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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開發著重產業引進

後，基地聯外交通、能資源及人力供應、區內

坵塊劃分、綠地及公共設施佈設等層面考量。

發展至今，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開發除廠商建廠

基本需求外，水資源、污染防治、節能減碳等

環境元素漸形重要，如何節水、提升放流水

質、提高處理水再利用率、滯洪池多功能利用

及各項環境課題已廣受矚目重視。

　　台灣世曦公司多年投入土地開發規設業

務，辦理各項都市土地、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土

地開發工作，各計畫因其區位及土地利用之特

性，各有其重要環境課題。本期中華技術以

「土地開發之水環境營造」為主題，期藉由人

物專訪及專題報導之討論，強調水環境議題之

重要性，並提供各界經驗及意見之交流。

　　本專輯有幸專訪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顏宗

明局長、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方進呈局長、

國立中央大學歐陽嶠暉榮譽教授。顏局長談

「低碳綠能永續發展之園區」，就新竹科園未

來走向、水資源管理、如何落實低碳綠能園區

之建設及創造永續發展環境等課題提供精闢見

解；方局長談「臺南市工業區開發的特色及願

景」，由工業區開發之推動歷程及近年開發案

之環境面等特色，闡述未來之發展與期許；

歐陽教授談「國內再生水推動現況及未來發

展」，就其多年來持續投入之水再生議題相關

技術、瓶頸與策略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藉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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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專訪摘述，與各界分享相關議題之心得。

　　有關專題報導部分，隨著都市發展及近年極端氣候之異常問題，

既有都會區之防洪治水更形重要。本專輯就早期玉成、福林抽水站設

置狀況，比照其後續配合治水政策及環境發

展之需求，於增建新站並以新舊站體聯合運

轉之實際案例，經流場分析、水位與流速模

擬後，提供實務上既有設施擴充抽水量之規

設參考；此外，加上治水成效評量及控管系

統開發建置計畫之執行，使防洪治水工作益

形完善。至於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防洪治水問

題，則以於開發前屬低窪易淹水區之台南科

園為例，說明如何規劃兼具防洪、休憩、景

觀及生態之多功能滯洪池，使滯洪池除防洪

功能外，更成為台南科園之門戶地標。

　　有關水環境之廢水處理及再生水利用探

討，則以率先採用污水處理設施與停車場共

構及利用放流設施高程差設置水力發電設施

之新竹科園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為例，闡述

創新機能定位與規設思維。此外，因應環境

考量新增放流水限值及近年各界關切之除氮

議題，本專題報導針對其中之工業廢水除氮

處理，以案例探討相關執行問題及試車過程

困難之排除。

　　隨著社會及經濟發展，都市及非都市土地開發仍持續進展中，以保

護環境及符合民眾期望之觀點，環境課題實不容忽視，本期中華技術以

「土地開發之水環境營造」為主題，期提供各界交流之平台，共同關注

與提升我們的生活環境。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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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訪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顏宗明
談 「低碳綠能永續發
展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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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局長歷任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工商組

組長、投資組組長、副局長，是新竹

科學園區第一位由事務官拔擢為政務

官的管理局局長，見證科學園區多年

來的變化，請教您對未來園區之走向

有何想法？

答：民國69年12月15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經

國家政策推動正式成立，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在國科會的領導下負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開

發、營運與管理，涵蓋新竹、竹南、龍潭、銅

鑼、宜蘭和新竹生醫6個園區約1,342公頃。主

要任務與目標在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

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

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

    科管局設立企劃、投資、勞資、工商、營

建及建管6個組及資訊、秘書、人事、會計、

政風5個室，為園區廠商建設優質基礎建設、

提供單一窗口服務、創新研發機制及產學研合

作機制。竹科設立32年以來，已充分依循其策

略目標，成功吸引高科技產業進駐投資，且如

願幫助台灣高科技廠商形塑國際競爭優勢，厚

植競爭實力；因應全球市場需求的不斷演變，

並呼應政府之於產業的布局策略，竹科產業型

態隨之持續轉變，從早期起步的純硬體代工格

局，歷經設計、品牌、服務等不同營運模式的

變遷，一路走來，見證台灣高科技產業不斷升

壹、前言

　　顏宗明先生是新竹科學園區第一位由事務官拔擢為政務官的管理局局長，歷任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研究員、科員，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綜合規劃處專員、科長，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管考處科長、專門委員。

　　顏局長於民國97年接任後，掌管竹科上兆元產值，為新竹科園十多萬名員工服務，促使新

竹科園基礎設施更精緻化，公共設施軟硬體管理更提升、廠商服務更強化。

　　顏局長服務新竹科管局期間榮獲多項獎項，包括：民國100年榮獲環保署「100年度清淨家

園全民運動計畫」優等機關；民國100年榮獲「2011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政府單位組銅獎、

新秀獎殊榮及民國100年榮獲財政部頒發「100年度強化政府財務效能觀摩會」創新財務措施成

效優異獎及全球500大傑出名人榜等多項獎勵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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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生醫園區」，規劃以引進新藥開發及高

階醫療器材等相關廠商為主。生醫園區內將設

新竹生醫園區醫院、產業及育成中心及生醫科

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等，隨著生技標準廠房即將

落成啟用，代表新竹生醫園區正式啟動，希冀

生技產業能如半導體產業般再造另一個竹科奇

蹟。

    未來科管局將秉持便民、效率、忠誠與廉

能的核心價值，以專業、效率、主動為民服

務的精神，為園區廠商積極建置優質的投資環

境，協助高科技廠商結合學研資源發揮高效能

級、創新、轉型的生命力。竹科發展迄今的成

功經驗，已成為許多國家發展科學園區爭相學

習的典範，群聚於竹科的半導體產業，擁有晶

圓代工、設計、光罩、封裝及測試等完整垂直

分工體系，不僅創造多項世界第一的產品，更

被譽為「台灣的矽谷」。其璀璨的成功經驗，

先後傳承設立南部及中部科學園區，為台灣建

構完整的點、線、面西部高科技走廊，驅動國

內上、中、下游產業的蓬勃發展。

    已屆而立之年的竹科，仍將保持一顆年輕

的心靈，以及一股活潑奮發的精力，面對各

項挑戰接踵不斷的未來，持續排除萬難，引進

更多的投資活水，藉以激勵創新研發能量，使

得更多新世代的產業技術、研發人才，皆能透

過竹科應運而生，建構竹科成為綠色園區新典

範，以期強化產業根留台灣的環境，讓台灣持

續扮演傲視全球的科技研發製造及服務重鎮，

繼而貢獻國家經濟。

    為持續提升台灣科技產業競爭力，並期望

突破台灣過去之半導體垂直分工及專業代工型

態，注入虛擬垂直整合介面連結技術，積極推

動異業結盟，創造智慧晶片系統異質整合之環

境，將醫療、綠能電子、聲光熱力流等領域有

效引進並整合於智慧型晶片設計製造流程中，

以延續半導體產業的成長力道；此外，為促進

我國生醫產業發展與國際化，竹科推動設立

 (左)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顏宗明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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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綠能與永續是目前世界發展之主流，也是

科學園區管理局施政策略目標之一，工程業界

身處其中，其所擔負之責任更是責無旁貸。

    在2004年11月底，竹科開始執行污水總量

管理及監督機制，並引以為據進行園區污染總

量管理；區內事業投資設置或變更時，廠商均

須填寫污染總量預估表，以利了解廠商在進行

開發行為，可能產生的污染影響。

    實施總量管制制度目的，就是希望園區內

污染排放不要再增加，甚至更進一步朝逐年削

研發能量，培育優秀科技人才，激勵創新國內

研發實力，祈願促成科學園區永續發展成為全

球最佳的「創新產業聚落」。

問：「建設低碳綠能園區，創造永續發展

環境」為科學園區管理局施政策略目

標之一，請教局長除了現行辦理節能

低碳廠商診斷及產品碳足跡輔導，建

置節能低碳資訊平台，並開發園區公

共區域提供廠商認養植樹儲碳之外，

如何藉由工程技術或工法來落實此一

目標？

 (左)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顏宗明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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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造；台積電(TSMC)第二座綠色廠房－竹科

F12P4(台積公司研發中心暨12吋晶圓廠)，也

取得了EEWH鑽石級，LEED黃金級的「綠建築

標章」。據估計，綠建築增加的成本其實只占

整廠建造費不到1%，但完成後產生的效益，

除了實質投資費用的降低，對地球的保護是無

價的。科管局努力目標不只是要推動「綠建築

認證」，同時要大力推動「綠色廠房」，發展

綠能產業，進而建構一座「綠色科學園區」，

減的目標改善。為此，園區對污染總量核配及

監督工作，更是不敢掉以輕心，採取從嚴審核

態度。在節能減碳方面，科管局預定自2009至

2012年止，可以達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3

萬公噸目標；計畫每年辦理10場次的節能減碳

輔導工作，鼓勵園區廠商參與。與自然共存，

標榜「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綠建築，

也開始在園區出現。竹科以身作則，在污水處

理廠行政大樓導入綠建築概念進行規劃、設計

新竹科學園區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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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竹縣市結合，建立永

續「生態城市」，為後代

子孫留下一片淨土。

    在工程節能低碳方面，

綠色能源與綠色材料同時

為國內推動綠色內涵的兩

大主軸，工程界應多將新

興科技運用於建設上，如

太陽能、風力發電與LED

燈在園區開發工程應視需

要多加利用，管理局在宜

蘭園區及龍潭園區新設置

之路燈均採用環保之LED

燈﹔園區也設置自行車

道，鼓勵大家節能減碳從

自身做起﹔每個園區也設

置滯洪池，除了保水、防

洪亦可調節土方。

    另外，全球暖化日趨嚴重，全球環保節能

意識的高漲，建築方面興起綠建築的風潮，

綠建材有再使用、再循環、減量、低污染之優

點，減少材料生產耗能與資源消耗，園區新建

建築均配合申請綠建築標章，儘量採用在地建

材，將來應朝此目標前進，為全球環保盡份心

力。

問：台灣是世界十大缺水國地區，科學園

區的水資源管理是竹科的一大特色，

廢水回收成果獨居全國之翹楚，這方

面亦獲得馬總統之肯定，請教局長如

何在有限的資源運用下，達到此一成

果？

答：除了維持供電品質，水資源供應是竹科另

一條養份輸送帶。然水資源不足一直是個困擾

科管局的大問題，在1979至1986年寶山水庫

及淨水場建設期間，竹科已經開始面臨水量不

足的問題；之後半導體廠陸續進駐，需水量隨

之大增，於是先後由苗栗增拉一條管線支援，

另在頭前溪增設淨水場，以專管引入園區解決

備水問題。

    同時，為確保引入竹科的水質，科管局並

長期進行水質監測，每日固定傳送水質檢測數

據。科管局認為，不僅要確保竹科廠商用水無

虞，用水品質同等重要，質量必需兼顧，以提

供園區廠商最好的用水服務。

    肩負「節能減碳，轉型綠色低碳科學園

區」，值得一提的是竹科水資源的建設開國內

工業區的先河，下水道系統在建設之初即已採

取雨水與污水分流的設計，同時為確保廠商及

住戶能享有穩定且高品質的用水，竹科也在污

水處理花費不少心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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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園區滯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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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認證」等榮譽之污水處理廠。

    新竹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污水量每日約10.8

萬噸，竹南污水處理廠二期擴建設施於2010年

11月啟用後，總處理容量目前為6萬噸，龍潭

污水廠處理容量每日6,500噸，實際處理量每

日約2,100噸，實際放流水平均水質均優於國

家放流水標準。

    為提升污水處理功能，部分設施需更新，

由於老舊設施在汰換過程，會影響到廠商，可

能有1至2小時內是無法進行排水作業，但科管

局在進行規劃時，就會先以同理心來思考，儘

量以不影響廠商運作，造成營運損失為最高指

導原則，因此獲得廠商高度的配合。

    在水文的管理，也是竹科水資源建設的一

大特色，不僅以最高放流水管制標準自我要

求，竹科的污水處理廠更已經取得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驗證證書，是國內第一座通過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的污水處理廠。

這些年來逐步完成並已導入建設的污水處理系

統，在鼓勵節能、減碳的聲浪下，不僅凸顯出

竹科在規劃願景的先進，更成了日後國內外新

成立科學園區的學習典範。在地球暖化日趨嚴

重，自然資源日益枯竭的今日，如何在建設開

發與環境保護上取得平衡點，是社會大眾最關

注的議題。竹科在歷經32年的建設與成果後，

不單響應政府推動綠建築、景觀美化、開闢公

共綠地，對於園區的永續經營也更謹慎。

    竹科污水處理廠現有新竹、篤行、竹南及

龍潭等4座污水處理廠，新竹及篤行污水處理

廠合計每日最大處理容量18.5萬噸，為國內最

大且具三級處理能力之工業污水處理廠，處理

設施單元大部分已室內化，並於2010年成為全

國第一家通過「碳足跡」之查證並取得「碳足

龍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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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水輔導方面，管理局另委

託專業技術機構針對廠商廢棄

物回收進行現場輔導，並辦

理相關再利用技術宣導會

議，提供園區事業再利

用技術及管道，建立

園區廢棄物再利

用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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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水輔導方面，管理局另委

託專業技術機構針對廠商廢棄

物回收進行現場輔導，並辦

理相關再利用技術宣導會

議，提供園區事業再利

用技術及管道，建立

園區廢棄物再利

用資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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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園區

顏宗明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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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工程顧問公司在園區開發所扮演角色主要

在於基礎建設部分，尤其是在公共設施、交通

網路及景觀維護等。

    在公共設施方面，新竹園區已完成及施作

中之工程有：污水處理新增設施及修繕工程，

道路舖面更新等工程；竹南園區有道路、交

通、排水、道路舖面更新等改善工程，及園區

行政管理中心興建工程；龍潭園區辦理第一期

道路及水土保持工程、RD24-1跨越橋工程、

污水處理廠第一期工程及3,000噸配水池等工

程；宜蘭園區則以建設公共設施為主，辦理第

一、二期道路及公共管線工程、自來水高架水

塔及配水池、污水處理廠等工程，顧問公司可

技術交流平臺。自2002年起，竹科成立節水輔

導小組，成員包括管理局、專家學者、園區公

會水電氣供應委員會、工研院節水服務團及相

關顧問公司，迄今共執行121廠次節水技術輔

導計畫，經分析比較整體用水量和回收水量，

年節省水量高達7,354萬噸，園區廢水回收可

達85%，獨居臺灣第一。

問：科學園區的願景是建造優質園區投資

環境、貢獻國家經濟，請教局長就

工程部分如何輔助達成科學園區的願

景，以及對工程顧問公司在園區開發

所扮演角色之期許與指導？

新竹科學園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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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壤不裸露之原則，以確保園區環境美化品

質。

    整體而言，工程顧問公司可配合園區管理

局之施政目標，協助管理局達成園區之願景。

後記

    承蒙顏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此

次專訪我們感受到顏局長積極務實之作法，

以便民、效率、忠誠與廉能的核心價值服務園

區，讓台灣持續扮演傲視全球的科技研發製造

及服務重鎮，繼而貢獻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

協助園區管理局以建設園區優質環境、提升服

務品質、促進招商為主要目標。

    在交通網路方面，工程顧問公司可以專業

協助提供紓緩壅塞之交通，提供行車與停車之

導引資訊，改善交通設施以提升道路品質及行

車安全。

    在景觀維護方面，除自建廠房部分由園區

廠商自行管理維護外，工程顧問公司可在管理

局督導下加強維護及改善周邊環境，針對植栽

老化區域，要求喬木樹型美化及透光通風，灌

木及綠籬維持原規劃風格，控制株型及高度，

以促其開花，綠地則維持草皮生長良好，達

 (左1)劉耀仁計畫工程師  (左2)曾淳錚協理  (左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3)顏宗明局長  (右2)林文松副總工程師  (右1)王明盛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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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訪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方進呈
談 「臺南市工業區
開發的特色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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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局長於民國85年任建設局工業課長開

始，就負責籌劃原臺南縣的產業發

展，並積極及高效率的推動產業園區

的設置及開發，請教局長，在政府財

政有限之情況下，如何進行相關的工

作？

答：近年在政府產業政策引導下，高科技產

業蓬勃發展，設置於臺南市新市區附近的台南

科學園區近年已發展為台灣的半導體及光電產

業重鎮之一，相關支援南科產業的用地需求因

此產生，為持續提供產業發展用地，我們開始

尋找區位適合的用地，93年初於緊臨南科西側

的特定區內規劃約247公頃用地，做為液晶電

視專區，當時考量政府財政無法提供工業區開

發所需之資金，於是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

相關規定，將工業區規劃編定及開發工作全部

委託開發商辦理，委託開發因政府零出資，且

可獲得工業區內的公共設施及產權，而開發商

為加速土地銷售，在用地規劃時即同時協助招

商，並於用地及公共設施規劃時考量產業發展

的實際需要，減少以後變更的幅度，因此可以

說是一舉數得。

壹、前言

　　方進呈局長於民國79年高等考試及格，在擔任臺南縣經濟發展局工業課課長、副局長及局

長期間，不僅推動縣內「樹谷園區」、「柳營科技工業區」、「永康科技工業區」的開發，其

中「樹谷園區」的開發，總開發經費一百六十億元由民間出資，不僅減少政府負擔，更在短短

七個月內完成工業區編定作業，創下最短的報編紀錄。 

　　方局長一路從基層做起，雖已相當熟稔產業發展及工業區開發，仍不斷自我充實學習，尤

其善於溝通協調，其為人豁達又待人親切，不僅在府內獲得同仁好評，在外對廠商提供產業發

展協助及服務，協助廠商解決產業發展問題，其專業、努力形象亦是廠商津津樂道的。為協助

廠商順利取得建廠用地，於工業課長任內設立「工業土地銀行」建立工業用地之供需資訊，提

供廠商線上查詢以活化土地資源，另為推動技術整合及提升，也成立「台南縣創新技術服務中

心」，以建立產、官、學技術服務平台。

　　方局長72年就到臺南縣建設局服務，後來到台北市政府市場處及建設局工作，82年底回來

臺南縣府秘書室服務，85年任建設局工業課長，92年任經貿科技局副局長，96年任經發處長、

經發局長，縣市合併升格後任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並於101年7月真除局長。  

訪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方進呈
談 「臺南市工業區
開發的特色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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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土地的去化，值得一提的是，經我們的

努力，金融機構配合提供永康科技園區專案

貸款，土地融資90%、建廠融資80%、設備融

資80%，我們推出「買比租更便宜」的優惠方

案，廣獲企業主熱列的迴響。

問：新一代的產業園區除提供廠商產業發

展用地，規劃完善的道路系統、充足

的用水及用電供應設施、符合規定的

環保設施外，皆強調生態及生活，請

問局長，對於臺南市近年開發的工業

區其特色為何?

答：臺南市近年開發的樹谷、柳營及永康科

技園區，在公共設施用地分別佔開發面積之

38%、37%、39%，皆高出法規規定之30%，

　　另外，考量工業區開發的資金龐大，為能

吸引開發商參與意願及減輕其資金籌措壓力，

由臺南市政府向財政部建設基金貸款，以支付

用地取得之費用，而柳營二期工業區及永康科

技工業區即是採用此模式辦理，該兩座工業區

開發經費分別為46億元及108億元，土地款部

分由政府投入金額分別為11億元及53億元，

目前這兩座工業區的土地銷售情況相當好，

截至目前，兩工業區銷售率分別為95.24%及

94.51%。在招商過程除推廣臺南市的產業政

策及發展現況，使企業主更瞭解於臺南市設廠

的利基，同時加入多種商業性與服務性工作，

如建立潛在客戶資料庫、製作產業園區簡介、

刊登促銷廣告、舉辦投資說明會、建置專屬招

商網站、洽有關行庫提供廠商優惠貸款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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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進呈局長述說樹谷園區以種植十萬棵樹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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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理方式提供高污染產業之群聚及集中污染

處理，改善原產業分散各地造成管理不易、可

能因管理不善對環境的污染及造成鄰近居民疑

慮，這正是落實對大台南地區環境保護的最實

際工作。

　　在綠能及低碳方面，配合能源使用的世界

潮流，打造永續的綠能低碳環境，積極導入太

陽能光電系統，以永康科技園區為例，於服務

中心、污水處理廠等公共建築屋頂、高架水塔

帷幕牆、8處停車場棚架等可利用空間廣設太

陽能發電，裝置容量合計達380 kWp，每年總

發電量共46.5萬度，除可將建築物的發電量提

供建物本身使用外，並可將停車場太陽能棚架

產生電量躉售台電，增加未來全工業區營運的

利基。而配合市府目前推廣電動汽車政策，於

停車場設電動汽機車充電站，免費提供電動

汽機車充電使用。道路照明則率先採用LED燈

具，兼具省電及低維護成本等優點。

問：工業區的籌設、報編、開發、招商及

營運各階段工作皆相當繁雜，也可能

遭遇許多困難及阻力，請問局長如何

帶領開發團隊一一克服?

