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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富林溪流域位於台灣西北部桃園市觀音區境內（如圖 3），介於雙溪

口溪流域及大堀溪流域之間，西北臨台灣海峽，除富林溪幹線外，主要

支流有廣福溝支線，流域面積 12.58平方公里，幹流長約 5.5 公里。富

林溪發源於觀音區新坡張厝之公田埤，流經富林里、草漯里、觀音工業

區，於樹林里流路轉西北走向流入台灣海峽。整體計畫範圍以富林溪上

游樹林後溪橋為起點至下游榮工橋作為目標流域，針對流域內沿岸排入

之民生污水進行截流處理，期望透過水質淨化場工程設置，改善流域內

水岸環境。 

 

圖 1 計畫範圍圖（1:25000 經建版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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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範圍圖（1:5000 航照圖） 

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1.人口及產業型態 

富林溪流經觀音區樹林里、草漯里、富林里、草新里、新坡里、

廣福里等人口地區，流域內設籍人口達 24,020 人。經本計畫與經濟部

工業局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樹林里及草漯里長訪談結果，周邊流動

人口如外籍勞工、外地租屋工作者粗估約略 8,000人。 

富林溪流域產業以事業及農業為主，在事業方面主要集中於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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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依據 108年統計結果，觀音工業區總面積為 632 公頃，區內

廠商共有 360 間，其中共有 123 間事業位於富林溪流域。區內事業以

化工業 39家為最高，金屬製品製造業 15家居次。 

2.計畫基地現況 

計畫基地規劃於榮工橋上游左岸之公有地（詳圖 3），目前用地上

設有廢棄畜舍，國有財產署已公告請畜主限期遷移（現已遷移完成），

故土地取得無虞，因緊鄰河道及道路（新村路二段-榮工橋），故截流

取水及場址水電使用尚屬便利。 

 

圖 3 計畫基地位置圖 

（二）生態環境現況 

此工程區域靠近海邊，鄰近許厝港溼地，離出海口位置約 1.2 公里，

依據「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中顯示，在許厝港重要濕地範圍內共調

查到兩種稀有植物，分別為水筆仔和雲林莞草。許厝港重要濕地是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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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遷北返的過境點，曾記錄到包含保育類候鳥如遊隼、紅隼、赤腹鷹、

黑翅鳶、魚鷹、彩鷸、唐白鷺、八哥及紅尾伯勞等。此外，桃園市藻礁

的分布地點從竹圍漁港西側之大鼎海岸、埔心溪口、新街溪口、老街溪

口、富林溪口、大堀溪口、小飯壢溪口、新屋溪口到後湖溪口，都可以

發現藻礁的蹤跡。根據文獻指出，污水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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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ork et al.1995)。

桃園市內有許多工業區，桃園藻礁因此受到工業區開發及工業廢水污染

等影響甚大，桃園藻礁生態系面臨相當嚴重的威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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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質環境現況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富林溪流域共設有 2處水質監測站（詳圖

4），由上游至下游分別為樹林後溪橋及榮工橋，檢測頻率為每季檢測一

次，樹林後溪橋則由 107 年第一季開始檢測，彙整之水質資料詳表 1，

並繪製樹林後溪橋及榮工橋之 5年之水質盒鬚圖，詳圖 5。 

1.河川污染指標(RPI) 

依 108 年成果，樹林後溪橋及榮工橋為中度污染，該兩測站近 5

年 RPI 濃度變化情形如圖 5。與 107 年水質相比，樹林後溪橋測站下

降，榮工橋測站提升，就污染程度而言，榮工橋及樹林後溪橋皆維持

中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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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富林溪水質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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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富林溪水質測站近 5 年 RPI 及各項水質變化 

2.溶氧(DO) 

依 108 年 DO測值，樹林後溪橋為輕度污染，榮工橋為未（稍）受

污染，該兩測站 DO濃度變化情形如圖 5。與 107 年相比，樹林後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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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榮工橋測站皆微幅下降，就污染程度而言，樹林後溪橋由未（稍）

受污染上升至輕度污染，榮工橋維持未（稍）受污染。 

3.生化需氧量(BOD) 

108 年 BOD 測值，樹林後溪橋為輕度污染，榮工橋為中度污染，

該兩測站 BOD 濃度變化情形如圖 5。與 107 年水質相比，樹林後溪橋

明顯改善，榮工橋測站 BOD明顯惡化，就污染程度而言，榮工橋由未

（稍）受污染下上升中度污染，樹林後溪橋由未（稍）受污染上升至

輕度污染。 

4.懸浮固體物(SS) 

