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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總說明
本修正計畫章節內容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2
點規定辦理，臚列如次：
一、環境變遷檢討
(一) 「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通過：
行政院於 102 年核定「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
案」，包含 6 個示範案，並於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納入持續推動，另
考量下水道建設計畫經費有限，為擴大再生水使用及推動再提報「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子計畫「再生水工程」，經行政院
106 年核定後辦理，再經 108 年 4 月 10 日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
計畫（水與發展）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修正計畫。惟內政部於提送「污
水下水道第六期建設計畫」至行政院審議時，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9 年
2 月 12 日召開研商會議，建請內政部會商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主管機關經
濟部，並參酌相關機關意見後另案研提個案計畫辦理，爰內政部於 109 年
4 月 29 日邀集相關部會召開會議研商後，以公共污水處理廠之系統再生水
為範疇，由內政部持續推動，研提「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
(二) 高雄市鳳山水資源中心遠端水質監測系統及廠內增置異常入流處理設
施工程(本計畫皆稱高雄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高雄市鳳山廠為內政部推動再生水示範案首座已完成供水之再生水
廠，於 108 年 8 月 23 日起提供 4.5 萬 CMD 再生水，由於 108 年底發現有不
肖業者大量排入有機溶劑、廢油污染及高濃度有機物等違規物質，為能即
時掌握水質水量資訊及各截流設施操作狀況，高雄市鳳山水資源中心新增
辦理「遠端水質監測及廠內增置異常入流處理設施」增置工程以供後續廠
商稽查及因應措施之用。
二、需求重新評估
(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中科台中園區外)
略、原計畫需求不變，內政部研提「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
(110 年至 115 年度)」，案經行政院 109 年 9 月 28 日核定，爰有關本案再生
水工程所需經費自 110 年度起改納該計畫執行。
(二)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中科台中園區內)
內政部於 109 年 4 月 29 日邀集相關部會召開會議研商後，以公共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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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廠之系統再生水為範疇，並由內政部持續推動，研提「公共污水處理廠
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
，惟各部會編列預算補助區內建設費部
份因意見未統一，爰評估後不納入本計畫。
(三)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略、原計畫需求不變，內政部研提「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案經行政院 109 年 9 月 28 日核定，爰有關本案再生水工
程所需經費自 110 年度起改納該計畫執行。
(四) 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略、原計畫需求不變，截至 109 年 12 月 1 日實際進度已達 90.56%，內
政部研提「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案經行
政院 109 年 9 月 28 日核定，爰有關本案再生水工程所需經費自 110 年度起
改納該計畫執行。
(五) 高雄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為能即時掌握水質水量資訊及各截流設施操作狀況，高雄鳳山廠新增辦
理「遠端水質監測及廠內增置異常入流處理設施」增置工程以供後續廠商稽
查及因應措施之用，109 年度經費納入本計畫執行。
三、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原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推動期程為 107-113 年，第一期(106-107 年)立
法院核定預算為 0.2 億元(106 年度無編列預算、107 年度編列 0.2 億元)；第
二期核定預算數為 8.18 億(108 年度編列 2.93 億元、109 年度編列 5.25 億元)
執行績效良好，說明如下：
(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自 110 年度起經費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二)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自 110 年度起經費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三) 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截至 109 年 12 月 1 日實際進度已達 90.56%，預計至年底可支用經費需
求數增加，自 110 年度起經費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四) 高雄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本工程計畫經高雄市政府評估將採用統包方式推動興辦，市府已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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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7 日辦理專案管理技術服務簽約完成，刻正由市府辦理統包工程及
監造單位發包作業，預計 109 年 12 月底完成，於 109 年度經費由本計畫特
別預算支應，其餘年度經費則納入「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四、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一) 「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通過：
行政院於 102 年核定「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
動方案」，包含 6 個示範案，並於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納入持續推
動，另考量下水道建設計畫經費有限，為擴大再生水使用及推動再提報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子計畫「再生水工程」
，經
行政院 106 年核定後辦理，再經 108 年 4 月 10 日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修正計畫。惟內政部於提
送「污水下水道第六期建設計畫」至行政院審議時，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9 年 2 月 12 日召開研商會議，建請內政部會商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主管
機關經濟部，並參酌相關機關意見後另案研提個案計畫辦理，爰內政部於
109 年 4 月 29 日邀集相關部會召開會議研商後，以公共污水處理廠之系統
再生水為範疇，由內政部持續推動，研提「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
畫(110 年至 115 年度)」，案經行政院 109 年 9 月 28 日核定，爰有關臺中市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所需經費自 110 年度起改納該計畫執行。
(二)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中科台中園區內)：
有關「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案經科技部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反映，中科台中園區之地理條件與其他案件不同(中科台中
園區高程 177 公尺；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高程 102 公尺，落差約 75 公
尺)，而臨海、福田再生水案可採重力方式供水，惟水湳案需採加壓方式供
水，才能將再生水送至中科台中園區，為利本案推動，擬將「臺中市水湳
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中科台中園區區內輸水管線、加壓站與配水
池併案推動，以降低後續營運成本，提高廠商使用意願。
內政部於 109 年 4 月 29 日邀集相關部會召開會議研商後，以公共污水
處理廠之系統再生水為範疇，並由內政部持續推動，研提「公共污水處理
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惟各部會編列預算補助區內建設
費部份因意見未統一，爰評估後不納入本計畫。
(三) 高雄市鳳山水資源中心遠端水質監測系統及廠內增置異常入流處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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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程(以下簡稱高雄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由於鳳山水資源中心並未設置相關流量計、水位計、水質監測、CCTV
監控設施、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及異常水質廠內應變保護設備等，108 年
底發現有不肖業者大量排入有機溶劑、廢油污染及高濃度有機物等違規排
放情形，為能即時掌握水質水量資訊及各截流設施操作狀況，以利迅速因
應各種突發污染情事與後續因應措施，將辦理「遠端水質監測系統及廠內
增置異常入流處理設施」增置工程，設置相關流量計、水位計、水質監
測、CCTV 監控設施、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及異常水質廠內應變保護設備
等，藉由收集相關水質監測數據及數位影像，以提升早期預警能力及相關
緊急應變措施，個案計畫總期程預計自 109 年起至 111 年止。
五、修正目標
計畫推動目標維持原預計可擴大內政部「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
利用推動計畫」供應再生水 4 萬噸/日予產業使用（水湳案新增 1 萬噸/日，
臨海案可擴大臨海廠示範案水量 2 萬噸/日，仁德案新增 1 萬噸/日）。
六、修正內容、分年實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一) 修正內容
本修正計畫期程及經費，由 106-113 年需求中央總預算經費 21.425 億
元，修正為 106-109 年需求經費 8.38 億元由特別預算支應，後續再生水工
程推動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二) 分年實施計畫
本修正計畫分年經費與分年指標如下表：(其中 107~109 年度中央特別
預算數分別為 20,000 千元、292,900 千元及 525,302 千元)，後續再生水工
程推動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總經費
本計畫特別預算
中央公務預算
地方預算
總經費

838,202
1,334,782
185,477

第一年
107年
20,000

所需總經費及分年經費表（千元）
第二年 第三年
110年以後
108年
109年
292,900 525,302
1,334,782
71,157
114,320
2,358,461

備註：
1. 本計畫期程為 106 年 8 月至 109 年 12 月止。
2. 所需經費自第四年起(110 年以後)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
度)」執行。

(三) 資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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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修正計畫期程為 106 年 8 月至 109 年 12 月止，所需經費約 8.38 億
元由特別預算支應，後續再生水工程推動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
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七、本次修正內容對照表
項 修正
次 項目

第 1 次修正計畫

本次修正計畫

1

2

3

計畫
106.8-113.12
期程

106.8-109.12

23.497 億元(總經費)
計畫
經費 21.425 億元(中央公務預
算)

106-109 年度經費 8.38 億
元由本計畫特別預算支
應，後續再生水工程推動
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
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計畫
內容

1.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
外)為供應再生水予中
部科學園區台中園區做
為工業用水使用之方
案，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再生水廠（三級處理設
施）以及區外輸水管線
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
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
2.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
內-中科台中園區）為
配合使用水湳再生水，
區內建設包括區內輸水
管線、加壓站與配水池
等工程，並配合水湳再
生水推動工程，於 109

1.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 水工程( 園 區
外)自 110 年度起經費改
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
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2.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 水工程( 園 區
內)經費改由科技部作

業基金自行支應，並
由中科管理局自行辦
理區內設施建設及維
護工作。
3.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水工程自 110
年度起經費改納「公共
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
計畫(110 年至 115 年
9

修正對照說明
依循原計畫滾動
檢討機制，修正
配合計畫執行所
需期程，由前次
修正計畫核定 7
年 5 個月修正為
3 年 5 個月。
106-109 年 度 經
費 8.38 億元由本
計畫特別預算支
應，後續再生水
工程推動改納
「公共污水處理
廠再生水推動計
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因應鳳山再生水
廠 108 年底發現
有不肖業者大量
排入有機溶劑、
廢油污染及高濃
度有機物等違規
物質，辦理廠內
外改善工程以收
集水質監測數據
與監控影像，以
供後續廠商稽查
及因應措施之
用。

