相沉積物。本層以不整合覆於頭嵙山層之上，
主要分佈於大肚台地及八卦台地東斜面及西斜面上，形成廣大
且低緩的斜坡面，地形上相當平緩，目前有小溝渠發育於其上，
呈現東西流路，斜坡面上仍保有層厚不到一公尺的紅土層，是
認定此台地面之主要證據。由台地堆積層內砂岩經熱螢光定年
結果，顯示紅土台地堆積層之年代在八萬三千年至十萬年之
間，再由大肚山背斜及八卦山背斜將此階地面褶曲成背斜構
造，可推測在階地面形成後，中部地區的地殼活動，彰化斷層
的逆衝及其上盤岩層的褶曲，才形成今日的地貌。
2、沖積層(Q6)
本層為近期河流堆積之產物，岩性以礫石、砂及泥，主要分
佈在現有河流的河床、台中盆地、大肚台地及八卦台地西側的
沖積平原。
3、山麓斜面堆積層
本層分佈於八卦台地及大肚台地兩翼坡度較緩處，大部分為
植被所掩覆。本層岩性以礫石、泥為主，是台地物質(主要為頭
嵙山層岩層)受侵蝕再堆積而成，推估其年代為晚更新世至全新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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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斷層
台中盆地周圍的主要地質構造線有車籠埔斷層、彰化斷層及
大肚山背斜和八卦山背斜，上述這些構造線大致呈南北走向。
另外，大致呈東西走向的構造線，則有大肚溪斷層。

2.5 地下水文
1、水文地質
依據臺灣地區地下水觀測網第三期 94 年度計畫(臺糖，
2005，中央地調所委辦)中以台糖建置之水井資料及水利署現有
觀測井資料(如圖 2-4)，說明台中盆地水文地質之特性。

資料來源：台糖 2005

圖 2-4 台中地區觀測井及水文地質剖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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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糖 2005

圖 2-5 台中盆地北部水文地質剖面圖
由北剖面八口水井資料(如圖 2-5)，皆位於台中北盆地上。
根據各井地層資料顯示，台中盆地之地下地質在深度 200m 內多
由礫石層組成，淺層(50m 以內)由較粗之礫石組成，深部地層礫
石粒度有變細之趨勢，往南至南屯-烏日一帶深部地層開始有礫
石質粗砂及少數之泥層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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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剖面地層資料，台中盆地大多數地區上下地層都由礫石
組成，故水文地質上只有一自由含水層，往南至烏日在深度
46~58m 處才有一較厚之泥層出現成為阻水層，而產生一自由含
水層及一受限含水層。此一阻水層厚度及往南之分布仍待進一
步調查。
根據所蒐集之地下水文參數資料，大致上台中北盆地地下水
文條件相當好，單位出水量(Q/s)值皆達 14 cmh/m 以上，以北
屯-潭子一帶最佳，皆大於 50cmh/m，導水係數(T)只有四筆資
料 ， 分 別 為 1.51 及 4.61m2/min ， 及 94 年 度 烏 日 觀 一
(0.74m2/min)及烏日觀二(0.37m2/min)。水位資料顯示潭子一
帶水深已大於 50m，往南逐漸降低，烏日觀二為自噴井。

資料來源：台糖 2005

圖 2-6 台中盆地南部水文地質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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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剖面共列出六口水井資料(如圖 2-6)，其中番子寮及大
里工業區依地形仍屬台中北盆地，其他四口屬於台中南盆地。
由各井地層資料顯示，台中北盆地之番子寮井主要仍由礫石層
組成；而台中南盆地之四口井中，最北邊之霧峰井(井深 92m)
仍由礫石層為主，但在 30~92m 間有數層不到 10m 厚之泥層出
現，另外南邊之三口井位於草屯及南投間，井深最深約 96m，三
口井地層資料顯示與北盆地有些不同，大致淺層地層(30~50m
內)主要由泥層組成，偶夾礫石或中、粗砂層，但深部地層仍以
礫石或礫石質粗砂為主。
就水文地質言，台中南盆地因有泥層之出現，故受限含水層
明顯出現於台中南盆地中。以南投之營盤口及軍功寮井言，其
淺層不若台中北盆地多以粗粒礫石為主，而反以泥層偶夾礫
石、中粗砂為主，故此區域未有自由含水層出現，而泥層以下
出現一自由含水層；而霧峰坑口井顯示淺層有一自由含水層存
在，深層則因數層泥層之出現，而形成受限含水層，由於阻水
層厚度較薄(不到 10m)，限制含水層之分層及分布，仍待進一步
調查。因資料有限，草屯以北至烏溪沿岸一帶地層資料較為匱
乏，推測應與霧峰一帶相似(同屬烏溪沖積扇)，惟霧峰坑口井
因位於扇緣接近山麓地帶，故地層中夾有泥層，而草屯以北至
烏溪沿岸一帶以礫石或粗砂為主，而地層是否夾泥層需進一步
調查研究。
根據所蒐集之 6 口(其中兩口為 94 年新建井大里觀一及大
里觀二)地下水文參數資料，大致上台中南盆地地下水文條件亦
相當不錯，單位出水量(Q/s)值皆達 12cmh/h 以上，除營盤口井
為 12.25cmh/m 較低外，其餘三口單位出水量(Q/s)則相當好，
介於 42~126cmh/m；導水係數(T)大里觀一為 4.005m2/min，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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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觀二為 0.882m2/min。台中南盆地之地下水位，在南投之營盤
口及軍功寮一帶(標高 80 餘米) 受限含水層水位相當淺，部分
則為自流井。
經彙整計畫區現有水井地下水文參數如表 2-1。
表 2-1 計畫鑿井位置附近地下水文參數表
井別
潭子加工出口區
北屯丘厝里
番仔寮1號
番仔寮1號更新
番子寮2號遷建
番子寮3號
霧峰坑口
大里觀一
大里觀二