108 年第 SS測值，樹林後溪橋為輕度污染，榮工橋為未（稍）受

污染，該兩測站 SS濃度變化情形如圖 5。與 107 年水質相比，樹林後

溪橋測站上升，榮工橋測站下降，就污染程度而言，樹林後溪橋由中

度污染改善至未（稍）受污染，榮工橋由輕度污染上升至中度污染。 

5.氨氮(NH3-N) 

108 年 NH3-N測值，樹林後溪橋及榮工橋皆為嚴重污染，該兩測站

NH3-N濃度變化情形如圖 5；與 107年水質相比，樹林後溪橋及榮工橋

測站測皆明顯下降，就污染程度而言，樹林後溪橋及榮工橋仍維持嚴

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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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樹林後溪橋及榮工橋測站 108 年與近 5 年監測數值 

年度 
監測 

日期 

榮工橋 樹林後溪橋 

DO BOD SS 氨氮 RPI DO BOD SS 氨氮 RPI 

103 

103/3/6 8.3 10.9 35.2 1.33 4 -- -- -- -- -- 

103/4/7 7.1 20.8 91 1.74 5.8 -- -- -- -- -- 

103/7/2 6.8 12.3 14.2 2.63 3.5 -- -- -- -- -- 

103/10/8 7 16.1 18.3 5.98 5.5 -- -- -- -- -- 

104 

104/3/5 8 14 9.4 8.25 4.5 -- -- -- -- -- 

104/4/8 7.3 36.3 9.2 5.06 5.5 -- -- -- -- -- 

104/7/16 7.5 13 13.5 2.28 3.5 -- -- -- -- -- 

104/10/21 8.1 18.2 9.9 3.72 5.5 -- -- -- -- -- 

105 

105/3/2 4.2 8.9 18.4 1.71 4.8 -- -- -- -- -- 

105/4/28 4.8 18.5 20.5 1.08 5.5 -- -- -- -- -- 

105/7/27 2.3 29 19.7 10 6.8 -- -- -- -- -- 

105/11/8 7.5 6.5 10.5 5.57 4.5 -- -- -- -- -- 

106 

-- -- -- -- -- -- -- -- -- -- -- 

106/5/21 4.6 1.1 13.4 23.0 3.8 6.8 15.7 137 5.77 7.8 

106/7/23 7.8 2.9 6.9 8.04 3.3 5.0 1.4 5.4 7.06 3.75 

106/10/30 8.2 3.1 29.5 4.22 4.3 8.4 2.8 17.3 3.40 3.25 

107 

-- -- -- -- -- -- -- -- -- -- -- 

107/5/23 4.6 1.1 13.4 23.0 3.8 6.8 15.7 137 5.77 7.75 

107/7/25 7.8 2.9 6.9 8.04 3.3 5.0 1.4 5.4 7.06 3.75 

107/10/29 8.2 3.1 29.5 4.22 4.3 8.4 2.8 17.3 3.40 3.25 

108 

108/1/15 5.9 10.5 17.5 10 5.0 5.6 6.4 29.0 5.12 5.5 

108/4/23 6.3 5.8 15.2 3.74 5.0 5.1 4.4 49.2 2.48 5.5 

108/7/23 6.8 4.6 60.8 5.70 5.0 7.2 <1.0 13.1 3.87 5.5 

108/10/30 7.8 4.6 34.8 4.79 4.3 7.7 2.3 39.5 1.15 2.3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河川水質監測網，每季監測一次。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富林溪礫間淨化工程於 108 年 02 月 22日第一次現勘，並配合建議

保留溪邊大樹，調整工區位置。設計階段審查會議均由生態背景及工程

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及進行廠址現場勘查，並已初步標定保全對

象，本計畫區域內之保全對象及生態敏感區域分佈製圖，詳如圖 6~7。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本計畫於規劃及基本設計階段辦理說明會，時間為 109 年 1 月 21

日，內容主要為讓當地里民及對接觸曝氣工法有興趣之民眾，針對本計

畫規劃於富林溪興建之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設施，進行初步設計概念分享，

藉此強化民眾對於本計畫工程及工法認知，說明會內容包括計畫緣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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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水質現況與環境影響、淨化工法、完工意象及改善效益及工程預

定期程。參與對象為樹林里、草漯里里民及民眾，初估約 50人，議程初

擬如表 2。會議地點為桃園市觀音區樹林社區活動中心(緊鄰富林溪)，

會議地點（桃園市觀音區泰安街 209 號）如圖 8，可以讓參與者更直觀

了解規劃內容，當日活動內容如圖 9所示。 

 

圖 6 預定場址鄰近生態關注區域圖 

 
備註：保安林區域，建議保留。 

圖 7 預定場址鄰近生態保全對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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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負責單位(主講人) 