年開始執行，110 年完
度)」執行。
工。
4. 高雄市鳳山廠為內政部
3. 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
推動再生水示範案首座
管線工程為因應內政部
已完成供水之再生水
示範案臨海廠再生水工
廠，於 108 年 8 月 23 日
程，以供應臨海工業區
起提供 4.5 萬 CMD 再
用水為主要目的，初期
生水，108 年底發現有不
因臨海集污區接管率及
肖業者大量排入有機溶
蒐集污水量少，故評估
劑、廢油污染及高濃度
從高雄污水區設置「取
有機物等違規物質，為
水管工程」引原污水 8
能即時掌握水質水量資
萬噸/日至臨海污水處
訊及各截流設施操作狀
理廠使用，本計畫將配
況，將辦理「遠端水質監
合示範案「臨海再生處
測及廠內增置異常入流
理廠興建工程」、「臨海
處理設施」增置工程，主
工業區外輸水管線佈設
要工作項目包含設計監
工程」與「臨海工業區
造、專案管理、廠內外改
內輸水管線佈設工程」
善工程(包含流量計、水
等 3 項工程建設合併
位計、水質監測、CCTV
辦理，於 110 年擴大供
監控設施、智慧型人孔
水至 3.3 萬噸/日予臨海
蓋傳感器等監測設備之
工業區(原示範案預計
設置)等，收集水質監測
供水 1.3 萬噸，本計畫
數據與監控影像，以供
新增 2 萬噸)。
後續廠商稽查及因應措
4.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
施之用，預計 111 年 9
中心再生水工程，原則
月完成。
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及子法尋求代替履
行之用水端進行交換水
源(依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辦理之規
劃成果，目前方案為保
安工業區及南部科學園
區-台南園區進行交換
水源具有可行性)，主
要工作項目包含再生水
廠（三級處理設施）以
及區外輸水管線工程，
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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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 行政院 106 年 4 月 5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09184 號函核定通過「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
，並於水環境建設項下框列再生水工程，使示範案外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再生水建設需求予以支持落實，以紓緩國
內的缺水情形。
(二) 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1 日院臺建字第 1020058067 號函核定通過「公
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計畫」
，優先辦理公共污水處

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計畫作業規劃及民間參與先期評估，
並以臺中市豐原廠、福田廠，臺南市永康廠、安平廠，高雄市鳳山溪
廠及臨海廠等六座示範案例為辦理主軸。
(三) 為擴大再生水使用及推動範疇，內政部及經濟部於 107 年 10 月 23
日提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第 1 次修正計
畫，其子計畫「再生水工程」內容包含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
生水工程、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水工程，爭取列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加速推動。後行政院為
加速有效推動再生水工程於 109 年 9 月 28 日核定「公共污水處理廠
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
，110 年起再生水將納入該計畫
推動，爰辦理本計畫修正。
二、未來環境預測
臺灣地區全年的降雨量雖然有全球平均值的二倍半，惟因雨量於時間
及空間上分佈極為不均，致使每人可分配的人均雨量僅有全球平均值的七
分之一；另根據國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評估，氣候
變遷使臺灣年均雨量每年降低 0.9%，乾旱週期由 17 年降為 9 至 10 年，預
估至 139 年豐水期雨量增加與枯水期雨量減少比例將達 5~10%。
因應近年極端氣候致異常降雨和極端乾旱事件增加，傳統水源供水穩
定度備受挑戰，此外各地區用水成長需求亦造成供水壓力。而公共污水處理
廠放流水具有質穩量定、不受水文天候限制的優勢，經妥適處理後供為特定
用途之水源，不僅技術上可行，國內近年也有推動六座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之前例，其中高雄鳳山溪再生水廠已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開
工；另外「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業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由總統令公布，已
建構再生水資源發展的法制根基環境。所以，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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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再利用已成為台灣永續發展之重點政策。
三、問題評析
為避免水資源短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歐美先進國家紛紛以開發海水
淡化、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雨水貯集等新興水源作為主要水源或
是備援水源，可有效提升整體供水可靠度，惟國內推動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剛
起步，其中「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已完成立法程序並佈頒實施，依
據上述條例相關規定，現究其推動可概分為政策、法規及市場層面，分述如
下：
(一) 政策面
有關強制使用再生水規定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4 條
制訂精神，為營造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友善發展環境，以下水道系
統廢（污）水或放流水再生利用，提供該地區開發所需水源，以達水資
源永續發展之目的，妥規定應提出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
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應使用一定比率系統再生水；而
針對已核定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
短缺之虞地區，經查核其各年期實際用水情形與用水計畫內容差異達一
定比率或一定規模者，應使用一定比率系統再生水。
(二) 市場面
有關提高民間投入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為
帶動我國再生水整體發展，需透過政策誘因，提升民間投入開發再生水
之意願，妥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無償提供所轄
公共下水道系統之污水或放流水予再生水經營業及許可自行取用者；但
得收取為提供該水源所增加之建設、營運或其他必要費用。此外，水源
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積極興辦再生水開發
案或提供污水或放流水，並得報請中央下水道主管機關，優先核定辦理
該地區之公共下水道系統建設。
有關中央補助建設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6 條規定，針
對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再生水開發案，或非位於水源供應短缺
之虞地區之再生水開發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資源者，中
央得補助其部分建設費用。
有關自行取用規定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1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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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自行取用下水道系統一定水量以上之廢（污）水或放流水者，應向相
關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取得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許可。
(三) 法規面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為帶動我國再生水整體發
展，需透過政策誘因，提升民間投入開發再生水之意願，妥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無償提供所轄公共下水道系統之污水或
放流水予再生水經營業及許可自行取用者；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所稱一
定期間，指自本準則發布日起十年。但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水源供需條件、
再生水開發利用情形、產業發展及用水需求條件，公告延長之。
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但書所稱為提供該水源所增加之建設、營運或
其他必要費用如下：
1.建設費用：指建、增建、改建及修建設施(含設備)費用。
2.營運費用：指因前款增加之電費、人事費、土地租金或使用費及
其他 操作維護費用。
3.其他必要費用：指土地取得費用及依個案性質所需之必要費用。
前項費用，應扣除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補助，
並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一次或分次收取全部或一部。
因此期能藉由本修正計畫增加放流水回收再生水利用案例，使後
續再生水開發單位能依循「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相關規定執行，
俾作為後續擴大推動之參考。
四、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為落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加強政策溝通說明，
已舉辦六場「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公聽會」，並邀各方專家學者、縣市首
長及政府官員與會，其中就再生水工程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
利用，來取代傳統水源開發有其必要性，與會人士及委員均表達肯定支持並
寄予厚望。
內政部作為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與用戶接管之主管機關，未來除了賡
續辦理主次幹管的佈設與民眾生活污水的接管外，將持續以污水處理廠轉
化為都市小水庫的思維，針對穩定的放流水加以再利用，讓污水再生變藍金，
共同維護環境資源與創造產業利基，更可將自來水資源逐步轉予民生使用，
使台灣珍貴的水資源持續朝循環永續的方向邁進，以符合我國再生水之前
瞻政策目標及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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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內政部推動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計畫」
，已開
啟國內污水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供給工/產業使用之先河，其中鳳山溪廠示範
案已於 105 年 12 月開工，並於 107 年 8 月 22 日完工通水，可提供 2.5 萬
CMD 的再生水予臨海工業區，更於 108 年 8 月 23 日擴大規模至 4.5 萬 CMD。
目前於再生水示範計畫推動帶動下，國內各相關機關及潛在需水端已不再僅
持觀望之態度，對於推動再生水之接受程度已有提升，鳳山溪再生水計畫不
單是首例，而是獨具承先啟後之意義。
爰此，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為營造穩定都市替代水源，
已先預行辦理「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臨海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計畫」及「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
可行性評估作業，並請各相關單位積極配合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研擬後
續辦理期程及作業模式，促使我國再生水推動藍圖能更加豐富，以達成循環
經濟政策目標及符合社會期待。
一、目標說明
藉由本修正計畫之推動，辦理個案之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穩定及提供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及臨海工業區等發展及投資誘因，建立國內永續再生水產業，
降低水資源開發壓力，以水資源之永續利用為前瞻目標。
計畫推動目標預計可擴大內政部「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
範推動計畫」外再生水供應 4 萬噸/日予產業使用（水湳案新增 1 萬噸/日，臨
海案可擴大臨海廠示範案水量 2 萬噸/日，仁德案新增 1 萬噸/日），個案目標
依據各興辦機關所提現況及辦理期程，臚列如下:
(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為供應再生水予中
部科學園區台中園區做為工業用水使用之方案，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再生水廠（三級處理設施）以及區外輸水管線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
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二) 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為因應內政部示範案臨海廠再生水
工程，以供應臨海工業區用水為主要目的，初期因臨海集污區接管率
及蒐集污水量少，故評估從高雄污水區設置「取水管工程」引原污水
8 萬噸/日至臨海污水處理廠使用，本案將配合示範案「臨海再生處
理廠興建工程」
、
「臨海工業區外輸水管線佈設工程」與「臨海工業區
內輸水管線佈設工程」等 3 項工程建設合併辦理，於 110 年底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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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至 3.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原示範案預計供水 1.3 萬噸，本計
畫新增 2 萬噸)。

(三)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原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及子法尋求代替履行之用水端進行交換水源(依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辦理之規劃成果，目前方案為保安工業區及南部科學
園區-台南園區進行交換水源具有可行性)，主要工作項目包含再生水
廠（三級處理設施）以及區外輸水管線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四) 高雄市鳳山廠為內政部推動再生水示範案首座已完成供水之再生水
廠，於 108 年 8 月 23 日起提供 4.5 萬 CMD 再生水，108 年底發現有
不肖業者大量排入有機溶劑、廢油污染及高濃度有機物等違規物質，
為能即時掌握水質水量資訊及各截流設施操作狀況，將辦理「遠端水
質監測及廠內增置異常入流處理設施」工程，主要工作項目包含設計
監造、專案管理、廠內外改善工程(包含流量計、水位計、水質監測、
CCTV 監控設施、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等監測設備之設置)等，收集
水質監測數據與監控影像，以供後續廠商稽查及因應措施之用，預計
111 年 9 月完成。
表一 分年目標再生水量
可提供之再生水量（噸/日）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供應中科)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供應臨海工業區)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代替
履行)
合計