答：工業區開發過程各階段皆要面臨不同重要

的課題並加以完成，於籌設階段除了要符合產

其中，兼具防洪、景觀、休憩及生態的滯洪池

面積分別佔地22公頃、9.4公頃及4.9公頃。

　　樹谷園區為全球第一個液晶電視工業區，

全台第一個以委託民間方式設置工業區服務管

理機構、引入公共藝術駐地創作、由經營單位

成立樹谷基金會，並以信託方式設置一考古研

究中心，讓園區出土文物，得以獲得保存，更

以種植十萬棵樹而得名。

　　位於柳營科技工業區內佔地41公頃的環保

科技園區，依環保署核定的與清潔生產技術相

關連產業、回收再生資源以創造生態化產業、

應用再生資源轉換再生產品之產業、開創具新

興與策略性之環保技術產業、再生能源產品系

統製造產業、關鍵性環保相關產業等六大產業

進行招商工作，並規劃由量產實證區發展低污

染排放產業，及促進循環型整合，以創造高產

值及引進新技術；規劃由研究發展區之發展，

可以引進高級技術人才，並經由教育訓練將技

術本土化，且提升創新研究之能量。 

　　另永康科技工業區內的金屬表面處理

專區，佔地7 . 8公頃，獨立設置處理容量

3,500CMD的專區污水處理廠，將電鍍污水完

成前處理後，再排入綜合污水處理廠併同一般

產業區之5,500CMD污水一起再處理後排放，

而綜合污水處理廠之處理容量為9,00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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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策略，評估優勢產業類別及先行調查瞭

解用地需求，區位選擇及用地取得為另一重要

課題，好的區位需考量產業群聚、交通便利、

有無淹水之虞、地質及環境敏感情況、可配合

供水、供電、從業人力來源、居住及生活機能

等條件，而土地取得容易與否亦為考量的因素

之一。

　　報編階段則需依序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在

過程中藉由徵地、都計及環評等各種說明會向

民眾說明及溝通，對於民眾所提意見及疑慮，

更需於法規面及技術面耐心說明；計畫審議時

則需依審查意見向各主管機關、團體及委員提

出合理說明，更需廣納各方建議協調折衝，方

能順利取得開發許可。

　　開發及招商階段則需依計畫內容辦理工程

建設，除依進駐廠商需求，排定工程優先順序

外，需考量售地收入及開發期程管控合理的開

發成本及進度，並預為考量各種可能情境及因

應方式，使風險降至最低。

　　工業區完成開發且廠商進駐之後，經營管

理為另一課題，為了服務區內廠商及執行公共

設施管理維護工作，設置管理機構是必要的，

(左)方進呈局長    　(右)林明華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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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動太陽能光電系統合計已設置385件，

總裝置容量更達22,572kWp，現正推廣屋頂安

裝太陽能工作，並藉以帶動綠能相關產業的發

展。

　　除此之外，我們將協助廠商積極拓展市

場，期望能將傳統成衣、紡織、鞋類、袋包蛻

變升級成為精緻、時尚、創新、獨創文化特色

的產業外，也將透過策略聯盟、創新活動，建

立互聯共享平台，並整合產官學研界資源，塑

造自有品牌，行銷國際市場，進而創造出臺南

的流行時尚聚落。

　　臺南市歷年陸續開發的工業區高達65處，

且大部分為逾20年的老舊工業區，公共設施大

多已不符現在使用需求，因此老舊工業區的更

新刻不容緩，經濟發展局對老舊工業區更新活

化提出一套具體的計畫，依優先順序先改善排

水及道路、管線等基本問題，及建置管理服務

中心，作為推動各項公共建設及產業服務等相

關工作，希望能活絡既有產業的發展，為大台

南產業環境帶來新氣象。

　　為提供產業充足的發展用地，並提供就業

機會，帶動地方繁榮，市政府重新啟動因故延

遲開發的新吉工業區。該工業區為於安南區、

安定區及西港區交界，面積約123公頃，可提

供建廠用地約79公頃，利用鄰近的國道8號連

然而政府對工業區管理專業與人力不足，為了

有效管理工業區環境，也希望引進民間資源，

提供廠商最佳的公共服務，樹谷園區於96年由

市府委託聯奇公司經營管理服務機構後，市府

除因無需自設管理機構可節省一筆龐大的經費

外，每年尚可收取權利金100萬元及經營權利

金，而且借重民間企業化的管理服務經驗，可

進一步提升工業區服務品質，提供進駐企業和

員工更完善的服務。目前樹谷園區服務中心規

劃提供諮詢與業務申辦的服務管理中心，可容

納500人的多功能演藝廳、銀行入駐提供商旅

服務的金融中心、邀請NGO社團駐點的社團中

心、以及餐飲中心，及不定期在此舉辦生態、

藝文等展演或研習活動，是結合生活與休閒機

能的工業區管理機構，提供進駐企業及從業人

員、鄰近民眾更完善的服務。    

問：面對國內及世界的產業競爭，請問局

長對臺南市未來產業發展及工業區開

發期許?

答：除既有在南科、台南科技、及近年開發

之樹谷、柳營及永康科技等已發展的高科技產

業外，南台灣熱情的太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的資源，市政府致力於陽光電城的發展已有

多年，為達到建設新臺南十大旗艦計畫「低碳

綠能永續大台南」的目標，自100年迄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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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方局長曾獲模範公務人員及94年度全國公

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等，方局長於101年7月4日

就職時表示：「將繼續加強工業區開發、招商

等業務，期望能帶動臺南市的繁榮，也將致力

於公有零售市場更新、建構良好的購物環境，

爭取更多消費者到傳統市場消費，同時做好工

商登記為民服務的工作。」，我們期待在方局

長的卓越帶領之下，南台灣的產業能更蓬勃發

展，創造更多的可能及新的契機。　

 (左1)曾淳錚協理    (左2)林文松副總工程師    (中)方進呈局長    (右2)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1)吳律平副理

接國道1號及國道3號，距臺南市中心僅約8公

里，區位相當優越，計畫引進低耗能、低耗水

產業，預計106年開發完成後可創造500億元

產值，提供1萬個就業人口；七股工業區位於

七股區台糖三股農場附近，基地緊鄰台17線，

開發面積約142公頃，可提供建廠用地約77.5

公頃，計畫引進南科中下游及具地方特色之鄉

村型產業，也是未來要積極推動的工業區。另

外，隨著工業區的開發，未來進駐員工的居住

及生活服務需求勢必增加，將帶動區域的整體

工商發展，我們對未來的願景是依照賴市長的

施政藍圖，落實在地特色、激發卓越的國際競

爭力、打造台南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宜居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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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訪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歐陽嶠暉
談 「國內再生水推動
現況及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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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目前水再生議題相當熱門，不過推動

上也遭遇不少困擾，包括中水管線

佈設困難、提供農業灌溉用水可行性

等，是否可以針對上述給予指導，作

為後續規劃推動之參考。

答：中水管線納入建築物整體考量，應視建

築物種類要求，部分於環評審查階段，要求學

校、營區及廠房等需作中水系統，目前實際執

行狀況尚稱良好，故應針對大型、新建或用水

量較大之建築物要求施作中水系統，而一般住

宅及既有辦公室則較不適合。此外，依據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五節「建築物雨水

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第三百十六條規

定：建築物應就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或生活

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擇一設置。設置雨水

貯留利用系統者，其雨水貯留利用率應大於百

分之四；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者，其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應大於百分之三十，

惟部分辦公大樓，因其污水已納入污水下水道

系統處理，使用單位乃依建築技術規則僅設置

壹、前言

　　歐陽嶠暉教授於西元1936年出生，台灣省台南縣人。中原理工學院水利工程系畢業，日本

早稻田大學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國家工學博士。

　　歐陽教授專長領域為水利及環境工程，曾歷任行政院經合會台北區衛生下水道規劃小組

幫、副工程司，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組長、廠長、副總工程司，以及中央大學

土木工程系主任、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兼工學院院長，指導之碩博士生畢業後，無論在學術研

究、政府機關及工程顧問等領域上，表現優越，備受肯定。歐陽教授亦曾擔任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環工學門召集人、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委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經濟

部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委員以及公共工程委員會委員，提供所學知識供政府施政之參考。另亦擔

任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國際水質學會及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等之多屆理事及理事長，積極

參與會務活動。歐陽教授投身土木、水利及環境工程迄今約四十年，已為國內環境工程學界翹

楚。

　　於一個晴空萬里的上午，很榮幸在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辦公室專訪歐陽教授，感謝歐陽教

授於兩個小時訪談中，以其個人的努力及豐富的閱歷，分享其經驗及對未來前瞻性議題的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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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目前主管機關提出於民國120年，國內

再生水利用比例要達10％以上，據瞭

解日本使用再生水比例約2～3％，國

內明確推動策略為何？

答：再生水利用比例要達10％以上的確有相當

困難，目前水利署已相當積極推動，目前已著

手規劃案件包含：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中壢

水資源回收中心、高雄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及

鳳山水資源回收中心等。

　　金門地區因水資源較為匱乏，除榮湖及擎

天兩污水處理廠已全面回收再利用外，日前亦

建議主管機關，可將太湖污水處理廠提升處理

程序進一步淨化水質後放流至太湖，作為原水

補充之用。另金城污水處理廠則建議檢視處理

程序以提高氮、磷去除率，有利將放流水導至

太湖，若上述兩座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均可回

雨水貯留系統以達水回收再利用率。另再生水

也大量使用於綠地噴灌之用，考量人體健康因

素，建議再生水不與人體接觸為宜，部分地區

利用晚上較無人員活動時段施作綠地噴灌，降

低再生水飛散接觸人體之機率。

　　農委會考量作物生長因素(例如水稻成長

初期需要較多營養源(氨氮)，而於結穗階段需

求量卻較低)，故對灌溉用水水質標準有相當

規定，而一般再生水氨氮濃度均高於標準值

3mg/L，除非缺水嚴重區

域(例如金門地區)否則無

法直接利用於灌溉需求。

不過考量作物生長亦需要

營養源，若再生水欲使用

於灌溉用途，建議可與原

灌溉用水以相當比例混合

再灌溉，而節餘之原農田

灌溉用水則可利用於其他

用水標的。反觀國內農田

灌溉用水現況，因農田水

利會擁有水權，其可利用節約用水策略將節餘

之灌溉用水水量售予其他用水標的，因目前國

內水資源主管機關權責分散於水利署、環保署

及農委會等，未來應整合後才可有效提出因應

對策。

 (左)蘇玫心技術經理   (中)曾淳錚協理   (右)林明華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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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規劃中之再生水利用案若均能順利

執行，應可達國內再生水利用比例5％以上。

　　參考國外執行經驗，韓國已於2011年以法

令規定處理容量達5000CMD以上之污水處理

廠，其回收再利用率應達10％以上，反觀國內

再生水利用目前採自願性質推動，於自來水價

收再利用，則初估每年可提供200萬噸水量，

除可達水資源再利用目標外亦可提高金門水資

源自主性。另一個案例為台中港中龍鋼鐵公

司，其冷卻用水高達每日5萬噸，於環評階段

即要求應使用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放流

水作為其冷卻用水，以節省水資源。 

歐陽嶠暉榮譽教授

金門／榮湖污水處理廠 金門／擎天污水處理廠 金門／太湖污水處理廠

（污水處理廠圖片由金門縣自來水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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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再生水回收作為水庫水源補充，使用

上是否有疑慮？

答：以大家所熟悉之新加坡NEWater為例，其

再生水直接部分提供給廠商使用，剩餘才導入

水庫與天然水庫水混合後作為淨水場水源；以

金門地區太湖容量約500萬噸，而每年降雨可

裝滿數次，預估太湖及金城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偏低情況下，推動實有相當困難。另查日本之

工業用水皆於製程提高回收利用率，而不回收

廢水於製程再利用，主要係考量工業廢水水質

特性複雜(工廠排放水已是廠內回收多次之濃

縮廢水)，再生水之前處理程序及水質均較難

掌握，故參考日本經驗，建議未來國內工業廢

水之再生水僅提供作為冷卻用水標的即可。

問：污水處理或水再生利用程序均大量使

用薄膜技術，考量各廠商生產薄膜膜

組材質及技術均不同，對於日後操作

及維護是否可能產生困擾？

答：據瞭解目前薄膜模組生產規格及技術均已

朝向標準化、規格化發展，除可確保產品穩定

性外，亦因規格化後可大量生產進而降低生產

成本；而對於設計顧問公司而言，相信標準化

後對於設計及施工規範亦可有較明確之要求。

新加坡新生水訪客中心 (NEWater Visitor Centre)

新加坡新生水訪客中心模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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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量約200萬噸/年，為提高水質以防優養，

故須要求先將氮、磷等污染物提高去除率後再

導入作為原水水源，較為妥善。

問：據瞭解日本政府針對使用再生水之家

庭有相當補助，是否可作為我國推動

參考？

答：家庭欲使用再生水需有中水管線，考量新

建建築物較可能佈設中水管線，既有建築物受

限於使用及結構因素應不太可能使用再生水。

況且國內自來水價偏低，每每欲檢討調整時，

民意輿論壓力則接踵而來，政府考量選舉因素

往往均暫緩調整，如此則將不會有足夠經費開

發水資源及修復管線。回歸常理言之，不論下

水道或自來水系統均應有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惟政府往往考量民意壓力，並未將該有成本落

實反應，進而造成政府財政困難之窘境。

1
人
物
專
訪

金門／榮湖淨水場―高級淨水設施 (薄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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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基於水質穩定、安全及單純化因素考量，

再生水水源應該以民生污水為宜，而提供之

使用標的仍建議以冷卻用水為主；永康再生水

計畫其輸水管線雖達12公里(福田水資源中心

輸水管線達27公里)，據瞭解應可尋覓空間佈

設，並將埋設成本攤入產水成本計算，由用水

端負擔。

問：我國污水處理標準日益提高，而政府

亦積極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然而

將污染物自污水分離之處理程序與溫

室氣體減量似乎有衝突，請問兩者如

何達到平衡？

答：兩者雖有衝突，惟未來污染物應該從源頭

減量做起，而非大量將污染物排放後再由後端

處理去除，如此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益且亦會增

加溫室氣體排放。另若以能源觀點而言，一般

活性污泥處理程序耗電量為最低，但若選擇去

氮除磷活性污泥系統，可較一般活性污泥法減

少10％溫室氣體排放，若再考量增加分段進水

則可再減少10％溫室氣體排放。

問：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廠商表示其冷卻用

水循環再利用率已非常高，且冷卻補

充水僅佔全廠用水量約10～20％，若

要提高再生水使用量則需導入製程用

問：我國目前正進行政府組織再造，農田

水利會因其掌握大部分天然水資源之

水權，如何整合統籌運用，應是組織

再造可思考重點。另若要求自來水公

司併同推動水資源再利用事宜，是否

有角色衝突問題？

答：農田水利會擁有絕大部分天然水資源水

權，然其因幅員廣大、設施老舊及管理等因

素，未能有效利用之水資源相當多，雖目前已

透過各種設施及策略積極改善，惟仍有相當進

步空間。而針對政府水資源部門整合事宜，建

議應於水資源整體立場作協調，如此才能達到

水資源管理一條鞭的目的。另早期自來水公司

推動節約用水政策的確會有角色衝突疑慮，但

換另一個角度思考，可以將節約的水量轉售他

處使用，如此提高收入也有利於減少水資源開

發或設施維護之支出。

問：目前水利署推動之永康再生水計畫，

其水源為民生污水，水質較為單純，

惟須設置約12公里之再生水輸水幹

管；而南科管理局推動之南科再生水

計畫，其水源為工業廢水，水質較為

複雜且不易掌控，請教兩計畫之評估

方向及是否有競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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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水再生利用發展訪談主軸，暢談水再生法

令整合、推動策略、國外經驗分享、設計方針

等課題，對國內近期規劃之再生水計畫案提出

精闢見解及建言，並以水資源永續發展觀點，

分享多年來再生水利用及處理程序的研究，最

後對於日益受重視及發展的相關水產業(包含

上水、海水淡化、工業用水、再生水及下水等

產業)提出看法及建議，並提供參考資料供本

公司評估作為業務方向參考。訪談中感受歐陽

教授真誠關心國內水再生利用政策及推動進

度，更期盼台灣水再生相關產業可蓬勃發展進

而配合政府政策，提高水再生利用率。歐陽教

授勇於任事、秉持專業技術及無私奉獻的風

範，值得大家參考與學習。

 (左1)林志墩計畫工程師 (左2)應堅聖副理 (左3)林文松副總工程師 (中)歐陽嶠暉榮譽教授 (右3)林明華副總經理 (右2)曾淳錚協理 (右1)蘇玫心技術經理 

水使用，為達此目的則再生水水質要

求將更提高嗎？

答：一般工業用水仍以冷卻用水為大宗，雖部

分行業別其用水結構稍有不同，仍建議先將再

生水作為冷卻用水之替代水源，至於再生水供

給製程用水則可個案檢討，惟不建議花費大量

成本將再生水處理至廠商製程用水水質要求，

而應是處理至合理水質後若仍不符合廠商需

求，則應由廠商後端自行處理。

後記

　　承蒙歐陽教授於百忙中撥冗接受專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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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台南園區、南科、滯洪池、景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營建組設計科／科長／蘇永富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副理／吳律平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建築部／工程師／張玉璇 3

多功能滯洪池規
劃設計─以台南
科學工業園區
迎曦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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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台南園區、或南科、或園區)南側區域於開發前因屬低窪

易淹水區，為保護園區內之廠商安全，並改善區外鄰近村落之易淹水情形，於該區域內

規劃一座佔地約20公頃，兼具防洪、休憩、景觀及生態之多功能滯洪池—迎曦湖(或稱滯

洪池D)，完工迄今，園區內之防洪功能達預期成果，鄰近園區外之排水情況已獲相當改

善，與南入口意象景觀結合後，已成為台南園區之門戶地標，及鄰近民眾之休閒散步場

所。

321

壹、前言

台南園區位於台南市主要河川鹽水溪中上

游流域，附近地區主要排水系統包括鹽水溪排

水及其支流安順寮排水、看西排水、大洲排水

及其支流新市排水等，如圖1。

台南園區於民國84年開發前即為低窪淹水

區，造成淹水原因為大洲排水原為高低堤，西

側堤頂標高約7~8公尺，東側堤頂較低約標高5~6

公尺，洪水易由東側堤頂溢流至大洲排水東側

區域，而該區域地面標高約4~5公尺。因此園區

南側區域為經常淹水區，依據歷史紀錄，一日

雨量達150mm時，於南134鄉道淹水深度約1.0

公尺，園區東南側之新市三舍地區亦因大洲排

水水位過高，經常淹水。另當時大洲排水之支

流大社排水及座駕排水尚未整治，堤防高度不

足，又因大洲排水迴水影響，於大社及座駕排

水下游段易造成洪水溢流。

貳、園區防洪排水策略

為解決地勢低窪之排水問題，提供廠商安

全之建廠基地，並符合相關法規規定，台南園

區採取之策略有基地填高、設置滯洪池、整治

區內外排水路等。其中，為蓄留因開發增加之

流量及取代原天然滯洪量，園區一、二期基地

共設七座滯洪池，總容量約192.8萬M3，用地

面積共86.8公頃，約佔園區開發總面積(1,038公

頃)之8.4%。

滯洪池設置容量係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

議作業規範」以開發後50年頻率之洪峰流量，

經滯洪池調節後，對區外排水路之排放量降為

開發前10年頻率之洪峰流量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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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道路附近區域之積水改善對策，建議將迎曦

