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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0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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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次水與環境核定計畫辦理進度
項次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辦理進度

1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
107年3月20日開工，已於
108年1月17日完工。

2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
游護岸整建暨水域營造

已於107年1月31日開工，
工程進度76.90%，預計108
年7月6日完工。

3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南崁溪上游水質改善
已於107年3月6日開工，工
程進度87.21%，預計108年
9月6日完工。

4 社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楊梅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分支管線及用戶
接管-分支管線標

於107年3月20日開工，已
於108年3月25完工。

5 社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楊梅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分支管線及用戶
接管-用戶接管標

已於107年4月10日開工，
工程進度19.15%，預計108
年10月06日完工。

目前兩案已完工，其餘三案將於108年10月底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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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次水與環境核定計畫辦理進度

項次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辦理進度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畫
已於107年12月28日上網，工程
案108年1月15日決標，108年3
月22日開工。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
已於107年12月18日上網，107
年12月25日決標，108年3月28
日開工。

3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大溪區月眉里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已於108年1月3日上網，108年1
月8日決標，108年3月26日辦理
施工前說明會。

4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107年12月28日決標，工程進度
0.6%，預計109年5月31日完工。

5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竹圍漁港臨水環境改善計畫
107年11月09日決標，工程進度
8.34%，預計109年8月7日完工。

6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107年12月19日決標，預計4月
開工。

7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規劃設計)

107年07月24日決標，
108/03/13辦理第二次細設審查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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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次水與環境核定計畫辦理進度

項次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辦理進度

8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規劃設計)

107年12月19日決標，技服廠商
已於108年3月13日，提送資料
審視中。預計於108年4月10日
前提送試挖標交維計畫書。

9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107年12月19日決標，預計4月
開工。

10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平鎮鐵騎風光工程 106年5月4日決標，已於107年7

月04日開工，工程進度92.12%。

11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八角塘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

於107年8月1日開工，已於108
年3月7日完工。

12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石門大圳休憩路廊串
連計畫

107年5月22日決標，已於107年
8月1日開工，預計108年4月6日
完工。

13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老街溪平鎮鐵騎歷史走讀計畫-伯公潭二岸人行道串
聯計畫

108年1月15日決標，已於108年
2月15日開工，工程進度1%，預
計109年10月09日完工。

14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108年1月10日決標，預計4月、
5月開工。

第二批次十案於107年底前發包，其餘四案於108年1月15日前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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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林委員文欽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大嵙崁親水園區可增加滯洪設施，吸納因暴雨產生
的逕流。

謝謝委員指導。本案工區主要包含景觀土丘及中庄調
整池溢洪水道兩側邊坡；景觀土丘凸出於地表，溢洪
水道邊坡位於行水區，初步檢討皆無適合設置滯洪設
施之地點；後續設計工作階段若基地周邊如有合適用
地，將賡續依委員意見檢討增設滯洪設施。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污水廠排放應考量回收再利用，避免未來缺水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航空城計畫區內再生水部分，爭取到
經費後將會採納此意見。

呂委員學修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大漢溪打造悠活騎樂計畫其涉河川管理單位，故
不論河川可能許可、規劃設計、施工，其整體計
劃都要第十河川局之參與。

2. 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畫與大嵙崁親水園區
景觀工程應合併為一計畫，並應結合北區水資源
與金質獎工程-中庄調整池做整體性的規劃，更能
吸引人潮之流動。

1.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相關規劃設計、施工階段邀請
第十河川局參與。

2. 遵照辦理，已將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畫併入
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計畫，並將結合中庄調整池做
整體性的規劃。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南崁溪經國二號橋到大檜溪上游自行車步道，懸
吊在高空更加維護管理的困難度，且容易影響下
面繁忙的交通系統，故市府在維護管理上應特別
用心。

2. 桃園航空城污水處理廠建議增設污水處理後之回
收再利用的功能。

1. 遵照辦理。

2. 感謝委員意見，航空城計畫區內再生水部分，爭取
到經費後將會採納此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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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楊委員嘉棟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19鴛鴦湖及東亞里三稜部分似為誤植，請在確
認。

2. 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的生態檢核自評表中，
關注物種列有許多蜻蜓，請問對應的保育策略
為何？生態保育對策應具體說明。

3. 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畫之快速棲
地生態評估表的內容與埔頂排水水質淨化的表
格內容一模一樣，請在確認並修正。

4. 大漢溪中庄調整池及山豬湖協奏計畫附表D-03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中所研擬生態影響預
測與保育對策與計畫內涵有所衝突，請在檢討
並完整論述。

5. 各子計畫中人工設施請盡量減量，並考慮未來
的利用率及經營管理。

1. 謝謝委員指導。經確認為誤植，已修正。

2. 謝謝委員指導。針對此工程區域，應於施工時維
持溪水清澈，並保留高孔隙的底棲環境，讓蜻蜓
幼生有地方躲藏，並保留溪流周圍之喬木，落葉
也為水昆的食物來源之一。

3. 謝謝委員指導。經確認為誤植，已修正。

4. 謝謝委員指導。此區域為較少人為干擾的區域，
在此區域有工程開發行為，可能會影響此區生物
利用狀況，工程施作時發出的噪音、影響水質、
砍掉的樹木等等，會讓原有棲息於此區的動物離
開，工程完工後可能因為光照及人為干擾等因素，
讓生物不能再繼續利用這塊棲地。

5. 遵照辦理，已調整刪減計畫中人工設施，並設計
融合週邊自然環境之遊憩設施以提高未來的利用
率，且後續將由機關編列人力經費進行維管。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景觀綠化植栽的選用應以原生種為主，並應考
量當地潛在植被工程施作中應配合移除外來入
侵種。