總量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0,000

0

0

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0

0

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0

0

0

0

0

0

10,000

40,000

0

0

0

30,000

30,000

30,000

40,000

備註：
1. 臨海再生水工程將配合臨海廠示範案於 110 年底供水 3.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2. 目標回歸由「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完成，本計畫僅為
支應 106-109 年度經費。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國內目前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除內政部推動之示範案例外，
尚無其它大型再生水供應產業使用案例，現就示範案例推動過程所遭遇之限
制為例，將是未來本修正計畫推動過程需提前協商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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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需水端之協調：供水端、調配水端、需水端等三方基於本身立場難
以達成合作模式，供水端希望買方能保價保量；而調配水端基於成本
回收立場，希望能以最小的保證量取得最大水源的調配量；需水端則
希望能在有需求時獲得保證水量，但又希望能以使用者付費之基礎
上，僅支付使用水費，故如何在三者間取得平衡為本修正計畫推動之
先期課題。
(二) 供需關係介面複雜：本修正計畫牽涉再生水取用及供應鏈介面繁雜
且單位甚多，例如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工業局、科
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縣市地方政府等，由傳統二級處理、
高級處理、專管輸送至園區、配水至園區內最終用水端，各案將再生
處理設施及管線興建納入污水下水道建設，減少二級處理、高級處理
及輸送端的介面，此部分由主辦機關統一擔任供水端窗口，續由園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用水端的統籌窗口，以確保再生水能夠穩定
供水、並持續被有效使用。
(三) 用水契約之訂定：確認供需水端供應模式及透過各機關努力協商，是
再生水計畫推動之關鍵課題，另透過用水契約之簽定更是確認用水
端保質、保價及保量的需求，也是後續再生水廠能否長久營運的重點。
三、預期積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水湳再生水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臨
海再生水工程將配合臨海廠示範案於 110 年底供水 3.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仁德再生水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叁、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計畫」執行現況

(一) 首例高雄市鳳山廠示範案已於 107 年 8 月 22 日完工通水，可提供 2.5
萬 CMD 的再生水予臨海工業區，並於 108 年 8 月 23 日擴大規模至
4.5 萬 CMD。
(二) 臺中市福田廠示範案報院計畫業於 106 年 7 月 7 日經內政部核定，
及由臺中市政府在 107 年 7 月召開用水契約協商會議，並於 109 年
9 月 21 日辦理用水契約簽訂儀式，現正辦理計畫修正作業及統包招
標。
(三) 臺南市永康廠示範個案計畫 106 年 5 月 16 日奉行政院核定，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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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由內政部營建署代辦第一期統包工程招標作業，已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決標推動。
(四) 臺南市安平廠示範案經內政部 108 年 7 月 30 日核定個案報院計畫，
預估再生水量為 3.75 萬 CMD 供南科園區，已於 109 年 7 月 3 日簽
約推動。
(五) 高雄市臨海廠示範案經內政部於 107 年 3 月 8 日核定個案報院計畫，
及高雄市政府已於 8 月 16 日辦理甄審會完竣，已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簽約推動。
(六) 豐原廠臺中市政府已完成豐原廠再生水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招標
作業，109 年 9 月 9 日市政府提送豐原案的可行性評估報告，現階段
條件尚無可行性。
綜上所述，現由內政部推動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
動計畫」
，總供應再生水量計 28 萬噸/日，將續依目前六示範案執行進度及成
果滾動檢討，未來可提供量大且穩定之放流水供回收再利用，可使自來水資源
逐步轉予民生使用，逐步舒緩澇旱缺水之壓力。
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再生水工程潛在使用者評估

依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核定之再生水工程內容，內政部亦積極協調經濟部
工業局、臺中市政府、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雄市政府及臺南市政
府就計畫內容研提個案計畫，評估供水端之可行性及需水端潛在需求。
三、需水端園區面臨缺水風險
以現階段台灣地區人口增加趨緩的情勢分析，新增用水主要以工業/產業用
水為主，若無法順利開發新水源因應，不僅可能限制未來產業發展，已設廠之既
有產業亦需承擔一定之缺水風險。
以中部科學園區為例，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再生利用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研
究」
，當工業用水之缺水率達 20 %時，將可能使 50 %之製程停止導致產能損失，
因缺水所造成之產值損失約為 2.7 億元/日；另以南部高雄市臨海工業區為例，
區內廠商中國鋼鐵需補充水量約為 13.5~14.5 萬噸/日，其缺水量達 50%亦即 7 萬
噸/日左右時，造成之產值損失約為每日 7,000 萬元。由此可知，占國內產業大
宗之高科技、石化及金屬製造產業，大多具有用水量大而集中、缺水容忍度低的
特性，若能將鄰近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供園區使用，無論從經濟效
益、民眾接受度、風險管理等面向分析均為較佳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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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確保再生水水質設施
以高雄鳳山廠為例，由於未設置相關流量計、水位計、水質監測、CCTV 監
控設施、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及異常水質廠內應變保護設備等，108 年底發現有
不肖業者大量排入有機溶劑、廢油污染及高濃度有機物等違規排放情形，為能即
時掌握水質水量資訊及各截流設施操作狀況，將辦理「遠端水質監測及廠內增置
異常入流處理設施」增置工程，設置相關流量計、水位計、水質監測、CCTV 監
控設施、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及異常水質廠內應變保護設備等，收集相關水質監
測數據及數位影像，以提升早期預警能力及相關緊急應變措施。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藉由計畫之推動，由經濟部工業局、科技部中部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臺中
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辦理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及供給產業使用之 3 項前瞻建設
計畫，並結合內政部現正推動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
計畫」擴大國內再生水供應規模，帶領建立市場並發展取供模式，誘導廠商投

入，穩定及提供中科園區、保安工業區、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及臨海工業
區產業發展及投資誘因，建立國內永續再生水產業。
(一) 水湳再生水案(園區外)工作項目包含先期作業、設計監造、專案管理、
輸配水管線、加壓站、配水池及再生水廠等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供
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二) 臨海再生水案工作項目包含設計監造、取水管線、抽水站、閥件、配
線及傳輸等工程，將配合內政部臨海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案於
110 年底擴大供水 3.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原示範案預計供水 1.3
萬噸，本計畫新增 2 萬噸)。
(三) 仁德再生水案工作項目包含先期作業、設計監造、專案管理、輸配水
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四) 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工作項目包含設計監造、專案管理、廠內外改善
工程(包含流量計、水位計、水質監測、CCTV 監控設施、智慧型人
孔蓋傳感器等監測設備之設置)等，收集水質監測數據與監控影像，
以供後續廠商稽查及因應措施之用。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本方案將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動及預算編列期程，期能於各階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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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成果，執行策略分述如下，分年執行進度表綜整如表二所示：
表二 本修正計畫個案辦理期程表
期程

107 年

處理廠及計畫名稱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水工程(園區外)

108 年

109 年

先期規劃及設計
興建工程
工程專案管理及營運
先期規劃及設計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興建工程
工程專案管理及營運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水工程
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先期規劃及設計
興建工程
工程專案管理及營運
先期規劃及設計
改善工程

(一)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本項子計畫由臺中市政府為興辦主體，現正由臺中市政府辦理專案管
理及工程招標工作，擬於 110 年底完成再生水廠及區外輸水管線等興建
工程後開始供水。
(二)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項子計畫由臺南市政府為興辦主體，將由臺南市政府辦理可行先期
作業，接續辦理專案管理及工程招標工作，擬於 113 年底完成再生水廠及
區外輸水管線等興建工程後開始供水。
(三)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項子計畫由高雄市政府為興辦主體，已完成工程招標作業，並於 108
年 3 月 4 日開工，預計 110 年底完成再生水廠及區外輸水管線等興建工
程後開始供水。
(四) 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本項子計畫由高雄市政府為興辦主體，PCM 已於 109 年 9 月 7 日完
成簽約，刻正辦理統包工程發包作業，預計 109 年 12 月完成，並於 111
年 9 月完成廠內外改善工程後，收集水質監測數據與監控影像，以供後
續廠商稽查及因應措施之用。
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依前述問題評析及達成目標限制說明，「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之
制訂已為我國再生水推動提供依循之準則，輔以內政部再生水示範案推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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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及策略，各興辦機關可就前述問題先行擬定執行策略，優先進行供需水
端之協調，確保供水規模、水質需求及區內外管線畫分等作業，另依「再生
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確定執行規範及各機關權責分工，並由內政部及經
濟部協助跨機關整合需求，達到供需水端及民生用水轉換之三贏供水措施。
本修正計畫之實施主要由內政部及經濟部負責推動、協調及監督，實際執
行部分除各主辦機關外，尚包括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工業
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
府等權責相關機關，各單位應辦理或協助事項分述如下:
(一) 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本修正計畫係由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科技部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擔任再生水工程興辦主體，並提報個案計畫，辦
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若採促參方式推動）、甄選專案管理機構及
承包廠商等工作，與各污水處理廠排放許可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事
宜。
(二) 內政部營建署
1. 負責本修正計畫之推動、協調與監督，辦理個案計畫統整及提報。
2. 委外辦理各再生水案之可行性研究、規劃與招決標之諮詢審查工作及
後續工程進行推動之進度管控、審查及督導工作。
3. 協調既有已營運污水處理廠或建設中污水處理廠與後續三級再生處
理設施之介面問題。
4. 若各縣市政府限於業務與人力無法擔任主辦機關時得委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助，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若採促參方式推動）、甄選
專案管理機構及承包廠商等工作。
5. 本修正計畫內政部補助辦理之前瞻再生水工程案件如經評估採促參
方式興辦，考量促參案後續營運年期長久及需求複雜，且須具財務及
法務等特殊專業，續參照污水下水道建設促參案、「公共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之鳳山溪及臨海等示範案模式，循
預算程序納入後續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辦理營運期委託專案管理作
業。
(三) 經濟部水利署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之主管機關，並進行綜整及媒合與
協商用水事宜，配合用水計畫書審查尋找缺水端進行媒合；透過既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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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計畫審查，要求區域內大型用水者（以工業用戶為主）在總用水量使
用一定比例再生水，並強化後續查核作業，以確保用戶之再生水使用量
符合原訂規劃。
(四)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再生水由專管輸送至科學園區入口後，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及子法辦理園區內之配水管線佈設興建及收費作業，另負責後續營運期
間園區內各廠商之輸配及用水相關事宜，並協助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園區
內廠商使用意向調查等。
(五)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與同一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
內之既有用水事業交換水源，以代替履行其使用系統再生水之義務。
(六) 經濟部工業局：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辦理園區內之管線佈設興建及
收費作業，另負責後續營運期間園區內各廠商之輸配及用水相關事宜，
並協助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業區內廠商使用意向調查等。
有關本修正計畫之跨部會協商及推動，經濟部已成立「水再生利用
推動小組」，定期召開委員會議並邀集相關部會及機關就個案推動進行
研商及討論，本修正計畫亦可藉由其運作達到部會間有效溝通協調的目
的。
後續各主辦機關需於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建設推動會」進行審查
並在經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協調會報」報告，以落實公共污水廠再生
水推動策略；另為利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各案計畫未來將視執行成果
滾動檢討調整，期使政府之有限資源能最大化，以符合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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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本方案機關分工一覽表
工作項目