湖面積擴大，改為多功能滯洪池，以解決部分

區域排水問題，並可提供鄰近居民平時休閒活

動之空間，南科管理局及本公司爰依國科會之

指示，進行迎曦湖之規劃及設計。滯洪池最主

要功能即在滯納洪水，並有效宣洩，以避免洪

水危害園區廠房。因此，在進行規劃時即應將

滯洪功能列為優先考量，其次，因應國人日漸

重視休閒運動風氣，滯洪池為園區內大型開放

空間，因此，也應具備休閒運動、散步等相關

功能，提供園區內工作人員及鄰近居民一休閒

之最佳去處，茲將其整體規劃理念敘述於后。

一、提供滯洪功能及改善區外排水

參照上項會議結論建議，基於園區與地方

共生共榮之願景，將區外新市三舍地區約180

公頃之集水區納入，並改善該區外經常淹水情

形，又因內水位低於大洲排水水位，需配合設

圖1 台南園區鄰近排水系統圖

參、迎曦湖(滯洪池D)規劃考量

迎曦湖(滯洪池D) 位於台南園區南側臨「南

134」道路附近，原規劃面積僅約5公頃，於87

年6月上旬豪雨時，因區域地勢低窪，大洲排水

及區域排水系統尚未完成整治，且因奇美電子

公司建廠基地尚未依建議之高程填高致造成積

水現象。行政院及國科會官員多次前往現勘，

就台南園區排水指示應考慮以下因素：

● 大洲排水整治須考量與相關支流排水改善之

配合。

● 對於現況地勢低窪積水地區，在計畫排水系

統尚未建立前，園區之排水須與鄰近區域整體

考量。

依據此兩項考量，行政院國科會於87年7

月7日邀集產官學界專家學者研討台南園區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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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排水亦獲明顯改善。

二、防災及緊急水源提供

由於水源日益珍貴，南部於乾季時雨水甚

少，因此，滯洪池之蓄水水體，是能在乾旱或

園區發生火災時提供滅火的另一替代水源，有

效隔離火場之擴大。此外，由於近年台灣地震

頻傳，滯洪池之綠地，亦可提供園區員工及附

近居民一空曠之避難場所。而園區內綠化面積

廣大，滯洪池也可提供植栽澆灌的另一替代水

源，如圖4。

三、防洪抽水站與防汛中心結合

抽水站配置於迎曦湖東北角，長約30公尺

寬約60公尺，建築面積約1,800平方公尺，包

括抽水機房，為地面一層地下二層之大跨徑構

造物(如圖5)，站內設有抽水量5CMS之抽水機5

部，及2部發電機(如圖6)，當迎曦湖水位過高

時，即啟動抽水。管理房與抽水機房為整體結

構，為地上二層建築物，管理房之監控中心室

配置於抽水機房上方，對全站抽水機械運作情

置抽水站，方可於豪雨期間順利排洪。經採用

美國EPA所發展之SWMM模式中之EXTRAN模式

(完整動力波模式)，在不同降雨所產生之入流歷

線下模擬滯洪池Ｄ水位變化及抽排量，規劃滯

洪池D用地面積約20公頃，有效容量為30萬立方

公尺，抽水站之最大抽排量則採20CMS(即以不

超過原台南縣政府「大洲排水改善規劃報告」

開發前十年頻率之逕流量24.3 CMS)。經水理分

析及規劃，滯洪池D流量歷線如圖2，水位歷線

如圖3。

規劃之常態水池(池底高程EL.1.0M)水面高

程為EL.2.8M，水域面積達8.0公頃，常態蓄水量

約10萬立方，配合抽水機操作之設計洪泛水池

水面高程為EL.4.5M，水域面積需達14.3公頃。

滯洪池完工後，經近年豪雨驗證，如於94

年6月豪雨(615水災)連續24小時降雨433mm，

約達100年頻率(444mm)，及於98年8月豪雨(莫

拉克風災)連續24小時降雨577mm，超過200年

頻率(501mm)，區內除因瞬時降雨過大，局部路

面排水之收集系統短暫無法排除外，整體之防

洪排水系統尚符合原設計功能，區外三舍地區

圖4 可供緊急避難及救災使用的寬廣草坪及池水

圖2 滯洪池D流量歷線 圖3 滯洪池D水位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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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可隨時掌控。另監控中心室也是南科防汛中

心，全園區設有雨量計、水位計、攝影機等設

備，將相關水情資料傳送至防汛中心，並可由

防汛中心之監控系統，自動利用簡訊通知汛情

及遙控操作閘門啟閉(如圖7)。

防洪抽水站及防汛中心平常編制有7員，

由操作單位常駐，負責設備之保養、維護及24

小時監看氣象報告，於豪雨期間，配合防汛緊

圖5 防洪抽水站建築外觀 圖6 防洪抽水站之5部5CMS抽水機及2部發電機

圖7 園區防汛中心防洪監測及預警系統

急應變中心之開設及各級防汛人員進駐，成為

抗洪指揮中心，可依監控中心資訊，全盤掌握

園區之汛情，依擬定之應變計畫，進行水路巡

查、各項防洪設備運轉及聯繫救災單位等災害

防制及搶救工作。

四、休閒遊憩及運動功能

滯洪池本身就是一個水體生態綠帶，其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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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之綠帶即可提供園區員工及鄰近居民一休閒

遊憩及運動之最佳去處，設有多功能草坪區、

環湖散步道、自行車道、及廁所、停車場等設

施。其中南側空曠草坪區留設未來更多的使用

可能，包含視野的空間、活動奔跑的空間、公

共藝術設置的空間等等。

五、生態及景觀

圖8 迎曦湖平面配置圖

圖9 迎曦湖剖面1

圖10 迎曦湖剖面2

區內喬灌木多以台灣原生植物規劃，並以

誘蝶、誘鳥之蜜源植物優先選擇，發揮物種多

樣性與季節變化以及複層式景觀友善規劃。由

於滯洪池採生態工法構築，池底及池岸護坡皆

採透水性天然材料，池內本土魚類及水生動植

物自然繁衍棲息，在池岸及淺水岸邊長滿了地

被及挺水植物，可提供鳥類戲水、昆蟲繁衍的

棲地，成功的將科技與生態完美的結合。迎曦

湖平面配置如圖8，剖面如圖9及圖10。

肆、與園區入口意象景觀結合

迎曦湖池體、抽水站及景觀工程於92年完

工後，南科管理局鑑於台南園區自設置以來，

即是國外領袖、政要訪台參訪重要行程之一，

亦是國內外機關學校觀摩重點對象，為落實國

家產業與文化發展並重之目標，並建立優質園

區的形象，計畫於南側入口迎曦湖湖岸建構大

型地景公共藝術，作為入口意象，除適度反應

台南人文歷史、文化資產之間的關係，及南科

土地豐厚的人文及歷史背景，更形塑南科印象

並突顯南科精神。



2

38 │No.96│October, 2012

專
題
報
導

映在迎曦湖面的美麗倒影，微笑的迎接遊子歸鄉及訪

客到來。

南科南大門所揚起的黃絲帶，是建築、結構、景觀專

業同心規劃出的南科代表意象。

迎曦湖畔的黃絲帶與絲帶般的環湖步道，有如絲縷般

輕盈的與藍綠生態環境融合。

圖11 迎曦湖實景印象

透過夜間照明，在黑夜間表述不同於白晝的迷人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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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如今在南科管理局用心的經營下，環湖步

道更為完善，公共藝術加深民眾的美學視野，還

有地方文化的活動，每每在假日時分成為台南地

區最佳的休閒去處。更加吸引人的是她夜晚的絲

帶微光，時常吸引攝影愛好者征服這縷水岸的黃

絲帶，倒影之下更顯迷人；南大門的精彩不僅是

南科管理局及設計單位共同創造，更是經民眾積

極參與所成就的驚奇。黃絲帶下的水岸自然，是

園區回饋環境的最大善意，讓科技、人文及生活

的共榮環境在迎曦湖畔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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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入口意象主以「南風再起、舞彩迎賓」

為設計理念，結構為鋼構桁架，包覆沖孔鋁

板，長440公尺，寬12公尺，最大跨度90公尺，

最大淨高27公尺，由五座基礎支撐(如圖11)，蜿

蜒於迎曦湖畔，如受風吹揚起的彩帶，傳達南

部遊子回鄉，與南科共同開創前景之意涵，而

南科同時也適時提供發展的機會與場所，更希

望以南風再起之姿，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本入口意象自93年底開始規劃設計，為能

適切彰顯南科精神，期間經多次討論，並邀請

南科廠商代表參與方案研選，歷時三年方於96

年底完成設計，並於99年1月23日完工。藉由

雕塑科技感之大型鋼構造，挑戰力學與美感的

結合，成為上空間與遠距離最飛揚的標的，讓

訪客由主要南入口即可感受黃色彩帶所帶來之

擁抱與歡迎，另搭乘高鐵旅客行經台南園區西

望，驚覺南科的碧池綠地與讚嘆她的美麗，成

功塑造園區地標，並吸引更多高科技廠商及優

秀人才進駐。

伍、結語

配合園區開發，南科管理局及各相關單位

之通力合作，除解決園區開發可能對區域排水

之阻礙，並對此區域之排水問題已較園區開發

前改善。迎曦湖除提供區內因開發之滯洪需要

外，亦改善提供區外三舍聚落180公頃面積易淹

水區域，本案實為園區開發與當地共存並榮之

典範。

南大門景觀意象完工至今，不論在遠處或

高鐵上都能一眼辨認出南科的方位，也讓以產業

發展為競爭力的科學園區，注入了柔性的生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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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污染削減、本質機能、立體停車場、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參觀展示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正工程師╱劉偉裕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建築部╱副理╱伊釗 2

機能定位與
規劃設計思維─
篤行營區
污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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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本文主要介紹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工程之推動過程、機能配置理

念、工程特點與效益，整體工程計畫除綜合考量基地條件、設計依據、依循原則等與污

水處理廠污染削減本質機能有關項目外，呼應基地所在區位及現況環境背景需求，另賦

予分擔廢水處理風險、參觀展示與提供公共停車空間等機能，將廠區區分為污水處理廠

與立體停車場兩營運主體進行工程配置，使污水處理廠具有滿足機能、融入環境、環境

互動與永續發展等工程特點與效益；未來尚可透過園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參觀展示

活動平台，展現各單元操作處理效能、工程思維特色與停車場營運效益，此外，本文並

就規劃設計理念與工程成果相互比對，提供後續同質性工程規劃設計時之參酌。

壹、前言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篤

行營區北端力行三路及力行路交叉口(如圖1所

示)，北側隔力行路為住宅區，其他方位鄰接產

業專區，基地面積約2公頃，採三級處理程序，

設計處理容量20,000CMD，污水處理廠於95年

10月完成驗收，運轉後串結園區主污水處理

廠，分擔園區廢水處理風險；廠區整體工程配

置係朝多目標使用發展，有鑑於廠區周界停車

空間不足，經檢討另規劃於污水處理廠池槽區

上部空間設置立體停車場供公眾使用，此外，

考慮園區平日環保設施參觀活動頻繁，利用基

地地勢較高特性，結合放流水水力發電供應室

內照明，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參觀展示

機能，並整合於操控中心與廠區處理單元之空

間配置中。

貳、工程辦理依據與推動說明

一、	規劃設計依據

除遵循相關法令與設計規範外，篤行營區

污水處理廠規劃設計主要依據尚包括：

(一) 91年2月「篤行營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

定稿報告」定稿，與污水處理廠有關之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有：

1.園區(含中水道)用水總回收率應達75%。

2.收集5mm初期降雨，處理後併同放流水排

至客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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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地理位置圖

(二) 91年3月通過篤行營區都市計畫，著

重基地開發強度控制，除兼顧環境協調並

賦予改善周界產業活動服務機能。

1.  土地使用強度規定：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150%。

2.  環境協調：形塑「公園化」環境，基地

周邊退縮要求如表1所示，且開發後建築

基地之綠覆率，不得小於法定空地之五

○％。

3. 服務機能：提供多目標使用，如停車場。

表1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基地退縮要求

基地面臨道路

建築線退縮深度

力行三路
(18公尺路寬)

8公尺

力行路
(50公尺路寬)

10公尺

基地非面臨道路

建築線退縮深度
4公尺以上

(三)規劃設計工作會議決議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歷次規劃設計工

作會議決議，需納入工程考量之事項主要

有：

1.  除污水處理廠處理規模、流程與設計水

質外，並提供分擔園區主污水處理廠風

險功能。

2.  放流水納入園區放流管線共同排放至客

雅溪。

3.  污水處理廠頂部朝多目標使用，規劃提

供作為公共停車空間。

4.  應用污水處理廠地形特性，結合放流水

水力發電，融入參觀教育展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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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廠具有分擔園區廢水處理風險功

能，故設計容量高於篤行營區推估廢水

量，建設期程約2.5年，藉由調整污水管

線，可與主污水處理廠相互支援。

(三) 提供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參觀展示

提供園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參觀活

動所需空間，除解說園區水環境污染控制

成效，並可結合放流水水力發電功能，提

供動態展示。

(四) 建置約450個停車位之公共停車場，紓

解園區三期停車空間需求。

(五)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承諾，容留處理初

期降雨。

(六) 依循都市計畫建築退縮、土地使用強

度與公園化等環境控制理念。

二、	規劃設計思維

結合機能定位，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整體

規劃設計工作發想如圖4所示，按工程特性可歸

納為四部分。

圖3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機能定位示意圖圖2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工程推動流程圖

二、工程推動程序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設計前歷經多次工作

會議，設計定案後即依循圖2工程推動流程辦理

各項證照申請工作，其中，基於整體環境控制

考量，新竹市都委會要求將篤行營區污水處理

廠納入審議程序，整體工程推動過程中，除辦

理建照、電力、電信、消防與自來水等申請作

業外，亦配合「公有建築物綠建築標章推動使

用作業要點」規定，於開工前提送候選綠建築

證書申請書，並於取得使用執照後六個月內，

申領綠建築標章。

參、規劃設計成果

一、	機能定位

綜合前述規劃設計依據，篤行營區污水處

理廠機能定位可分為六格區塊，如圖3所示，簡

要說明如下：

(一) 主要處理篤行營區內工業活動所產生

之污水。

(二) 分擔園區廢水處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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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限制條件對廠區配置影響

1. 廢水進廠與放流水出廠位置

如圖4所示，經收集後篤行營區廢水係

由西側力行三路進入污水處理廠，放流專管

則由北側力行路出污水處理廠，因此，廢水

進廠揚水設施與法定放流口區位已確立。

2. 進出廠門戶

依據開發區細部計畫規定，北側力行路

屬園區重要通道，不得作為各開發坵塊之出

入口，因此，污水處理廠大門設置於力行三

路，為廠區出入門戶，並應與廠區行政管理

區位連結。

3.維生系統配置

為便利自來水公司與台電公司供水供

電，污水處理廠操作營運所需之配電與自來

水系統，以臨道路側並近大門配置為宜。

圖4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規劃設計發想示意圖

(二) 操作處理機能

1. 污水處理廠處理流程與單元配置

圖5為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處理流程，

污水揚水後分別經攔污、沉砂、調節與pH

調整等前處理設施，二級處理採接觸氧化

與二沉池，三級處理則有混凝沉澱與過濾

單元，單元流程規劃除依據產業、水質特

性與放流水質目標作為單元選擇考量外，

著眼於園區整體污水處理廠操作營運支援

之便利性，參考園區主污水處理廠之處理

單元設施配置，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生物

處理單元仍採接觸氧化法，而為減少混凝

沉澱單元藥品用量與污泥產生量，於生物

處理單元後增設二沉池，處理水放流前並

經過濾單元處理，以確保穩定之放流水

質。

廠區單元布置關係上由圖4可知，可將

污水處理廠區區隔為行政管理、污水處理

與污泥處理等三區塊，污水處理廠在管理

上係考量以聯外道路進入廠區處為操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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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位置，作為對外之代表性地位，對內則

總合廠內有關之管理，同時考慮力行路以

北為住宅區，為降低噪音與臭味對其潛在

影響風險，故將行政管理區置於臨力行路

側；另佔地最大之污水處理區，各處理單

元係遷就廢水進廠與放流水出廠流線順次

配置；污泥處理區所需空間較小，其配置

以貼近污泥產生源、縮短污泥輸送距離為

原則，而其較高之操作管理需求，則宜整

合進流抽水站配置，以顧及與行政管理區

之互動。

2.截流初期降雨

依據「篤行營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

定稿報告」審查結論，污水處理廠須收集

5mm初期降雨，處理後併同放流水排至客

雅溪，因此，配合於開發區排水系統下

游，設置雨水截流管進入污水處理廠，併

同污水管整合設置進流匯合井，如圖6所

示，其中，雨水系統係以流量計連鎖設定

控制閘門之開、關作動。

圖5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處理流程圖

3.舒適開闊操作空間

經決議污水處理廠頂部規劃作為停車空

間，因此池槽區操作空間將室內化，如圖7

所示，支撐頂部停車場之結構梁、柱系統，

除需配合各單元池體區隔佈設外，亦應顧

及池牆厚度與柱體斷面搭配，以避免影響機

械設備運作，而為提供較舒適開闊之操作空

間，考量柱間跨距與柱體尺寸容許度，池槽

頂版操作層以上係採鋼構系統構築，比較快

混、膠羽及三沉池(鋼構系統)與調節池(鋼筋

圖6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進流匯合井構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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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構造)配置情形可知，前者估計可較後

者減少一半以上之柱位數量。

4.污水處理廠相互支援彈性

將原屬主污水處理廠集污處理範圍之

園區三期污水管線與篤行營區污水管線連

通，以制水閘門調節匯入篤行營區污水處

理廠廢水量，達到二廠相互支援目的。

(三) 管理機能

行政管理區臨力行路，可整合教育

圖7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池槽區柱位配置圖與現況照片

圖8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水力發電機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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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專區為原則，減輕龐大量體所形成之視

覺負擔。

三、	配置計畫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除水污染削減控制之

本質機能外，廠區配置額外引入公共停車與教

育參觀展示機能，而呼應新增機能需求，進出

停車場人員動線需與污水處理廠區隔，並以其

為獨立營運個體進行設計；參觀展示則於操控

中心增加所需空間，同時模擬參觀動線，結合

整體廠區景觀設施。

綜整廠區配置發想，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

處理單元配置如圖11所示，污水處理廠整體空

間配置，大致劃分為行政管理區、污水處理區

(含進流抽水站及池槽區)與污泥處理區，其中池

槽區包括調節池、接觸氧化池、二沉池、快混

膠羽池、三沉池與過濾等單元，公共停車空間

即配置於池槽區上部，為二層立體停車場。

近大門入口處留供台電配電場所需空間，

並設置主變電站以便於銜接供電系統，進廠區

參觀展示功能與放流口設施於操控中心，

規劃操控中心暨專用污水下水道展示廳空

間，操控中心對內負責廠區行政管理，對

外提供訪客參觀解說服務，同時利用基地

地勢較高特性，於放流口設置水力發電設

施，如圖8所示，作為能源有效利用展示並

提供室內局部照明用電來源。

(四) 環境協調

以環境景觀為重點，透過設計手法掌

握公園化、延續性、自明性與易於維護管

理等原則，如圖9所示，於廠區內適當位置

設置休憩節點，形塑舒適景觀視覺感，除

提供操作人員理想工作環境，並讓參觀訪

客留下良好印象；廠區周界與廠房相鄰，

除依規定留供退縮帶綠化使用外，臨道路

景觀則顧及整體道路植栽之延續性。

圖10所示為操控中心、機房、停車場

模擬與實體對照情形，廠區建築依特性區

分為行政控制、操作機房與停車場(池槽

區)，造型立面以簡潔、輕巧並融入周界產

圖9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主要環境景觀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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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操控中心、機房、停車場模擬與實體對照圖

(10-1)操控中心模擬圖

(10-2)操控中心實體照片

(10-3)機房與停車空間模擬圖

(10-4)機房與停車空間實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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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處理單元配置圖

北側靠近住宅區規劃為行政管理區，設置控制

中心暨專用污水下水道展示廳，進廠道路南側

則為污泥處理房，以方便污泥餅運棄與人員操

作為主要考量，南側與其相鄰建物即為進流抽

水站，區位呼應其西側進流匯合井，可確保較

理想之污水流線，南邊上部為二層公有停車場

之池槽區，污水經沉砂處理後首先匯集於調節

池，接續經二級(接觸氧化及二沉池)與三級(混

凝沉澱及過濾)處理後，放流水經設置於操控中

心暨專用污水下水道展示廳之放流口排放，排

放前利用約7公尺有效落差，藉由水力發電裝

置，發電供應展示廳室內照明使用。

其中，調節池頂部空間區隔如圖12所示，

由於以重力方式出水，調節池採混凝土構築，

頂部局部空間以隔間牆區隔留供作為清理操作 圖12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調節池頂部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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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餘則提供為停車場使用，兩側並保留聯