2. 在青埔水都計畫中，沿岸植被及河中島植被，
以及鷺科鳥類應為東區關注之物種，應在生態
檢核表中呈現，並提出具體生態保育對策。

1. 遵照辦理。計畫景觀綠化植栽的均選用原生種為
主，且儘量不擾動現況喬灌木來配置設施，僅因
吊橋設置需移除部份外來種(陰香)但需經植物--
公園管理單位同意。

2. 謝謝委員指導。本案建設均已迴避河域鷺科物種
之棲地，植栽亦以不擾動為主，本案均不移植擾
動現況喬灌及水域植栽。已於生態檢核表D-03中
補充說明生態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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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楊委員嘉棟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水質改善為第一要務，其他景觀設施請再斟酌。

2. 工程範圍內原有植被應盡量保存。

3. 下埔仔及菜堂排水附表D-03生態評估分析中提
到的斑腿蛙，請確認是否為外來入侵種斑腿樹
蛙，若為外來入侵種，建議市府可與社區民眾
合作，共同防除此一嚴重影響生態的入侵蛙類。

1. 謝謝委員指導。南崁溪流域已有水汴頭水質淨化
現地處理和南崁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本府刻正
辦理污水接管工程，預計109年度完成下埔仔溪
上游之污水接管，屆時可大幅改善水質狀況。

2. 謝謝委員指導。將儘量不擾動工程範圍內原有植
被。

3. 謝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所調查班腿樹蛙確認為外
來入侵種，再者斑腿樹蛙與原生種白頷樹蛙非常
類似，建議由專業的生態人員進行移除，比較不
容物誤殺原生種。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4提及水質改善後對藻礁有幫助，此論述請在
生態檢核表中重要棲地保存對象中反映，並對
生態貢獻度加以論述，強化此計畫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1. 遵照辦理。未來計畫展開後之生態檢核表，將增
加水質改善後對於藻礁有所助益之相關論述。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大樹的保留很好，應在生態檢核表中呈現，並
提出保育策略。

2. 建議在工程合約中明訂大樹保護條款，避免大
樹受到損傷。

1. 感謝委員意見，生態檢核表中關注區域圖有標出
大樹位置，保育對策為保留大樹，施工前須與設
計、施工單位討論施工便道及土石土方暫置區，
盡量利用草地的區域。

2.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大樹位置主要靠近河岸邊，
將予以保留，施工便道及土石土方暫置區將納入
規劃設計計畫，進行規劃並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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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李委員賢義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47表格1分項案件明細表中，請補充預期效益。

2. P.50請將各分項案件辦理情形及預期效益以表格
方式呈現。

3. P.52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與後面規劃構
想無法串連，請再確認。

4. P.55規劃設置地景遊戲場，請將各項設施之安全
性納入考量。

1.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明細表中補充說明預期效益。

2.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分項案件中補充說明預期效
益並以表格呈現。

3. 謝謝委員意見。已確認報告書內容。

4.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量各遊憩設
施之安全性。

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17表7老街溪近期前瞻計畫總投入經費中，請
補充辦理情形及預期效益。

2. P.28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請確認此段污水下水
道系統完成後是否可發揮其效用。

3. P.39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每年維護管理費用約1
億3,000萬元，請問市府是否有經費可編列?財
主單位是否同意?請再確認。

1. 遵照辦理，已列入預期成果及效益中說明。

2. 感謝委員意見，龍潭都市計畫區外地區因位於中
壢系統之最上游，生活污水如可納入石門水資中
心，不僅可妥善利用石門水資中心餘裕量，並可
改善龍潭地區水質污染情形，達到雙贏之效。本
計畫效益-可輸送之污水量為316CMD，削減
BOD與SS濃度污染量計約208kg/day，總氮削
減35kg/day，總磷削減4kg/day。

3. 感謝委員意見，本市每年污水下水道系統維護管
理費用1億3,000萬元，為桃園市全市污之總維護
管理費用，已由本局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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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李委員賢義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23整體計畫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請補充完工
期程。

2. P.25提及預計設置2座污水處理廠，請問是否有
預先評估目前及未來可收納污水量體?

3. P.37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計畫每年維護管理費
用約1億3,000萬元，為何和龍潭污水下水道系
統維護管理費用相同?另請問市府是否有經費可
編列?財主單位是否同意?請再確認。

1.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完工期程。

2. 感謝委員意見，航空城計畫於115年計畫人口10
萬人，130年計畫人口18萬人，另鄰近周邊接入
區域人口共23萬人口，故污水處理廠分期建設規
劃，污1污水廠分為3期建設、污2污水廠分為2期，
規劃如下表所示：

3. 感謝委員意見，本市每年污水下水道系統維護管
理費用1億3,000萬元，為桃園市全市污之總維護
管理費用，已由本局編列預算。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15用地部分取得有無問題，請補充。

2. P.20預期成果及效益，請再以量化方式呈現。

1. 感謝委員指導。預定場址已設定選用公有地，並
進一步探詢管理機關意願，用地取得應無虞。

2.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本計畫推動後預期可營造
親水環境至少0.8公頃。

污水廠 污1 污2

規劃期數 3期建設 2期建設

第1期規劃
20,000
CMD

15,000
CMD

第2期規劃
20,000
CMD

11,000
CMD

第3期規劃
8,000
C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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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李委員賢義

1. P.8分案明細表，請補充預期效益及預定完工期
程。

2. P.9提及第一期設計處理水量3,000CMD，第二
期設計處理水量6,000CMD，請補充第二期尚
未完成前的因應方案。

3. P.15表5操作維護費用估算結果中，其每年維護
管理費用僅274萬元左右，是否偏低，請再檢視。

1.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預期效益及預定完工期程，
詳見P.8分案明細表。

2. 感謝委員意見，黃墘溪上游主要污染源為生活污
水，依據中壢污水BOT計畫污水下水道工程的規
劃，需於125年第四期完工運作後始能進行內壢
地區污水收集並改善黃墘溪河段水質，為改善此
期間河段水質無法有效降低污染，於污水下水道
建置完成前，設置階段性水質改善工程以降低河
段污染。本案第一期及第二期處理單元為單獨設
置，所以於第二期完工前，第一期仍可正常運作。