相關單位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主管機關
媒合並協商用水事宜

經濟部水利署

再生水合作意向書/分工備忘錄之簽署

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工業局/科技部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各縣市
政府

計畫之推動、審查、協調與監督
辦理個案計畫統整

內政部營建署

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
(若採促參方式推動)

甄選專案管理機構及承包廠商
工業區/科學園區內再生水輸水管線佈設
及統籌輸配用水事宜

各縣市政府/內政部營建署/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
各縣市政府/內政部營建署/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經濟部工業局

四、營運管理之規劃
本案預計依採購法或促參法興辦及營運，於完成再生水處理廠及輸配水
管線工程與功能測試，並經主辦機關查核及取得相關文件許可後，由施工廠
商繼續或另案招標負責辦理再生水處理廠設施，及輸配水管線之營運工作，
以確保水質水量符合需求及穩定長久營運：
(一) 操作維護需求：
1. 負責操作、維修、保養、更新各項設施及設備，以使再生水處理廠及
輸配管線能達到設計所要求功能。
2. 確保處理設施於設計條件下均能正常操作運轉，且其處理水量及水質
均能符合契約規範要求。
3. 執行管線設施檢查，並依管線種類及不同管徑訂立檢查流程、檢查進
度計畫、檢查模式、分區、分期及分組檢查方式、通報方式、檢查頻
率等。
4. 提供異常狀況記錄統計方式及處理流程、模式，將異常狀況予以評分
及分類，制定判斷標準，作為修繕維護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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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水處理設施之維護工作，應確實依照核可之維護計畫實施。
6. 現場及非現場之水質樣品採取及收集、樣品貯藏、試體準備、水質檢
驗室試驗及統計分析、藥品管理、分析及現場量測儀器保養及校正等。
(二) 水質監測需求：
1. 依契約規定及要求，於操作及維護工作執行期間，施作一切必須的採
樣、水質檢驗、流量量測等工作。
2. 所有採樣方法、測定方法及分析設備（含委外待檢驗工作）均必須遵
照中華民國環保署環境檢驗所之規範，或依主辦機關指定方法辦理。
3. 營運商可依其實際需要或經濟考量，將部分水質採樣、水質檢驗及分
析工作（非線上監測項目）委託專業代檢驗公司辦理，且該代檢驗公
司須為環保署認可者。
4. 若遇水質有異常現象，應立即緊急通報主辦機關並作適當之處置。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一)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本案由臺中市政府及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主辦，自 107
年辦理，分階段於 107 年至 110 年辦理先期作業、設計監造、專案管
理、輸配水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工程等各項重點工作，預計於 110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二)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將由臺南市政府主辦，分階段於 109 年至 110 年辦理先期作
業、設計監造、專案管理、輸配水管線及再生水廠等工程等各項重點工
作，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三)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案總期程預計自 107 年起至 110 年止，107 年起開始辦理設計監
造、取水管線、抽水站、閥件、配線及傳輸等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
前完成取水管線埋設（全期可取原污水 8 萬噸/日）
，其中「招商作業及
工程規劃設計」於 107 年下半年開始辦理；自 108 年上半年起辦理全
期土建機電設施工程興建，預計 110 年下半年完工，配合示範案於 110
年底擴大供水至 3.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原示範案預計供水 1.3 萬噸，
本計畫新增 2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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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鳳山再生水廠內外改善工程
本案總期程預計自 109 年起至 111 年止，109 年起開始辦理專案
管理技術服務，預計 109 年 12 月完成統包工程發包，並於 111 年 9
月完成廠內外改善工程後，收集水質監測數據與監控影像，以供後續
廠商稽查及因應措施之用。
二、所需資源說明
(一)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於前置作業階段人力需求原則於各機關以現有人力調配運用，
另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相關評估、後續規劃作業及專案管理，本案所需經
費詳後節所述。
此外，本案輸配水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興建工程約需使用
9,060m3 混凝土，以每 m3 混凝土約需使用 1.039 噸粗骨材、0.72 噸砂及
0.315 噸水泥來計算，本案約需使用 16,636 噸砂石及 2,854 噸水泥。
(二)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案人力需求原則於各機關以現有人力調配運用，及另行委託專業
機構辦理專案管理，另所需經費詳後節所述。
此外，本案取水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興建工程約需使用
20,300m3 混凝土，以每 m3 混凝土約需使用 1.039 噸粗骨材、0.72 噸砂
及 0.315 噸水泥來計算，本案約需使用 35,708 噸砂石及 6,395 噸水泥。
(三)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於前置作業階段人力需求原則於各機關以現有人力調配運用，
另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相關評估、後續規劃作業及專案管理，本案所需經
費詳後節所述。
此外，本案輸配水管線及再生水廠等興建工程約需使用 18,000 m3
混凝土，以每 m3 混凝土約需使用 1.039 噸粗骨材、0.72 噸砂及 0.315 噸
水泥來計算，本案約需使用 12,960 噸砂石及 5,670 噸水泥。
表四 各案大宗物料資源需求表
前瞻再生水計畫案

混凝土(m3)

砂石(噸)

水泥(噸)

水湳案

9,060

16,636

2,854

臨海案

20,300

35,708

6,395

仁德案

18,000

12,960

5,670

合計

47,360

65,304

14,919

24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 經費來源
本修正計畫期程為 106 年 8 月至 109 年 12 月止，所需經費約 8.38
億元由特別預算支應，後續再生水工程推動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
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二) 計算基準
本修正計畫推動個案若採政府採購程序興辦，工程經費編列依照
「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規定估算，若採促參方式興辦，則
依年限及供水量攤提支付廠商。
本修正計畫中央及地方須分攤比例比照「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將補助比率分為第五級，由「污
水下水道工程計畫」項下第三級中央最高補助比率為 92%，依此原則
評估個案各縣市政府需負擔經費。
表五 各案中央及地方經費分攤一覽表

單位:百萬元

臺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補助比例 92%)

(補助比例 92%)

(補助比例 92%)

水湳案
(園區外)

臨海取水管

鳳山廠內外
改善工程

仁德案

中央總預算

710.9

580.0

106.1

736.0

地方預算

61.8

50.4

9.3

64.0

合計

772.7

630.4

115.4

800.0

(三)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本案結合污水下水道系統與再生水系統，將水湳再生水廠興建後
與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合併營運，計畫內容包含再生水廠 1 座（1 萬
CMD）、輸水管線約 5.8 公里及配水池，所需中央總經費估算約為 7.1
億元。
(四)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案將配合內政部推動之臨海廠示範案執行，計畫內容包含輸水
管線約 5.9 公里及抽水站，所需中央總預算經費估算約為 5.8 億元。
(五)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結合污水下水道系統與再生水系統，將仁德再生水廠興建後
與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合併營運，計畫內容包含再生水廠 1 座（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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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及輸水管線約 3.8 公里，所需中央總預算經費估算約為 7.36 億
元。
(六) 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本案將配合內政部推動之鳳山廠示範案執行，計畫內容包含水
位計、流量計、水質監測、CCTV 監控、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等設備
設置，以及人孔蓋改善、分流閘門增置、廠內異常水植物化處理設施
增置、污水管網監測預警系統結合水理模擬功能建置等，所需中央總
預算經費估算約為 1.06 億元。
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表六 再生水工程經費概估表及輸送管線示意圖
水湳(園區外)、臨海取水管線及仁德等再生水工程
經費金額
備註
(百萬元)
0、先期作業
2.0
一、設計階段費用
84.2
約直接工程費之5%
二、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42.7
依參考資料估算*
三、工程建造費
1,988.2
1至3項總和
1.直接工程費
1,684.5
1.1至1.8項總和
1.1再生廠工程
684.3
依參考資料估算*
1.2管線工程
802.5
依參考資料估算*
1.3加壓站工程
35.7
依參考資料估算*
1.4抽水站工程
19.5
依參考資料估算*
1.5閥件
8.4
依參考資料估算*
1.6配線及傳輸工程
7.4
依參考資料估算*
1.7雜項工程
78.2
約個案1.1至1.6項總和5%
1.8安衛及環保措施
48.5
約個案1.1至1.7項總和3%
2.間接工程費
252.7
約直接工程費之15%
3.物價調整費
51.0
個案年增率採1.8﹪估算總和
四、興建期專案管理費用
56.0
參考技服辦法及依實際需求估算
五、營運期專案管理費用
30.0
六、總工程費
2,203.1
0及一至五項總和
七、業務費及其他
40.0
八、總經費 表六 再生水工程經費概估表及輸送管線示意圖
2,243.1
六及七項總和
成本項目

*參考資料：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草案）」，106年6月
參考資料：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臨海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調查評估及推動方式評估報告（修正稿）」，106年4月
參考資料：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107年7月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仁德污水處理廠再生利用調查規劃」，1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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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再生水廠內外改善工程
成本項目
一、工程建造費
1.直接工程費
1.1水位計設備
1.2流量計設備
1.3水質監測設備
1.4CCTV監控設備
1.5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
1.6人孔蓋改善及分流閘門增置工程
1.7雜項工程
1.8增置廠內異常水質物化處理設施
1.9建置污水管網監測預警系統結合
水理模擬功能
2.間接工程費(含監造費)
二、專案管理技術服務費
三、總經費

經費金額
(百萬元)
111.3
105.2
4.1
1.9
16.7
2.4
0.9
16.1
1.0
53.5

1至2項總和
1.1至1.9項總和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8.5

依參考資料估算*

6.1
4.1
115.4

依參考資料估算*
依參考資料估算*
一及二項總和

備註

*參考資料：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高雄市鳳山水資源中心專用下水道系統遠端水質監測系統及廠內增置異常水入流處理設施規劃設計案」，109年3月

中科台中園區再生水設施及輸送管線示意管線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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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海取水管線工程配置示意圖

仁德再生水廠代替履行作業交換水源初步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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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再生水廠供次級用水輸水路線初步規劃構想圖