絡通道，由污水處理廠側控制門禁，另調節池

與周邊鋼構介面間，則透過伸縮縫適度分割池

槽區，合理解決結構體過長所需之伸縮彈性。

透過廠區動線可進一步了解各設施配置間

之互動關係，圖13為廠區動線佈置示意圖，區

分為人行步道及車道系統、車道系統與緊急服

務車輛動線，人行步道系統以操控中心暨專用

下水道展示廳為原點，串連廠區內、外人行活

動區域，包括各棟建築物之主、次入口、開放

空間及休憩空間，如水景區、入口廣場、休憩

庭園等，立體停車場人行動線則獨立於污水處

理廠外；車道系統原則上以進廠後最短之行車

動線到達廠區停車位及操控中心暨專用污水下

水道展示廳入口，減少穿越廠區車流，而基於

設施搬運需要，已室內化之池槽區，仍規劃車

道供維護車輛使用，另立體停車場進場車行動

線則與污水處理廠廠區車道成立體交叉關係；

緊急服務車輛動線係於立體停車場出口通道處

增設污水處理廠連繫通路，作為進出廠區之備

用門戶，增加應付突發狀況時之應變能力。

圖14為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周界綠帶與聯

外通道出入口配置情形，廠區四周均依規定退

縮，並種植具遮蔽功能之喬灌木，臨力行路與

力行三路側未設置圍牆，改以土丘並密植具隔

離效果之植栽；考量車行動線順暢，減少車輛

交織情形，停車場入口位於力行路，出口則規

劃於力行三路污水處理廠大門南側。

整廠基地使用強度如表2所示，基地使用面

積為20018.99平方公尺，建蔽率49.92%小於法

定50%，容積率97.66小於法定150%，建築面積

9994.01平方公尺，總計樓地板面積19742.9平

方公尺，法定空地面積10024.98平方公尺，其

中實設建蔽率已貼近法定建蔽率50%之規定，

主要是由於池體區上部增設立體停車場所致。

圖13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廠區動線布置示意圖

圖14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周界綠帶與聯外出入口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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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廠區模擬透視與實體對照圖 圖16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完工前、後基地地貌對照

表2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土地使用強度一覽表

基地使用分區 污水處理廠 法定空地面積 10,024.98㎡

基地面積(A) 20,018.99㎡ 法定建蔽率 50％

使用基地面積(B) 9,994.01㎡ 實設建蔽率(B)/(A) 49.92％

總樓地板面積(C) 19,742.9㎡ 法定容積率 150％

不含屋突總樓地板面積(D) 19,551.1㎡ 實設容積率(D)/(A) 97.66％

綜合上述廠區配置說明，有關篤行營區

污水處理廠全廠模擬透視與實體對照如圖15所

示，而污水處理廠基地施工前與完工後現狀地

貌對照則如圖16所示。

四、	綠建築指標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於規劃設計時即依綠

建築標章要求融入綠建築概念，納入綠化、日

常節能、水資源與污水垃圾改善等指標。有關

所採綠建築各項指標內涵如表3所示，簡要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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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綠建築指標一覽表

申請

項目
指標名稱 基準值 設計值 判斷式 合格

生物多樣性指標 BDc＝ BD＝ BD ＞ BDc？

Ⅴ 綠化量指標 TCO2C＝3,051,390 TCO2＝3,871,124 TCO2 ＞TCO2C？ 是

基地保水指標 λC＝ λ＝ λ ＞ λC？

Ⅴ 日常節能指標

0.8 EEV＝0.53~0.7 EEV  ≦ 0.8？ 是

0.8 EAC＝0.782 EAC  ≦ 0.8？ 是

0.8 EL＝0.737 EL  ≦ 0.8？ 是

CO2減量指標 0.88 CCO2＝ CCO2 ≦ 0.88？

廢棄物減量指標 3.3 PI＝ PI ≦ 3.3？

室內環境指標 60 IE＝ IE ≧ 60？

Ⅴ 水資源指標

節水器材是否全部合格？

查表8-2＝5% Rc＝7.43% Rc ≧ 規定值？ 是

Vs＝5.72 Vs＝150.36 Vs ≧Ns×Ws ？ 是

Ⅴ
污水垃圾

改善指標

污水指標(配管檢查)是否合格？ 是

10 Gi＝11分 Gi ≧ 10分？ 是

(一) 綠化量指標：設計值3,871,124高於基

準值3,051,390要求，本案全區綠化，主要

採用原生樹種，計植有闊葉大喬木、小喬

木及各式灌木面積達約2,003平方公尺。

植栽覆土深度與植栽密度符合植物生長要

求，具有植物多樣化、多層次混植與立體

綠化功能。

(二) 日常節能指標：外殼耗能、空調與照

明之設計值均低於基準值0.8要求，廠區

各建築量體，在外殼、空調與照明節能設

計上均有妥善之對應處理，樓板與牆板厚

度均為20公分以上，可獲得良好之節能效

果，符合節能建築需求。

(三) 水資源指標：操控中心使用節水器

材，廠區並設有雨水收集系統，雨水經過

沉砂後，儲存在有效容積約75公噸之雨水

儲存槽，可用於植栽噴灌；另廠區配置有

中水道系統，污水經處理後流經有效容積

約75公噸之貯存槽，提供廠內接觸氧化池

之消泡與污泥處理等使用。

(四) 污水垃圾改善指標：污水部分，基地

內雨、污水分流，所有污水均納入廠區污

水收集系統，經廠內處理單元處理後排

放；垃圾部分，基地內留設有垃圾集中場

專用空間，並綠化美化周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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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程特點與效益

一、	滿足機能

(一) 污水處理規模：污水處理廠除收納處

理篤行營區廢水外，另兼有支援園區主污

水處理廠之彈性，以基地面積2公頃進行配

置，滿載處理容量約20,000CMD。

(二) 污染削減：廢水分別經前處理、生物

處理、混凝沉澱與過濾等單元處理，目前

處理水量達9,000CMD以上，進流廢水污染

負荷較低，根據操作單位101年5月水質資

料，BOD、COD與SS等三項水質參數，平均

分別約為73 mg/l、82 mg/l與54 mg/l，處理

後放流水質分別約為11 mg/l、20 mg/l與7 

mg/l。

(三) 處理水放流方式：放流水承受水體為

客雅溪，放流管於園區主污水處理廠納入

放流匯合井後，藉由Ø1650mm園區放流專

管將放流水排至客雅溪。

二、	融入環境

(一) 配合現有園區道路景觀之延續性，基

地北側及西側配合力行路上植栽選擇以印

度紫檀為主要喬木，搭配耐蔭性灌木杜

鵑，以延續視覺空間之完整。

(二) 創造基地之自明性，運用起伏草地於

基地北及西側，輔以開花灌木形成鮮明之

入口意象，並成為適當的阻隔空間，如圖

17所示。

(三) 污水處理廠內配置適當休憩空間，如

水景區、入口廣場、休憩庭園等，提供訪

客及員工暫歇使用。

圖17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入口景觀意象配置情形

(四) 彙整廠內建築量體造型如圖18所示，

受限於空間機能需求，廠區建築量體均具

規模，外型色彩與質感主要利用玻璃、複

合板等元素，強調科技與現代感以呼應科

學工業園區形象；建築設計係審酌建築物

使用特性，於控制中心搭配大面積玻璃

窗，柔化輕巧量體並營造入口迎賓意象；

操作機房以處理機能牽動配置區位，將長

方體短邊朝入口配置，有效減輕量體對視

覺所帶來之壓力；停車場(池槽區)，則滿足

基地形狀配置，考量與區內其他建築有效

互動，成就基地整體感。

三、	環境互動

(一) 於污水處理廠大門處設置放流水水質

情報站，配合每日檢測結果，對外提供流

量、DO、pH、溫度、濁度、COD、重金

屬離子濃度等放流水即時資訊，如圖19所

示。

(二) 於操控中心結合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之參觀、教育與展示機能，可提供外界了

解園區水污染削減控制之努力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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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操控中心、停車場與機房建築量體造型

圖19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入口放流水水質情報

四、	永續發展

(一) 除確保廠區高綠覆率外，廠區停車位

均舖設植草磚增加基地保水能力。

(二) 開挖土方作為廠區整地與周界土坵填

土，減少廢棄土量。

(三) 二級處理水水質佳時，可選擇繞流方

式，不經過混凝沉澱或過濾單元，降低污

水處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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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占地約2公頃，處理

容量20,000CMD，屬於中、小型廠規模，呼應

基地所在位址環境條件與園區主管機關一貫致

力維護環境品質之努力，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

規劃設計，非僅專注於達成污染削減之本質機

能，除需符合國內法令規定及相關標準外，亦

兼顧基地周界環境之協調、改善當地停車需求

與道路通行空間、增進與外界互動之機能，並

據此進行全廠各處理單元配置規劃，達到妥為

削減開發區之水環境污染負荷，提供公有停車

空間，同時預留操控中心暨專用污水下水道展

示廳之參觀、教育、展示空間，未來更能提供

訪客一處園區水污染控制與資源回收再利用之

資訊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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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篤行營區污水處理廠頂部公共停車場入口

(四) 有效利用水資源，將放流水回收再利

用於處理單元程序用水、廁所沖洗等用

途。

(五) 利用基地地勢較高特性，於放流口設

置水力發電設施，作為室內局部照明用電

來源。

(六) 池槽區上部提供公共停車空間，除解

決污水處理廠周邊廠商停車問題外，更方

便外來參觀訪客停車使用。

(七) 結合立體停車場營運機能，增加公有

設施收入來源，提供永續經營利基，如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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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除氮、硝化、脫氮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正工程師╱蔣世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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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廢水除氮
處理方式探討
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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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近來污廢水處理之除氮漸受重視，放流水中氮的管制亦逐步納入法規範圍。一般污

廢水處理之除氮方式包括物理、化學及生物處理等，各有其優缺點與適用範圍。就綜合

性工業廢水水質特性及處理程序而言，生物除氮處理方式較為適用，本文除介紹除氮原

理程序外，並以某綜合性工業廢水除氮處理之實際設計及功能測試結果進行經驗分享。

1 2

壹、前言

近年來，污水處理技術日新月異，所欲處

理之水質標的，也漸漸由傳統之水質項目(如生

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等)轉而以

其他水質項目(如氨氮)為處理標的。而行政院環

保署在修正放流水標準時，也配合行業特性納

入不同水質項目，對某些工業或行業別(如高科

技業)，氨氮亦納入放流水管制之水質項目。

污廢水之氨氮大多來自有機質或含氮化學

藥品，一般氨氮之生物去除主要為經硝化菌好

氧硝化反應，產生亞硝酸鹽氮與硝酸鹽氮，進

一步由脫硝菌厭氧脫硝分解後，釋放氮氣回大

氣層中。過多之含氮化合物若進入水體中可能

造成藻類大量繁殖，引起河川湖泊水庫之優氧

化，亦可能造成特定物種優勢化、空氣污染、

雨水酸化、地下水污染等環境問題，為污水處

理應相對重視之水質項目。

貳、除氮處理方式探討

污廢水若含有機質或含氮化學藥品，常造

成氨氮量提高，於法規及環境考量下必須加以

去除，一般常見之含氮污廢水之處理方式，包

括物理、化學或生物處理方法等。各種除氮處

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物理處理方法

(一) 氣提法

此法係利用質傳效應，將含氮之污

廢水於鹼性條件下，利用氣提方式將氨由

水相中分離出來而去除，一般會於氣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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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學處理方法

化學處理方法係於污廢水中添加化學藥

劑，與氨氮進行化學反應而去除，常見化學處

理方法如折點加氯法，係利用氯系氧化劑在適

當pH值將氨氮氧化成氯胺，再氧化分解為氮氣

而去除，常使用之氧化劑如次氯酸鈉(NaOCl)。

理論上去除1單位之氨氮需要添加約7個單位

之氧化劑，故添加藥劑之操作成本較高，另

應控制適當pH值範圍以降低氯胺產生機率。

三、生物處理方法

(一) 生物處理除氮原理

生物處理方法係於污廢水中培養適當

之微生物，藉由微生物之代謝作用將氨氮

去除，主要經由氨氧化菌與亞硝酸氧化菌

（AOB或NOB）氧化成硝酸氮；後由脫氮菌

將硝酸氮還原成氮氣而將之去除。生物處理

除氮方法主要包含二個步驟：硝化與脫氮。

1. 硝化

硝化反應為將氨氮在絕對好氧的環境

下氧化成硝酸氮，其中又包含兩個程序：

氨氮氧化成亞硝酸氮以及亞硝酸氮氧化成

硝酸氮。上述兩個程序由兩種不同之菌種

所執行，分別利用氨氮與亞硝酸氮作為

能量來源，同時將氧氣做為電子接受者，

且將二氧化碳作為碳源。在氨氮氧化菌部

分，最常見的菌種有Nitrosomonas，然而

Nitrosococcus、Nitrosopira、Nitrosovibrio

以及Nitrosolobus等菌種亦皆能有效將氨氮

氧化成亞硝酸氮。上述菌種分布相當廣泛

且都同屬於Proteobacteria菌屬之beta分支。

而在亞硝酸氮氧化菌部分，如Nitrospira、

中進行。而分離出來之氣態氨可由水或酸

進行回收，於高濃度時較具回收再利用價

值。

氣提法於較高pH值環境下氨之去除率

較佳，另需維持一定溫度，避免氨溶解度

增加而降低去除效率。此法需較大動力費

用，同時要注意氣態氨之收集處理問題。

(二) 離子交換法

此法主要利用離子交換程序將污廢水

中之銨離子置換而去除氨氮，若污廢水中

含有具氧化性物質，可能會影響離子交換

樹脂造成處理效率降低。此法後續有離子

交換樹脂再生及廢棄處理，使處理成本增

加。

(三) 逆滲透法

此法主要利用逆滲透膜將氨離子濃

縮，將氨離子截留而產出低濃度氨氮產出

水，設置成本較高。因逆滲透膜孔徑小易

因污廢水中雜質造成堵塞，或因有機物阻

塞形成生物膜而降低產水率，或因污廢水

中其他化學物質影響逆滲透膜，均可能增

加操作困難度與提高處理成本。

(四) 電透析法

本法係利用離子交換膜之選擇性，以

電極對離子驅動將氨離子去除，產出低濃

度氨氮產出水，設置成本較高。而離子交

換膜易因有機物阻塞形成生物膜而降低產

水率，或因污廢水中其他化學物質影響離

子交換膜，均可能增加操作困難度與提高

處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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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所產生之污泥量少，可減少後續

污泥處理費用，惟該微生物生長速度較慢

且不易培育，操作技術及條件較高。

(二) 生物處理除氮方式

另外，利用生物處理方法除氮時，不

同之處理程序將影響出流水質的好壞。一

般生物處理程序依微生物生長方式，可分

為懸浮式生長（suspended growth process）

或附著式生長（attached growth process）

等，此二種方式最大差異是生物膜的形成

與否。傳統生物處理程序最常用的方法是

活性污泥法，屬懸浮式生長方式，具有操

作簡單之優點，後續須加設沉澱池；附著

式生長又稱為生物膜系統，設置成本較

高，惟其具有高穩定的生物濃度，對除氮

系統中生長較慢的硝化菌很重要，另對進

流水中所含有毒物質較有忍受力、系統出

流水不需要再經過沉澱池、系統所需的空

間較少(謝文康，1983)。

近來污廢水之氨氮問題漸受重視，為

有效去除氨氮，隨氨氮濃度差異所採用之

處理方式亦不同。陳鴻烈（1994）將硝化

系統區分為單一階段（single stage）或合

併式處理系統及分離式（separate stage）

處理系統(陳鴻烈，1994）。前者為碳的氧

化和氨氮的硝化作用發生在同一個反應槽

內，後者為硝化作用與碳氧化之進行，發

生於不同反應槽內。

無論採用那一種處理系統，均可採

用懸浮式生長或附著式生長反應槽進行處

理。不同硝化系統的優缺點比較如表1所

示，大體而言，合併式處理法需要處理單

元較少、節省建造成本；而分離式處理法

對於有抑制性或毒性物質之廢水，具有較

好保護作用及獲得穩定操作結果。

Nitrospina、Nitrococcus、Nitrocystis等，上

述菌種則屬於Proteobacteria菌屬之alpha分

支。氨氮與亞硝酸氮氧化菌之主要反應如

下兩方程式所表示：

(1)

(2)

全反應為：

2. 脫氮

在 脫 氮 反 應 部 分 ， 通 常 在 厭 氧

（無氧）條件下發生，係屬於異相生物

轉 換 程 序 ， 被 氧 化 後 之 氨 氮 （ 包 含 硝

酸 氮 與 亞 硝 酸 氮 ） 將 被 異 營 菌 還 原 成

氮 氣 。 此 過 程 中 硝 酸 氮 與 亞 硝 酸 氮 成

為 電 子 接 受 者 而 有 機 碳 則 作 為 碳 源 使

用。此類菌種屬於革蘭氏陰性菌且屬於

Proteobacteria菌屬之alpha與beta分支，包

含Pseudomonus、Alcaligenes、Paracoccus

以及Thiobacillus等，同時，一些革蘭氏陽

性菌（Halobacterium）等也會有此種還原

能力。

除傳統生物除氮程序之外，好氧脫氮

作用、光合脫氮作用與厭氧氨氧化脫氮程

序(Anammox)等等已被發展完成，其中厭氧

氨氧化作用係利用厭氧環境下anammox微

生物之脫氮作用，將氨氮直接脫氮，相關

反應式如下：(林志高，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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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物處理硝化系統優缺點比較

型式 優點 缺點

合

併

式

處

理

法

懸浮式

生長

1. 可達到放流水低氨氮濃度標準

2.  於槽中生化需氧量與凱式氮比值較高時穩定

度較佳

3. 於單槽中可同時去除氨氮及有機碳

1. 對於毒性物質較敏感

2. 沉澱池之迴流生物量與操作穩定性有關

3. 操作穩定性屬中等

4. 溫度較低時需較大反應槽體積

附著式

生長

1. 沉澱池與操作之穩定度較無關係

2. 於單槽中可同時去除氨氮及有機碳

1. 對於毒性物質較敏感

2. 操作穩定性屬中等

3. 於寒冷天氣溫度低時，恐無法正常操作

4.  除旋轉生物盤法系統外，處理後放流水氨氮濃

度可維持1〜3mg/l

分

離

式

處

理

法

懸浮式

生長

1. 操作之穩定度較佳

2. 可達到放流水低氨氮濃度標準

3. 大部分的毒性物質不會造成影響

1.  於槽中生化需氧量與凱式氮比值較低時，系統

內污泥量需注意控制

2. 沉澱池之迴流生物量與操作穩定性有關

3. 需要之處理單元較多

附著式

生長

1. 操作之穩定度較佳

2. 大部分的毒性物質不會造成影響

3.沉澱池與操作之穩定度較無關係

1. 處理後放流水氨氮濃度可維持1〜3mg/l

2. 需要之處理單元較多

表2  除氮活性污泥處理方式設計準則

項 目

 方 式

食微比
(KgBOD/

kgMLSS•
day)

SRT
(day)

MLSS
(mg/l)

水力停留時間(hr)
迴流污泥

率(%)
硝化液循
環率(%)

缺氧段 好氧段 合計

MLE 0.1〜0.2 7〜20 3,000〜
4,000 1〜3 4〜12 5〜12 50〜100 100〜200

SBR 0.1〜0.2 10〜30
3,000〜
5,000

可變動 可變動 20〜30 — —

Bardenpho 
(4段式) 0.1〜0.2 10〜20

3,000〜
4,000

1〜3
(第1段2〜4)

4〜12 (第2
段0.5〜1)

8〜20 50〜100 200〜400

Oxidation 
ditch 0.1〜0.25 20〜30 2,000〜

4,000 1〜30 可變動 可變動 50〜100 —

MBR —
長 (依

MLSS濃
度而定)

5,000〜
20,000

2〜3 2〜3 4〜6 — 100〜200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設計規範(100年)