3. 感謝委員意見，P.15之操作維護費用原以半年估
算，現已修改為一年。

行政院環保署

1.第三批次申請補助辦理第二期計畫，擴大原計畫水
質改善效益，本署原則同意補助第二期計畫施作經
費，惟應注意本計畫與第一期計畫執行介面之劃分，
本計畫規劃設計建議儘早完成辦理，並以第二期計
畫工程於本108年9月底前上網公告為目標。

1. 感謝委員意見，委員意見將於第二期規劃細設案
整合相關施工界面，並儘可能依建議時間進行上
網公告。



壹、計畫說明

貳、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參、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肆、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伍、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陸、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簡報大綱

11



壹、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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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桃園市副市長(以上層級)

水務局 主政

環
保
局

農
業
局

工
務
局

計畫督導 研考會

督導考核機制

為市長指示之重要施政事項，每月召開重大工程會議，由副市長以上層
級親自主持，督導前瞻計畫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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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說明
水質監測計畫
辦理各工程之施工前、中、後水質監測，以
利分析水質改善成效，若有異常，將通知相
關單位進行改善。

➢ 範圍
✓ 施工河段（區域）上游水體。
✓ 施工段水體及施工段廢（污）水排

入點。
✓ 施工段下游水體。
✓ 如有水質改善工程者，加設監測點

位於水質改善工程進流原水及處理
後排放水。

➢ 頻率
✓ 一般水質項目每月 1 次。
✓ 流量於豐水期（5 月至 10 月）及

枯水期（11 月至隔年 4 月）期間
各監測 2 次。

工程類型 河段上游 河段下游 施工河段 原水水質 放流水質

水質改善污水接管 ✓ ✓ 同區排上游* 同區排下游* ✓
現地處理礫間淨化 ✓ ✓ 同原水水質* ✓ ✓
親水景觀休憩工程 ✓ ✓ ✓ ✗ ✗

註：「*」表會根據各河川監測點之現場狀況進行適當調整

第三批核定計畫將加入進行水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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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15

平鎮區

中壢區

大溪區

龍潭區

復興區

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

八德區

埔頂排水水質淨化

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畫

小烏來污水下水道計畫

月眉里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石門水庫

項次 工程名稱
對應
部會

預估經費
(千元)

工程內容

1 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計畫 水利署 364,850
大漢溪左岸景觀土丘、中央景觀水
道環境營造及跨河廊道。

2 埔頂排水水質淨化 環保署 7,500 規劃興建1處水質淨化設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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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未來目標是要把大嵙崁溪水與綠休閒園區計畫、河東的山豬湖生態親水園區及大漢溪周
邊現有自行車道做一整體串聯系統，串連大漢溪周邊親水藍帶，結合生態探索、環境觀
察、達到全齡親子共享的生態園區。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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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系統
名稱

大溪 石門 埔頂

性質 政府自辦 政府自辦 BOT

面積 240公頃 934.6公頃 596公頃

全期總
處理
容量

5,000CMD 10,400CMD

15,000CMD(第一期)
7,500CMD(第二期)
3,750CMD(第三期)

目標人
口數

27,500人 10,400人 44,543人

設計進
流水質

BOD：180mg/L
SS：180mg/L

BOD：180mg/L
SS：180mg/L

BOD：180mg/L
SS：180mg/L

放流水
質

BOD≦15mg/L
SS≦15mg/L

BOD≦30mg/L
SS≦30mg/L

BOD≦20mg/L
SS≦20mg/L

期程 民國93~103年 民國92~104年 民國99~104年

計畫範圍內所涉都市計畫區包括埔頂都市計畫區、大溪

都市計畫區及石門都市計畫區，其生活污水污染目前已

由本府規劃納入污水處理廠處理。

未來約可削減約52%之污染排放量，應可有效改善都市

計畫區之污染問題。

大溪都市計畫區

頂埔都市計畫區

石門都市計畫區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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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非都市計畫區之聚落其污水排放並非集中於污水處理廠處理，多屬現地排放，故為確保大漢

溪中庄調整池及鳶山堰之水質安全，本府目前已核定的計畫有「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二

期)」、「大溪排水污水截流暨月眉人工濕地水質淨化工程」、「小烏來風景特定區污水下水

道新建計畫」，針對大溪橋下游、石門水庫上游之污染較嚴重區位進行水質改善。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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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前期水質改善效益，本工程範圍位於大漢

溪左岸中庄調整池下游排水路及景觀土丘，面

積約40公頃。

工程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重新建立自行車道環

狀動線並設置相關服務設施分別為：

1. 景觀土丘

包括眺景休憩平台、地景藝術、綠化及休
憩設施。

2. 中央景觀水道

包括人行景觀跨橋、風帆活動廣場、水岸
四季廊道、觀景親水空間、綠化及休憩設
施。

3. 跨河休憩路廊

新建全長約438 m橫跨大漢溪以串連兩岸
及周邊既有觀光休憩景點及河濱生態園區。

中庄調整池

計畫範圍

二、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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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植原生喬木，將復育原有生態植

相，並在林下設置生態工法步道。

2. 水道邊緣種植濕地植物，以自然方

式達到水質淨化功能，並兼顧景觀

視覺美感。

3. 以LID低衝擊開發理念，採透水舖面

綠色工法，強化基地保水、增加地

表雨水入滲、減低暴雨逕流之功效。

二、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計畫



21願景示意圖

二、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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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示意圖

二、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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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計畫

1. 考慮低維護性及易於管理、維修之材料，以延長設施使用年限。
透過定期清掃及垃圾桶定期清運等，以維持環境整潔。本工程完
成後將由桃園市水務局並每年編列維護管理經費協調聯繫，以整
合指導及獎勵、宣導等方式，達到管理維護功能，每年預估管理
經費為100萬至200萬。