日期 靜水位(m) 抽水位(m)
59.04
51.00
54.00
54.06
14.10
14.70
52.05
19.00
25.00
81.01
17.23
26.00
82.11
38.40
43.37
55.05
26.80
32.30
46.09
4.50
6.30
94.11
14.23
16.62
94.11

13.19

15.96

Q(cmh) Q/s(cmh/m) T(m2/min)
164.00
54.60
34.00
56.60
122.00
20.30
145.00
18.10
0.310
218.00
44.18
1.370
150.00
27.30
227.30
126.30
47.50
19.88
4.005
39.00

14.09

0.882

2、水文地質參數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2005)彙整之觀測井深度，山子腳 4 號
井濾管深度介於 80～145 公尺之間，水堀頭 1 號井介於 85～140
公尺之間，番仔寮 1 號井介於 23～56 公尺之間，大里觀 1 井介
於 39～55 公尺之間，烏日觀 1 井介於 28～40 公尺之間，大里
觀 2 井介於 134～150 公尺之間，烏日觀 2 井介於 164～180 公
尺之間；本公司之抽水井部分，太平福平公園介於 162～240 之
間，大里日新公園介於 130～210 公尺之間，大里運動公園介於
138～238 公尺之間，復健工程(三)五號井介於 158～244 公尺
之間。茲將中央地質調查所(2005)彙整之觀測井以及本公司之
抽水井的深度彙整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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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央地調所觀測井及本公司抽水井試水深度彙整表
站名

TWD67X

TWD67Y

番仔寮1號

219680

2665528

烏日觀一
大里觀一
水堀頭1號
山子腳4號
大里觀二
烏日觀二

210980
220026
209777
208705
220026
210980

2667122
2666526
2674907
2671640
2666526
2667122

太平福平公園

221983

2669026

大里日新公園
大里運動公園
復健工程(三)五號井

218653
217902
218103

2668489
2666088
2671259

濾管深度
(m)
23-30
35-56
28-40
39-55
85-140
80-145
134-150
164-180
162-184
202-240
130-210
138-238
158-244

滲透係數
K(m/min)
0.0111
0.0621
0.2503
0.032
0.0034
0.0551
0.023

地表高程
(m)
52
61

61

0.0079

89

0.0399
0.0445
0.0636

62
48
86

2.6 水質
經彙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6 年台中地區各地下水水質監
測數據如表 2-3。
表 2-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6 年台中地區地下水質監測數據表
縣市

測站名稱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臺中市

后里區太平托兒所
華龍國小
大安國中
清水國小(台中市)
梧南國小
龍港國小(台中市)
大肚國小
東興國小(台中市)
中華國小
鎮平國小
僑仁國小
大里國小
四德國小
大甲高中
光正國小
豐原國小
神岡國中

水面至
測站編號 井口深 水溫 導電度 酸鹼值
度
m ℃μ mho/cm25℃
4164 20.13 27.4 365 6.4
4537 3.289 26.7 806 6.6
4538 1.102 27.7 656 6.5
4541 0.72 31.8 702
7
4542 1.857 27.6 762
7
4546 1.52 28.4 1150
7
4547 15.83 27.9 320 5.9
4548 5.33 26.7 384 6.4
4549 12.03 26.4 398 6.4
4550 3.739 28.4 759 6.8
4553 5.157 26.7 691 6.4
4554 3.11 27.6 615 6.6
4556 3.505 29.3 597 6.6
4762 25.498 29.5 472 7.1
4763 7.835 27.7 492 6.6
4764 66.42 25 289 6.4
4787 41.608 25.6 388 6.3

溶氧 溶氧 氧化
總溶解
硝酸
(電極 飽和 還原 總硬度
氯鹽 氨氮
硫酸鹽
固體物
鹽氮
法) 度 電位
mg/L % mV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5.3 -- 191.2 161 251 3.6 0.12 2.03 89
3.9 -- 213.5 326 548 15.8 0.04 3.95 196
1.8 -- 67.1 295 482 22.1 0.21 2.72 151
0.9 -- <95.1 308 460 21.4 1.19 <0.01
3
0.6 -- <114.8 337 488 40.1 0.16 <0.01 40
0.5 -- <79.6 406 787 98.8 0.22 0.02 217
0.6 -- 70.2 99 206 34.5 0.02 2.64 20.8
0.3 -158 150 258 16.4 0.12 2.78 59.2
0.4 -- 101.6 158 262 16.4 0.37 3.14 53.8
0.8 -- 182.5 365 513 14.9 0.2 0.12 89.8
0.1 -- 68.5 316 487 11 0.82 0.02 130
0.8 -- <40.3 290 435 19 0.77 0.53 99.9
0.7 -- <3.8
273 411 11.8 0.05 0.06 109
0.4 -- 60.2 189 351 19.9 0.01 1.39 100
3.4 -- 211.1 235 338 6 0.04 2.19 92.6
4.4 -- 257.6 120 205 7.1 0.1 3.47 38.3
5.6 -- 271.4 162 247 13.7 0.07 3.45 60

總有
砷
機碳

鎘

mg/L mg/L mg/L
3.26 <0.0003 <0.001
1.21 <0.0003 <0.001
2.12 <0.0003 <0.001
5.16 0.0062 <0.001
2.73 0.0082 <0.001
2.67 0.0019 <0.001
2.02 0.0003 <0.001
1.13 <0.0003 <0.001
1.27 <0.0003 <0.001
3.46 0.0005 <0.001
2.9 0.0003 <0.001
2.73 0.0005 <0.001
3.79 0.0006 <0.001
3.09 <0.0003 <0.001
1.88 <0.0003 <0.001
2.13 <0.0003 <0.001
1.42 <0.0003 <0.001

鉻

銅

鉛

mg/L mg/L mg/L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002 <0.003
<0.001 0.001 <0.003