19:00~19:15 報到、領取資料 

19:15~19:25 
主管單位 

致詞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9:25~19:55 
規劃基設 

簡報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19:55~20:25 綜合討論 

樹林里、草漯里里

民、觀音工業區服

務中心及流域內其

他事業 

20:25 說明會行程結束 

 

圖 8 說明會及預定場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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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21 民眾說明會- 

主席致詞 

109.01.21 民眾說明會- 

樹林里里長致詞 

  
109.01.21 民眾說明會- 

淨化場址介紹 

109.01.21 民眾說明會- 

與會居民提問 

圖 9 民眾說明會會議照片 

（三）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用地取得情形 

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範圍包括榮工橋上游左岸，用地為公

有地，用地別主要為水利用地，主要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並無

涉及私有用地徵收及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事宜。 

2. 督導考核機制 

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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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本計畫之進行，並依據桃園市政府於

民國 105 年 02 月 15 日頒布「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

作業要點」執行本計畫相關列管作業。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

列管作業要點請參見附錄。 

3. 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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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水環境建設計畫執行各階段之相關資訊，達到充分的揭露、

交流、分享及回饋目標，本府建置「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請參

見圖 12 所示)，提供水環境建設計畫完整且即時之資訊供各界瀏覽。

內容包含計畫緣起、水環境建設地圖、核定計畫內容、意見交換區。

平台特色為(1) 每個計畫於地圖上進行標記及顯示相關資訊。(2) 針

對每一項建設計畫之詳細資訊，予以充分揭示。(3) 計畫執行期間，

專人管理網站，適時更新內容。後續依實際需求進行擴充。 

  

圖 10 水環境建設資訊平台示意圖 

四、 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1.計畫緣起及動機 

富林溪原為普通河川，桃園市政府於民國 82年 2月 26日以府工

水字第 38622 號公告「富林溪治理基本計畫及其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

圍圖」，由普通河川調整為市管河川。富林溪由於大觀橋至富霖橋一帶

民生聚落污水排放之晴天雜排污水排入，造成水質不佳。由桃園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於富林溪流域所設水質監測站之歷年水質監測結果得

知，大觀橋測站水質多呈現缺氧，溶氧量及氨氮濃度值達嚴重污染等

級，因此為改善富林溪大觀橋周邊河段水質並提升該段之水域環境，

有必要進一步針對上述污染之雨、污排水規劃適宜之水質改善措施。 

2.計畫目的及願景 



- 13 - 

為使水污染防治工作顯現執行成效，桃園市政府針對富林溪樹林

後溪橋至榮工橋間之排水規劃截流並以現地處理手段淨化後再排回

富林溪。為使前述工程未來順利執行，並評估鄰近其他雜排或逕流污

水排放口排水納入處理之可行性，特辦理「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期

有效提升富林溪護岸河岸段之水質狀況，營造當地優質水岸環境。 

（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1.案件名稱：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完成工程相關之規劃及設計作業，期有效提升富林溪護岸河岸段

之水質狀況，營造當地優質水岸環境，並希冀達成以下工作目標： 

(1)調查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重點河段箱涵排水污染源，掌握污染現

狀。 

(2)辦理水質改善工程方案規劃，包含處理工法及截流方式等水質改善

工作。 

(3)依選定之最佳方案，完成水質淨化系統工程設計，並協助辦理發包

作業。 

2.工作內容： 

本計畫執行期間之相關工作範疇內容如下： 

(1)樹林後溪橋至樹林橋間主要污水管涵排水環境調查與分析： 

A.針對目標河段進行環境背景資料調查收集與分析，包括污染源分

布、污染量推估、水質、流量、主支流污染特性、水資源利用現

況、工業區集中排水幹線、河道環境調查、氣象（雨量分布、降

雨強度、年雨量）與水文（洪水量推估、排水幹線重要斷面及通

水能力推估）環境等，並視規劃設計時之需求彙整相關資料。 

B.針對場址位置，完成鄰近維生管線（如電力、電信、瓦斯、自來

水、雨水等）調查。 

C.完成場址之土地面積、所有權人、土地使用分區…等調查，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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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後續作為工程使用所需辦理之相關行政程序。 