2. 為維持本工程景觀設施水準，必須定期定時進行養護的相關工作；
由民眾與商家認養各項設施，定期進行巡視及回報，並在發現遊
客不當行為時加以制止修正。

3. 由當地政府與社區團體組織配合，執行計畫區域中範圍及道路人
行道之清潔維護工作。

4. 定期巡視並紀錄周邊環境與相關設施使用情況，如有損壞情形，
將盡速進行修繕。

5. 服務性設施如座椅、照明、指示牌及街道家具等設施定期保養維
護。

二、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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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1. 結合大漢溪水體打造親水園區特色景觀，打造大溪地區觀光休憩
新亮點。

2. 重新建立自行車道環狀動線並設置相關服務設施，提供民眾優質
的休憩與知性旅遊新選擇。

3. 延續前期建設，將與前期工程空間整合發展兩岸河岸，促進整體
大漢溪中上游流域之地方觀光發展。

4. 配合左岸中庄調整池及右岸山豬湖自然生態園區，串連大漢溪兩
岸自行車休憩路網、周邊觀光景點及河濱生態園區，營造整體親
水環境園區、提供居民舒適休憩空間。

5. 環境改善面積:預計40公頃。

6. 根據桃園市觀光局資料統計顯示，以大溪中正公園為例，截止至
107年11月總遊客人數570,072人，平均每月觀光人數為51,824
人，本工程完工後大漢溪可望達到每月平均三萬人的觀光數，未
來逐年增加。

二、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計畫



三、埔頂排水水質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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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位於武嶺橋至中庄堰間(撒烏瓦知

部落前)，評估埔頂排水鄰近之公有土地，

選擇合適水質淨化工法，並完成埔頂排水水

質淨化工程細設工作，透過與員樹林排水一、

二期水質淨化工程聯合操作，以大幅削減流

入中庄調整池之污染量。

主要工作內容為：

1. 辦理埔頂排水排入大漢溪之排水污染調

查，以最大污染削減量研擬水質改善之

規劃，其內容將包含現地處理方案之可

行性與工程效益。

2. 規劃興建水質淨化處理設施1處。

中庄堰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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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計畫

維護管理單位為本府水務局，由本府籌編維護管理經費，
初步概算每年維護管理費約300萬，未來將委由專業廠商
代管，其長期專業技術即為處理設施之操作維護，人員
能力與專業技術充裕，且如委外得標廠商與施工階段代
操作廠商相同，亦可減少交接介面，機關僅需透過勞務
契約督導與管理代操作維護廠商，權責劃分清楚。

三、埔頂排水水質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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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1. 以設計處理最大污染量為優先，削減之污染水量以實
際調查成果為準，埔頂排水之BOD、SS、NH3-N削
減率達70%以上。

2. 配合兩期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之操作，改善大漢
溪水質，以及板新取水口及中庄調整池站之水質。

三、埔頂排水水質淨化



四、生態檢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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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由生態專業人員與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
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
育原則，並繪製生態敏感區位圖，供規劃設
計單位參考，生態檢核辦理情形如報告書附
件說明。

現場勘查紀錄表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生態檢核自評表



四、生態檢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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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減輕」建議施工時不擾動工程範圍之外的區域，
盡可能縮小工區。

「減輕」建議施工便道及土石土方堆置區不干擾
次森林位置，多利用草地區域。

「減輕」建議工程施作保留溪中底質不干擾溪床，
濱溪植被盡可能保留，可去除外來種。

「減輕」應於施工時維持溪水清澈，並保留高孔
隙的底棲環境，讓蜻蜓幼生有地方躲藏，並保留
溪流周圍之喬木，落葉也為水昆的食物來源之一。

「補償」建議多種植台灣原生種喬木，像是苦楝
等，種植於人行道附近，可提供遮陽及提高棲地
多樣性。

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

埔頂排水水質淨化

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工程



五、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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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開會通知單 出席人員

108年1月14日-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生態調查地方說明會:

1. 本局依擬提報「全國水環境改善
計畫」範圍現況及後續開發建設
規劃內容，並向出席委員及地方
里長民眾等說明計畫內容，俾利
本計畫之推動。

2. 後續各案工程設計單位將本次出
席委員、里長民眾等所反映意見，
確實納入考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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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老街溪平鎮鐵騎
歷史走讀計畫

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
水體環境營造計畫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

平鎮區

大園區

中壢區

觀音區

新屋區
桃園區

蘆竹區

龍潭區

大溪區

項次 工程名稱 對應部會 預估經費(千元) 工程內容

1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水利署 90,000
1.青埔水都河岸景觀綠化工程
2.青埔水都休憩路廊建置工程
3.路廊銜接工程

2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第一
標)

營建署 108,650
1.揚水站【1座】
2.壓力管線管徑為【200mm】2支
3.管線長度約【4,000m】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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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以老街溪中壢區開蓋段為中心，延續前期老街溪
河川整治及景觀改造工程之成果，從上游龍潭、平鎮
區做延伸整治，串連既有自然人文特色、休憩路廊及
水岸空間。老街溪願景目標可分為：

1. 針對各河段特性建構一條完整且安全之河川，並配
合整體景觀營造及休憩路廊建置。

2. 以老街溪拆蓋段為中心，藉由休憩路廊的設置，逐
步向上游平鎮區、龍潭區及下游大園區做整體規劃。

3. 污水下水道收集之污水量可降低老街溪上游龍潭大
池優養化問題，提升龍潭地區居住環境生活品質，
周遭鄰近之老街溪水質得以改善。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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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位於領航北橋至領航南橋之青埔特區，延

續前期老街溪河川整治及景觀改造工程之成果，

往下游延伸，擴增南桃園河岸休憩路網，串接桃

園高鐵站、桃園捷運、青埔地區與老街溪河岸廊

帶。

透過串連自北而南之公園綠地，建立完整安全無

障礙之自行車路網，利用各路口節點之導覽牌，

將青埔新市鎮之特色地點，以低碳運輸串連起來。

本計畫位於大園區老街溪下游，於領航南橋至領

航北橋段，目前規劃以下工程：

1. 河岸景觀綠化工程

2. 休憩路廊建置工程:包含人行道拓寬、新增自

行車道、賞景平台、景觀節點工程、橋下穿

越道工程、照明工程等。

3. 路廊銜接工程

公四公園

青埔慢速壘球場

兒九公園

青塘園

青埔水都計畫工程計畫位置

二、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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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涼棚