 1. 懸浮式生長生物除氮方法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設計

規範，除氮活性污泥處理方式主要包括

MLE(AO)、SBR、Bardenpho（4段式）、

Oxidation ditch及MBR等，其設計準則參考表

2，相關處理方法之示意圖如圖1〜5所示。

前述各種懸浮式生物除氮處理程序主

要均以缺氧及好氧槽體或區域之組合達到

硝化/脫氮反應，其預期處理水質依其反應

時間及各項操作參數而定，一般均可符合

除氮需求。

2.附著式生長或混合式生物除氮方法

常見的生物膜硝化處理程序，包括：

滴濾池法（trickling filters）、旋轉生物盤

法（rotating biological contactor，R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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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MLE(Modified Ludzack and Ettinger)處理程序示意圖

圖2  SBR(Sequencing batch reactors)處理程序示意圖

圖3  Bardenpho處理程序示意圖

圖4  氧化渠法(Oxidation Ditch)處理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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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活性污泥膜濾法(Membrane Bioreactor, MBR)處理程序示意圖

沉沒式濾材法（submerged filter）、固定生

物濾床（fixed-bed biofilter）、生物流體化

床（biologically fluidized bed）等，上述不

同生物反應系統，內部皆須有擔體，擔體

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微生物附著與生長，以

形成生物膜之用，可為浮動式或固定式，

擔體的種類則有卵石、礫石、礦石、塑膠

及其他特殊材質等，根據廢水特性與處理

效率而有不同的考量。

採用多孔性擔體作為反應槽之介質，

可提高懸浮固體物攔截之機會，對於程序

的操作，亦具有很大的彈性與優點，且因

提供廣大表面積作為微生物附著與增殖之

介質，可累積大量及特定族群之生物膜

微生物，有助於達到去除各種污染物之目

的。反應槽若採用浮動床方式操作，則更

具有高效率、高穩定性及操作簡易等特

點，尤其適合處理低負荷，高流量之操

作，切合目前之環保需求。

在廢水處理廠的生物處理單元中添加

大量小顆粒、開放型（open cell）或網狀

（reticulated）PU泡綿為擔體，以提高反應

槽中微生物濃度，肇始於美國EPA委託研究

(Boyle, W. C. and A. T. Wallace ，1986)，

隨後此系統在英國及德國發展成兩種不同

處理系統，此兩種系統均為懸浮微生物及

固定微生物混合生長系統。

英國之主要開發者為Simon-Hartley公

司，其程序包括一組泡綿再生設備，避

免泡綿長期使用而致蓄積其中之微生物

失去活性，英國之發明最後發展成Captor 

Process。西德之發明者為Linde AG公司，

其發展之程序則無泡綿再生設備，以擾流

（turbulence）和剪力作用控制泡綿中微生

物量，達到生物菌相平衡，其程序以Linpor 

Process名稱行銷全球。

目前技術可將填充率提高到70%以

上，除可以解決擔體磨損的問題，而且操

作上會比流動床簡單，至於堵塞的問題，

則可以由適當的反沖洗加以排除，因此，

填充床式的處理槽比流動床式的處理槽理

想。由於反應槽有效體積內填充顆粒狀多

孔性可壓縮擔體，反應槽具有浮動床操作

之特點，擔體可供大量附著型微生物形成

生物膜，且浮動於反應槽之內，擔體間可

依水流狀況自動調整其相關位置，同時具

有低磨耗、避免阻塞、均勻分散氣體與進

流水等之優點。目前該類技術可有效應用

於降低難分解有機物質之處理成本，達到

強化氨氮廢水處理性能，提昇排放水品質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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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該污水處理廠需具脫氮處理功能，總氮去除

效率設定為50%。該污水處理廠屬三級處理程

序，進流廢水經抽水站進入調節池，經pH調

整池調整酸鹼後流至厭氧池、缺氧池，藉缺氧

池進行除氮處理，再流入曝氣池與二沉池，由

生物處理功能將溶解性有機物及懸浮固體物去

除，並進行硝化作用，二沉池之出流水再流入

三級處理單元之快混、慢混、混凝沉澱池及快

濾池，將懸浮固體物做進一步去除，以確保放

流水之水質，經快濾池後排放。

本污水處理廠脫氮設備之處理量為5,500 

CMD，分為兩道處理線，每道處理線處理量為

2,750 CMD，為驗證處理功能進行功能測試，取

其中一道處理線進行功能測試。除氮生物處理

流程為A2O處理流程，包括厭氧池、缺氧池及曝

氣池等，圖6為除氮生物處理流程圖，圖7為該

廠生物處理單元之外貌照片，表3為各單元之設

計數據與典型的A2O流程設計參數值。

另於脫氮處理程序方面，於既設污水

處理廠用地有限條件下，建議考量使用流

體化床技術，其主要利用大量回流水使得

反應槽內達到流體化之水力特性，以達到

良好之質傳效果。因此，一般來說，要達

到流體化之目的，反應器上升流速較大，

使得反應器外型多為高塔式之反應器，達

到節省用地之目的。

流體化床生物處理技術為利用反應槽

內填充細小載體(carriers)，以提供廣大表面

積供厭氣微生物附著，並利用快速上昇水

流使生物膜擔體呈流體化狀態(fluidized)，

增加基質傳送速率(substrate transfer rate)，

進而提高生物處理效率的一種有機廢水處

理技術。反應器主要可以包含三大部分：

(1)氣固液三相分離器，主要功能進行微生

物/廢水/生物產氣（以脫氮來說為氮氣）

之分離；(2)反應槽流體分配器，主要功能

為均勻散佈水流，避免反應器產生短流導

致效率不佳之情形；(3)微生物擔體與微生

物，主要進行微生物代謝作用，將污染物

質去除（以脫氮來說，添加有機物質利用

脫氮菌將硝酸氮轉換成氮氣去除）等，依

據以往實廠顯示，硝酸氮負荷達到3 kg/m3.d

時，硝酸氮之去除率可以達到85 %以上，

多孔性擔體作為硝化反應單元之應用以及

利用流體化床脫氮之系統，確實可以有效

解決氨氮廢水問題。

參、低碳工業廢水除氮處理案例
介紹

一、背景說明

本案例之污水處理廠位於工業區內，該

工業區進駐廠商主要為光電產業。依據環評承

圖6  案例除氮生物處理流程示意圖

圖7  案例生物除氮程序處理單元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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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處理廠處理單元與典型參數比較表

設計參數 測試中之污水處理廠 A2O設計值 (註1) AO(MLE)設計值(註2)

單元水力停留時間

(小時)

厭氧池 1.29 0.5~1.5 —

缺氧池 1.05 0.5~1.0 1~3

曝氣池 5.16 2.5~6.0 4~12

迴流污泥比(%) 20~50 20~50 50~100

內循環(%) 100~300 100~300 100~200

食微比(F/M)(day-1) 0.25 0.15~0.25 —

懸浮固體物(MLSS)(mg/l) 3000 3000~5000 3000~4000

參考資料來源；

1.Metcalf & Eddy 「Wastewater Engineering Treatment Disposal Reuse」第三版 P.734
2.Metcalf & Eddy 「Wastewater Engineering Treatment Disposal Reuse」第四版 P.797

表4  功能測試步驟及其目的

測試順序 測試階段 測試目的

1 批次測試 確認污水能夠進行脫氮處理

2 1200~1400 CMD 培養及馴化污泥

3 1800~2000 CMD 熟悉操作參數

4 2500~2800 CMD 進行功能測試

表5  進流原廢水與外加高濃度廢水之特性

項目 進流原廢水 外加高濃度廢水

化學需氧量 (mg/l) 34±6 84±10

凱氏氮 (mg/l) 9±7 7,236±155

氨氮 (mg/l) 7±7 7,071±155

有機氮 (mg/l) 3±3 172±124

亞硝酸鹽氮 (mg/l) 4±3 ND(檢測不出)

硝酸鹽氮 (mg/l) 5±6 ND

表6  測試期間各單元之水質濃度及操作參數表

項目 調節池 缺氧池 曝氣池

污水進流量(CMD) 2,500〜2,800 — —

污泥迴流量 (CMD) — 850〜1,000 —

內循環量(CMD) — 3,800〜4,200 —

化學需氧量(mg/l) 170〜250 100〜150 40〜50

氨氮( mg/l) 25〜55 10〜15 0.5〜1.0

硝酸鹽氮(mg/l) 0〜3 0〜1 3〜5

懸浮固體(mg/l) — 2,200〜2,800 2,200〜2,800

氧化還原電位(mV) — -100〜-200 350〜400

pH — 6.5〜7 7〜7.5

溶氧(mg/l) — 0〜0.1 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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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添加額外鹼性藥劑以提昇廢水pH 值。

在小流量測試時，測試開始所添加之氫氧

化鈉效果不佳，pH僅維持短暫提昇效應後

瞬即下降，後改添加碳酸氫鈉即可穩定提

升pH值，此因碳酸氫鈉之緩衝強度(buffer 

intensity)較強，添加後可持續維持其提升

pH值效果。

中流量測試由2011 . 1 2 . 3 0開始至

2012.1.15結束，其測試流量範圍為1,800〜

2,000 CMD。測試單元係利用厭氣池進行脫

硝作用，再利用缺氧池及曝氣池進行硝化

處理，測試時，厭氧池氧化還原電位逐漸

上昇，致脫硝效果不盡理想，研判為水力

停留時間不足，為延長反應時間，需增加

反應池體之體積，遂改變處理單元設施，

合併厭氧池及缺氧池為一體以進行脫硝作

用，而曝氣池進行硝化處理，使脫氮反應

順利完成達除氮目的。 

大 流 量 測 試 由 2 0 1 2 . 1 . 1 6 開 始 至

2012.3.6結束，測試流量為2,500〜2,800 

CMD。高濃度廢水添加到調節池提昇進流

原水之總氮濃度，利用厭氧池及缺氧池進

行脫硝反應，曝氣池進行硝化反應，為彌

補進流原水之有機物之不足，需於缺氧池

添加甲醇以補充碳源，為增加鹼度，需曝

氣池於另添加碳酸氫鈉及氫氧化鈉以提升

pH 值，表6為各處理單元水質濃度及操作

參數，表7為各處理單元的加藥量。

(三) 功能測試結果

為瞭解功能測試成果，於2012.3.6開

始至2012.3.11進行委外功能測試，表8為

委外測試結果，因高濃度廢水添加於調節

池，故調節池採樣點之結果代表生物處理

前的進流水水質，混凝沉澱池為二沉池後

的採樣水質，代表生物處理後水質。

二、功能測試

污水處理廠除氮處理功能測試係由批次測

試開始，再以連續流進行驗證，連續流由小流

量漸次調升至設計流量，各階段之測試目的如

表4所示。

(一) 進流原廢水特性

本處理廠進流原水總氮設計值為40 

mg/l，脫氮處理之目標值為控制放流水之

總氮濃度小於20 mg/l，但由於進流水總氮

濃度甚低，於試車過程需借助廠外加入之

高濃度廢水以混合進流原廢水以提升進流

廢水之總氮濃度，表5為進流原廢水與高濃

度廢水之特性說明表。

(二) 功能測試

進流原廢水先經批次測試，驗證進流

原廢水並無影響硝化作用的成份後，始進

行原廢水之除氮處理。

連續測試先由小流量(1,200〜1,400 

CMD)開始操作，期能培養馴化污泥。小流

量測試期間由2011.11.19開始至2011.12.22

結束，測試單元係利用厭氣池進行脫硝

作用，再利用缺氧池及曝氣池進行硝化處

理，測試時有二沉池之污泥上浮及添加氫

氧化鈉之藥劑效果不佳問題：污泥上浮的

原因據推測係由於迴流污泥量不足，使污

泥沉澱於二沉池底，硝化的產物NO3-還原

成N2，N2被活性污泥吸附使得活性污泥之

比重小於1而造成上浮，經增加污泥迴流

比例後污泥已解決；另硝化作用所產生酸

離子會降低曝氣池之pH值，惟硝化作用pH

值需高於7 方有利於反應進行，但因進流

原水之鹼度偏低，僅約40 g/m3 CaCO3，

低於一般生活污水之140 g/m3甚多，故需



2

66 │No.96│October, 2012

專
題
報
導

肆、結論

一、 脫硝作用理論停留時間一般範圍為1〜3小

時，本案於中流量測試階段時，發現當脫

硝反應水力停留時間1.8小時，其脫硝效

果不佳，需增大反應時間，則脫硝反應完

全，參酌本次測試結果，建議脫硝反應時

間範圍宜為2〜3小時。

二、 曝氣池迴流污泥量不足，會影響硝化作

用，並導致二沉池污泥上浮現象，故足夠

的污泥迴流量方能掌控硝化反應。

三、 添加甲醇、醋酸及醣類等均可補充碳源，

甲醇易為微生物分解利用，故常被使用，

但其缺點為屬危險易燃氣體，使用時需特

別注意。

表8顯示總氮去除效率為77.5%，混凝

沉澱池之生化需氧量低於進流水之生化需

氧量，表示加入之甲醇雖轉化為生化需氧

量，但添加的甲醇已完全被分解利用，不

會影響放流水的水質。

測試添加的甲醇量較理論值高出甚

多，係因為求測試順利執行，故添加額外

的甲醇以利反應迅速完成。

三、操作參數

鑑於污水處理廠進流水量及水質的不確定

性，操作時需先建立標準參數，依據功能測試

的結果，建議的操作參數表如表9。

表7  高流量功能測試之加藥量

項目 甲醇加藥量(mg/l) 碳酸氫鈉(mg/l) 氫氧化鈉(mg/l)

加藥量 350 330 272

表8  功能測試結果表

檢驗項目 進流原水 調節池 混凝沉澱池

懸浮固體物 (mg/l) 31.5 150 20.2

化學需氧量 (mg/l) 56.2 170 47.4

生化需氧量 (mg/l) 27.6 88.2 23.6

總氮 (mg/l) 22.6 31.6 7.56

凱式氮 (mg/l) 22.2 27.0 2.4

硝酸鹽氮 (mg/l) 0.24 4.26 5.16

亞硝酸鹽氮 (mg/l) 0.16 0.33 ND

表9  建議操作參數

項目 缺氧池 曝氣池

體積(m3) 140+111 594

單元水力停留時間(hr) 2.23 5.28

迴流污泥比(%) 150 —

內循環(%) 35 —

混合液揮發性懸浮固體物(mg/l) 1600 1600

化學需氧量(mg/l) 170~250(進流) 120(進流)45(放流)

食微比(kg COD/kg VSS day) 1.68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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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etcalf & Eddy, INC. Revised by George 

Tchobanoglous，Franklin L .  Burton，

“Wastewater Engineer Treatment, Disposal, 

and Reuse”，3rd edition，pp.734、797 

,1991。

10. Boyle, W. C. and A. T. Wallace (1986) 

Status of Porous Biomass Support System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An Innovative/

Alterna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 US EPA 

/600/2-86/019.

11. Heidman, J. A., R. C. Brenner and H. J. Shah 

(1988) Pilot-Plant Evaluation of Porous 

Biomass Suppor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14(5), 1077-1096.

12. Hegemann, W. (1984) A Combination of the 

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with Fixed Film 

Biomass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s, Wat. Sci. Tech. 16, 

119-130.

13. Deguchi, H. and M. Kashiwava (1994) Study 

On Nitrified Liquor Recycling Process 

Operations Using Polyurethane Foam Sponge 

Cubes As Biomass Support Medium. Wat. Sci. 

Tech. 30(6), 143-149.

14. Reddy, M. P., K. R. Pagilla, P. Senthilnathan, 

P. S. Golla and H. W. Johnson (1994) 

Estimation Of Biomass Concentration and 

Population Dynamics In A CAPTOR Activated 

Sludge System. Wat. Sci. Tech. 29(7), 149-

152.

15. Wartchow, D. (1990) 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 In Combined Activated Sludge 

Systems. Wat. Sci. Tech. 22(7/8), 199-206.

四、 本案AO處理流程為台灣地區之同類型廢水

脫氮測試首例，由於並無前例可循，基於

須在合約期限內完成測試，致添加藥品量

較多，以測試數據計算，每天1噸廢水脫氮

處理所需添加之甲醇及鹼度費用合計高達

9 元，實際操作上宜調整測試以求得最經濟

之加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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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42 53 6 7

近年來受到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等因素影響，極端降雨的情況頻仍。臺北市由於

都市化發展的結果，使得淹水成本上揚，但受限交通及地下管線問題，既有排水設施改

善愈發困難，故現地雨水貯留為可行之減低洪災的方法，也與國際上推動低衝擊開發、

永續暴雨管理的趨勢一致。臺北市過去已經建立「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設計技術規

範」建議雨水貯留設施的保水量計算，但此規範乃參考建築物的基地保水設計規範編制

而成，其參數的使用有可能高估設施保水量。本文參考國外計算雨水貯留設施的評估工

具，與國內技術規範比較後，建議後續合理可行的評估方法，提供予市府參考。另為評

估總合治水工作的推動成效，建置成效管控GIS系統以彙整相關執行成果，系統包含「定

位模組」、「總合治水管控模組」、「排水系統管理模組」、「系統管理模組」及「GIS

圖面操作功能」等五大功能，可提供空間位相關係及各分項計畫進度內容予決策單位參

考，作為即時管控和後續治水施政方向調整依據。

壹、前言

於高度都市化的城市，排水防洪設施的

建設大都完成，使得都市得免於受到積淹水之

害。但隨著全球氣象異常的變化，暴雨集中使

得都市排水防洪系統受到極大之考驗，加上居

民對於生活環境品質需求之提高，因此如何減

低都市積淹水發生的機率，成為主管機關之重

要課題。面對都市發展的飽和性，單一排除雨

水逕流的思維，在有限的道路及都市空間下，

已無太多擴充的可能。故以流域整體思考，如

何利用各種可能的方式，將雨水逕流於尖峰時

刻減量流入排水系統中，並提醒幫助居民對於

積淹水發生之防護及因應，以提升排水保護標

準並進而降低積淹水損失機率，此綜合手段，

總合其成效達成積淹水防護之目標，成為治水

之必要思考方式。

因此，臺北市政府積極推動總合治水相關

工作，100年6月完成「臺北市總合治水總體目

標與綱要計畫規劃推廣業務」工作，制定臺北

市總合治水推動各階段之達成目標和期程，短

期目標期程訂12年，為改善市區易積水處達5

年重現期暴雨排水保護標準（集流時間1小時為

78.8mm/hr），而中期目標（提升至83.8mm/hr）

及長期目標（提升至88.8mm/hr）暫不訂時程，

並於短期目標完成後，重新檢討並研訂下階段

時程。

為協助「臺北市總合治水推動委員會」管

控總合治水各項工作執行成效，及利於各單位可

依據其所分配到之保水分擔量預作規劃及瞭解其

所施設之貯蓄保水工程對集水區內排水系統降雨

容受程度提升的貢獻率，故亟思建立一套GIS管

控系統和保水量相對降雨分擔量的基本轉換率公

式以供應用，以下就有關議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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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效評量及控管系統開發

臺北市雨水下水道規劃總長度約540公

里，目前已興建約522.2公里(100年底，實施率

96.70%)，於民國88年起分區進行下水道縱走、

調查作業，並在民國94年依據上述調查資料，

完成資料建檔及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本階段依

據總合治水分期進度目標建置一成效管控GIS系

統，利用原雨水管線資料，加入各單位貯蓄保

水設施後，重新整合集水區治水資源，供各單

位查詢、建置及作為決策單位管理考核平台，

系統功能相關開發成果說明於下。

一、 總合治水地理資訊系統開發方法及平台

成 效 管 控 系 統 主 要 架 構 在 網 際 網 路 上

(Internet)，提供資訊檢索，並採用帳號控管方

式，以確保業務資訊安全。考量臺北市政府GIS

環境，本系統採用ESRI ArcGIS Server 10 建置網

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為提供直覺操作介面及

加快查詢速度，系統以Microsoft SilverLight技術

為圖形展示核心，進行系統GIS元件建置。系統

圖1 系統軟硬體架構

環境架構如圖1所示。

(一) 系統開發技術－SilverLight+ ASP.NET

SilverLight是微軟公司所發展用來開發

RIA(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的工具，豐

富美觀的元件可提供各種建構應用所必需

的元素，開發成果可建立於多種行動裝置

上，例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

電腦及各種瀏覽器端。

(二) WebGIS 平臺－ArcGIS Server 10.0 

由於ArcGIS Server 10.0軟體能與多項

地理資訊檔案格式相容，且提供空間資料

庫，對於大量圖資可採Cache 方式進行及增

強圖形顯示速度，因此採用該軟體作為系

統開發平台。

(三) 後端資料庫─Microsoft SQL Server 

Microsoft SQL Server為微軟公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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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具備安全與穩定性的優勢，更有操作