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監測設備初步規畫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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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個案計畫辦理進度及興辦機關後續需求，計畫預計於 107 年至 113
年為執行期程，分年預算經費詳如下表:(其中 107~109 年度中央特別預算數
分別為 20,000 千元、292,900 千元及 525,302 千元)，後續再生水工程推動改
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
表七 前瞻再生水工程分年經費表
總經費
本計畫特別預算
中央公務預算
地方預算
總經費

838,202
1,334,782
185,477

第一年
107年
20,000

所需總經費及分年經費表（千元）
第二年 第三年
110年以後
108年
109年
292,900 525,302
1,334,782
71,157
114,320
2,358,461

備註：
1. 本計畫期程為 106 年 8 月至 109 年 12 月止。
2. 所需經費自第四年起(110 年以後)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
度)」執行。

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預期效果
根據本修正計畫初步評估結果及供需水端需求，可供應再生水量達 5 萬
噸/日，有效增加水資源利用效率及降低缺水風險，提高整體供水可靠度，同
時水源多元化供應，確保各標的用水穩定供應；為利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及
前瞻性政策目標，各案計畫未來將視執行成果滾動檢討調整，期使政府之有
限資源能最大化，以符合社會期待。
二、經濟效益分析
(一) 基本假設參數
1. 評估基礎年：
本計畫以民國 107 年為經濟效益評估的基礎年。
2. 評估期間：
本計畫工程建造時程為民國 107 至 113 年，其中 110 至 113 年度所
需經費改納「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
行；以仁德廠通水後 15 年為營運支出與效益回收評估年期。因此，經
濟效益分析期間主要為民國 107 年至民國 128 年，共計約 22 年。
3. 物價上漲率：
物價上漲率為估列相關成本與效益項目時，隨物價波動調整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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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 1.35%估算。
4. 折現率：
為能將建造及使用期間所產生之各項成本與效益在同一基礎上作
比較，遂將各年成本與效益值按適當之折現率折算為投資年之價值，經
參酌政府中長期公債平均殖利率及考量目前經濟穩定成長趨勢，本計畫
採用 2.0%為折現率設定值。
(二) 成本分析
主要為兩部分，一為建設經費之年計建設成本，二為營運成本，即
再生處理廠及輸送管線營運維護管理每年所需之成本(因全國首例鳳山
再生水廠於 107 年 8 月開始營運，國內尚無再生水廠營運資料，暫以售
水效益 90%作為營運成本納入計算)。
(三) 直接效益
本方案以工業用水為主要標的，直接效益可由供水效益、降低缺水
風險避免產值損失之效益分析：
1.售水效益：
為出售再生水之收入，依前述分析，各案使用者應負擔價格包含再
生處理之營運成本及其他必要費用，將其相加後再乘以每年售水量可得
每年供水效益。假設售水費為 18.8 元/噸（參採鳳山溪再生水示範案售
水價格、永康再生水示範案個案計畫），本修正計畫每日供再生水 5 萬
噸（其中水湳案 1 萬噸/日、臨海案配合既有之臨海廠放流水再生利用
示範案供 3.3 萬噸/日、仁德案 1 萬噸/日），以每年平均供水 350 日估
算，效益約達 1.592 億元/年(其中臨海取水管線工程案依整體建設費比
率攤提，供水量約 0.42 萬噸/日)。
2. 降低缺水風險避免產值損失之效益：
再生水具穩定供水特質，可增加水資源利用效率且降低缺水風險，
提高整體供水可靠度，使再生水使用廠商於缺水期間維持製程穩定，免
去缺水造成經濟產值損失，並使上、下游供應鏈廠商穩定進、出貨，整
體關聯產業穩定發展。
本案以各工業區或科學園區現況年產值除以年需水量可得每噸水
之經濟效益，再以最低限度每年缺水一天分析避免產值損失所帶來之經
濟效益，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再生利用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研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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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就工業用水而，當缺水率達到 20%時，就可能會造成 50%的製程停
產，導致產值損失。」依此原則計算，即前述所得每噸水之經濟效益乘
以一日之再生水供水量再乘以 50%可得。
以臺中水湳案為例估算，再生水供水量 10,000CMD，而供水對象中
部 科 學 園 區 - 臺 中 園 區 年 產 值 約 4,921.17 億 元 、 園 區 用 水 量 約
80,000CMD，換算單位用水量產值為 16,853 元/m3，假設每年有 1 天無
法供水，則避免缺水損失效益為[16,853 元⁄m3 ×(10,000CMD×1 日) ×50%
= 0.84 億元]。各案效益詳如下表所示。
表八 各案避免缺水損失效益計算表
項目

水湳案

臨海取水管

仁德案

園區產值(億元/年)
4,921.17
9,136
8,788
工業區用水量(噸/日)
80,000
250,000
126,748
每噸水產值(元)
16,853
10,012
18,996
再生水供應量(噸/日)
10,000
20,000
10,000
避免缺水損失效益(億元/日)
0.84
1.001
0.95
備註：臨海案之避免缺水損失效益係以可增供再生水 2 萬噸/日計算所得。
參考資料：
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草
案）」，106 年 6 月
2.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臨海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調查評估及推動方式評估報告（修正稿）」，106 年 4 月。
3. 各產業園區主管機關網頁訊息

(四) 間接效益：帶動就業人口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我國整體營造
業每一人之勞動生產力為 453.7 萬元，水湳案兩年興建期之採購營建工
程經費 6.269 億元，平均每年有 3.135 億元生產總額，推估所需的發包
工程人力需求約 69 人/年（3.135 億元÷453.7 萬元取十位數約 69 人），
另外操作營運需求人力為 18 人/年。
臨海取水管案三年興建期之採購營建工程經費 4.480 億元，平均每
年有 1.493 億元生產總額，推估所需的發包工程人力需求約 32 人/年
（1.493 億元÷453.7 萬元取十位數約 32 人），另外操作營運需求人力為
3 人/年。
仁德案三年興建期之採購營建工程經費 5.442 億元，平均每年有
1.814 億元生產總額，推估所需的發包工程人力需求約 40 人/年（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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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453.7 萬元取十位數約 40 人），另外操作營運需求人力為 18 人/
年。
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兩年興建期採購營建工程經費 1.074 億元，平
均每年有 0.537 億元生產總額，推估所需的發包工程人力需求約 12 人/
年（0.537 億元÷453.7 萬元取十位數約 12 人）。
本項計畫推動後施工期評估平均約可提供 153 個就業機會/年，營
運期評估平均約可提供 39 個就業機會/年，依據最新行政院主計總處國
勢普查處公布 107 年 6 月我國勞動力人口為 1,185.7 萬人為計算基礎，
預估施工期平均每年可降低(153/11,857,000)×100%=0.00129%失業率，
預估營運期平均每年可降低(39/11,857,000)×100%=0.00033%失業率，
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佈 107 年預測人均 GDP 25,546 美元估算，年計效
益分別約 153×25,546×30.68(NTD/USD)=1.199 億元(施工期)，39×25,54
6×30.68(NTD/USD)=0.306 億元(營運期)。
表九 各案經濟效益分析表
單位：億元
1.直接效益
售水效益
避免產值損失之效益
2.間接效益
帶動就業人口

水湳案

臨海取水管

仁德案

鳳山廠內外改善工程

0.658
0.840

0.276
1.001

0.658
0.950

-

0.588

0.274

0.455

0.090

(五)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由上述原則估算，綜整上述成本與效益之估算，本計畫經濟效益評
估結果如表十及表十一所示。若考量「售水收益」
、
「避免產值損失之效
益」及「帶動就業人口」之總效益，其 22 年之淨現值約為 21.121 億元，
益本比(B/C)為 1.494 具經濟可行性，詳見下表。
表十 本計畫經濟效益評估結果表
(單位：億元)
總效益現值
總成本現值
淨現值約
益本比
評估結果

63.915
42.795
21.121
1.494
具經濟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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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本計畫經濟分年效益與成本一覽表
年別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折現因子
1.00000
1.02000
1.04040
1.06121
1.08243
1.10408
1.12616
1.14869
1.17166
1.19509
1.21899
1.24337
1.26824
1.29361
1.31948
1.34587
1.37279
1.40024
1.42825
1.45681
1.48595
1.51567
總計

投資金額
0.217
3.176
5.701
5.815
2.646
3.130
2.900

23.585

原值
年效益
0.000
0.251
0.698
0.698
3.253
3.253
3.253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81.741

年成本
0.000
0.000
0.000
0.000
0.841
0.852
0.864
1.468
1.487
1.508
1.528
1.549
1.569
1.591
1.612
1.634
1.656
1.678
1.701
1.724
1.747
1.771
26.780

投資金額
0.217
3.114
5.480
5.480
2.444
2.835
2.575

22.145

現值
年效益
0.000
0.246
0.671
0.658
3.005
2.946
2.889
4.082
4.002
3.924
3.847
3.771
3.697
3.625
3.554
3.484
3.416
3.349
3.283
3.219
3.156
3.094
63.915

年成本
0.000
0.000
0.000
0.000
0.777
0.772
0.767
1.278
1.269
1.262
1.253
1.246
1.237
1.230
1.222
1.214
1.206
1.198
1.191
1.183
1.176
1.168
20.650

(單位：億元)
淨效益
淨效益
現值
-0.217
-0.217
-2.925
-2.868
-5.003
-4.809
-5.117
-4.822
-0.234
-0.216
-0.729
-0.660
-0.511
-0.454
3.221
2.804
3.202
2.733
3.181
2.662
3.161
2.593
3.140
2.525
3.120
2.460
3.098
2.395
3.077
2.332
3.055
2.270
3.033
2.209
3.011
2.150
2.988
2.092
2.965
2.035
2.942
1.980
2.918
1.925
31.376
21.121