造型涼棚

公園出入口
(新增)

街角出入口
(新增)

街角出入口
(改建)

圖例
公有地
私有地
用地範圍線
治理計畫線

領航南橋

公園橋

老街溪橋

領航北橋

洽溪橋

青塘園

規劃範圍

公私有地分析圖

本案工程範圍皆為公有地，因此工程施作無用地取得之困難。

設置1.5M寬橋下步道

設置2.5M人行/自行車
混合共用車道

(1)水岸自行車道

(2)河岸景觀遊憩設施

(3)周邊公園綠地串連

(4)低水岸灘地整理
(簡易通道設計)

(5)照明設計

二、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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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管理營運計畫
整體外包管理廠商維護管理，各項設施均貼QR code，並建置網站，巡視設
施管理情形時，現場掃描QR code登錄設施狀況及巡視時間，木構及金屬部
份每年執行一次，由維護廠商負責，RC以檢視維管為主。

(1)自行車道/人行步道、混凝土版梁橋等各式RC設施

在使用年限間，進行專業土木技師檢測，如有發現需進一步檢驗，方進行
後續破壞性檢測及補強。預估維管費用約4萬元/次(土木技師檢測費，約5
年一次)。

(2)鷺鷥花棚、眺望台等鋼構設施

目前設計之鋼構架，考量維管下均採地面鎖定，有大型異常可吊運至工廠
維修或進場烤漆保養，使用年限屬涼亭(鋼架)，每年定期檢查一次費用，
預估(4萬元/次，土木技師檢測費)(一般目視土木從業人員8000元/次)，鋼
構塗裝保養及補強，視定期檢查結果以實作需補強維管內容估價。

二、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預期成果

1.既有人行道擴寬至3.5米，將自行車與行人分隔車道，

達到人車分道。

2.增加水岸休憩停留空間。

3.植樹強化水岸旁自行車道遮陰。

4.設置休憩路廊銜接設施，銜接青埔地區至中壢市區的

水岸路網。

二、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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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月16日 在地諮詢會議

108年1月16日 生態調查說明會

108年3月28日 生態諮詢現勘

◼ 公民參與

➢ 邀集人員：洽溪里及橫峰里之在地

里長及里民、新楊平社區大學、桃

園市野鳥協會及水患治理聯盟梁蔭

民委員。

➢ 討論內容：

1. 向出席委員及地方里民等說明計

畫內容，俾利計畫之推動。

2. 探討本計畫對於生態環境影響及

相關生態保育對策

二、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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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監獄

龍潭揚水站

計畫範圍

龍潭都市計畫區外地區預計接管戶數約
6,272戶，以106年每戶2.77人計算，人口
數約17,373人，以每人每日污水量200公
升/日計，估算至目標年民國127年家庭污
水量約為3,475CMD，整體可輸送之污水
量為3,823CMD。

BOD SS BOD SS 

家庭污
水

3,475 643 643 185 185

工業污
水

- - - - -

地下水
入滲量

348 - - - -

小計
3,823 643 643 168 168 

三、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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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路口

第一標工程範圍

龍潭揚水站

本案目標將龍潭地區之生活污水整併後
以壓力方式流入位於女子監獄旁邊之石
門污水主幹管，徹底解決龍潭地區水域
污染問題。

主要工作項目：

揚水站暨壓力管線工程(第一標)。

計畫內容：

龍潭揚水站及壓力管線4000公尺明
挖埋設。

擬達成願景目標：

為辦理桃園市龍潭區，屬於非都市
計畫區用戶接管，先行辦理第一標
工程，設置揚水站及壓力管線，以
利後續分支管網接入，污水立即可
入水資源回收中心。

三、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管理營運計畫
本系統承受水體分別為南崁溪及新街溪，全案工作項目完成後由本府水務局另案
委託專業代操作公司執行後續操作維護工作，本府污水下水道系統竣工後，由本
府統一進行維護管理，目前初估全市每年維管費用約為1億3,000萬元，並由本府
編列經費；維護管理項目如下所列：

1. 在操作維護過程中加強通風設備，並加強進流污水的水質管制，以免危
害管線系統

2. 定期進行管線系統的巡查，偵檢項目包含地層下陷、管渠腐蝕、損壞情
形、地下水入滲情形、人孔狀況、水流流況、淤積情形等。本工作可視
業務量頇求

3. 下水道管渠之清理維修應訂定作業程序，若於偵檢過程中發現問題，應
按程序辦理並派員處理

4. 為避免緊急事故所造成的傷害，應訂定緊急應變計畫，其中詳定應變程
序，並依程序配置應有的應變機具或設備，避免造成重大的傷害或損失

三、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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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整體可輸送之污水量為3,823CMD，削減BOD 與SS 濃度污染量計約
573kg/day，總氮削減96kg/day，總磷削減11kg/day。

1. 本計畫效益-可輸送之污水量為316CMD，削減BOD 與SS 濃度
污染量計約208kg/day，總氮削減35kg/day，總磷削減
4kg/day。

2. 對居民和都市環境所能提供的效益包括「改善市區環境衛生」、
「提升都市地位及形象」、「改善化糞池及污水排放的污染問
題」、「減少水媒傳染疾病發生的機率」。

三、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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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參與

本府已於107年12月27日辦理地方說明會，針對龍潭區非都地區污水下水道新建計畫，

向與會單位及民眾進行說明及意見交流，參與之里民及NGO團體對龍潭污水下水道計

畫範圍及內容表示支持與認同。

三、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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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四、生態檢核工作
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