D.相關調查成果，須配合地理資訊系統(GIS)建立相關數位影像資

料，以作為規劃設計之依據。 

E.目標河段調查： 

(A)其他雜排或逕流污水排放口晴天排水水質水量調查 

a.監測項目：水溫、pH、導電度、DO、BOD、NH3–N、SS、

COD、重金屬（鎘、總鉻、鎳、銅、鋅、鉛）、流量。 

b.監測頻率：分別在平日及假日時各進行 1 日 2 次（日間、夜

間）水質水量調查，其中流量、水溫、pH、導電度、DO 個

別檢驗，其餘項目混樣分析。 

c.監測位置：以目標河段之其他雜排或逕流污水排放口晴天排

水至少 8 處。 

(B)主流及民生污水管涵水質水量調查： 

a.監測項目：水溫、pH、DO、BOD、NH3–N、SS、流量。 

b.監測頻率：分別在平日及假日時各進行 1 次連續 24 小時（4

次）水質水量調查，其中流量、水溫、pH、導電度、DO 個

別檢驗，其餘項目混樣分析。 

c.監測位置：以目標河段之民生聚落污水管涵至少 6 處，及主

流模擬檢核點至少 4 處。 

(2)富林溪水質改善規劃及基本設計 

A.完整評估截流目標河段之最佳水質淨化工程規劃，並經由現勘作

業瞭解排水附近可能污染來源、污染特性…等，內容至少包含截

流及污水輸送方式、水質淨化工法、處理流程、處理水量、用地

面積、既有設施影響、施工期程需求、預期污染削減量、工程設

置費用及後續操作維護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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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出富林溪水質改善策略，需包含民生污水截流現地處理及其他

雜排或逕流污水排口放晴天排水污染削減方案。 

C.掌握富林溪改善策略前後水體環境改善成效，同步建置富林溪重

點河段之水質模式。 

D.水質淨化處理場址地形、地質特徵調查： 

針對最佳場址辦理地形、地質特徵調查，工作如下。 

(A)地形測量：包括水質淨化場預定場址、取水點、輸水路線測量，

須套繪公告之堤防預定線，並依規劃需求辦理河道斷面測量。 

(B)地質特徵調查：鑽探孔位至少 3 處、鑽探深度至少 10 公尺，

或入卵礫石層 3 公尺，至岩盤為止（目前國內已完工之現地處

理場址的地下開挖深度約 1~8 公尺）。 

E.水質淨化系統基本規劃設計： 

(A)工法評估： 

針對最佳場址進行下列分析，據以提出最佳工法。 

a.蒐集整理適合本計畫之水質淨化工法資料，內容包含工法種

類、處理流程、處理水量、預期污染削減量、設置費用及後

續操作維護費用。 

b.針對各種可能之水質淨化工法進行最佳方案評估，評估內容

至少包含污染去除量、用地面積需求、興建及後續操作經費

負擔、施工期程需求…等。 

(B)處理水質及水量訂定： 

依據前述排水水質水量實測調查結果及優選處理方案，訂

定截流處理水量及水質淨化系統入流水質，引入水質淨化系統

進行水質淨化後再放回放富林溪，藉以降低富林溪流域整體污

染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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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處理單元流程規劃 

依據前述各項調查成果，規劃 1 處水質淨化場，水質淨化

系統單元依採用工法及形式之不同，設有不同單元，一般具有

取水單元、前處理單元、水質淨化單元、放流單元等四大主要

處理單元。 

a.截流系統：就污水如何蒐集、路線規劃等，提出說明。 

b.前處理單元：本單元至少提出攔污與處理可沉降性懸浮固體

的機制（沉砂設施），以及如何清除攔除物及沉積物之內容說

明。 

c.水質淨化單元：提出說明規劃採用之處理工法機制，包括停

留時間、接觸材料、入出流方式、曝氣量…等。 

d.放流單元：本單元應提出放流設施、放流水量如何計量、放

流水質採樣點等內容之說明。 

(D)基礎工程規劃：包含地下構造設計理念、地下 RC 構造物、開

挖支撐設計…等。 

(E)接觸濾材設計規劃：包含材料選擇、孔隙率設計。 

(F)曝氣設計（工法無採用則免，有則儘可能就節能減碳方式進行

設計）。 

(G)機電設備設計：包含機械設備、電氣設備及儀控設備。 

(H)處理設施若涉用地取得、土地變更編訂、水土保持計畫、環境

影響評估及使用許可等相關程序或涉及其他工程界面者，須於

期中報告前即予釐清以利機關協調相關權責機關妥處。 

F.計畫目標污染去除率及效益分析。 

G.污泥處理方式（包含納入既有污水系統或定期槽車載運）評估。 

H.規劃基設階段至少辦理 1 場次地方民眾說明會、協調會或現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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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場址觀摩會。 