(六) 不可量化之效益
1. 降低傳統水源開發壓力
現階段開發傳統水源所需之資源及經費，往往已超過公共污水處
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建設成本，若再加上克服民意及環保議題所增
加之社會及綠色成本，其差距將更加明顯。以近期將完工之湖山水庫為
例，總工程經費近 205 億元，以供水 26 萬噸/日、年利率 6%與攤提年
限 50 年估算，原水成本（不含淨水及管線輸配）已接近 14 元/噸，即
便水價尚未合理化，對開發單位而言推動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仍有其一定
之誘因及價值，且可有效降低傳統水源開發壓力。
2. 創造水資源產業產值
透過政府挹注投資，帶動公民營機構投入相關水利產業，蓬勃水產
品提供、設備製造、管線材料、技術服務、工程施工安裝以及人員培訓
等市場發展。
3. 減輕水體環境負荷及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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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既有二級污水處理廠操作未來將以加強
營養鹽去除效能以達到更佳水質為目標，除可減少後端三級再生處理所
需能源消耗、達到減碳效果外，更可間接減少排入自然水體之污染量，
增加河川之緩衝能力，符合水資源永續利用之精神，具環保正面效益、
提升國家形象。
4. 增加下水道建設效益
配合下水道建設計畫，達到改善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恢復清
澈水環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等效益。
三、再生水供應對產業及民生之影響
行政院為提升再生水推動，於內政部推動之福田再生水示範計畫外，擬再
額外籌應水再生利用經費 (其中 106-109 年度經費由本計畫特別預算執行，
其餘年度(自 110 年起)所需經費納入「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年至 115 年度)」執行)，顯見國家整體再對生水推動非常重視，未來內政部
推動之示範案及本修正計畫將成為國家重要之新興水源，公共污水廠放流水
再生利用水源為家庭污水，來源穩定不易受天候影響，是一股穩定且能長久
供應之水源，對工/產業而言是一股保險水、保命水，另外未來再生水供給產
業使用所替代出之自來水量，將可轉予民生使用以減低國人缺水之苦，使台
灣珍貴的水資源及產業持續朝永續的方向邁進。
經濟部及內政部近年為推動多元化水源，積極推動水再生利用發展，包含
長期研究支持、個案先期規劃及模廠驗證等，藉由科學數據建立使用信心及
政策參據；行政作為方面用水計畫核定，要求新開發案使用一定比例之再生
水，達到協助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目的。
法規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主要立法方向為（一）建立中
央、地方合力開發都市小水庫機制，
（二）開放民間取得廢污水廠放流水使用
權，促進民間水處理產業蓬勃發展，
（三）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強制與獎
勵措施，
（四）用水端事權整合等，以營造再生水友善發展環境，促進水資源
永續利用、提高整體供水可靠度；另透過水利法耗水費之開徵，未來一滴水
用兩次以是基本常態。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來源穩定不易受天候影響，是一股穩
定且能長久供應之水源，對工/產業而言是一股保險水、保命水，將使產業減
少缺水後顧之憂，現今採鞭子與蘿蔔的雙向措施，使企業明瞭水資源管理已
成趨勢，再生水的使用也是一項前瞻考量，目前內政部推動之再生水示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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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修正計畫再生水工程外，未來透過上述行政及法規之具體措施，將使周
邊產業使用再生水需求逐步增加並帶動國內再生水相關商機。
柒、財務計畫
一、基本假設與概述
本計畫規劃以特別預算或公務預算投資，故採用以政府負債投資觀點進
行財務分析，且僅需考慮稅前之資金成本與稅前現金流量，折現率即為前章
經濟效益分析所設定之 2.0%。
二、財務分析
(一) 基本假設參數
各項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同前章經濟效益分析內容說明。
(二) 財務成本項目(現金流出部分)
本計畫所投入成本包括施工期間所投入之建造成本，營運期間之營
運成本項目，其計算同前章經濟效益分析內容說明。
(三) 財務效益項目(現金流入部分)
如上述，就財務分析而言，僅有內部可計效益可為營運者帶來財務
效果，絕大多數外部可計或不可計效益則難以為營運者帶來財務效果。
故本計畫之財務效益僅計算前章經濟效益分析中營運期間之售水收入。
(四) 財務效益評估
本計畫以淨現值及自償率為指標評估計畫之可行性，綜整以上財務分
析結果可知，本計畫財務淨現值為-22.092 元，自償能力僅為 48.377，
就財務面而言，本計畫財務自償比率不高；另依據前章經濟效益分析
結果，本計畫能創造整體社會之效益，經濟面具推動可行性。
表十二 本計畫財務效益評估結果表
(單位：億元)
總財務效益現值
總財務成本現值
財務淨現值約
自償率(%)

20.703
42.795
-22.092
4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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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本計畫財務分年效益與成本一覽表
(單位：億元)
原值
現值
淨效益
年別 折現因子
淨效益
投資金額 現金流入 現金流出 投資金額 現金流入 現金流出
現值
-4
1.00000
0.217
0.000
0.000
0.217
0.000
0.000
-0.217
-0.217
-3
1.02000
3.176
0.000
0.000
3.114
0.000
0.000
-3.176
-3.114
-2
1.04040
5.701
0.000
0.000
5.480
0.000
0.000
-5.701
-5.480
-1
1.06121
5.815
0.000
0.000
5.480
0.000
0.000
-5.815
-5.480
1
1.08243
2.646
0.934
0.841
2.444
0.863
0.777
-2.553
-2.359
2
1.10408
3.130
0.934
0.852
2.835
0.846
0.772
-3.048
-2.761
3
1.12616
2.900
0.934
0.864
2.575
0.829
0.767
-2.830
-2.513
4
1.14869
1.592
1.468
1.386
1.278
0.124
0.108
5
1.17166
1.592
1.487
1.359
1.269
0.105
0.090
6
1.19509
1.592
1.508
1.332
1.262
0.084
0.070
7
1.21899
1.592
1.528
1.306
1.253
0.064
0.053
8
1.24337
1.592
1.549
1.280
1.246
0.043
0.035
9
1.26824
1.592
1.569
1.255
1.237
0.023
0.018
10
1.29361
1.592
1.591
1.231
1.230
0.001
0.001
11
1.31948
1.592
1.612
1.207
1.222
-0.020
-0.015
12
1.34587
1.592
1.634
1.183
1.214
-0.042
-0.031
13
1.37279
1.592
1.656
1.160
1.206
-0.064
-0.047
14
1.40024
1.592
1.678
1.137
1.198
-0.086
-0.061
15
1.42825
1.592
1.701
1.115
1.191
-0.109
-0.076
16
1.45681
1.592
1.724
1.093
1.183
-0.132
-0.091
17
1.48595
1.592
1.747
1.071
1.176
-0.155
-0.104
18
1.51567
1.592
1.771
1.050
1.168
-0.179
-0.118
23.585
26.682
26.780
22.145
20.703
20.650
-23.683
-22.092
總計

捌、附則
為推展再生水使用，內政部除賡續辦理 102 年度核定之「公共污水處理
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外，也於本次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再生水
工程協助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提報計畫及進行初步評估，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於推動上有其限制，例如：供需水端需求
整合、污水廠需有足夠污水量供應、供需端高程之差距不宜過高及距離考量
等因子，故就可行方案之選擇上有其先天限制，需考量上述限制因子後擇選
個案。
本修正計畫各主辦機關所提計畫除部分個案已著手進行可行性評估外，
仁德及水湳水資中心之建置已完成，並考量未來之需水端可能需求，經初步
評估尚符公共污水廠放流水再利用之優先性，且臨海廠亦為內政部現行推
動之再生水示範案，於後續配合及推動上可達相輔相成之效，續研提本案計
畫提報行政院加速推動我國再生水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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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來源穩定不易受天候影響，是
一股穩定且能長久供應之水源，對工/產業而言是一股保險水、保命水，
對於產業而言相較於傳統水資源有其吸引力，惟其興辦開發需有上述明
確之標的及相關評估，如本修正計畫後續遭遇不可預期因素及需求變更
而執行困難時，將配合內政部示範案辦理成果滾動檢討，持續對桃園、
臺中、臺南及高雄等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或有使用再生水需求地區評
估其他可行方案，以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益減少缺水風險。
二、風險管理
(一) 風險辨識
本計畫規劃以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後所產生之再生水
供給工/產業使用，並依政府採購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方式推動，
亦須考慮供應再生水至用水端之相關事宜，所涉及之權利義務關係複雜，
下列風險或將造成計畫執行時，計畫目標之下修或變更，屆時須滾動檢
討計畫內容並循序報院修正：
1、計畫面(P)，前瞻計畫經費遭刪減(P1)。
2、媒合面(M)，供需水端需求變更(M1)。
3、建設面(B)，執行機關招標困難(B1)、施工廠商履約不利(B2)等。
(二) 風險分析
表十四 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及風險圖像
風險
項目
P1
M1
B1
B2

風險本質評估
可能性(L) 後果(I)
L1
I2
L2
I1
L1
I1
L1
I1

風險
等級
R2
R2
R1
R1

現有控制機制或解決對策
另循預算程序辦理經費申請
加強辦理媒合另尋用水端
預算編列合理及事先辦理招商說明會
尋覓優良廠商及協調排除施工困難點

風險等級，R1:輕度風險、R2:低度風險、R3:中度風險、R4:高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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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本修正計畫之實施主要由內政部及經濟部負責推動、協調及監督，實際執
行部分除各主辦機關外，尚包括科技部、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水利署、經
濟部工業局、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等權責相關機關，各單
位應辦理或協助事項請參照計畫書 P.17-P.20 頁。
四、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1、計畫書格式
(1) 計畫內容應 包括項目是否均已填列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要點」
（以下簡稱編審要點）第 5
點、第 12 點)
(2)延續性計畫是否辦理前期計畫執行成
效評估，並提出總結評估報告(編審要
點第 5 點、第 13 點)
(3)是否依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
方案」之精神提具相關財務策略規劃
檢核表？並依據各類審查作業規定提
具相關書件
2、民間參與可行 是否填寫「促參預評估檢核表」評估
性評估
（依「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
3、經濟及財務效 (1)是否研提選擇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益評估
分析報告(「預算法」第 34 條)
(2)是否研提完整財務計畫
4、財源籌措及資 (1)經費需求合理性(經費估算依據如單
金運用
價、數量等計算內容)
(2)資金籌措：依「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
規劃方案」精神，將影響區域進行整合
規劃，並將外部效益內部化
(3)經費負擔原則：
a.中央主辦計畫:中央主管相關法令規定
b.補助型計畫：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依「跨域加值公共建設
財務規劃方案」之精神所擬訂各類審
查及補助規定
(4)年度預算之安排及能量估算：所需經費
能否於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容納加以
檢討，如無法納編者，應檢討調減一定
比率之舊有經費支應；如仍有不敷，須
檢附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檢討不經濟
支出及自行檢討調整結果等經費審查
之相關文件
(5)經資比 1：2（
「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
作業實施要點」第 2 點）
(6)屬具自償性者，是否透過基金協助資金
調度
檢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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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是
否