鋅

鐵

錳

汞

鎳 總酚 氟鹽 鈉 鉀 鈣 鎂 總鹼度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0.008 0.008 0.005 <0.0003 0.005 0.0566 <0.10 8.59 2.13 46.3 13
0.012 <0.005 <0.005 <0.0003 <0.005 0.0096 0.1 46.1 3.76 98.1 24.9
0.011 0.389 0.076 <0.0003 0.006 0.0101 0.11 19.3 5.31 84.5 21.7
0.003 3.63 0.736 <0.0003 0.023 0.0357 0.3 28.4 6.42 111 8.94
0.004 6.05 0.279 <0.0003 0.041 0.032 0.51 25.8 10.8 103 25.2
0.012 1.62 0.733 <0.0003 0.014 0.0484 0.4 76.8 7.06 100 46.5
0.007 2.37 0.26 <0.0003 0.015 0.0491 <0.10 30.2 2.78 11.1 17.5
0.006 0.005 0.007 <0.0003 <0.005 0.0408 0.1 18.9 2.15 44 13
0.006 0.012 0.166 <0.0003 <0.005 0.0161 0.14 19.3 3.47 47.3 12
0.008 0.056 0.094 <0.0003 0.008 0.0186 0.29 20.1 1.14 137 13.1
0.008 0.039 0.256 <0.0003 0.005 0.0477 0.17 23 2.81 102 22
0.008 0.187 0.149 <0.0003 0.005 0.042 0.1 21.2 4.58 93.9 19.6
0.009 0.297 0.114 <0.0003 0.006 0.0541 0.2 15.2 3.26 98.4 11.2
0.018 0.009 <0.005 <0.0003 <0.005 0.0354 0.24 18.9 5.54 48 18
0.007 0.013 <0.005 <0.0003 0.005 0.0508 0.12 10.4 2.44 70.9 14.9
0.027 0.013 <0.005 <0.0003 <0.005 0.0077 <0.10 11.6 1.46 35.1 9.07
0.009 <0.005 <0.005 <0.0003 <0.005 <0.0060 <0.10 17.2 1.38 41.7 17.5

資料來源：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水質監測年報臺中市實際監測
井數共計 20 口，105 年度區域性地下水質監測結果，總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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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
88
177
152
333
307
280
82.4
110
107
295
230
218
191
112
158
87
104

總溶解固體、氯鹽、氟鹽、硝酸鹽氮、硫酸鹽、總有機碳與重
金屬砷、鎘、鉻、銅、鉛、鋅、汞、鎳等 15 項低於地下水污
染監測標準比率皆為 100.0 %，而低於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比
率較該水質項目總平均比率為低者有氨氮(69.8 %)、總酚(95.3
%)、鐵(83.7 %)與錳(79.1 %)。
總酚超標部份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水質監測臺中市監
測井多屬淺層監測井（井深最深 1 口約 70 公尺， 大部份井深
均在 30 公尺以內）
，其總酚超標可能是由地面污染源滲入所致，
但因本計畫各站鑿井深度約在 200～250 公尺間，與環境保護署
監測範圍相距甚遠，將來鑿井可視需要將含水層上層井管與鑽
孔裸壁間採用皂土水泥漿予以封孔，以達到杜絶上面的污染。
另由本公司台中給水廠轄內深井水質資料及大里、太平一帶
深井水質檢驗報告，可以看出，台中給水廠轄內現有深井及大
里、太平區其水質尚屬未受汙染區域，水量尚可。

台中給水廠轄內深井水質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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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太平區內深井水質重金屬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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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太平區內深井水質總三鹵甲烷及揮發性有機物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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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太平區內深井水質大水樣月報表(一般檢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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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太平區內深井水質大水樣月報表（其它他分工檢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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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基地使用現況
本工程計畫使用之用地多位於本公司或相關機關之公有
地，其用地現況如下。

博愛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廍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廍子公園深井工程

溪南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東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豐原 1 號 2 號新鑿深井工程 潮洋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大進停車場重鑿深井工程

嶺東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黎明社區汙水處理廠深井工程

舊社 4 號整修深井工程

太平區光興路備援調節池

后里四號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泰安 2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 太平聯合里新鑿深井工程

神岡 3 號新鑿深井工程

烏日五號井自治公園新鑿 沙鹿 5-1 號更新井新鑿深 北勢 1 號新鑿深井工程
深井工程
井工程

北勢 1 號新鑿深井工程

大肚 1 號新鑿深井工程

三塊厝段新鑿深井工程

舊正 3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

吉峰里新鑿深井工程

外埔淨水場 3 號深井工程

大肚 5 號新鑿深井工程

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工程

大甲 8 號深井更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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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用地取得情形及相關法令分析
3.1 用地取得情形
本工程計畫使用之用地大多位於公有土地，其中 11 處鑿井
用地是位於本公司所有土地內，用地取得沒有問題。10 處鑿井
用地位於台中市的公園或汙水處理廠內，管理單位為台中市建
設局，經與市府建設局協商，由本公司繳納公園修復費，市府
即同意使用。1 處位於大進停車場用地，管理單位為台中市交通
局，待停車場委外經營合約到期即可與交通局協調使用。另位
於沙鹿區有 3 處舊井重鑿的用地，其管理單位分屬北勢國中、
台中市體育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因目前租約，擬於合約屆滿
再辦理續約。位於清水區三塊厝段菁埔小段 378 地號新鑿深井
用地係屬舊井重鑿，但因原承租地主土地已過戶他人，因該地
有辦理地籍重測，重測後部分土地屬國有財產署-菁埔北段 154
地號，擬向國產署辦理承租。霧峰區有 3 處鑿井用地，位於水
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的用地屬未登錄地，目前已在辦理登錄作業
及承租手續中，位於水規所的鑿井用地，水規所表示無閒置土
地可提供鑿井，擬於附近再積極覓地辦理，舊正 3 號井新鑿深
井用地目前已向國有財產署辦理承租中。大肚區大肚 5 號新鑿
深井用地係舊井重鑿，擬向原承租管理單位台中市體育局辦理
續租。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用地位於新社花圃苗區，用地尚在
協調中。另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備援調節池新鑿深井用地，目
前與台糖公司尚在協調中。有關本計畫各處鑿井及備援調節池
用地取得辦理情形如表 3-1。
表 3-1 用地取得辦理情形表
序號
1