(3)富林溪細部設計作業及效益評估： 

A.現地水質改善工程之細部設計成果，完成文件內容應至少包含： 

(A)設計圖。 

(B)質量平衡計算書。 

(C)水力計算書及剖面圖。 

(D)功能計算書及處理單元設計之特殊考量與操作策略說明。 

(E)主要機械設備項目型式及數量。 

(F)設計計算書。 

(G)數量計算書與預算書（以 PCCES 編撰）。 

(H)施工規範。 

(I)試運轉作業之相關操作維護及試運轉計畫與成本分析。 

(J)工程細部設計應含現場解說牌（含全區配置圖、各處理單元等）。 

(K)水質改善工作之維護管理計畫。 

B.製作場址完工後景觀 3D 意向圖。 

(4)協助招標及決標文件部分： 

A.工程預算書、設計圖、工程投標須知、契約書草稿、工程材料、

設備及施工規範等。 

B.工程設計圖、施工規範及工程施工說明書或補充說明書，均依公

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實施要點辦理。以 PCCES 系統編製並製作

電子檔。 

C.預算部份須使用與 Microsoft Windows 系統相容之電子試算表或

Microsoft Excel 5.0 以上電腦軟體製作。 

(5)其他專業技術服務事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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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協助辦理場址之用地取得等行政庶務，包含地目變更等相關工作。 

B.協助工程發包作業：協助工程招標檔準備及審查，協助完成發包

作業。 

(6)議約階段額外承諾事項： 

A.除上述水質測點外，額外增加 5 個站次水質水量調查（分別設置

於榮工橋、樹林橋及樹林後溪橋之間）。 

B.榮工橋場址周邊地質套繪、測量，並釐清邊界、面積（含公有地

被私人占用面積）。 

2.案件名稱：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本工程係由桃園市政府水務局主辦，工程地點為桃園市觀音區忠

孝段 859、860、861、862、864 及 880 地號，工程內容主要包括：截

流設施、進流抽水井、前處理單元、接觸曝氣單元、放流系統、鼓風

機房等工程施工、後續試運轉及教育訓練等工作。 

(1)截流與前處理單元： 

包含粗攔污柵、進流抽水站含 3 台抽水泵（2 用 1 備）、制水閘

門、細篩機、沉砂池含抽砂泵 2 台（1 用 1 備）、及各式閥件管材安

裝等工作。 

(2)接觸曝氣單元： 

包含池槽鋼筋混凝土（RC）構造物、曝氣設備、接觸濾材、各

式閥件及其他管材、管件的安裝。 

本單元屬經常曝氣，藉由足夠氧氣之供給，使微生物之活性提

昇，對於有機物、溶解性有機物、氨氮等進行處理。接觸曝氣氧化

設施單元設置生物濾材，氧化分解有機物之各類微生物以及生物膜

會附著擔體上並大量繁殖增生，由於生物量多且有曝氣擾動，生物

體（膜）易與擔體表面剝離，單元內有機物被生物膜抓取吸收及生

物膜剝離等現象反覆發生，剝離之生物膜因單元曝氣不會沉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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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水流流至沉澱池。 

(3)沉澱池： 

包含池槽鋼筋混凝土（RC）構造物，並有溢流堰、污泥泵(含附

屬設備)、各式閥件及其他管材、管件的安裝。 

(4)放流系統： 

包含流量及水質量測設施、放流管線埋設及各式閥件管材安裝

等工作。採重力流方式放流至富林溪。 

(5)鼓風機房： 

包含機房結構、鼓風機設備、隔音、門窗及各式閥件管材安裝

等工作。機房內設置鼓風機以提供接觸曝氣池所需空氣量，同時考

量鼓風機 24 小時連續運轉之噪音防制，機房擬採 RC 構造，並在機

房隔音較弱的地方，補強其隔音性能，如隔音門、通風消音箱、壁

面吸音材等設施，以達整體隔音效果。 

(6)水質要求： 

有關本工程設計處理水量及放流水水質參數如下，乙方未經過

機關同意下，應維持每日 24 小時連續運轉；當進流水質 pH＞9 或

pH＜6 或濁度換算 SS 濃度＞100 mg/L 時，即停止污水進流，暫不

處理污水，待異常狀況解除後，方啟動正常污水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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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設計處理值： 

 BOD (mg/L) SS (mg/L) NH3-N (mg/L) 

設計出流水質 ≦7 ≦9 ≦7 

設計去除率 ≧70% ≧70% ≧80% 

B.截流處理量與處理能力： 

設計平均截流處理水量：4,500 CMD。 

C.操作品質保證： 

處理後水質（以每月定期採樣檢測結果計算）：放流水質標準

須滿足設計出流水質及設計去除率至少一項。 

表 3 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分項案件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部會 