V

主管機關
是
否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備註

1.本計畫非屬延續
性計畫。
2.本計畫係屬供水
工程，管線供水
建設較無跨域加
值之可行性。

個案興辦方式續由
執行機關評估。

1.本計畫經費列屬
前瞻基礎建設特
別預算，由臺中
市政府、臺南市
政府、高雄市政
府主辦。
2.本計畫尚無跨域
加值之可行性。
3.本計畫自償性評
估續由執行機關
研提完整財務計
畫評估。
4.106 年 4 月 5 日
院臺經字第 1060
009184 號函核定
通過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並經 10
8 年 4 月 10 日核
定第 1 次修正，
預計由特別預算
協助資金調度。

檢視項目
5、人力運用

6、營運管理計畫
7、土地取得

8、風險評估
9、環境影響分析
(環境政策評估)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1)能否運用現有人力辦理
(2)擬請增人力者，是否檢附下列資料：
a.現有人力運用情形
b.計畫結束後，請增人力之處理原則
c.請增人力之類別及進用方式
d.請增人力之經費來源
是否具務實及合理性(或能否落實營運)
(1)能否優先使用公有閒置土地房舍
(2)屬補助型計畫，補助方式是否符合規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 10 條）
(3)計畫中是否涉及徵收或區段徵收特定
農業區之農牧用地
(4)是否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之 1 及
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之 1 規
定

主辦機關
是
否

V

主管機關
是
否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5)若涉及原住民族保留地開發利用者，是
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

V

V

是否對計畫內容進行風險評估

V

V

是否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V

10、性別影響評估 是否填具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V

11、無障礙及通用
是否考量無障礙環境，參考建築及活動
設計影響評
空間相關規範辦理
估
12、高齡社會影響
是否考量高齡者友善措施，參考 WHO
評估
「高齡友善城市指南」相關規定辦理
13、涉及空間規劃
者
是否檢附計畫範圍具座標之向量圖檔
14、涉及政府辦公
廳舍興建購
是否納入積極活化閒置資產及引進民間
置者
資源共同開發之理念

V

(2)是否檢附相關協商文書資料
16、依碳中和概念 (1)是否以二氧化碳之減量為節能減碳指
優先選列節
標，並設定減量目標
能減碳指標
(2)是否規劃採用綠建築或其他節能減碳
措施
(3)是否檢附相關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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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現有人力辦
理，並未新增人
力。

1.本計畫以公有土
地範圍施作為優
先之原則。
2.惟若有部分工程
確有取得土地之
需要，後續執行
機關應依據土地
徵收條例及原基
法規定辦理。

未達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V
V

V

V

V

V

V

V

V

15、跨機關協商
(1)涉及跨部會或地方權責及財務分攤，是
否進行跨機關協商

備註

V

V
V

V

V

V

V

V

V

V

個案興辦設計續由
執行機關依相關規
範辦理。
個案興辦設計續由
執行機關依相關規
範辦理。
詳細座標於工程設
計階段，由廠商
測量辦理。
1.本計畫優先使用
公有土地積極活
化閒置資產。
2.個案興辦方式由
執行機關評估。
經濟部已成立水再
生利用推動小組，
後續如有必要將於
該小組提案協商。
續由執行機關納入
考量。
續由執行機關納入
考量。

檢視項目

內 容 重 點
(內容是否依下列原則撰擬)

17、資通安全防護
規劃
資訊系統是否辦理資通安全防護規劃

主辦機關
是
否

V

主管機關
是
否

V

主辦機關核章：承辦人

單位主管

首長

主管部會核章：研考主管

會計主管

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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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計畫若涉及資訊
平台將依據資通安
全防護規定辦理

五、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
填表人姓名：康文瑋

106 年

06 月

28

職稱：幫工程司

日
身份：▓業務單位人員

□非業務單位人員，

e-mail：Callrain@cpami.gov.tw
電話：8995-3752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説 明
一、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更外，皆
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欄請填列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欄請填列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見；計畫
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程序參與，參酌其意見修正計畫內容，
並填寫「拾、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參與者。
壹、計畫名稱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發展）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

貳、主管機關

內政部

主辦機關（單位） 營建署
勾選（可複選）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3-1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3-2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

3-3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3-6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

3-7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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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我國傳統水源供水穩定度近年來
備受挑戰，而各地區用水成長需求
亦造成供水壓力，係以新興水源之
開發，特別是「推動公共污水處理
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已為國家永
續發展之重點政策。
鑒於 105 年於高雄鳳山溪案成功推
動下，國內各相關機關及潛在需水
端已不再僅持觀望之態度，對於推
動再生水之接受程度已有提升。
因此為擴大再生水使用及推動範
疇，現由內政部及經濟部提報本案
簡要說明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
-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
計畫，內容包含臺中市水湳水資源
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高雄市臨海
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及福田水資
源回收中心再生水供應彰濱工業
區等 3 案，並由內政部協助各主辦
機關轉陳計畫報院（主辦機關分別
為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經濟
部工業局），目標促使我國再生水
推動藍圖能更加豐富，使台灣珍貴
的水資源持續朝循環永續的方向
邁進，以符合我國再生水之前瞻政
策目標及社會期待。
就協助各主辦機關轉陳個案計畫
報院之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
執行人力統計，正式人員、約聘僱
及約用人員分別為 4:1、3:1 及 3:1，
顯示執行人力上男性約為女性 3.3
倍；而參加教育訓練之男女比例，
98 年至 101 年分別為 4:1、2:1、3:1
1.透過相關資料庫、圖書等各種途
及 2:1，顯示參訓人員上男性約為
徑蒐集既有的性別統計與性別
女性 2.75 倍，透過專業能力之進修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 規劃，鼓勵女性提高參與比例，逐 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應儘量顧
性別分析
步提升本案相關所須之專業人力。
及不同性別、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者之年齡、族群、地區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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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說明需要強化的性別統計類別及
方法，包括由業務單位釐清性別統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本計畫
計的定義及範圍，向主計單位建議
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
分析項目或編列經費委託調查，並
析及其方法
提出確保執行的方法。
內政部營建署於 102 年 10 月 1 日奉行政院核定「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
，優先辦理 6 座示範案例。而本案完成後預估
可額外擴大前述推動計畫之再生水供應 3 萬噸/日（水湳案新增 1 萬噸
/日，福田案為福田廠示範案再生水量調配，臨海案可擴大臨海廠示範
案水量 2 萬噸/日）
，依據個案推動時程，自 110 年開始回收放流水再利
用並供應鄰近工業區。除有效降低傳統水源開發壓力，並可透過政府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敘明性
挹注投資，帶動公民營機構投入相關水利產業，將自來水資源逐步轉
別目標）
予民生使用。
性別目標部分，以協助各主辦機關轉陳個案計畫報院之內政部為例，
依據內政部執行人力及參訓人員統計資料顯示，女性參與者不在少數，
歷年人員招聘，皆以學經歷及專業證照為主要公平競爭之考量，未就
性別有不同的偏見，因計畫推動過程之執行人力無法預期變化，爰未
訂立性別目標。
陸、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
（計畫於研擬、決策、發
展、執行之過程中，不同性 本計畫研擬過程中，主要參與者為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陳志偉
別者之參與機制，如計畫 處長(男)、顏慧敏課長(女)及康文瑋工程司(男)，男女比例為 2:1。
相關組織或機制，性別比
例是否達 1/3）
柒、受益對象
1.若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分－程序
參與」；如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逕填寫「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
，惟若經程序參與後，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
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並補填列「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2.本項不論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量化或質化說明，不得僅列示「無
涉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律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是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為
受益對象
7-2 受益對象無區別，但
計畫內容涉及一般
社會認知既存的性
別偏見，或統計資
料顯示性別比例差
距過大者

評定原因

備

註

否

V

本案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供
給標的為工業用水，未有
特定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為受益對象。

如受益對象以男性或女性為主，或
以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為主，或
個人自認屬於男性或女性者，請評
定為「是」。

V

本案係由永續水資源利用
之觀點出發，無涉一般社
會認知既存的性別偏見，
或統計資料顯示性別比例
差距過大者。

如受益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人口
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偏見、性別
比例差距或隔離等之可能性者，請
評定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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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涉及
對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
益相關者

V

本案公共建設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主要係針對水處
理設施及輸水管線，未涉
及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
涉及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使用便利及合理性、區位安全性，
或消除空間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
需求者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說

明

備

註

本案之工程設計及經費編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列或調整 列主要係針對水處理設施
說明該計畫所編列經費如何針對性
預算配置，以回應性別需求與 及輸水管線，並無涉及性
別差異，回應性別需求。
達成性別目標
別差異（如公共廁等設施
建置）。
推動再生水工程係由永續
水資源利用之觀點出發，
8-2 執行策略：計畫如何縮小不同性 無涉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
計畫如何設計執行策略，以回應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差異 性別偏見，或統計資料顯
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標。
之迫切性與需求性
示性別比例差異過大。故
無執行相關因應措施之迫
切性與需求性。
未來本案完成投入運行
後，預期可提升一般民生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如何顧 用水之供給穩定度，因此 說明傳佈訊息給目標對象所採用的
對於日常操持家務及照顧
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能力或使
方式，是否針對不同背景的目標對
家人之族群將有所助益，
用習慣之差異
象採取不同傳播方法的設計。
係以可藉由一般鄰里、社
區間的佈告欄、廣播達成
資訊傳播目的。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對不同 未來再生水工程專業相關
教育訓練，將多鼓勵女性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
說明計畫之性別友善措施或方案。
參與，期望男女參訓比例
友善措施或方案
約可維持於 3:1。
（二）效益評估
項