行政區 工程名稱
地號
北屯區 博愛公園新鑿深井工 太原段 2
程(1 口井)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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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單位
台中市建
設局

土地辦理情形
由本公司繳納公園修
復費，由市府做後續
綠美化，研議後再函

2

太順段
170 地號
太祥段
188 地號
太原段
124 地號
大益段 38
地號
惠泰段 65
地號
永新段 82
號地號
大進段
575 地號

台中市建
設局
台中市建
設局
台中市建
設局
台中市建
設局
台中市建
設局
台中市建
設局
台中市交
通局

9

南屯區 黎明社區汙水處理廠 三富段 77
深井工程(1 口井)
地號

台中市建
設局

10

后里區 后里四號公園新鑿深 屯子腳段
井工程(1 口井)
705-2 地
號
后里區 舊社 4 號整修深井工 屯子腳段
程(1 口井)
626-7 地
號
后里區 泰安 2 號井新鑿深井 新公館段
工程(1 口井)
620 地號
后里區 太平聯合里新鑿深井 四塊厝段
工程(1 口井)
435-9 地
號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 太平區永
備援調節池新鑿深井 隆段 1167
工程(2 口井)
地號
豐原區 豐原 1 號 2 號新鑿深 師範段
井工程(2 口井)
1116 地號
新社區 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 大南段大
工程(1 口井)
南小段
165-299
地號
神岡區 神岡 3 號新鑿深井工 神岡區神
程(1 口井)
圳段 612

台中市建
設局

3
4
5
6
7
8

11

12
13

14

15
16

17

北屯區 廍興公園新鑿深井工
程(1 口井)
北屯區 廍子公園深井工程(2
口井)
北屯區 溪南公園新鑿深井工
程(1 口井)
西區 東興公園新鑿深井工
程(1 口井)
西屯區 潮洋公園新鑿深井工
程(1 口井)
南屯區 嶺東公園新鑿深井工
程(1 口井)
南屯區 大進停車場重鑿深井
工程(1 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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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建設局同意鑿井並
出具同意書等。
“
“
“
“
“
“
本案因停車場交通局
有委外經營，須待合
約到期前半年再協
調，辦理前現有深井
需辦理報廢和陳報台
中市政府水利局備
查。
由本公司繳納公園修
復費，由市府做後續
綠美化，研議後再函
請建設局同意鑿井並
出具同意書等。
“

自來水公
司

無用地取得問題。

自來水公
司
台中市后
里區公所

無用地取得問題。

台糖公司

與台糖公司協調中。

自來水公
司

無用地取得問題。

用地協調中

用地已取得

自來水公
司

在神岡淨水場內無用
地取得問題。

18

19

20

21

地號
烏日區 烏日五號自治公園新 烏日區光
鑿深井工程(1 口井) 日段 112
號
沙鹿區 沙鹿 5-1 號更新井新 北勢坑段
鑿深井工程(1 口井) 六路厝小
段 418-10
地號
沙鹿區 北勢 1 號新鑿深井工 英才段
程(1 口井)
999 地號

台中市建
設局
自來水公
司

北勢國中

大肚區 大肚 1 號新鑿深井工 仁德段
程(1 口井)
455、
455-1 地
號
沙鹿區 清水 18 號重鑿深井 清水區吳
工程(1 口井)
厝南段
1030 地號
清水區 清水 17 號重鑿深井 清水區吳
工程(1 口井)
厝北段
733 地號
霧峰區 水利署中水局新鑿深 國有未登
井工程(1 口井)
記地

私人承租

25

霧峰區 舊正 3 號井新鑿深井 霧峰區豐
工程(1 口井)
正段 655
地號

農業試驗
所、國產
署

26

霧峰區 吉峰里新鑿深井工程 霧峰區文
(1 口井)
化段 1262
地號
大甲區 大甲 8 號深井更新工
程(1 口井)
大甲區 大甲 9 號深井更新工
程(1 口井)
大甲區 外埔淨水場 3 號新鑿

自來水公
司

22

23

24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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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鑿井計畫經總處核
定，送建設局後始得
申請土地使用同意。
無用地取得問題。

原向北勢國中承租地
號內 91 平方公尺，目
前租期
105.1.1-108.12.31
計 4 年。
租期
100.5.1-109.4.30

東勢林區
管理處

租期
99.5.29-108.5.28

東勢林區
管理處

租期
99.5.29-108.5.28。

自來水公
司
自來水公
司
自來水公

用地尚須申請國有未
登記土地登錄作業
(目前尚無土地地
號)，及辦理鑑界等程
序；霧峰所租地計畫
書初稿已完成，於
106.7.17 送 區 處 業
管課室預審查，俟地
號取得後正式函報區
處。
總處 106.8.8 函轉經
濟部 106.7.28 同意
函 ， 本 處 106.8.10
函申租文件予農試
所 ， 農 試 所 於
106.8.25 陳 報 農 委
會核轉國產署按現狀
接管。
無用地取得問題。