桃園市富

林溪水質

改善工程 

1 

桃園市富林溪水

質改善工程委託

規劃設計技術服

務 

完成1處富林溪水

質淨化場之環境

調查、規劃、基本

設計及細部設計

作業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2 
桃園市富林溪水

質改善工程 

完成1處富林溪水

質淨化場之工程

監造及工程設置

作業 

經濟部水利署 

（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乙案已核定

規劃及基本設計成果，現階段正執行細部設計成果修正。 

（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本批次提案計畫將執行「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技術服務」核定之細部設計成果，透過本批次所提報之水質淨化場工程

設置，可將排入富林溪之民生污水進行截流處理，期望能改善富林溪流

域水質，提升水岸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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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乙案，前期

之環境背景補充調查皆已完成（含水質、水量調查、場址測量、地質鑽

探及既有管線 CCTV檢視作業等），現階段正執行細部設計成果修正，深

化工程設計成果以完善計畫。 

（六）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參考歷年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監測數據及本計畫補充水質

水量調查，目標處理排水最大水量約介於 4,200~9,121 CMD 間，考量民

生污水變化量大，為避免過量設計，故以檢測單日民生污水最大水量

9,121 CMD分作二期規劃，第一期處理水量 4,500 CMD（約為最大量之

1/2)，另保留場址擴充用地，後續觀察第一期工程處理效能後，再行評

估是否擴充處理水量。 

1.污水截流： 

將沿岸各雨水箱涵採前述截流溝搭配污水人孔方式（MH01至 MH12）

收集民生污水（如圖 11），以重力流方式往下游方向匯集至福壽街口

前設置之抽水井（詳圖 12），匯集完畢之污水透過泵浦進行一次動力

揚升，將民生污水以明管附掛於堤防方式引至水淨場進行處理。 

2.處理流程： 

考量後續操作維護、民眾觀感接受度及國內相關工程經驗，處理

流程採用接觸曝氣氧化處理工法，計算之進流水質分別為 BOD=30 

mg/L、SS=35 mg/L及氨氮=35 mg/L，處理水量可達 4,500 CMD，透過

本場設計之處理流程（如圖 13），預期放流水質為 BOD=6.03 mg/L、

SS=8.94 mg/L及氨氮=6.58 mg/L；本場址 BOD 污染削減量約為 107.92 

kg/day，削減率約為 79.9%，SS污染削減量為 117.33 kg/day，削減

率為 74.5%，氨氮污染削減量為 127.95 kg/day，削減率為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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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民生污水截流平面配置圖 

 

圖 12 進流抽水井預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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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富林溪水質淨化場處理流程示意圖 

 

圖 14 富林溪水質淨化場平面配置圖 

 

3.設計成果： 

全場功能計算以 9,000 CMD分二期下進行，相關配置成果如圖 14

所示，除接觸曝氣及沉澱池為共構單元採第一期配置，其餘各期共用

單元皆以全期處理量作為設計依據，避免後續擴充工程。 

(1)進流抽水井 

本單元屬全期共用單元，配置於大觀橋上游福壽街口，設計進

流水量為 9,000 CMD 分二期增設泵浦，主要功能為以一次動力方式

揚升污水水體，以確保後續單元以重力流方式銜接，其相關設計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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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詳表 4。 

表 4 進流抽水井設計參數表 

項目 設計參數 

池數 1 座 

有效水深 2 m 

池長×池寬 5.0 m × 2.5 m 

有效容積 25 m3 

(2)沉砂池 

本單元屬前處理單元，屬全期(9,000 CMD)共用單元，主要功能

為初步沉降削減水體砂礫固體物，利用重力原理使砂礫產生沉降，

藉以去除水中砂礫，降低後續處理單元之影響，沉降之砂礫固體物

則另設置抽砂泵抽送至砂液分離槽，相關設計參數詳表 5。 

表 5 沉砂池設計參數表 

項目 設計參數 

池數 1 池 

有效水深 1 m 

池長×池寬 3.5 m × 2.5 m 

水力停留時間 59 sec 

水面積負荷 1,029 m3/m2/day 

(3)接觸曝氣池+沉澱池 

本單元非全期配置單元，故採第一期 4,500 CMD 設計配置，以

每期兩座曝氣池下進行配置（全期共四座），並各自設有兩座沉澱池

以完成固液分離程序。污水收集於進流抽水井中，透過抽水泵浦送

往沉沙池去除大型顆粒，經分流渠個別引至接觸曝氣池。在接觸曝

氣池槽內，微生物以接觸濾材作為載體附著其上，降解污水中之生

化需氧量及氨氮。其相關設計參數，詳表 6。 

接觸曝氣池中剝落的生物膜及懸浮生長的生物污泥，將於沉澱

池中分離。由於考量沉澱池可開挖深度，設置兩座串聯式沉澱池，

提高固液分離效率。池底將設有排泥專用泵浦，將固液分離產生的

生物污泥輸往污泥貯槽中。沉澱池相關設計參數，詳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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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接觸曝氣池設計及沉澱池參數表 