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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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內政部營建署歷年人員招
聘，皆以學經歷及專業證照
為主要公平競爭之考量，未
就性別有不同的偏見，未來
將秉持該原則招聘人力。
8-5 落實法規政策：計畫符合相關 另外，未來於開設教育訓練
法規政策之情形
課程時，以優先錄取培訓女
性為原則，藉此鼓勵更多女
性投入再生水專業工作領
域。優先錄取培訓的作法為
CEDAW 公約的第四條（特
別暫行措施）所支持。

說明計畫如何落實憲法、法律、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政策及
CEDAW 之基本精神，可參考行政院
性 別 平 等 會 網 站
(http://www.gec.ey.gov.tw/)。

推動再生水工程係由永續
水資源利用之觀點出發，無
說明計畫如何預防或消除傳統文化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計畫如 涉一般社會認知既存的性
對不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何預防或消除性別隔離
別偏見，或對於不同性別、
之限制或僵化期待。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限
制或僵化期待。
內政部營建署歷年人員招
聘，皆以學經歷及專業證照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如何 為主要公平競爭之考量，未
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源機會
就性別有不同的偏見，未來
將秉持該原則招聘人力。請
參考 8-5。

說明計畫如何提供不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社會
資源，提升其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之機會。

本案之工程設施主要為水
處理設施及輸水管線。水處 1.使用性：兼顧不同生理差異所產生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的公 理設施多採模組化設備，可
的不同需求。
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 有效減少空間使用及操作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角、相關安全
計，在空間使用性、安全性、 維護上因不同生理差異所
設施。
友善性上之具體效益
產生之障礙；管線部份因屬 3.友善性：兼顧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地下化設施，故無關乎性別
認同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差異。
1.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計畫如
何訂定相關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
因 本 案 未 訂 立 特定 性別 目
基準（績效指標，後續請依「行政
8-9 設立考核指標與機制：計畫如 標，故無相對應之考核指標
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
與機制。另由於計畫涉及龐
何設立性別敏感指標，並且透
作業要點」納入年度管制作業計
大的經費，因此未來個案工
過制度化的機制，以便監督計
畫評核）。
程招標時，廠商是否有友善
畫的影響程度
性別之事蹟，將考量列入評 2.說明性別敏感指標，並考量不同性
選項目。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年齡、
族群、地區等面向。
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之檢視意見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第二部分、
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
代規劃等。

46

本案為避免水資源短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因而效法歐美先進國家相關
作法，其中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作為主要水源或是備援水源的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說明

一項重要選項。然未來若無法順利開發新水源因應，不僅可能限制未來
產業發展，已設廠之既有產業亦需承擔一定之缺水風險，因而這項方案
的確是很重要的工程。後續本案工程順利完成並開始回收放流水後，預
期將在相關設施之使用性、安全性與友善性上產生正面影響，因此本案
對兩性是相當具有友善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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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說明採納意見後
之計畫調整

本案綜整參採性別平等委員檢視意見，補充相關
說明如下：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
我國傳統水源供水穩定度近年來備受挑戰，
而台中及高雄地區豐枯水季雨量相差甚大，造成
枯水期時水源調配困難，往往在旱災來臨時需要
調度農業用水及降低民生供水水壓，而與民生用
水優先性發生衝突，然如何維持工業與民生用水
的穩定，即為當前社會關注之重要議題。
隨著民眾環保意識抬頭，傳統水資源開發方
式對於生態的破壞使民眾存有較大疑慮，而我國
政府在考量世界趨勢及水資源管理下，推動新興
水源之開發，特別是「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已為國家永續發展之重點政策。
內政部作為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與用戶接管
之主管機關，未來除了持續辦理主次幹管的佈設
與民眾生活污水的接管外，將持續以污水處理廠
轉化為都市小水庫的思維，針對穩定的放流水加
以再利用，讓污水再生變藍金，共同維護環境資
源與創造產業利基。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及其方法
(1)若計畫能順利執行，產業可降低因缺水而造成
之產值損失，產業穩定後即可帶動經濟發
展，使女性照顧者生活經濟得以減緩，也可
促使女性就業意願提高。
(2)若計畫能順利執行，有利於公共衛生的改善，
民眾健康因而得以改善，可減輕對於扮演家
庭照者角色的女性照顧的負擔。
(3)此方案可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益，特別是台灣每
逢乾旱季節總會面臨停水或用水緊縮之威脅
時，居家清潔問題隨之而來，無形中增加了
家中照顧者(女性居多)的負擔。未來執行單位
可參採蒐集這三方面的調查與性別統計。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敘明性別目標）
性別目標部分，以協助各主辦機關轉陳個案
計畫報院之內政部為例，依據內政部執行人力及
參訓人員統計資料顯示，女性參與者不在少數，
歷年人員招聘，皆以學經歷及專業證照為主要公
平競爭之考量，未就性別有不同的偏見。然用水
的穩定即可促成產業的穩定，產業穩定後即可帶
動經濟發展，使女性就業意願提高，進而縮小男
女就業率的差異。

9-2-2 說明未參採之理
由或替代規劃

無

9-2 參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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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通知程序參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
已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將「評估結果」通知程序參與者審閱
＊ 請機關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第壹項至第捌項後，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第二部
分－程序參與」項目，完成「第二部分－程序參與」後，再由機關填表人依據「第二部分－程
序參與」之主要意見，續填「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
＊ 「第二部分－程序參與」之 10-5「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度」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評定為「有
關」者，請機關填表人依據其檢視意見填列「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9-1 至 9-3；若經評定
為「無關」者，則 9-1 至 9-3 免填。
＊ 若以上有１項未完成，表示計畫案在研擬時未考量性別，應退回主管（辦）機關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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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參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拾、程序參與：若採用書面意見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見；民間
專家學者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站參閱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料
106 年 6 月 28 日 至 106 年 6 月 28 日

10-1 程序參與期程或時間

10-2 參與者姓名、職稱、 劉梅君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領 政治大學勞工研究所教授
勞動社會學，性別研究
域
10-3 參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相關統計資料

▓書面意見

計畫書涵納其他初評
結果
□有，
□有，
且具性別目標
已很完整
▓有，
▓有，
但無性別目標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無
計畫書

▓有 □很完整
10-4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可更完整
□現有資料不足須設
料
法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狀與未來皆有困難
▓有關
□無關
10-5 計畫與性別關聯之程 （若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益對象」7-1 至 7-3
任一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若 7-1 至 7-3 均評定
度
「否」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見：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參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
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見，並提供綜合意見。
10-6 問題與需求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可再加強說明

10-7 性別目標說明之合宜性

宜可增加性別目標

10-8 性別參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宜性 堪稱合宜
10-9 受益對象之合宜性

可加強說明

10-10 資源與過程說明之合宜性

可再說明

10-11 效益評估說明之合宜性

可再說明

10-12 綜合性檢視意見

請見附頁的說明
本計畫為避免水資源短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因而
效法歐美先進國家紛紛的做法，其中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作為主要水源或是備援水源的一項重要選
項。
本計畫包含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供應 中科園區）、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供應臨海工業區）及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供應
彰濱工業區等 3 案個案計畫。誠如計劃書所言，此方
案有五項效益，分別是(一)可增加水資源利用效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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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傳統水源開發壓力(三)創造水資源產業產值(四)減
輕水體環境負荷及節能減碳(五)增加下水道建設效益，
若無法順利開發新水源因應，不僅可能限制未來產業發
展，已設廠之既有產業亦需承擔一定之缺水風險，因而
這項方案的確是很重要的工程。
也正因為屬性上是屬於傳統工程建設案，因而計劃
書的內容也偏重工程方面的說明，但事實上此工程案有
極大的社會經濟及性別影響。以下就評估表的若干部
分，提供補充說明。
（三）參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不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劉梅君
附頁:
4-1 計畫之現況問題與需求概述
目前說明偏重描述方案的內容，而非[現況問題與需求]。現況問題與需求應強調產業發展飽
受缺水困擾，以致 發生與民生用水優先性的衝突；同時，過去下水道污水未能回收時，對民眾
居住環境的公共衛生也是一個健康上的威脅；有效回收下水道流放水，亦可提升水資源利用效
率與效益，這對於乾旱季節易發生缺水的台灣，顯見重要性。換言之，該方案的推動執行有助
解決前述各方面問題及滿足所述需求。
4-3 建議未來需要強化與本計畫相關的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及其方法
關於相關之性別統計，就不只限於評估表所指出的參與工程與規劃過程中的工作人員之性別
統計了。
由於此方案若能順利執行，則有幾項對性別的正面影響: (1)產業可免受到缺水停工或產能大
受影響的後果，產業運作順利，則民眾就業與所得亦連帶有保障。這對家庭經濟及婚姻穩定的
維持是很重要，也可免去持家角色較為吃重之女性的日常煩惱。(2) 此方案有利於居住環境中
公共衛生的改善，民眾健康因而得以改善，對於長期以來扮演家庭照顧者角色的婦女，當然可
以發揮減輕照顧負擔的功能。(3)此方案可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益，特別是台灣每逢乾旱季節總會
面臨停水或用水緊縮之威脅時，居家清潔問題隨之而來，無形中增加了家中照顧者(女性居多)
的負擔。因此，若此方案能順利執行，不僅有產業效益，有環境效益，更有性別效益!
因此，未來可以蒐集這三方面的調查與性別統計。
伍、計畫目標概述（併同敘明性別目標）
目前說明中，表示[執行人力及參訓人員統計資料顯示，女性參與者不在少數，歷年人員招
聘，皆以學經歷及專業證照為主要公平競爭之考量，未就性別有不同的偏見並未有性別目標]，
這固然是事實，但此敘述是從工程執行面而言，但若從方案對水資源環境影響，對產業影響及
對民眾健康影響等角度來看，均有助於性別平等的目標達成，建議可以試著從這個方向提出性
別目標。
8-8 空間與工程效益：軟硬體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在空間使用性、安全性、友善
性上之具體效益。
誠如前述，該工程順利完成並開始回收流放水之後，會產生前述三方面的正面影響，因而此
本案對兩性是相當具有友善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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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第 2 次修正內容依據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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