無用地取得問題。
無用地取得問題。
無用地取得問題。

30

深井工程(1 口井)
司
大肚區 大肚 5 號新鑿深井工 大肚區頂 台中市體
程(1 口井)
街段 66 地 育局
號

原向台中市體育處承
租地號內 40 平方公
尺 ， 目 前 租 期
105.1.1-107.12.31
計 3 年。擬繼續辦理
承租。

共計 33 口井

3.2 相關法令分析
本計畫之工程內容主要包括鑿井及備援調節池等工程，其鑿
井及土地使用之相關法令如下：
1、水利法
因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有，其水利行政之處理及水利
事業之興辦，應依水利法之規定辦理。水利事業係指利用地面
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排水、洗鹹、保土、蓄水、
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發展水力等。對於地面水或地
下水，有取得使用或收益時，依水利法均需辦理水權申請並依
水利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地下水管制辦法之規定
辦理。及依水利法第 98 條水利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本計
畫用水標的屬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九款給水定義，水利法
施行細則第三條其條文如下：
本法第三條用詞定義如下：
一、防洪：指用人為方法控馭或防禦霪雨洪潦，以消減泛濫
湮沒災害之發生。
二、禦潮：指以興建海堤等人為方法防禦海岸或河口地區潮
浪之災害。
三、灌溉：指用人為方法取水供應農田或農作物，以發展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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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指用人為方法排洩足以危害或可供回歸利用之地
面水或地下水。
五、洗鹹：指用人為方法引水沖洗或滲濾，以消除或減少土
壤內所含酸鹼或鹽份。
六、保土：指用人為方法合理利用土地，增進水源之涵養，
防止土壤之沖蝕。
七、蓄水：指用人為方法攔阻或蓄存、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
八、放淤：指用人為方法引水至指定地區停貯、沈落泥沙或
引水輸沙，以改良土地或改善水道。
九、給水：指以水利建造物輸配水資源，供應本法第十八條
第一項各款用水標的。
十、築港：指在水道沿岸興築港口或碼頭。
十一、便利水運：指用人為方法整理水道或開鑿運河，以便
利通航。
十二、發展水力：指用人為方法經由水輪機，轉變水之勢能
為機械能或電能。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六條：本法所稱水權人，指取得水權之
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機關（構）、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
人或管理人者。(本公司符合法人)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本法所稱興辦水利事業人，指下列
情形之一：
一、涉及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或拆除者，興辦完成前為依
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水利建造物核准
之人；興辦完成後為控制、運轉、維護或管理水利事業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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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涉及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及拆除者，為控制、運轉、
維護或管理水利事業之人。
三、政府興辦水利事業者，興辦完成前為主辦機關（構），
興辦完成後為指定之管理機關（構）。
水利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本法第二十六條所稱公共事業，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國防設備。
二、自來水事業。
三、公共衛生。
四、中央或地方之公共建築。
五、國營事業。
六、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
2、農業發展條例(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
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
合理利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
及福利，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並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76 條施行細則相關
規定辦理。本計畫部份用地屬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三目規定之範圍，其條文如下：
本條例第三條第十款所稱依法供該款第一目至第三目使用
之農業用地，其法律依據及範圍如下：
一、本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業

用

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
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
地別之土地。

-26-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
保育區、森林區以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
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三款規
定之土地。
依農業發展條第 10 條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時，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同
意；其變更之條件、程序，另以法律定之。在前項法律未制定
前，關於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依現行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3、水土保持法(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30 日)
依水土保持法第 10 條：宜農、宜牧山坡地作農牧使用時，
其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應配合集水區治理計畫或農牧發展
區之開發計畫，由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之。
故本計畫部分用地需依水土保持法及水土保法施行細則、水
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之規定辦理。

肆、 基本設計理念原則與條件
本處供應大台中系統共分為 3 個供水區(詳圖 4-1)，第一供
水區供水範圍包括由供應神岡、大雅、台中市高地區、台中工
業區及大肚龍井高地區及中科台中基地及台中港特定區，第二
供水區供水範圍主要為台中市區，第三供水區供水範圍主要供
應大坑高地區及太平光興路高地區。鑿井地點其規劃理念以選
擇能擴充提升各供水區之水源備援能力為主。並於高地區增設
備援調節水池，以發揮調度供應水壓或水量不足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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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供水區

第二供水區

第三供水區
圖 4-1 大台中供水系統供水分區圖

4.1 鑿井設計原則
1、設計技術規範
依據本公司 106 年編撰鑿 (深) 井工程施工說明書辦理。
2、鑿井深度及濾管下管原則
本計畫除既設舊井辦理重鑿地點，其水量水質有較具體資料
可供利用外，其餘站井井址並未事先進行地質鑽探調查，故設
計上在地質的考量方面，將儘量蒐集區內區域地質調查及地下
水文資料或參考附近有鑿井、鑽探紀錄的少數相關資料來推測
其可能之地層分布狀況。待鑽鑿裸井至預定深度，再施以井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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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繪製地質柱狀圖及分層建議做為鑿井深度及決定濾管長度等
下管施工之依據。
3、新鑿深井水量評估
預計每口深井計畫供水人口(約)3,550 戶(9,500 人)，以每
人每日需水量 0.25CMD 計，需水量約為 2,400CMD。
4、鑿井內容
預計開鑿每口深井深度約 150～250m（深度須配合現有鑿井
深度或鄰近相關地下水文資料調整）、井徑 400mm、出水量約為
2000~3000CMD 之水井，所需場站面積除本公司現有用地外，其
他鑿井用地位於公園內的，其使用面積需配合台中市政府對每
口井可同意使用面積而定，公園內每口井使用面積目前暫定為
長 10m、寬 5m(50 平方公尺) (公園內新鑿井其平面配置示意如
圖 4-2)，為不影響將來洗井維護作業之進行，井位均選在靠近
大馬路邊，其站體圍籬均採用活動鋅鍍 C 型鋼組合而成並以螺
栓固定於地面(站體圍籬示意如圖 4-3)，洗井維護時圍籬可拆
御，完成後再組裝回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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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公園內新鑿深井各場站平面配置示意圖

圖 4-3 站體圍籬外觀示意圖
5、機電內容
各場站機電設備內容包含電表箱、配電箱、PLC 監控箱各乙
座、儲藥桶 1 噸 2 只、200mm 軸流式水量計一只、沉水式電動抽
水機(45HP 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2 台)。
6、場站景觀規劃
除公園用地場站由本處繳納公園修復費，交由市府做後續
綠美化外。其他深井場站周遭景觀設置將以配合現況辦理。