項目 設計參數 

池數 2 池 

接觸濾材比表面積 100 m2/m3 

接觸濾材填充率 65% 

有效水深 4 m 

有效容積 1,568 m3 

接觸曝氣區─池長×池寬 28 m × 7 m 

曝氣區─水力停留時間 8 hr 

沉澱池─池長×池寬 15.4 m × 7 m 

沉澱池水力停留時間 3 hr 

總水力停留時間 11 hr 

(4)污泥貯槽 

本單元主要功能為暫時貯存廢棄污泥，屬全期(9,000 CMD)共用

單元，設計貯存天數為 90 天，污泥再以槽車定期清運，其相關設計

參數，詳表 7。 

表 7 污泥貯槽設計參數表 

項目 設計參數 

槽數 1 座 

貯槽深度 4.8 m 

槽長×槽寬 5.5 m × 12 m 

有效容積 316.8 m3 

(5)鼓風機房 

機房內設置陸上型魯式鼓風機以提供接觸曝氣池所需空氣量，

同時考量鼓風機 24 小時連續運轉之噪音防制，機房擬採 RC 構造，

並在機房隔音較弱的地方，補強其隔音性能，如隔音門、通風消音

百葉窗、壁面吸音材等設施，以達整體隔音效果避免影響鄰近地區

居民。 

(6)場址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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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場址植栽計畫分為三個區域考量，一為污水處理單元上

層草皮鋪設及灌木植栽；二為污水處理單元周邊坡景；三為場區周

邊植被圍籬造景，其植栽配置應符合下列原則： 

A.植栽配置計劃 

(A)場址內除必要舖面及建築設備空間外，其餘皆以綠化為原則。 

(B)綠化部分應避免影響地下化之水淨場功能，並以「複層式植栽」

做立體變化之設計。 

(C)以透空性圍籬或喬木、灌木混種的綠化作為場區與其他空間之

界限。 

(D)採用當地原生植栽樹種為宜，避免採用單一樹種大量植栽，力

求植栽的多樣化。 

(E)綠化的目的不只為求美化環境，同時考量各種綠化方式的效果。 

B.植栽樹種考量原則 

(A)以臺灣原生種為優先考量。 

(B)本場址鄰近海域，以耐鹽及抗強風之植栽為優先選。 

(C)適合當地風土民俗，並配合周圍環境整體規劃。 

(D)較能抵抗病蟲害、天災者。 

(E)選擇較具普遍性，避免日後施工困擾，易於管理、維護。 

(F)運用數種植栽，儘量於四季均有花供觀賞。 

(G)為求樹型美觀，選取各季節開花色不同者。 

(H)選擇無毒性，有香味者。 

(I)選取遮蔭效果好，儘量不孳生蚊蟲之常綠喬木。 

(J)標示牌提供解說以提高教育性及安全性。 

C.植栽栽植種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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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喬木部分：苦楝、杜英、烏心石、台灣石楠及水黃皮。 

(B)灌木部分：木槿、野牡丹、香蒲、石菖蒲及苦林盤。 

(C)草坪部分：巴西地毯草。 

 

圖 15 水淨場景觀意象平面配置圖 

 

圖 16 水淨場景觀意象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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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場區舖面採透水舖面為主，以維持地面之透水性；區內排水則以植

生草溝作為區內主要排水渠道，減少混凝土結構體使用。 

 

五、 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109,467 千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及

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76,627 千元、地方分擔款：32,840 千元)。 

（二）分項案件經費：經費(千元)後續年度總計 

表 8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工程經費分擔說明 

項次 
分項工

程名稱 

對應 

部會 

110年度 111年度 
總計 

(A)+(B)+(C) 工程費(A) 工程費(B) 

1 

富林溪

水質改

善工程 

經濟

部水

利署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22,988  9,852  53,639  22,988  76,627 32,840 

總計 22,988  9,852  53,639  22,988  76,627 32,840 

（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表 9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工程經費分析說明 