簡單、查詢語法容易及支援資料庫連結、和

其它資料庫系統相容性佳等優點，其所設計

之資料庫格式可被大部份應用程式使用。

二、 成效管控系統功能

本系統建構在WebGIS架構上，結合臺北市

現有之地形圖、電子地圖、土地使用分區等背

景圖資，及「總合治水計畫圖層」、「集水分

區圖」、「雨水人孔圖」、「雨水管線圖」等

主題圖資，以多圖層套疊方式來豐富水利設施

資料的呈現，並提供各類地圖操作和地理空間

圖2 系統整體功能架構圖

位置取得，以利使用者具多樣的地理資料查詢

及管控作業。系統架構示如圖2。

本管控系統包含「GIS圖面操作功能」、

「定位模組」、「總合治水管控模組」、「排

水系統管理模組」及「系統管理模組」等五大

項，將於后分項說明。

(一) GIS圖面操作功能模組

GIS圖面操作模組為GIS圖台之共同操

作功能，各功能介紹如表1所示，功能畫面

如圖3所示。

表1 GIS圖面操作功能表

編號 功能 功 能 說 明

1 地圖及符號展示 多圖層資料展示

2 地圖註記 自動註記、調整註記與圖徵之衝突與註記位置之設定

3 地圖操作 位移/縮放/查詢、動態浮動顯示屬性資料

4 圖層設定 控制圖面顯示圖層的開關

5 圖例說明 圖層分類顏色等說明

6 距離及面積量測 量測距離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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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GIS圖面操作功能圖

表2   定位模組功能表

編號 功能 功 能 說 明

1 行政區定位 提供臺北市12個行政區定位功能

2 集水分區定位 提供管轄範圍內之所有排水系統分區定位功能

3 道路定位 使用者以熟悉的道路名稱進行圖面定位

4 水利設施定位 提供水利相關設施(人孔、管線)定位

5 門牌定位 使用者以熟悉的門牌地址進行圖面定位

6 座標定位
為便於快速移動圖面至特定的地點，使用者可透過輸入或GPS取得TWD97座標系統之
X，Y座標，直接將圖面移至該座標點位

表3   計畫管控功能表

編號 功能 功 能 說 明

1 綱要計畫維護 總合治水計畫資料維護(新增、修改及查詢)

2 目標規劃管理 依計畫執行階段而達成之各排水系統降雨容受度分擔量，進行目標管控及比對

3 成效分析
各階段排水改善工程，進行模擬分析，以驗證貯蓄保水設施對排水系統尖峰流量減低
成效，並可查詢各年度之成效

(二) 定位模組

藉由定位查詢功能協助使用者快速定

位指定目標位置，並獲得相關地點之工程

位相資訊。除單一地物的定位，亦提供小

比例尺鳥瞰圖供使用者快速檢索，各功能

介紹如表2所示，功能畫面如圖4所示。

(三) 總合治水計畫管控模組

提供使用者針對總合治水目標、效

益、工程執行事項和進度等進行管控，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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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定位功能圖 

圖5 總合治水計畫管控功能

針對各分期之成效進行比對及分析，各功能

介紹如表3所示，功能畫面如圖5所示。

(四) 排水系統管理模組

以GIS為平台，套疊臺北市既有背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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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排水系統管理功能

表4  排水系統管理功能表

編號 功能 功 能 說 明

1 降雨容受度查詢
依各排水系統定義降雨容受度及各年度預計進行的改善目標，整合總合治水之執行項
目及GIS定位功能進行降雨的容受度查詢

2 治水成效查詢
依各排水系統各年度預計進行的改善目標，整合總合治水之執行項目及GIS定位功能進
行治水成效查詢

表5  保水設計計算工具說明表

保水設計計算工具 開發單位

Long-Term Hydrologic Impact Assessment Model(L-THIA)
College of Engineering, Purdue 
University

National Green Values™ Calculator(NGVC) CNT&OWOW

StormWater Management Model(SWMM) USEPA

System for Urban Stormwater Treatment and Analysis Integration 
Model(SUSTAIN)

USEPA

VIRGINIA RUNOFF REDUCTION METHOD(VRRM) CWP

Water Balance Model(WBM) CANADA BCIGP

BMP SELECT Model(BSM) WERF

資、歷史積水記錄(臺北市積水查報網)或水

理計算成果，進行各單位貯蓄保水措施設置

後降雨分擔量或流量改變之效益查詢，各功

能介紹如表4所示，功能畫面如圖6所示。

(五) 系統管理模組

系統管理模組主要的功能為用戶管

理、使用紀錄管理及備份等。

成效管控地理資訊系統以網際網路提

供臺北市政府總合治水e化管理資訊及雲端

資料圖層，未來各主題圖資規劃由系統自動

產製KML格式檔案，可以google地圖背景套

疊，讓用戶透過更多元的平台檢核相關資

料，達到計畫管理之目標。

參、國內外量化評估工具介紹

GIS管控系統建置前，需先建立保水量計算

依據，及保水量和降雨容受度間之量化轉換關

係。本文蒐集七個雨水貯留設施的評估工具整

理如表5。需注意的是，目前這類設施並無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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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單位工具可模擬BMP設施種類比較表

表7  保水量試算情境表

設施類型 集水區面積 設施尺寸(L*W*H) 孔隙率 土壤入滲率

Green Roof 
(綠屋頂)

1英畝 3083.7m3 0.05 無

Permeable 
Pavement
(透水舖面)

1英畝 6240.25 m3 0.05 10-5m/s

Bioretention
(植生滯留槽)

1英畝 6240.25 m3 0.05 10-5m/s

一致性的定義，換句話說，這些設施的名稱與

內容並不完全相同，也沒有單一工具可計算所

有類型的雨水貯留系統設施。本文依據臺北市

技術規範所分類的方式，將這些工具可模擬的

設施種類整理如表6。其中以雨水花園、草溝、

透水鋪面、乾濕滯留池、雨撲滿的設施使用較

多。

一、 雨水貯留設施保水量計算比較

由於NGVC、VRRM、WERF三種工具可自

行輸入設計降雨量，適合用來作情境比較，而

SUSTAIN與SWMM的演算參數複雜，必須先有詳

細的集水區資訊，才能比較保水設施的差異，並

不適合用來比較保水量，其他工具的氣象資料則

無法自行輸入，須選擇工具內建的城市或雨量

站，也不適合作情境分析，因此選用此三種工

具與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設計技術規

範之保水公式進行比較分析。在相同條件下其

參數設計降雨量為100mm，集水區面積為1英畝

(4,047m2)，保水量試算條件情境參見表7，各保

水設施面積皆假設與集水區面積相同進行計算。

應用上述三種保水設計計算工具與臺北市

保水設計技術規範保水設施公式結合10種保水

設施進行試算，以下就綠屋頂、透水鋪面、植

生滯留槽三種典型的設施類型比較分析，結果

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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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比較結果，發現採臺北市技術規範

的方法與其他方法的主要不同在於土壤入滲量

的計算，臺北市以土壤滲透率乘上44小時為保

水量，但其他工具的方法僅考慮設施本身能夠

容納的水體積，因此多以設施孔隙率計算。兩

者計算方法會產生數倍的結果差異。由於臺北

市技術規範的時間長度44小時過長，可能會高

估保水設施效益，因此建議未來可修改為以孔

隙率的方式計算。兩方法整理如表9。滲透溝、

滲透集水井、滲透邊溝等設施，因國外工具並

無明確的對應設施計算公式，這些設施暫時建

議沿用原技術規範公式。

二、 未來評估工具架構

臺北市總合治水計畫為將市區排水系統的

降雨容受度從78.8mm/hr提升至88.8mm/hr，策略

規劃上除排水設施須滿足設計降雨下之排水標

表9  建議保水量計算公式表

項目
各類保水設計之
保水量Qi(m3)

保水量計算公式
(臺北市技術規範)

保水量計算公式
(本文建議)

常用
保水
設計

綠地、被覆地、
草溝保水量Q1

Q1=A1‧k‧t Q1=A1‧D‧n

透水舖面設計保
水量Q2

Q2=A2‧k‧t+0.15‧h‧A2 Q2=A2‧D‧n

人工地盤花園貯
留設計保水量Q3

Q3=0.05‧V3 Q3=V3‧n

特殊
保水
設計

地面貯留滲透設
計保水量Q4

Q4=A4‧k‧t+V4 Q4=A4‧D‧n+V4

地下礫石滲透貯
留保水量Q5

Q5=(A5‧k‧t)+0.2‧V5 Q5=A5‧D‧n+V5

滲透管(溝)設計
保水量Q6

Q6=(2.0‧k‧L‧t)+(0.069‧L) Q6=(2.0‧k‧L‧t)+(0.069‧L)

滲透集水井設計
保水量Q7

Q7=(3.0‧k‧n1‧t)+(0.015‧n) Q7=(3.0‧k‧n1‧t)+(0.015‧n)

滲透邊溝保水量
Q8

Q8=(2.0‧k‧L‧t)+(0.057‧L) Q8=(2.0‧k‧L‧t)+(0.057‧L)

Q9=A9‧D‧n+V9

註： Q=保水量(m3)，A=設施面積(m2)， D=基地土壤深度(m)，n=土壤孔隙率， V=貯留體積(m3)，

       h=基層厚度(m)，k=土壤滲透係數(m/s)，t=最大降雨延時(sec)，L=長度(m)，n1=個數。

表8  保水量試算結果比較表

設施類型 臺北市 NGVC VRRM BSM

Green Roof 
(綠屋頂)

154m3 154 m3 173 m3 無

Permeable 
Pavement
(透水舖面)

6,501 m3 154 m3 173 m3 253 m3

Bioretention
(植生滯留槽)

6,410 m3 2,091 m3 307 m3 333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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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貯蓄保水設施量化評估工具架構圖

肆、分擔量評估案例

分擔量評估以臺北市福林文昌抽水站集水

區為例，現況幹線系統降雨容受度尚未能滿足

市區五年重現期暴雨78.8mm/hr保護標準，配

合降雨分擔量轉換工具，評估各局處貯蓄保水

施設轉換之逕流歷線，納入水利處擬定之排水

改善方案，以XP-SWMM動態數值模式模擬評

估集水區改善前後排水情形。

一、系統說明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位於雙溪以北，

現況兩排水系統於中山北路及忠誠路口以一

∮1.50m管涵互為聯通，故需一併納入水理分

析。福林抽水站主要排水範圍西至磺溪、南至

忠誠路、北達中山北路七段天母一帶區域，

集水面積約為182.55ha，設置5＠6.5CMS及2

＠5.0CMS抽水機組，總抽水量42.5CMS。另蘭

雅溪壓力箱涵收集陽明山西南側山區逕流，以

2-□5.0m×3.0m雙孔壓力箱涵沿忠誠路排至雙

溪，集水面積約364.14ha，故福林抽水站系統

總集水面積約為546.69ha。

文昌抽水站系統主要負擔雙溪以北、中

山北路六段以西及磺溪以東範圍，區域逕流

經由磺溪街轉福華路至福國路到文昌路與雙

溪街之堤防附近再匯入雙溪，集水面積約為

56.25ha，現況設置2＠5.5CMS及1＠4.5CMS抽

水機組，總抽水量15.5CMS。有關福林及文昌

集水區分佈參見圖8，集水區基本資料參見表

10。

二、 現況淹水位置

本區歷年(民國81~96年)積淹水位置包括福

國路、忠誠路、德行東西路及雙溪街等區域，

近年則以96.10.06柯羅莎颱風造成雙溪街一帶

約有40cm積淹水深度，淹水範圍如圖9示。

準外，尚需在市區內廣設雨水貯蓄保水設施，

始能達成前述目標。本文建立的量化評估工

具，還須考量整個集水範圍內的水文現象，才

能評估不同設施對集水區整體水文影響結果。

各種貯蓄保水設施，主要目的都在增加水文路

徑中的入滲與貯蓄量，以減少地表逕流量，降

低淹水風險。未來選定工具後，在臺北市內的

應用也必須考量市區內不同集水分區的降雨與

地質特性，才能正確評估容受設施在不同區域

的成效。

完整的雨水貯留系統設施評估工具應包含

保水量計算以及集水區逕流計算，架構建議如

圖7。模式結果可呈現保水設施加入前後的集

水區逕流量、尖峰流量變化及保水設施本身的

保水量(若同時設有多個保水設施，還可計算各

保水設施的貢獻比例)，以及降雨容受度增加量

等，遠期目標希望能結合臺北市SWMM雨水下

水道系統檢討成果，才能適切反應集水區設置

保水設施後的整體降雨容受度提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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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福林及文昌排水系統基本資料表

集水區名稱 福林、文昌

集水區位置及面積(ha)
福林=546.69ha(含蘭雅溪壓力箱涵系統364.14ha)

文昌=56.25ha

抽水站總抽水量(CMS) 福林=42.5CMS / 文昌=15.5CMS

起抽水位(m) 福林=2.8m / 文昌=1.8m

現況下水道系統降雨容受度(mm/hr) 70.0mm/hr

現況降雨容受度下水道出口逕流量(CMS)
福林重力出口=35.57CMS / 蘭雅溪壓力壓力出口=69.19CMS

文昌重力出口=14.94CMS

圖8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集水區範圍及排水系統分布圖

圖9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96.10.06柯羅莎颱風積淹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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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總合治水短期目標各局處分擔量化資料表

局處別

權管

面積

(ha)

短期目標(2011-2022)
短期目標

(統計至2012)

執行能量
/2/5區*10年

規劃分擔量
(m3)

規劃分擔量
(mm)

規劃百分比
(%)

計畫分擔量
(mm)

執行分擔量
(mm)

執行百分比
(%)

產業局 363.42 0.031 187 0.031 0.35 0.031 0.0000 0.00

公園處

(區公所)
17.87 0.049 886 0.049 0.55 0.000 0.0000 0.00

停管處 1.55 0.026 470 0.026 0.29 0.021 0.0205 100.00

教育局 13.17 0.014 253 0.014 0.16 0.014 0.0222 158.86

新工處 62.48 0.002 12 0.002 0.02 0.002 0.0019 100.00

都發局
144.48 針對私有地基地保水流域分擔訂定相關規範

建管處

水利處

全市排

水系統

面積

改善市區雨水下水道系統

達短期目標
8.800 98.3 8.800 0.0000 0.00

小計 - 8.922 100 83867 0.045

保護標準 (mm/hr) 70.0(現況) 70

總計 (mm/hr) 78.922 78.867 70.045

三、 研擬短期目標之分年分期計畫

福林文昌集水區總體量化分擔量如表11，

短期目標之分年分期計畫如表12，各計畫工程

於集水範圍內相對位置如圖10所示。短期目標

第一階段(2011-2014)計畫執行成果如表13，主

要以停管處於士林21號公園附建地下停車場，

教育局於天母國中、啟智學校透水鋪面暨綠化

工程，及新工處文昌國小、天母國小周邊人行

道更新工程為主。

四、各階段優先推動排水改善方案之水理模

擬分析檢討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現況排洪能力分

析，採SWMM動態水理模式進行，經由一維幹

圖10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各局處各階段執行計畫 

        之流域分擔位置示意圖



2

80 │No.96│October, 2012

專
題
報
導

表13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短期目標各局處第一階段計畫執行成果表

表14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總合治水短期目標各階段水理分析效益評估表

短期目標
各階段

降雨容受度
(mm/hr)

最大淹水
面積 (m2)

最大淹水
深度(m)

福林抽水站
幹線排洪能

力(CMS)

文昌抽水站
幹線排洪能

力(CMS)

降雨容受度
提升率

(%)
備註

現況系統 70.0 17,184 0.20 35.57 14.94 -

第一階段 72.0 12,768 0.20 36.15 15.27 2.85

第二階段 74.0 8,880 0.16 36.31 16.47 5.70

第三階段 78.8 0.00 0.00 37.55 17.57 12.57 已達短期目標

表12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總合治水短期目標各局處分年分期計畫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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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改善計畫水理模擬成果如圖12所

示，由結果得知文昌排水系統上游德行西路新

設∮1.0m管涵往南分流至福華路幹線，可改善

本區原排水能力不足之幹線人孔冒水情形，雖

福林排水系統上游德行西路與士東路仍有積淹

水發生，但最大淹水面積已減低為12,768m2，

最大淹水深度約0.20m，第一階段改善後可提升

降雨容受度至72.0mm/hr。

短期目標第二階段大地處、教育局及水利

處之改善計畫項目，水理模擬成果如圖13，於

福林系統上游德行西路新設□1.0m×1.0m箱涵

式側溝往西分流至文昌系統之福華路幹線，可

改善本區人孔冒水情形，模擬最大淹水面積已

減低為8,880m2，最大淹水深度約0.16m，第二

階段改善後可再提升降雨容受度至74.0mm/hr。

線系統水理演算及二維淹水模擬成果(圖11)得

知，集水區現況人孔冒水位於福林系統之士東

路、德行西路、福國路15巷與雙溪街附近，以

及文昌系統之德行西路等區域，最大淹水面積

約17,184m2，最大淹水深度約0.20m。整體排水

系統最大排水能力(即容受度)僅可達到降雨強度

70.0mm/hr標準。

為提升幹線系統排水容受度至短期目標

78.8mm/hr保護標準，將採三階段分年分期計畫

進行改善，主要透過水利處三處雨水下水道排

水改善工程，配合大地處溪溝清淤，教育局透

水鋪面及週邊綠化工程或雨水蓄留設施，新工

處新增人行道透水鋪面，及停管處新增雨水貯

留設施等計畫(表12)推動進行。

圖11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現況排水幹線五年重現期降雨強度二維淹水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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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短期目標第一階段改善排水幹線二維淹水模擬成果圖

圖13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短期目標第二階段改善排水幹線二維淹水模擬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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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標第三階段大地處及水利處改善計

畫項目，於士東路新設□1.0m×1.5m箱涵式側溝

以分擔上游逕流，水理模擬成果如圖14，整體

幹線系統排流狀況良好，已無人孔積淹水情形發

生，系統可滿足短期目標五年重現期距降雨強度

78.8mm/hr排水標準，各階段水理分析效益評估

參見表14。後續可再經由各局處全區基地保水措

施，透過滲透、貯留等流域分擔提升系統降雨容

受度至長期目標88.8mm/hr排水標準。

伍、結語

都市總合治水推動在擬定目標後，其落實

策略必須化為各執行分類之綱要計畫，各綱要

計畫皆有執行單位負責，針對都市之特性可分

為山坡地、河川防洪、雨水下水道、都市計畫

管制、防災預警及教育宣導等六項綱要計畫，

圖14 福林及文昌抽水站系統短期目標第三階段改善排水幹線一維水理模擬成果圖

各單位依循綱要計畫，研議並提出具體可行之

貯蓄保水措施方案，每一方案之成效，必須經

由量化的評估計算，以確定其對集水區降雨容

受度提升的總體目標貢獻量達成效果。本文研

擬貯蓄保水設施之保水量化評估工具，做為市

區公共設施用地開發基地保水評估使用，希望

能減少臺北市淹水災害風險。

臺北市目前正持續推動總合治水，除延

續既定之防洪排水建設外，並研擬實施「臺北

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作業要點」、「臺北

市市有新建建築物設置雨水回收再利用實施要

點」、修正「臺北市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

勵容積評定標準」，新增綠建築獎勵項目，將

「綠建築政策」中基地保水納入都市設計審議

重點，於學校、公園、停車場、人行道等並設

置透水鋪面、生態池、雨水貯留及再利用、調

洪沉砂池等設施，目前已完成總體目標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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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手冊」。