4.2 備援調節池設計原則
1、設計技術規範
本工程結構設計準則參考依據如下：
1.內政部(96.09)「建築技術規則」
2.內政部(90.10)「建築物基礎設計構造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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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政部(95.01)「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
4.內政部(91.06)「結構混凝土設計規範」
5.內政部(96.06)「鋼構造建築物鋼結構設計技術規範」
6.交通部(98.06)「公路橋樑耐震設計規範」
7.交通部(76.01)「公路橋樑設計規範」
8.經濟部(92.12)「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
9.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95)「自來水設備工程設施標準解說」

10.陳榮藏著「水池設計講座」
11.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與解說」
12.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坡地排水設計規範
2、施工規範
依據本公司 105 年編撰土建工程施工說明書及自來水管埋
設施工說明書辦理。
3、設計內容
本工程備援調節池用地內計畫新鑿 2 口深井，深井井水將抽
入本調節池，再由本調池分南北兩路加壓出水支援供水區(其平
面配置如圖 6-31 備援調節池計畫平面配置圖)，有關調節池工
程內容如下：
a.5,000 噸調節池乙座(長 45mx 寬 27m，高 4.2m)。
b.連絡管線(含水表及特殊閥類)。
c.環境整理(含道路、大門、圍籬、植生及植栽以及場內照
明設備)。
d.機電設備(含加壓及加藥設備）
e.水土保持工程(含排水溝及沉砂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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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工程方案選擇與評估
依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105)，中部區域現況
自來水總用水量約 227.2 萬 CMD，供水能力約 233.1 萬 CMD，尚
可因應，趨勢中成長用水需求推估至民國 110、120 年分別為
257.6、265.0 萬 CMD，供水缺口為 24.5、31.9 萬 CMD，仍需開
發新興水源，以為因應。
開發新水源主要有地面水與地下水等兩種水源，地面水依據
經濟部中區水資源局「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工程」期末報
告之分析評估，若聯合運用水源工程於 114 年完成後並配合「后
里第一淨水場(20 萬 CMD)」及豐原廠改善完成後尚需配合供水
管線輸出改善，才有裕餘水量可供支應。對備援計畫緩不濟急，
經評估水源選定採用地下水。

5.1 位置評估與分析
由於鑿井用地取得不易，加上需配合各區缺水情形及需要，
才考量設置地點。所以本公司在評估用地選用方面，先以本公
司各場所合適場地為優先，再者才考量選擇公有土地(如公園、
停車場公家機關用地、其次才是私有土地。

5.2 型式與工法
鑿井型式及施工方法均依據本公司 106 年編撰鑿 (深) 井
工程施工說明書辦理。
1、型式
深井的設計型式如圖 4-2，鑿井井徑 660mm，井管管徑
400mm，濾管一律採用不銹鋼捲線型濾管。井口設 6m 長套管，
套管外填砂，以下填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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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深井剖面標準圖
2、工法
鑿井工法為衝鑽法，係採用捲揚式鑽機以鋼纜懸吊鑽具，由
捲揚器收放鋼纜，使連接在鋼纜底下之鑽頭做提升和墜落的動
作，反覆衝擊地底並將之撞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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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基本設計成果與檢核
6.1 新鑿深井各場站平面配置
1. 溪南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150DIP

場站位置

圖 6-1 溪南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2. 泰安 2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場站位置
接現有∮200DIP
水井位置
舊井重鑿

圖 6-2 泰安 2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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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社 4 號整修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場站位置

舊井重鑿
水井位置

接現有∮200DIP

圖 6-3 舊社 4 號整修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4. 吉峰里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場站位置

新設∮200DIP

接現有∮150DIP

圖 6-4 吉峰里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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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岡 3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接現有∮300DIP

新設∮200DIP
水井位置

圖 6-5 神岡 3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6. 大肚 5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場站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300DIP

圖 6-6 大肚 5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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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廍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場站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200DIP

圖 6-7 廍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8. 東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場站位置
接現有∮200DIP

水井位置
現有∮150DIP

圖 6-8 東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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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廍子公園深井(一)(二)工程平面配置
接現有∮200DIP

場站位置
深井（一）

深井（二）
場站位置
接現有∮300DIP

圖 6-9 廍子公園深井(一)(二)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10. 博愛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場站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300DIP

圖 6-10 博愛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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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嶺東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500DIP
接現有∮300DIP

場站位置

∮300DIP

圖 6-11 嶺東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12. 豐原 1 號 2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豐原給水廠

水井位置

圖 6-12 豐原 1 號 2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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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100DIP
∮150DIP
接現有∮150DIP

場站位置

圖 6-13 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14. 沙鹿 5-1 號更新井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500DIP
水井位置
場站位置

接現有∮500DIP

圖 6-14 沙鹿 5-1 號更新井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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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勢 1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500DIP

∮500DIP

圖 6-15 北勢 1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16. 清水 17 號重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300DIP

圖 6-16 清水 17 號重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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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清水 18 號重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300DIP

圖 6-17 清水 18 號重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示意圖

18. 大肚 1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200DIP

接現有∮200DIP

水井位置

圖 6-18 大肚 1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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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水利署中水局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150DIP

接現有∮150DIP

圖 6-19 水利署中水局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20. 舊正 3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300DIP

∮500DIP

接現有∮300DIP

水井位置

圖 6-20 舊正 3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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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甲 8 號深井更新工程平面配置
∮200DIP
∮300DIP
∮300DIP
水井位置

接現有∮400DIP
∮400DIP

圖 6-21 大甲 8 號深井更新工程平面配置圖

22. 大甲 9 號深井更新工程平面配置
∮300DIP

∮300DIP

∮300DIP

∮150DIP
∮200DIP
水井位置

接現有∮200DIP

圖 6-22 大甲 9 號深井更新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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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外埔淨水場 3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300DIP

∮200DIP

接現有∮300DIP
水井位置
∮150DIP

圖 6-23 外埔淨水場 3 號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24. 烏日五號自治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300DIP
水井位置
接現有∮300DIP
場站位置

∮900DIP
∮300DIP

圖 6-24 烏日五號自治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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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后里四號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450DIP