「減輕」施工過程避免將河道行水區兩側濱溪植
被與河中島灘地之植生移除，以保留野生水鳥棲
地。

「補償」兩岸高灘地如需栽植景觀喬木，可考慮
以原生樹種為主。

龍潭污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

工程區域為市中心人為干擾環境，且沿著馬路架
設管線，無敏感區域，無明顯生態議題。

「減輕」盡可能縮小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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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園區

中壢區

桃園區

桃園區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
環境改善計畫

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

南崁溪上游水質改善

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
下游護岸整建暨水域營造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

竹圍漁港臨水環境改善計畫

蘆竹區

項次 工程名稱
對應
部會

預估經費
(千元)

工程內容

1 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 營建署 12,000污水下水道系統可行性規劃與評估

2
桃園區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
改善計畫

水利署 10,000
環境生態友善工法與措施可行性規劃
與評估。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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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南崁溪河段之水質採樣監測紀錄，近期RPI

介於3.3~9，屬中度至嚴重污染之間。故以水質改

善為優先，前期核定「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

處理」、「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改善南崁

溪上游水質，下游則以「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

統」透過污水下水道系統改善水質。

針對本子計畫案之「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

改善計畫」，上游皆承受灌溉排水，沿途經調查受

工業廢水污染影響較小，且預計109年度完成下埔

仔溪上游之污水接管，屆時可大幅改善水質。延續

前期水質改善效益，配合上游既有桃園大圳灌溉水

路或雨水下水道水流作為補充替代水源，可望塑造

都市水圳及民眾親水空間。

水質測站
已核定水質淨化設施

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

桃園區下埔仔溪及菜堂排
水綠廊環境改善計畫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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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建設計畫」及「桃園

航空城附近地區建設計畫」。

計畫動機：

辦理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及污水下水道管

線佈管之可行性評估及規劃。

計畫目標：

為處理人口23萬人及流動人口38萬人所產

出之污水，同時進行收集總污水量為77,543

CMD(未含事業廢水)。預計有效減少污染物

排入河川水域，對於民眾用水水質之提升及

維護有實質之助益，有效改善河川水質。

二、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



於桃園航空城計畫區內設置污水處理廠及建設污水下水道，初步建議以埔心溪為界，

劃設東西兩處集污區，計畫區內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將以集污區進行配置，並與周

邊環境結合，減緩對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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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



◼管理營運計畫
• 本系統承受水體分別為南崁溪及新街溪，全案工作項目完成後由本府水務局另
案委託專業代操作公司執行後續操作維護工作，本府污水下水道系統竣工後，
由本府統一進行維護管理，目前初估全市每年維管費用約為1億3,000萬元，並
由本府編列經費；維護管理項目如下所列：

1. 在操作維護過程中加強通風設備，並加強進流污水的水質管制，以免危
害管線系統

2. 定期進行管線系統的巡查，偵檢項目包含地層下陷、管渠腐蝕、損壞情
形、地下水入滲情形、人孔狀況、水流流況、淤積情形等。本工作可視
業務量頇求

3. 下水道管渠之清理維修應訂定作業程序，若於偵檢過程中發現問題，應
按程序辦理並派員處理

4. 為避免緊急事故所造成的傷害，應訂定緊急應變計畫，其中詳定應變程
序，並依程序配置應有的應變機具或設備，避免造成重大的傷害或損失

二、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



◼預期成果

1. 預計設置2座污水處理廠及建設污水下水道系統。

2. 處理人口23萬人及流動人口38萬人所產出之污水。

3. 集污面積約4,565公頃，未來預估可處理5.3萬戶產生之污水，每日平均

處理水量為77,550公噸(未含事業廢水)，並與周邊環境結合，減緩對環

境衝擊。

4. 有效減少污染物排入南崁溪、新街溪及埔心溪流域內，對於民眾生活品

質提升及減少河川污染量，有效改善河川水質。

二、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



◼ 公民參與

本府已於107年12月28日於埔心社區活動中心辦理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地方說

明會，邀請大園區菓林里、埔心里、桃園市環境保護協會及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等單位參與針對航空城污水下水道系統與會單位說明計畫內容及意見交流，參與之里

民及NGO團體對本計畫範圍及內容表示支持與認同。

二、桃園航空城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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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範圍以南崁溪之經國路、南平路與同安街所
圍之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周邊區域。

• 未來規劃 改善目標如下4點:

提供友善設施

水質淨化改善

公民參與及認同

提升都市發展

下
埔
仔
溪

菜
堂
排
水

計畫 範圍

已接管範圍

108年完成接管

109年完成接管

三、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改善

汙水接管改善中

計畫範圍 改善示意圖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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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初步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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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態工法，營造生態多樣性，減少對環境衝擊

三、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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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圳走
讀、探索

大地藝術
創作

座談會、
票選活動

喚起居民對於
水圳的關心

• 107年9月15日，搭
配中秋晚會活動，邀
請民眾進行「你對下
埔仔溪及菜堂排水區
域未來的想像」之水
圳案例票選活動，以
及排水區域之古地圖
便利貼回饋。

• 107年9月20日，邀請擁有都市設計背景
吳怡彥副教授擔任下埔仔溪焦點座談主持
人，舉辦分區座談會，而參與者均為在地
居民、在地工作者，逐步畫出地方發展定
位與願景。

• 107年11月17日及107年11月18日，舉辦
【藝起畫話遊水圳-水圳走讀X大地藝術創
作】活動，以動態實境體驗的方式，讓大
家產生溝通、互動，打破刻板的說明會框
架，喚起居民對於水圳的關心。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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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改善



1. 凝聚住民參與共識與在地營造之認同感

1. 融入地方環境創造與水共生之休憩場域
2. 公有土地再生活化以建構都市生態綠網

1. 河岸生態復育及居住環境品質的提升
2. 營造現有水圳生態再生活化的多樣性

1. 周邊區域未來發展與整體風貌形塑
2. 友善自行車道與親水步道之延續性

提供友善設施

水質淨化改善

公民參與及認同

提升都市發展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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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改善