11. 臺北市政府(2004)，「總合治水對策規

劃」。

12. 臺北市政府(2004)，臺北市排水系統調查檢

討-雨水下水道設施標準評析之初期計畫。

13. 臺北市政府(2010)，臺北市總合治水總體目

標與綱要計畫規劃推廣業務計畫。

分擔量規劃、推動期程、效益等之規劃作業，

故後續執行上需要一套成效管控系統，以統籌

分配各單位資源和作為追蹤考核用。而成效管

控系統建構於WebGIS，可整合既有之雨水下

水道系統設施和地形、土地使用分區等圖形資

源，以多圖層套疊方式來展現貯蓄保水設施分

布狀況和內涵資料，可有效整合總合治水計畫

成果推動資訊，並以GIS展現保水量、降雨容受

度等指標數據分析成果，作為後續計畫調整及

執行之決策資訊，達到總合治水賡續推動之政

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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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抽水站、集水區、降雨強度、水工試驗、水理模擬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副理╱陳志方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顧問╱李明德 2

關鍵詞：抽水站、集水區、降雨強度、水工試驗、水理模擬

玉成抽水站設計
回顧及玉成擴建
站聯合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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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玉成抽水站工程自民國72年底開始辦理，總裝機容量184CMS，為當時東南亞最大規

模之抽水設施，尤其站址水路條件不佳，之前國內尚無類似設計案例可供參考，整體工

程極具挑戰性。後續因氣候變遷，民國94年臺北市政府水利處於玉成抽水站東側另擴建

50CMS之抽水站以因應可能的豪大雨，並利用水工模型進一步檢討兩抽水站聯合操作之

可行模式。

1 2

壹、前言

一、工程緣由

(一) 玉成抽水站

由於臺北市工商業日漸向松山及南港

地區發展，造成人口聚集，惟當地因地勢

低窪，每逢颱洪時山區之地面逕流易從三

張犂及南港兩排水溝流入基隆河，於河川

水位暴漲倒灌時，永吉路、玉成街、五分

埔等地區易受水患困擾，故臺北市政府於

民國72年積極辦理玉成堤防與玉成抽水站

工程建設，乃邀請顧問公司參加甄選，再

擇優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簡稱中華顧問)辦

理設計。本工程自民國73年3月10日開工至

民國76年8月31日完工，整體建設工程共分

11標，總工程費約9億3仟3佰萬元，其中設

備金額約占40%。

工程決策中較重要之項目包括：(1)將

市政府新工處原規劃A、B兩座抽水站改變

合併為一站（在A站址）(圖1)；(2)防洪抽

水機採用可動翼設備；(3)抽水站機房一樓

之地板高程為EL=9.00m以防受淹；(4)主機

設備（包括抽水機、引擎、減速機、監控

及冷卻燃油潤滑系統）之採購引用國際招

標方式；(5)由得標廠商在日本辦理防洪抽

水機試驗及抽水站水工模型試驗；(6)要求

廠商在玉成站現場裝機須經過3次颱風抽水

之驗收合格保固。

(二) 玉成擴建站

民國93年9月11日凌晨起發生強烈暴

雨事件，集水區內三興國小雨量站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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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玉成抽水站規劃方案

圖2 玉成抽水站集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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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陽路以西、忠孝東路六段以南至南部山

區一帶，本系統內主要排水支線有成福路

支線、林口街支線和福德街支線等，經由

忠孝東路五段962巷排水支線匯流後，以

雙孔2-□3.4m×2.4m排水箱涵，向西北排

入中坡北路排水幹線系統後匯入松隆路幹

線。

(三) 南港路幹線系統

南港路幹線排水系統主要匯集忠孝

東路六段以北、向陽路以西、東新街以

東及基隆河以南所圍地區，集水面積約

100公頃。排水斷面尺寸自忠孝東路六段

∮1200mm～□2.5m×2.3m涵管，向北以

一□4.0m×3.5m箱涵穿越縱貫鐵路，於收

納基隆河南岸□2.0m×2.0m排水箱涵逕流

後，再向西以□4.2m×3.1m箱涵經養工處

六分隊現有隊址排入玉成抽水站。

二、抽水站引水路

(一) 先期規劃之合流引水路

民國73年規劃將松隆路(三張犂排水

溝)幹線和南港幹線兩條排水路合流引入玉

成站前池，再經抽水站之抽水井抽汲而排

放至基隆河，該引水路採用5年頻率颱風

雨降雨強度43.3mm/hr設計，抽水站計畫流

量為Qp=184CMS，其中松隆路(三張犂)排

水溝抽水量160CMS，南港幹線為24CMS，

且在成美橋引道東側之B站址設有高水

位溢流堰，控制南港幹線引流水位為WL 

.4.50m，使合流後之前池維持起抽水位為

WL.2.60m。

(二) 後期規劃之擴建引水路

民國94年玉成抽水站為提升抽排水能

雨量資料，降雨強度分別達56.5mm/hr及

59.5mm/hr，均超過玉成抽水站原設計抽水

保護標準，造成松隆路、永吉路一帶之積

淹水。為提升玉成抽水站集水區抽排水保

護標準，且在現有抽水機組故障時可提供

備載機組，養工處爰利用玉成抽水站成美

橋東側養工處第六分隊隊址處，辦理玉成

抽水站擴建工程。

貳、玉成抽水站工程概況 

一、抽水站重力排水路

玉成抽水站系統集水範圍包括辛亥路以

北、基隆路及光復南路以東、向陽路以西和基

隆河以南所圍地區，集水總面積約1,628公頃(參

見圖2)。依排水主幹線集水區域劃分，本抽水站

系統可概略分為下列三大次排水系統：

(一) 松隆路幹線系統

松隆路排水幹線系統集水面積計1,018

公頃，排水範圍南起辛亥路，東至松山

路，西以基隆路和光復南路為界，北迄

縱貫鐵路。其中山區集水面積約有470公

頃，佔本次排水系統集水面積的46%。本

系統內主要排水幹線有三張犁截流溝、西

大排水溝和東大排水溝等，經信義路排水

幹線匯流後，沿著信義路五段轉松仁路銜

接松隆路排水主幹線後，以六孔排水箱涵

(2-□7.0m×4.8m，2-□4.75m×4.55m及

2-□4.5m×4.55m) 穿越縱貫鐵路，銜接

24m/18m×7.6m梯形明溝排入基隆河。

(二) 中坡北路幹線系統

中坡北路排水幹線系統，集水面積約

510公頃，排水範圍主要包括松山路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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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房3層，機房單層；地下結構尺寸約

60.4m×32m×13m，地下一樓為抽水機出

水管路，地下二樓為抽水井。抽水機房內

安裝7台∮3,000mm立軸軸流可動翼抽水機

(圖3)，設計揚程TDH=5.2m，額定抽水量

Qp=26.3CMS，由水冷式柴油引擎(2,110kW)

及二段式角齒輪減速機驅動，設計內水

位為NWL 2.60m，設計外水位EWL 7.12m 

(T=5yr)。

(二) 玉成擴建站

擴 建 站 房 之 地 上 結 構 尺 寸 約

40m×12m×16m，管理房4層，機房單

層；地下結構尺寸約40m×12m×13m，

地下一樓為抽水機出水管及壓力暗渠，

地下二樓為抽水井(圖4)。抽水機房內安

力，養工處乃計畫在成美橋東側B站址之

基地擴建50CMS抽水量，除以擴建站提供

南港排水幹線之抽水外，另加做A站及B

站之連通水路，使民國76年已完工之玉成

抽水站前池進流水亦可輸水至擴建站供抽

汲。擴建站規劃時，除保留原有南港幹線

至玉成抽水站前池之4.2m×3.1m引水箱涵

外，自擴建站前池增設一條 5.0m ×3.5m連

通箱涵匯入玉成抽水站引水箱涵，長度約

100m，並在玉成抽水站前池之匯流口加大

斷面，以增大輸水。

三、抽水站前池

(一) 玉成抽水站前池及進水口

玉成抽水站於民國73年規劃定案時，

係將松隆路(三張犂排水溝)幹線及南

港兩條排水幹線之地面逕流合併，

引水流入成美橋西側A站址之前池後

再抽排流入基隆河。

(二) 擴建抽水站前池及連通口

民 國 9 4 年 所 規 劃 之 玉 成 擴

建站，於該站區已將民國73年所

規劃之溢流堰廢除，另增設一條

5.0m×3.5m引水箱涵可連通至玉成

站前池，擴建站之前池東北端設有

重力閘門，可供關斷其下游既有之

4.2m×3.1m箱涵之重力排水路而予

以控制抽水。

四、玉成抽水站房及主抽水設備 

(一) 玉成抽水站

玉成站之站房地上結構尺寸

約60 . 4m×21m×16m；其中管

圖3 玉成抽水站規劃方案透視圖

圖4 玉成擴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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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轉時間約有100～200小時。

二、抽水機操作與基隆河水位關係

玉成抽水站址之基隆河流域排水面積約有

320km2，河川流長約58km，水路沿線彎曲迂

迴。估計抽水站址之基隆河洪峰落後玉成站排

水路之洪峰流達時間約4～6小時。當基隆河水

位漲升至抽水站之允許最高內水位HWL 4.00m

時，須即關閉堤防段之重力排水閘門，並使抽

水機排放水路之堤防段壓力閘門維持開啟，將

松隆路(三張犂)和南港排水幹線進流前池之地面

逕流由防洪抽水機抽排到基隆河，同時控制前

池之正常水位為NWL 2.60m，以便抽水站上游

之排水系統可發揮自由流之排水功能。

肆、水理模擬分析和水工模型試
驗之需要性 

玉成抽水站之水工構造物設計涉及前池流

況之釐清，方能確切掌握進流水之流量、流速

和水深，以使抽水機與撈污機皆能在正常水流

下操作運轉而可發揮抽排水功效。玉成抽水站

工程設計中之爭議要項並為業主養工處重視者

包括：(1)為何要採用可動翼抽水機才能應付

抽水？（因採固定翼抽水機組操作較簡便且造

價經濟）；(2)南港排水幹線流入前池，如何確

定其水流可和松隆路(三張犂)排水幹線混合均

勻，並可分配到7台抽水機達到設計流量之抽

水？（兩條進流水路逆向，又呈S形偏流，將

產生流場漩渦及不均勻流速分佈，進而影響各

台抽水機組之抽水，又應如何控制運轉順序及

聯合操作抽水？方能配合進流水抽汲）；(3)並

聯抽水路時，當抽水機瞬間起動或關閉抽水，

於調壓井將發生流況變化及水壓反應，對水工

構造或機械設備皆有作用力需要推估（水鎚作

用安全評估）；(4)玉成站之抽水排放流量高達

184CMS，因當時內湖堤防段尚未興建，顧慮此

裝4台∮2,200mm立軸斜流固定翼抽水

機，設計揚程TDH=7.25m，額定抽水量

Qp=12.5CMS。

五、抽水站排放水路

(一) 玉成抽水站

經防洪抽水機抽水匯入調壓井，水流

即旋轉90°利用三孔壓力箱涵再以垂直成

美橋西側堤防而向北排入基隆河，三孔壓

力箱涵之兩側孔各為9m×4m，中央孔為

13m×4m，共計有184CMS流量排放。

(二) 玉成擴建站

擴建站之防洪抽水機分別配置在前池

之北西端，西端3台各12.5CMS抽水機之出

水管利用4m×5m壓力箱涵接入調壓井，再

與北端另一台12.5CMS抽水機之出水管匯

流後，始排入南港幹線重力閘門下游端之

4.0m×3.5m壓力箱涵，續向北垂直成美橋

東側之堤防，經玉成抽水站原有重力閘門

後排入基隆河。

參、玉成站抽水流況特性 

一、非重力排流之河川水位年計時數

以抽水操作經常處於較佳效率流況，可將

其對應之頻繁河川操作水位作為抽水機設計額

定點依據。根據設計階段所蒐集到台灣省水利

局第十工程處基隆河成美橋側之松山站紀錄，

從自記水位統計資料（民國19～71年，53次颱

風雨）顯示：平均每年河水位超過WL 2.60m之

總時數約達100～200小時，超過WL 4.00m河水

位之總時數約有50～100小時，可見當設置防洪

抽水站以後，起抽水位WL.2.60m時每年需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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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建議修正設計尺寸。

(三)  依據定量流(Steady Flow)模擬方式試驗

各組合抽水機進流水和抽水井之運轉

流況(Qmax=221CMS)。

(四)  依據變量流(Unsteady Flow)模擬方

式試驗不同進流條件下之抽水流況

(Qmax=184.1CMS)。

陸、玉成站水理模擬分析

中華顧問乃延請美國水利界著名顧問公司

Simons, Li & Associates, INC. （簡稱SLA公司）

協助，研究發展〝玉成抽水站前池及湧壓數理

模式〞，運用當時較進步之大型電腦運算，以

有限差分法分析流場，並利用暫態流理論配合

可動翼抽水機之特性曲線資料，模擬7台抽水機

分組及全部並聯運轉下之前池及調壓井流況，

將玉成站抽排水路之限制條件與可動翼抽水機

之抽水運轉，以及為滿足防洪排水之功能發揮

等項目需求，藉由分析成果數值和圖表等具體

之數據與證明。

柒、玉成擴建站水工模型試驗與
玉成抽水站之聯合水操作

一、緣起

如依十年颱風雨標準42.5mm/hr設計，玉

成抽水站系統集流時間約72.5分鐘，抽水站

設計容量為174.9CMS，而既有裝機總容量為

184.1CMS；若依颱風雨標準56.0mm/hr設計，

則設計流量達234.1CMS。因抽水站前池面積

約僅0.80公頃，當降雨量超過抽水站抽排設計

標準時，前池水位迅速升高而產生下水道幹線

迴水現象，造成系統部分人孔溢流及低窪地區

強大沖刷水流恐對基隆河對岸造成安全疑慮，

故需賴流況模擬分析，探討該沖刷力影響和提

出相應補救措施。基於此四項問題爭議，唯有

依靠數理模擬分析與進行水工模型試驗，取得

驗證方具有說服力。

伍、玉成站抽水機及水工模型試
驗

玉成站採用立軸軸流可動翼抽水機之設備

並通過國際標採購，由日本之電業社(Dengyosha 

Machine Works, LTD)得標製造及安裝，根據玉成

抽水站之設備規範規定，尚須附帶辦理抽水機

模型試驗(Pump Model Test)及抽水站水工模型試

驗(Hydraulic Structure Model Test)，茲將兩項試

驗說明如下：

一、抽水機模型試驗

(一)  抽水機之特性須符合抽水站工程之設

計功能需求及滿足運轉條件。

(二)  須驗證抽水機在運轉時無穴蝕之振動

及噪音危害。

(三)  依照比例尺1/7.15之抽水機模型試驗縮

尺（包括立軸軸流可動翼抽水機，抽

水井及出水槽）得以驗證原型設備之

抽水功能。

二、水工模型試驗

(一)  驗證玉成抽水站之進流水路及前池、

抽水井等設計尺寸足以適合可動翼抽

水機抽水。

(二)  如果前項驗證之進流水路、前池及抽

水井設計尺寸未符合需求時，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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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為應用水工模型試驗以水理觀點之

分析而達到下列目的：

(一)  確認既有4.1m×3.5m箱涵採逆坡流或

增設5.0m×3.2m箱涵後之輸排能力；

(二)  瞭解於規劃之抽水機組配置及起抽水

位等條件下，二抽水站前池與濕井之

水理現象是否合理；若有需要，則以

試驗結果修正之；

(三) 分析前池與濕井處之水理現象；

(四)  尋求二抽水站聯合運轉之抽水機組操

作順序。

之積水。為徹底解決玉成排水系統基隆路、永

吉路及松隆路等部分地區之積水問題，臺北市

政府水利工程處前身養護工程處於94年3月經

呈報市長核定後，計畫於抽水站右側南港成美

橋東側之原養工處六分隊隊址處，增設抽排總

容量50.0CMS之玉成擴建站(詳圖5)。中華顧問

經審慎評估後，對於玉成站與擴建站間以既

有4.1m×3.5m南港幹線箱涵採逆坡流或增設

5.0m×3.2m箱涵之輸水能力存有疑慮，特進行

本水工模型試驗以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也應用水工模型試驗確認於規劃之

抽水站配置及起抽水位等條件下，二抽水站前

池與濕井之水理現象是否合理，並根據試驗結

果修正之。最後，更應用水工模型試驗尋求二

抽水站聯合運轉之操作方式以達到抽水站及其

機組之預期排水功效。

圖5 玉成擴建站預定擴建站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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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二抽水站模型本體 圖8 玉成抽水站模型抽水馬達配置

圖9 玉成擴建站模型抽水馬達配置圖圖7 二抽水站聯通管道模型

三、水工模型試驗

(一)  本計畫之水工模型模擬範圍包含既有

與新設玉成抽水站抽水機組、前池與

聯通管道，模型長度比為1/20。試驗

模型建於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工程

學系水工試驗室，模型主體用地約長

24m，寬12m。水工模型包括上游入

流箱涵長約3.0m(實體長60.0m)，二抽

水站本體模型(圖6)及聯通管道模型(圖

7)。玉成抽水站模型上游設置一座入

流水池、引水道及整流槽，而擴建站

模型上游端設置兩座入流水箱及整流

槽。

(二)  玉成抽水站模型喇叭鐘口下游端，應

用七部渦流式同軸二極10匹馬力低揚

程抽水機抽取水量(圖8)，另於擴建站

以四部5匹馬力低揚程抽水機抽取水

量(圖9)，各抽水機排放端擴併蝶閥及

孔口流量計(Orifice)。當輸水能力確認

後，模型水量不再由地下水池供給而

採模型水量自體循環以進行前池與濕

井之水理試驗。為調整前池水位，玉

成抽水站前池上游端側壁則裝置水位

控制閥；此時，可依據水位及規劃抽

水量以觀測抽水機濕井之水理現象及

進行運轉操作順序試驗。

四、計畫成果

(一)  既有規劃案，於既有孔口下，既有

4.1m×3.5m逆坡箱涵之輸排量不足以

排放規劃之需求輸排量。



No.96│October, 2012 │95

2
專
題
報
導

圖10 玉成抽水站聯合操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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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玉 成 抽 水 前 池 右 側 擴 併 4 至 6 號

孔 口 後 ， 於 擴 建 站 前 池 水 位 為

EL=2.80m，同時以既有逆坡箱涵及

增設5.0m×3.5m箱涵排放，當玉成

抽水站前池水位EL=4.00m時，平衡

輸排量約為Q=36CMS，大於需求輸

排量(Qr=34.0CMS)；其餘裕約為需求

輸排量之6.7%。當玉成抽水站前池

水位EL= 3.80m時，平衡輸排量約為

Q=33.7CMS，略小於需求輸排量。但

於擴建站前池水位為EL.2.54m時，平

衡輸排量約等於需求輸排量。

(三)  為降低擴建站前池之亂流，於箱涵出

口處增建明渠截流段及溢流牆，並增

高部分南港幹線明渠截流段溢流牆。

(四)  需求輸排量不經由逆坡箱涵排放，而

僅以增設5.0m×3.5m箱涵排放；逆坡

箱涵不予封閉而以閘門控制作為備用

聯通管道。

(五)  有關新二抽水站之聯合運轉經與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討論後建議

如圖10。

捌、結語

玉 成 抽 水 站 為 東 南 亞 之 最 大 防 洪 抽 水

站，現有抽水量184CMS，約可滿足降雨強度

42.5mm/hr以下的市區降雨量，擴建站完工後增

加抽水量50CMS，使兩抽水站量體達234CMS。

擴建站完工至今已達3年，依水工模型修改後

之聯通箱涵尺寸及兩抽水站操作水位於颱風暴

雨期間確實達成預期之效果，惟因近年氣候變

遷，日後更須配合累積之操作水位經驗做部分

調整，以更為保障市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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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福林抽水站、前池、流速、水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顧問╱李明德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工程師╱郭峰志 2

福林站抽排水
設計與水理模
擬檢討



2

No.96│October, 2012 │99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抽水站設計相關水工配置進行檢討，並以臺北市福林抽水站擴建

新、舊站設計為例，考量其新、舊站進水流場之佈置特性，採用二維水理模式(SMS11.0)

分析流場進出水之水位及流速變化，據以檢視設計成果，供抽水站工程之水工設計參考

並確認抽排水功能。

1 2

壹、前言

福林抽水站包含新、舊站，位於雙溪右岸

(平面位置參見圖1)，係屬民國68年5月由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簡稱新工處）委託中