接現有∮450DIP
∮200DIP
水井位置

圖 6-25 后里四號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26. 太平聯合里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接現有∮200DIP
水井位置
∮200DIP

圖 6-26 太平聯合里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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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黎明社區汙水處理廠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接現有∮200DIP
場站位置
∮200DIP

圖 6-27 黎明社區汙水處理廠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28. 大進停車場重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水井位置

∮100DIP

接現有∮100DIP
∮100DIP

圖 6-28 大進停車場重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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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潮洋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

∮250DIP
∮400DIP
場站位置

接現有∮400DIP

水井位置

圖 6-29 潮洋公園新鑿深井工程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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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備援調節池工程平面配置

圖 6-31 備援調節池計畫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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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備援調節池工程抽水機馬力計算
支援健民加壓站
最大時供水量=14,250CMD
採用 2 台抽水機(1 台備用)
每台抽水機馬力數計算
水量 Q=14,250CMD
揚程 H=20m
抽水機效率η=0.75
功率因素 PF=0.95
抽水機馬力數 HP
HP 

Q H
14250  20
 1.1 
 1.1  70
6,480    PF
6,480  0.75  0.95

採用 2-70HP(1 台備用)
支援光興
最大時供水量=1,500CMD
採用 2 台抽水機(1 台備用)
每台抽水機馬力數計算
水量 Q=1,500CMD
揚程 H=20m
抽水機效率η=0.75
功率因素 PF=0.95
抽水機馬力數 HP
HP 

Q H
1500  20
 1.1 
 1.1  7.5
6,480    PF
6,480  0.75  0.95

採用 2-7.5HP(1 台備用)

6.4 備援調節池支援地區水力分析
相關水力分析如圖 6-32～6-34。

-50-

圖 6-32 備援調節池支援地區最大時水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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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 備援調節池支援地區最大日水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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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備援調節池支援地區最小時水力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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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再生能源設備或綠色內涵之設計規劃
本工程新鑿井出水管線與現有管線連接之管線，其管溝回填
料本設計採用回填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以符合綠色內涵之
設計。另於備援調節池工程內配合水土保持設置的滯洪池，設
計採用固草植生網及舖防水毯以及邊砌塊石等綠色工法施工。
各場站景觀綠美化及舖面亦儘量採用多孔性高壓磚等透水
材料舖設以符合綠色內涵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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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施工進度安排與工期分析
評估每口深井施工工期約 4 個月，外加機電設備含用電申請
及場站復原工期約需 4 個月，合計每口井施工工期約需 8 個月。
本計畫期程為 106 年至 109 年，將依工程性質及部分深井用
地承租時間分別辦理施工，各項工程預定執行年度如表 8-1，預
計分 4 年執行本計畫。其施工進度管控如表 8-2，預定時程如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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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各項工程預定執行年度表
序號

行政區

工程名稱

1

北屯區

溪南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2

后里區

泰安2號井新鑿深井工程

3

后里區

舊社4號整修深井工程

4

霧峰區

吉峰里新鑿深井工程

5

神岡區

神岡3號新鑿深井工程

6

大肚區

大肚5號新鑿深井工程

7

北屯區

廍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8

西區

東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9

北屯區

廍子公園新鑿深井工程(一)

10

北屯區

廍子公園新鑿深井工程(二)

11

北屯區

博愛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南屯區
豐原區
新社區
沙鹿區
沙鹿區
清水區
沙鹿區
大肚區
霧峰區
霧峰區
大甲區
大甲區
外埔區
烏日區
烏日區
后里區
后里區
南屯區
南屯區
西屯區

嶺東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豐原1號2號新鑿深井工程
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工程
沙鹿5-1號更新井新鑿深井工程
北勢1號新鑿深井工程
清水17號重鑿深井工程
清水18號重鑿深井工程
大肚1號新鑿深井工程
水利署中水局新鑿深井工程
霧峰所舊正3號井新鑿深井工程
大甲8號新鑿深井工程
大甲9號新鑿深井工程
外埔淨水場3號新鑿深井工程
烏日五號自治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備援調節池新鑿深井工程(2口)
后里四號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太平聯合里新鑿深井工程
黎明社區汙水處理廠深井工程
大進停車場重鑿深井工程
潮洋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執行預定進度表
106

107

108

109

執行及預定期限
106年12月19日開工預定
107年12月04日完成試水
107年1月18日開工預定
107年12月14日完成試水
107年1月22日開工預定
107年12月14日完成試水
107年1月15日開工預定
107年12月31日完成試水
106年12月21日開工預定
108年1月5日完成試水
107年1月10日開工預定
107年12月14日完成試水
107年 3月 5日開工預定
108年1月11日完成試水
107年 2月 6日決標預定
107年12月 3日完成試水
107.3.2第三次流標，預
算退回檢討中
107.3.2第三次流標，預
算退回檢討中
107.3.2第三次流標，預
算退回檢討中
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用地續租後辦理
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已設計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深井設計及預算辦理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待用地取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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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執行
進度(%)
12%
1%
1%
10%
8%
3%

水權申請辦理情形
水利局106年12月6日中市水
管字第1060092284號函
水利局106年12月14日中市
水管字第1060090898號函
水利局106年12月14日中市
水管字第1060090897號函
水利局106年12月25日中市
水管字第1060091841號函
水利局107年1月3日中市水
管字第1060089065號函
水利局106年12月14日中市
水管字第1060085623號函

0%
0%

水權辦理中
用地租約至111.08.31
用地租約至108.12.31
水權辦理中
水權辦理中
水權辦理中

表 8-2 工程預定進度管控表
工項名稱

分年經費(萬元)
107年
108年

106年

一、深井工程
二、機電設備(含安裝抽水機)
三、管線工程
四、備援調節池工程
1.備援調節池設計
2.水土保持申請
3.工程發包及雜項申請
4.水保設施興建
5.水保設施核照
6.備援調節池施工
7.場內管線施工
8.環境整理施工
10.機電施工含照明及整體試車驗收
五、景觀綠美化及雜項工程
合
計