◼ 營運管理計畫

1. 完工後須定期定點進行維護管理與清潔工作者包含:多功能步道與休憩設

施、區域環境垃圾清除、定期植栽養護產生的修剪廢棄物運棄。

2. 休憩設施、邊坡與排水情況，定期定點進行維護管理與清潔工作將以每

人每日2次為原則，另定期定點派員巡查將以每人每日1次為原則。

3. 採開放式供公眾使用，並由水務局、工務局、交通局、桃園區公所、里

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本市相關單位辦理徵求熱心公益地方人士團體

及義工協助管理維護。

4. 桃園市政府每年度皆有編列維護管理經費，同時配合地方區公所與當地

居民自願募集或招募義工因應之。

58

三、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改善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0,000千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

支應(中央補助款： 7,000千元(約70%)、地方分擔款： 3,000千元(約30%)，期程約

210日曆天。

項
次

分項案件
名稱

對應
部會

總計畫經費(單位：千元)
108年度 109年度

工程費小計(B) 總計
(A)+(B)+(C)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C)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2
綠廊環境
改善計畫

經濟
部水
利署

7,000 3,000 - - - - - - 7,000 3,000

總計 7,000 3,000 7,000 3,000

期程規劃

項次 工作項目 工期 30天 60天 90天 120天 150天 180天 210天

1 基地調查及測量 30天

2 整體規劃 75天

3 基本設計 45天

4 細部設計 75天

經費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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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埔仔溪及菜堂排水綠廊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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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區

中壢區

大園區

富林溪水質淨化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項次 工程名稱
對應
部會

預估經費
(千元)

工程內容

1 富林溪水質淨化 環保署 5,550

1. 辦理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重點河段
箱涵排水污染源調查，完成水質改善至
輕度污染之改善規劃。
2. 規劃興建1處水質淨化系統。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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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藻礁的分布地點從竹圍漁港西側之大鼎海岸到後湖溪口。而污水排放會導致珊瑚

藻的覆蓋率降低，其中污水所導致磷酸鹽濃度的提高可能是主要因素，由於計畫區內污

水長期排放下，出海口樹林草漯藻礁生態系面臨相當嚴重的威脅。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樹林草漯藻礁

觀音工業區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目標區域

由於本地區不屬於都市計畫區範圍內，未來無興建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規劃，因此針對富

林溪目標河段，規劃污水管涵截流至樹林橋右岸公有地，並設置一處污水處理設施改善

水質。

目標河段

草漯都市計畫區

一、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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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富林溪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周邊河段水質

並提升該段之水域環境，針對民生、污水排水規

劃適宜之水質改善措施。

計畫目標：

1. 辦理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重點河段箱涵排

水污染源調查，完成水質改善至輕度污染之

改善規劃，內容須包含現地處理方案(含周邊

其他雜排或逕流污水排放口晴天排水納入現

地處理)之可行性及工程效益，並搭配模式模

擬完工後河段水質改善狀況。

2. 依據前述評估結果完成1處水質淨化系統細部

設計，預計樹林橋右岸公有地，建置1處污水

處理設施。

榮工橋

大觀橋

樹林橋

污水處理設施
預定地

目標河段

富林溪

計畫範圍

樹林後溪橋

二、富林溪水質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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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營運計畫

目前維護管理經費以市府編列經費支應，初步估算每年維護管理

費約250 萬，實際維護管理費用待規劃設計階段水質淨化方式確

認後進行修正，未來維護管理將探詢民間認養之可行性。後續維

護管理單位為本府水務局污水設施管理工程科，詳細之營運計畫

將於規劃設計成果文件內詳細說明。

二、富林溪水質淨化



◼預期成果

1. 以處理最大量本計畫河段之晴天污水為目標，創造最高之污染削
減成效 及水質改善效益。

2. 透過重點河段民生污排水水質調查結果，完成富林溪重點河段水
質模式，並以模式模擬驗證相關富林溪水質改善方案。

3. 設計規模達2,000 CMD之污水處理設施1處，以期有效提升富林
溪目標河岸段之水質狀況，營造當地優質水岸環境。

4. 藉由提升該區水域環境品質，減輕河川污水對於沿海藻礁的環境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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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林溪水質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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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通知單 出席人員

108年1月16日-生態調查地方說明會

1. 本局依擬提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範圍現況及後續開發建設規劃內容，，
邀請觀音區草漯里、樹林里、水患治
理聯盟、地方議員及觀察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等單位參與針對「富林溪水
質淨化」與會單位說明計畫內容及意
見交流。

2. 後續各案工程設計單位將本次出席委
員、里長民眾等所反映意見，確實納
入考量辦理。

二、富林溪水質淨化
◼ 公民參與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三、生態檢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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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區域河道段多為人為干擾環境，附近
多為工廠，下游預計蓋礫間處理廠的區域
為保安林，主要管制依據為森林法，此區
為次森林，附近多為農地。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減輕」礫間處理廠預定位置於保安林，
盡可能縮小範圍。

「減輕」工程若需擾動河道，需施作排
檔水設施，維持水質不被泥沙汙染

保安林區域，建議保留。

生態敏感區位圖

生態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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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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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區

中壢區

大溪區

龍潭區

復興區

桃園區

八德區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第二期)



本計畫為直接截取黃墘溪(埔心溪支流)溪水，並分兩期進行工程施作，在第一期設計中

包含取水堰、進流渠道、分水井與污泥儲槽等單元採取兩期共用方式進行設計。進流系

統為設置一入流量9,000 CMD 之進流渠道，經過沉砂池沉降和細攔污柵攔污後進入第

一期(3000 CMD)和第二期(6000 CMD)進流揚水井，再利用動力方式抽至第一期和第

二期進水井進行礫間曝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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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發包執行
規畫設計工作。

整體計畫區位及目標



◆ 依據中壢污水BOT計畫污水下水道工程的規劃，需於民國125年第四期完工運作後始能進行內壢

地區污水收集並改善黃墘溪河段水質，為改善此期間河段水質無法有效降低污染，應於第四期

污水下水道建置完成前，設置階段性水質改善工程以降低河段污染。

◆ 105年2月3日公告「桃園市新街溪及埔心溪流域廢(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分級劃設總量管