項次 分項案件名稱 主要工作項目 經費（千元） 

1 
桃園市富林溪水

質改善工程 

完成 1 處富林溪水

質淨化場之工程監

造及工程設置作業 

監造費 5,763 

工程費 95,400 

工管費 8,304 

總計 109,467 

六、 計畫期程： 

本計畫參考國內類似規模之接觸曝氣系統工程施作期程，規劃工期

16 個月，其中施工期 10 個月、試運轉 6 個月。各項工程預計施工期程

如表 10說明；另成效評估工期 36個月另計。 

本計畫預計 110年 10月上旬辦理工程招標，預計 110年 11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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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110年 12 月開工，112年 1月竣工並辦理第二階段 3 年成效評估

作業，預計 115 年 1月完成本工程計畫。 

表 10 計畫期程表 

 
 

七、 計畫可行性 

(一)環境影響可行性： 

本計畫的施工過程可能影響現地的生態環境，故相關工程設計與施

作應參考以下保育對策： 

1.迴避：相關工程設置土方堆置區（以帆布覆蓋）、人員使用之流動廁

所及原物料堆置區等臨時設施物之設置，施工過程應注意避免影響

生態環境。預定場址內 10株既有喬木設置安全區域（以警示線隔

離）進行區隔，避免施工導致損壞。 

2.縮小：機房採簡易配置僅保留必要盤體及設備空間；主要處理單元

皆採共構設計，皆可減少工程所需面積。 

3.減輕：開挖範圍鄰近植栽規劃移植區（3處）並進行安全移植，共

24株喬木。 

4.補償：對於工程所造成之生態損失，於施工後以大量綠化配置方式

年度

月份

一、前置作業

二、富林溪水質淨化工程

         (一)土木結構工程

         (二)機械設備工程

         (三)管線閥類工程

         (四)電氣儀控工程

         (五)景觀工程

         (六)雜項及假設工程

         (七)試車及試運轉

三、富林溪污水截流工程

         (一)土木結構工程

         (二)管線閥類工程

四、竣工驗收結算

110年 111年 112年

1110 11 12 1 102 3 6 7 8 9 312 1 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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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補償，加速現地生態回復；相關植栽選用係參考生態檢核團隊

專業意見諮詢進行挑選，以當地原生種作優選項目。 

(二)工程可行性： 

本計畫為國內常見之自然工法水質淨化設施，且自「桃園市富林溪

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乙案推展以來，經過與地方民眾

之會談，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之案件長期受地方支持與長官關注。 

(三)財務可行性： 

中央補助部分，依據中央最高補助比率編列，污水工程最高 90%、

非屬污水之景觀改善美化工程最高 70%，本批次提報案件中「富林溪水

質改善工程」以中央補助 70%編列。 

(四)土地使用可行性： 

在土地使用可行性方面，本計畫用地先期已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完

成溝通，無需另行徵收或取得，且土地均屬水利用地。 

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1.水質改善效益 

本計畫預計截流桃園市富林溪大觀橋上游左岸民生社區雨水箱

涵，並導引至新設水質淨化場（接觸曝氣法）處理，除了可有效淨化

富林溪水質，淨化後之水質再排回富林溪亦可活絡富林溪，紓緩流域

污染情形，且日後本場址可作為環境教育場所，兼具休閒及育教功能。 

本場設計處理水量 4,500 CMD，設計水質 BOD、SS 及 NH3-N 濃度

分別為 30 mg/L 及 35 mg/L 及 35 mg/L，BOD 最大污染削減量約為 

107.92 kg/day，預期削減率約為 70 %，SS 最大污染削減量約為 

117.33 kg/day，預期削減率約為 70%，NH3-N 最大污染削減量約為 

127.94 kg/day，預期削減率約為 80%。 

 

2.受惠人口數 



- 31 - 

本目標流域段包含桃園市觀音區 6個里（樹林里、草漯里、富林

里、草新里、新坡里及廣福里），概約人口數約 24,020 人；根據其他

相關河川整治成功之案例經驗，平均人口成長概約 1~4%，故如本目標

流域段經本計畫污染整治與環境改善執行後，富林溪改善後預計人口

約可成長至 24,980人。 

3.增加市民遊憩節生態教育場址 

本場址未來主要污水處理設施將設計地下化，池槽上方將配置單

元解說導覽。另放流水將導入場內砌石（植生）渠道，結合放流生態

溪流設計，作為鄰近居民遊憩新景點。 

九、 營運管理計畫 

本計畫工程操作維護成本包含電費、人事費、維護費、水質檢測費

用、污泥清運處理費用等相關費用，後續操作單位則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委託代操廠商辦理。 

十、 得獎經歷 

本計畫為全期工程，除現階段富林溪水質淨化場規劃及設計作業外，

並無其他竣工工程參獎實績。 

十一、 附錄 

(一)生態檢核表 

(二)工作說明會 

(三)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 

(四)計畫工作明細表 

(五)工程計畫評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