40

4,060

10,830

109年

承辦人員

備註

24,979

表 8-3 工程執行預定時程表
106年
工作項目

107年

108年

109年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一、深井工程
二、機電設備(含安裝
抽水機)
三、管線工程
四、備援調節池工程
1.備援調節池設計
2.水土保持申請
3.工程發包及雜項申請
4.水保設施興建
5.水保設施核照
6.配水池興建施工
7.場內管線施工
8.環境整理施工
10.機電施工含照明及
整體試車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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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工程費估算與分年經費需求分析
9.1 工程費估算
本計畫期程為 106 年至 109 年，所需工程費約 3 億 9 千 9 佰
萬元(不含設計監造及用地費)詳表 9-1 及 9-2，所需經費由行政
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辦理。
表 9-1 工程費估算明細表
項次

成本項目

工程費(萬元)

附註

一、

工程建造費

1.1

直接工程費

38,000

詳表 9-2

1.2

間接工程費

0

直接工程費 3.5%

1.3

工程預備費

0

直接工程費 7%

1.4

物價調整費

0

採 1.8%

二、

總工程費

38,000

表 9-2 直接工程費估算明細表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一、

新鑿深井工程

1

單價(萬元) 複價(萬元)

深井工程

口

33

500

16,500

2

機電設備工程

站

33

300

9,900

3

導水管工程

口

33

78.78

2,600

小計
二、

5,000 噸備援調節池

29,000
座

1

9,000

9,000

小計

38,000

雜項工程(含景觀綠美化)

0

施工費合計

38,000

四、

環保安衛費(以上 2%)

0

五、

合計

38,000

三、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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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之 5%

9.2 分年經費需求分析
本計畫期程為 106 年至 109 年，預計分 4 年執行本計畫，其
各項工程分年經費估算如表 9-3。
表 9-3 各項工程分年經費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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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分標分式與採購策略
10.1 分標方式
本案目前已發包 8 件，經詢問廠商意見，大部份建議維持一
處一案方式辦理發包。故本計畫鑿井工程分標方式仍以各場站
獨立一標方式辦理，計分 33 標，備援調節池一標，將以公開招
標方式辦理發包，其分標如表 10-1。
表 10-1 各項工程分標表
序號

行政區

分標工程名稱

1

北屯區

溪南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2

后里區

泰安 2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

3

后里區

舊社 4 號整修深井工程

4

霧峰區

吉峰里新鑿深井工程

5

神岡區

神岡 3 號新鑿深井工程

6

大肚區

大肚 5 號新鑿深井工程

7

北屯區

廍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8

西區

東興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9

北屯區

廍子公園新鑿深井工程(一)

10

北屯區

廍子公園新鑿深井工程(二)

11

北屯區

博愛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12

南屯區

嶺東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13

豐原區

豐原 1 號 2 號新鑿深井工程

14

新社區

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工程

15

沙鹿區

沙鹿 5-1 號更新井新鑿深井工程

16

沙鹿區

北勢 1 號新鑿深井工程

17

清水區

清水 17 號重鑿深井工程

18

沙鹿區

清水 18 號重鑿深井工程

19

大肚區

大肚 1 號新鑿深井工程

20

霧峰區

水利署中水局新鑿深井工程

21

霧峰區

霧峰所舊正 3 號井新鑿深井工程

22

大甲區

大甲 8 號新鑿深井工程

23

大甲區

大甲 9 號新鑿深井工程

24

外埔區

外埔淨水場 3 號新鑿深井工程

25

烏日區

烏日五號自治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26

烏日區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備援調節池新鑿深井工程(2 口)

27

后里區

后里四號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28

后里區

太平聯合里新鑿深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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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南屯區

黎明社區汙水處理廠深井工程

30

南屯區

大進停車場重鑿深井工程

31

西屯區

潮洋公園新鑿深井工程

32

台中市建設局公園鑿井綠美化工程及雜項工程

10.2 採購策略
一、工程主辦機關於招標前先檢視各該採購案件預算之合理
性。預算額度不足之情形，在不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
之前提下，調整工程內容或就重要之項目先行採購；如預
算仍不足，得依規定在相關經費內勻支及流用辦理。
二、建議工程主辦機關於招標文件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投標
廠商基本資格條件，例如提出對鑿井工程承做能力證明；
其屬巨額或特殊採購者，可經評估後依個案情形訂定投標
廠商之特定資格條件。
三、建議招標機關於招標前先檢視各該採購案件等標期及履約
期限之合理性。
四、底價之訂定，應考量多處鑿井工程同時施作之特性、成本、
市場行情及以往決標資料，避免發生重複流廢標情形。如
有發生流廢標者，分析流廢標原因，瞭解問題，解決問題。
五、機關採最低標決標，對於廠商標價過低，應檢視其報價之
合理性，並請廠商提出說明，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及
其執行程序辦理。
六、經第一次公告招標結果，無廠商投標或合格標之案件，可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其施行細則第 22 條
第 1 項、第 23 條之 1 規定，不另公告招標，改採限制性招
標，邀請過去表現優良之 2 家以上廠商以比價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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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邀請對象之選定，可查詢工程會政府電子採購網站建置
之優良廠商資料庫(首頁>採購輔助>優良廠商管理>查詢作
業

【

請

輸

入

最

近

五

年

之

期

間

】

http://web2.pcc.gov.tw/vms/evlm/ViewQueryEM.do)。
七、經第一次公告招標結果，有 1 家或 2 家廠商投標而流標，
或開標結果廢標之案件，依原招標文件開標者，依政府採
購法第 48 條第 2 項及其施行細則第 56 條規定，僅一家廠
商投標亦可辦理開標。
八、機關辦理採購，如未具有專業採購能力，得依政府採購法
第 40 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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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行政院 106.07.10 院臺經字第 1060022840 號核定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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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相關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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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地籍圖及土地登記簿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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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基本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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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審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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