制區，將埔心溪上游支流黃墘溪集污區劃定為第一級總量管制區，另外，新街溪及埔心溪流域

其他範圍為第二級總量管制區。

◆ 104年起因缺少中壢工業區放流水量，然中壢休息站測站BOD及氨氮濃度上升，推測原因為上游

生活污水影響。

項目
107/05/24-27

平日測值 假日測值

DO (mg/L) 2.08 1.8

BOD5 (mg/L) 21.7 36.97

SS (mg/L) 12.05 22.77

NH3-N (mg/L) 14.22 14.03

RPI 6.75 8.25

污染程度 嚴重污染 嚴重污染

黃墘溪上改善游水質計劃(第一期)水質水量補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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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環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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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污水排入情形

a

環境現況

b

c

b

c

黃墘溪支流

雨水下水道

圖 例

俯視

➢ 由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第一期)之水質補充調查
得知，黃墘溪上游水質 RPI 值為嚴重污染，且經調查
發現河川水質污染來源主要為內壢人口密集區所排放
生活污水，已核定為第二批前瞻計畫，目前工程開工
前置作業中，設計水量為3000CMD，取水設施為一、
二期共用，並於第二期增設一座礫間淨化單元
(6000CMD)。

現況環境概述

a



計畫
名稱

申請
批次

分項工程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經費
(仟元)

市府負責
局處

對應部會

埔
心
溪
水
環
境
改
善
計
畫

第

三

批

黃墘溪上游水質

改善計畫(第二期)

改善黃墘溪上游水質，於

中壢區中山公園槌球場南

方增設水質淨化設施、景

觀工程及生態檢核。

90,900 環保局 環保署

第

二

批

黃墘溪上游水質

改善計畫(第一期)

改善黃墘溪上游水質，於

中壢區中山公園槌球場設

水質淨化設施。

45,000 環保局 環保署

總計 135,999

分項案件

項次
核定
批次

工程名稱
對應
部會

核定經費
(千元)

工程內容 目前辦理情形

1 2
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
(第一期)

環保署 45,000

水質淨化設施之取水、前處理、
礫 間 接 觸 曝 氣 氧 化 槽
(3000CMD)、礫石投放、曝
氣單元、放流單元、機房。

1.工程已於108/1/11
日決標。
2.預計於108/4月底
至5月開工。

第1、2批次已核定案件辦理情形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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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規劃設計計畫(第二期) 」

為改善黃墘溪上游河段水質並提升該段之水域環

境，針對民生污水排水規劃適宜之水質改善措施。

計畫目標：

1. 由於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計畫(第一期)工程無

法將該河段的RPI指數明顯降為中度污染，需

要再增設一個6000CMD之礫間接觸曝氣設施，

以降低此河段水質污染情況達到水質淨化之

目的，且為了提升民眾對於處理設施之觀感，

將規劃設計綠美化工程。

2. 完成該處生活污水截流處理之可行性評估與

方案規劃，並辦理相關工程基本設計、細部

設計、生態調查評估、景觀規劃、配合高程

地形測量與地質調查、製作招標文件並協助

機關辦理招標工作。

埔心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黃墘溪上游排水現況 中山公園



◆環保署於107年12月22日核定補助「黃墘溪上游水質改善規劃設計計畫
(第二期)」，總經費550萬。

◆ 108年2月27日完成規劃設計計畫發包，執行期間108年3月至8月。
◆工程預計108年10月底前完成工程發包。
◆工程施工預計109年1月至12月辦理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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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維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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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府環保局針對已設置完成之水質淨化園區每年
發包計畫執行操作維護，待本計畫移交後，將納
入操作維護工作。

2. 除操作維護事項外，中山公園河段已有黃墘溪水
環境巡守隊河川認養。定期巡視現況周邊環境與
相關設施使用情況，如有污染情形，立即通報查
核。



維護營運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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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與前處理單元

電
動
閥

洪泛
關閉

浮
球
液
位
計

進
流
揚
水
泵

揚抽水量
啟閉機制

進流單元

細
攔
污
柵

流
量
計

液
位
計

水
質
監
測
儀

現場端

控制端

自動
控制

自
動

控
制

自動紀錄
處理水量

自動
控制

機房

曝
氣
鼓
風
機

出流單元

污
泥
泵

洪泛關閉
異常
警示

排泥
使用

手動啟動
受槽內液
位計控制

浮
球
液
位
計

揚抽水量
啟閉機制

進
流
揚
水
泵

全自動連鎖控制，人力需求最小化
主體完工後進入3個月試運轉，確認操作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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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示意圖

預計於108年7月辦理工程招標，於109年1月至109年12月辦理工程施
工，總工期約360日曆天。

預期成果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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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對生活污水進行截流，降低因污水產生之異味以及提升水域環境品
質。



生態檢核工作

81

由生態專業人員與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
保育原則，生態檢核辦理情形如報告書附件說明。

現場勘查紀錄表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表

生態檢核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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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檢核工作

黃墘溪為埔心溪的支流，溪水濁度很高，
幾乎看不到底，現場有看到少數雜交吳郭
魚。溪流右岸為混凝土護岸，左岸為石籠
護岸，較下游處兩側皆為混凝土護岸。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減輕」保留沿溪邊之大樹。

「減輕」調整施工便道，利用既有便道
或裸露地或敏感度較低之區域，避免挖
除植生區域，或減少工程對植生區域之
擾動。若工程須進入河道，設置排擋水
設施，繞流導流溪水迴避施工處。

生態保全對象



公民參與

說明會辦理

• 時間:107年09月14日

• 對象:邀請中壢區議員、內定里、成功里、文

化里里長及里民辦理說明會

• 會議內容:介紹礫間設施及水質淨化工法原理、

設計規劃內容說明、意見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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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恭請裁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