華顧問工程司辦理設計之工程。本站於民國71

年完工，後因納莉水災進行設備檢修，予以擴

建並配合總合治水政策提高站體抽水量，相關

時程及工程內容特性分述如後。  

貳、福林抽水站工程特性

福林抽水站位於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六段與福國路交叉路口東側之忠誠公園南邊，

抽水站計畫站房用地面積1,320m2（呈三角帶

狀，寬約35m，長約140m），基地地面高程

介於EL3.00m～EL4.00m間，根據現場洪水痕

跡調查，依民國68年以前之淹水痕跡曾高達EL 

5.90m。而福林抽水站之排水系統係採用臺北

市5年重現期暴雨作為下水道幹線排水量設計依

據，防洪抽水站則依5年重現期距颱風雨地面逕

流作為設計抽水量基準。福林抽水站之排水集

流總面積約為177 ha，流域涵蓋範圍西至磺溪、

南迄雙溪，東止於忠誠路、士東路及天母東

路，北達中山北路七段和天母七路交界處，地

勢由北向南略傾斜(參見圖2)。此抽水站基地東

側埋有蘭雅溪高部位排水（在福林站排水系統

之上游山區）之2-5m×3m雙孔壓力箱涵，係與

抽水站之排放箱涵平行並列排流入雙溪，基地

北側為公園。抽水站重力水路2-3.5m×3.0m雙

孔排水箱涵直接流向前池，經由福國路與中山

北路交叉圓環路口地下穿越福林橋之引橋，後

流往西南橫越雙溪街及堤防後才入雙溪。民國

68年抽水站排放出口之雙溪堤防設施僅採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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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福林抽水站平面位置圖 

圖2 福林抽水站集水範圍圖

圖3 先期規劃方案抽水站平縱面圖

現期距20年之防洪保護標準，後續因提高防洪

標準故予以擴建及改善機組期達其應有容量。

參、先期規劃說明

福林抽水站及蘭雅溪壓力箱涵之排水範圍

共計547.46ha，其中福林抽水站之低部位排水

系統集流面積為177ha，蘭雅溪高部位壓力箱

涵之排水集流面積為370.46ha。抽水站先期規

劃時（68年2月）蘭雅溪壓力箱涵已設計完成

並付諸施工階段，抽水站址基地曾分別考慮選

在雙溪堤段及中山北路圓環附近之公園預定地

佈設，但因重力水路出口之雙溪堤防段基地過

小，其前池不足，且須修改堤線配合，故最後

選擇公園預定地變更為抽水站用地而辦理定案

規劃。

一、先期規劃佈置方案

(一) 平行福林引橋之站房方案

此抽水站佈置方案係將抽水站之重

力水路2-3.5m×3.0m雙孔箱涵順沿福林橋

引橋方向佈設，並將抽水站房併設在其東

福林抽水站 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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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洪峰到達時間                 3.83hr

(四) 蘭雅溪壓力箱涵尺寸及出口高程、坡度

壓力箱涵尺寸                  2-5m×3m

壓力箱涵出口高程              IE 1.50m

壓力箱涵溝底坡度               S=1/700

(五)  福林引橋上游段之重力排水箱涵尺寸

及溝底高

重力排水箱涵尺寸      2 - 3.5m×3.0m

引橋上游箱涵底高               IE 0.31m

(六) 抽水機組佈置方式

分 別 依 照 三 種 不 同 單 機 容 量

4@5.25CMS，5@4.2CMS，6@3.5CMS之組

合方式配置4台、5台、6台機組，總抽水

量為21CMS，另各加設1台抽水機組作為備

用。經抽水機組造價及站房空間需求之綜

合評估，建議採用4台各5.25CMS抽水量之

組合方式，並加1台備用機組作為定案計

畫，有關抽水機佈置參見圖4~圖7之抽水站

相關設置示意圖。

(七) 抽水機械設備研選

依照抽水量21CMS佈置方案所設置4

台各5.25CMS抽水量之流況，以WL 2.50m

內水位及雙溪外水位之不同頻率洪水位WL 

4.90m、6.50m、8.25m，經核算抽水機之總

揚程(TDH)分別為4.85m、6.45m、8.2m，規

劃時採用TDH=6.45m作為定案依據。

(八) 抽水站工程配置項目

根據規劃方案，在站房設置4台立軸防

洪抽水機組，由柴油引擎及角齒輪減速機

側，使抽水站壓力排放箱涵與蘭雅溪壓力

箱涵平行並列排入雙溪。

(二) 平行中山北路六段2巷之站房方案

此抽水站佈置方案係將抽水站之重

力水路2-3.5m×3.0m雙孔箱涵順沿蘭雅

溪壓力箱涵埋設方向佈設，經抽水站房

後再導向西南銜接福林橋引橋下之既有

2-3.5m×3.0m雙孔排水箱涵，抽水站房可

平行併同蘭雅溪壓力箱涵佈設，使抽水站

排放箱涵順流蘭雅溪壓力箱涵方向排流入

雙溪。

(三) 順沿重力水路出口之站房方案

此抽水站佈置方案係將抽水站房佈

設於排水系統之重力水路末端出口處，利

用堤後用地佈設站房及前池，直接將抽水

機之出水管路就近穿越雙溪堤防排放，該

方案佈置欠缺重力閘門水道及抽水站進水

路，故須變更堤線，將站房設於堤防用地

範圍，堤後道路之北側徵購地區改作前池

及重力水路以獲得較良好流況。

二、先期規劃方案內容(參見圖3)

(一) 福林抽水站計畫抽水量      Qp=21CMS

(二) 抽水站起抽水位              PWL 2.50m

(三)  抽水站排放出口之雙溪洪水位及計畫

堤頂高、河床高、洪峰到達時間。

重現期5年雙溪洪水位             5.25m

重現期10年雙溪洪水位           6.15m

重現期20年雙溪洪水位           6.92m

計劃堤頂高程                       7.00m

雙溪河床高程                    IE 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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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調 壓 井 壓 力 排 放 水 路 之 計 畫 流 量  

Qp=30.6CMS

11. 雙溪排放口之堤頂高程         EL 7.00m

12.  雙溪之計畫洪水位              WL 6.92m 

     (20年頻率洪水位)

(二) 抽水站工程佈置

1.  抽水站工程配置平面及縱剖面圖 (參見圖

4~圖6)

2. 工程佈置說明

(1) 抽水站房配置 (參見圖7)

站房內佈置4台各5.25CMS抽水機組

機房及管理房，機房寬20m，長15m，高

16.2m，於標高8.50m處架設吊車，地下抽

水井底標高 -1.00m。預留擴建之機房設於

調壓井南側空地，預備裝置各5.25CMS抽

水機3台，採階梯形之抽水井分佈，該機

房寬15m，長15m。

(2) 抽水站進流水路、前池及重力排水路

由 忠 誠 路 銜 接 點 所 佈 置 之

2-3.5m×3.0m雙孔箱涵長度115.6m，之後

流入前池，池寬27m～32m，縱長21m，池

深4.6m。並在前池西岸匯合2-3.5m×3.0m

重力排水箱涵再導流入福林橋引橋下之既

有排水路，然後才流到雙溪。

(3) 抽水機出水管路及調壓井排放水路

抽水機自抽水井抽水後經 φ1,500mm

出水鋼管，以並聯方式匯入調壓井，該井

驅動，並在前池佈設攔污柵、壓力放流水

路及重力排水箱涵之進出口分別設立制水

閘門之工程配置，其包含土建部分、機電

設備及其他間接費用等。

肆、抽水站細部規劃與設計

一、工程細部規劃

(一) 抽水站水理條件

1. 抽水系統之集水面積               A=177ha 

2. 抽水站之計畫抽水量及降雨強度

5年重現期颱風雨降雨強度   

站址排水系統之集流時間    tc=26 min

集水區之逕流係數                 C=0.95

計畫抽水量                  Qp=30.6 CMS

3.   抽 水 站 重 力 排 水 路 之 計 畫 排 流 量  

QR=42.5CMS

4.  抽水站之規劃裝置容量4@5.25CMS=21CMS

5. 抽水站設計起抽水位           PWL 2.90m

6.  抽水站設計排放水位           EWL 5.70m  

   

(雙溪5～10年頻率洪水位)

7.  抽水機操作參考點排放水位  HWL 6.92m  

(雙溪20年頻率洪水位)

8. 前池之設計高水位              PWL 3.40m

9.  預留抽水站擴建之裝置容量  3@5.25CMS 

=15.75CMS  (其中1台機組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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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運轉。

(7) 抽水機之出水管閥室

福林抽水站新建站之抽水機組，其

φ1,500mm STP出水管須穿越機房南牆及

調壓井北牆，可利用此管段之長4m、寬

20m空間設置露天閥室，以提供平衡錘體

式之逆止閥及其前後伸縮接頭安裝，亦可

便於管理人員進出操作及日常維護保養。

(8) 重力排水路出口

利用養工處雙溪堤防段福林橋西側，

已施工之1號及2號閘門作為重力水路排水

出口，以供平時或颱風暴雨過後，當不需

要抽水時之導水路，將其匯入雙溪再排到

基隆河。

(9) 壓力水路末段雙溪堤防及閘門流末工

配 合 雙 溪 河 川 整 治 之 堤 頂 高 程 E L 

7.00m(計畫洪水位6.00m)及土堤斷面，及

蘭雅溪已埋設壓力排水箱涵之西側佈設調

壓井出口4m×3m壓力排放箱涵水路，再

銜接到堤防段4m×3m制水閘門與出口明

溝流末工，將抽水站31CMS計畫流量排入

雙溪。

二、工程細部設計

民國69年6月向養工處簡報細部規劃定案

後，即進行福林抽水站之細部設計工作，此階

段將規劃佈置作必要之修正及補強，其中包

括：(一)研究抽水機調整總揚程與增加抽水量之

可行性；(二)探討抽水機出水管之出口高度與虹

吸操作利用性；(三)撈污機械設備型式研選及採

購方式釐定；(四)抽水機組發包原則擬定；(五)

抽水機出水口之方向及其水頭損失探討，將此

寬19.5m，長9.5m，深7.6m，並於井之西

南角處開孔銜接206m長之4m×3m壓力排

放箱涵，該排放水路之位置係沿抽水站房

之南方長條形用地以及福林橋東側之空地

予以佈設。

(4)  進水攔污柵、制水閘台及擴建站引水路

抽水機房之進水路前端佈置細目攔

污柵及制水閘台，配備行走式電動耙污機

及升降桿閘門。抽水機機房之東側與已埋

設蘭雅溪壓力箱涵間之38m長條狀空地，

擬預留作為未來擴建站之引水箱涵埋設使

用。

(5) 抽水機械設備配置

防洪抽水機組選用傳統式立軸軸流

抽水機、採一床式機座，由機房一樓EL 

6.00m地板安裝柴油引擎和角齒輪減速

機，地下室φ1,500mm STP抽水機出水管

段安裝伸縮接頭、氣閥、逆止閥及末端制

水閘門以供控制抽水。引擎選擇氣冷方

式散熱，主油槽設計可供48hr柴油燃料容

量，以防颱風天之抽水不受斷油影響。

(6) 抽水站管理房

福林抽水站之新建站管理房設於機

房之西側，座落於2-3.5m×3.0m重力排

水箱涵之上，利用前池右岸至抽水機房

南側牆間之長條空間佈設，為2層樓構

造，長21.5m，寬7.5m，管理房內附設發

電機及配電、控制設備，提供抽水站操

作管理人員辦公及住宿休憩空間。至於

擴建站之管理房長15m、寬7.5m，為利用

2-3.5m×3.0m排水箱涵延伸部位興建，使

新建站和擴建站之管理房可緊靠於抽水機

房，能利用2樓之監控室就近監視抽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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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設計要求予以深入分析及說明，同意後

再納入設計圖說。茲將抽水站之細設主要內容

介紹如下：

(一)  抽水站工程總平面、現況及相關縱剖

圖 (參見圖4及圖5)

(二) 抽水站工程平面及縱剖面圖 (參見圖6)

(三) 抽水站房平面及橫縱剖面 (參見圖7)

(四)   抽水機設計容量Qp=5.25CMS，設計揚

程(TDH)5.15m，設計轉速(Np)≦320  

rpm，角齒輪減速比TR=4.69。柴油引

擎制動馬力(BHP)610 HP，其設計轉速

(NE)1,500 rpm。抽水機出水管及逆止

閥尺寸φ1,500mm，其出水口之中心

標高EL 3.95m。

(五) 發包工程項目及施工期

1. 發包工程項目

(1) 排放水路出口閘門及流末工

(2) 抽水站土建工程（含重力水路）

(3) 擴建站引水箱涵工程

(4) 抽水站主抽水機電設備

(5)  撈污設備附屬工程（含文昌及芝山站）

圖4 抽水站平面、現況及地質探勘示意圖

圖5 抽水站排水路平面及縱剖面圖

圖6 抽水站工程平面及縱剖面圖

圖7 抽水站房平面及橫剖面圖 圖8 福林抽水站舊站完成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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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期

抽水站全部工程自民國69年10月開

工，至71年5月完工驗收，施工時間共20個

月；福林舊站完成後原貌如圖8所示。

伍、抽水站設施變動

福林抽水站於民國71年5月完工以後，迄今

已逾30年（超過臺北市舊有抽水站設施與設備

之更新壽齡），在此期間曾先後辦理過下列設

施及設備更動，茲說明如后：

一、擴建站興建 (參見圖9)

民國91年3月辦理增加2@5CMS=10CMS抽

水容量之擴建站設計，於91年12月完工，在擴

建站房已配合預留1台備用抽水機組之安裝空

間，及將調壓井之井頂抬高至EL 9.80m，並廢

除湧壓溢流道設施。

二、納莉水災後撈污設備更新

民國90年9月台北地區遭遇異常納莉颱風，

福林抽水站集水區亦受淹水災害影響，舊站之

行走式撈污機老舊故障及損壞，災後辦理更

新，安裝4組旋轉式自動撈污機設備取代舊機，

但因民國88年5月養工處於抽水站前池西邊自辦

加建新增重力閘門一座，導致舊站第1台抽水機

進流水路無法安裝自動攔污柵，僅得在舊站第

2、第3、第4台抽水機及擴建站引水箱涵等4處

進流水路安裝自動撈污設備，並用輸送帶漂物

垃圾往東側空地堆放，該更新設備於民國95年6

月完工；目前福林站撈污設備如圖10所示。

三、納莉水災後舊站抽水機械設備檢修

舊站撈污設備更新施工期間同時辦理抽水

圖9 抽水站擴建平面圖

圖10 抽水站撈污設備原貌

機組檢修，曾將站內防洪抽水機拆卸檢視，柴

油引擎及角齒輪減速機附帶保養，發覺抽水機

組設備尚完好而未作更新，此檢修工作於民國

94年4月完成；福林新、舊站內抽水機組原貌如

圖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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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前池閘門位置移動改善圖

圖11 福林抽水站新、舊站內抽水機組現況圖

圖13 福林抽水站重力閘門改建前後

舊站 新站

舊站 新站

(前池)

(福林抽水站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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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抽水站設計檢討

一、排水面積、計畫排水量、抽排水位變動

福林抽水站抽排水系統自民國59年12月規

劃以後，於78年、82年、93年先後經過檢討及

再調整排水範圍，又因福林抽水站之上游坡地

集水區已在規劃階段劃為高部位壓力水路排水

範圍，故在民國71年抽水站舊站設立同時亦已

完成該蘭雅溪高部位壓力排水箱涵水路埋設，

茲將兩排水系統之排水面積、計畫排水量及抽

排水位之歷來規劃變動概況列示如表1所示。

二、抽水站水理模擬檢討

圖14 福林抽水站前池加蓋現況圖

四、前池重力閘門增建

民國88年2月養工處水利科配合下工科

之水路檢討，為改善中一街附近低地免受積

水影響，曾在福林抽水站之前池重力排水箱

涵出口附近，於88年5月施工完成增設一座

2-3.1m×3.0m雙扉重力閘門，將前池上游進流

之地面逕流截導，由舊站之防洪抽水機加強抽

汲，以避免重力水路下游之中一街一帶因受迴

水影響而造成局部市區低地發生積水現象，但

因閘門設置地點太靠近舊站第1台抽水機之進流

水路，致該抽水機必須靠第2～第4台抽水機之

水路分流才能抽到水量，抽水效較差。

五、配合總合治水政策提高抽水能量

民國98年4月水利工程處（前身即為養工

處）基於臺北市防洪抽水站須配合總合治水規

劃以提高排水標準，計畫將福林抽水站之舊站

4台各5.25CMS容量抽水機組更新，增大為4台

各6.5CMS容量抽水機組，並將擴建站已預留

機組空間加裝1台6.5CMS抽水機組，又為改善

前池及抽水機進流水路流況，乃拆除前池舊有

2-3.1m×3.0m重力閘門，將其遷建改設於重力

排水箱涵出口處 (參見圖12、圖13)，且舊站之

第1台抽水機進流水路另加設自動撈污機。依據

福林站更新及擴大後之總抽水量為42.5CMS，已

滿足臺北市重現期5年一次暴雨強度之抽水量需

求，較原始規劃之5年一次颱風雨降雨強度抽水

量30.6CMS多出11.9CMS，可兼顧在雙溪感潮期

間如遭遇暴雨之降雨強度I=114.5 mm/hr地面逕

流侵襲時，能提供集水區及時抽排水。

六、抽水站站房擴大

經民國91年擴建站興建後，抽水站房增加1

座，其規模為長20.9m，寬21m，高15.1m，地上

2層，地下2層，站房面積約439m2，站內機房約

占195m2，其餘為管理房空間。而福林舊站之機

房面積為300m2，管理房面積為128m2，合計舊

站與擴建站之站房總面積為867m2(約263坪)。

七、抽水站前池加蓋

近年來抽水站附近居民對於空氣品質控制

越趨要求，故於本站民國100年機組更新後，更

於其後設計抽水站前池加蓋工程，減少本站鄰

近空氣品質不佳之因素，於民國101年完成施

工，現況如圖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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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福林抽水站歷年規劃變動概況表

項目
福林抽水站排水系統 蘭雅溪壓力箱涵

水路系統1989年 1993年 2004年 2010年

排水規設標準(頻率年) 5 5 5 5 5

規劃排水面積(ha) 172.4 172.4 183.34 183.34 364.12

集流時間(min) 26 26 28.3 28.3 57

暴雨排水量(CMS) 42.5 42.5 44.71 44.71 61

颱風雨排水量(CMS) 30.6 30.6 30.74 30.74 59.3

抽(排)容量(CMS) 21 31 31 42.5 65

設計抽(排)水位
(內)2.90 (內)2.90 (內)2.80

2.80/2.50 4.90
(外)5.70 (外)5.70 (外)5.70

雙溪

洪水位

T=5yr 5.25 5.25 5.25 5.25 5.25

T=10yr 6.15 6.15 6.15 6.15 6.15

T=20yr 6.92 6.92 6.92 6.92 6.92

T=50yr 8.21 8.21 8.21 8.21 8.21

T=100yr 8.71 8.71 8.71 8.71 8.71

註：1.  福林抽水站之排水面積調整係分兩處，主要由抽水站前池之重力箱涵流出口於民國88年加設雙孔閘門，

將重力水路下游段(前池以下)約有13.81ha之中一街附近低窪地區，改劃歸為芝山抽水站系統予以抽排，

而福林站之排水路上游約有24.75ha排水區自蘭雅溪流域移入抽水站集水範圍。

2.  抽水站起始防洪抽水站係採颱風雨5年重現期排水標準規劃，後來於2009年基於臺北市總合治水之推

動，乃將排水保護標準提高，改以5年重現期暴雨逕流作為設計依據。

(一) 抽水站擴建前後之水路流況比較如表2

所示。

表2  福林抽水站擴建前後流況比較表

項目
擴建前舊站 擴建後新舊站

4@5.25CMS =21CMS
(PWL 2.90m)

5@6.5CMS +2@5CMS =42.5CMS 
(PWL2.80m/2.50m)

A. 進水路流速(m/s)

(1) 重力箱涵(2-3.5mx3.0m)

(2) 前池(W=25m)

(3) 抽水渠道(W=4.5m)

(4) 抽水井(W=4.5m)

(1) 2.44
(2) 0.34
(3) 0.47
(4) 0.30

(1) 2.44
(2) 0.77
(3) 1.67
(4) 0.32/0.25

B. 出水路流速(m/s)

(1) 抽水機出水管(φ1.5m)

(2) 調壓井(W=19.5m,WL6.60m)

(3) 壓力排放箱涵(4mx3m)

(1) 2.97
(2) 0.36
(3) 1.75

(1) 3.68/2.83
(2) 0.73
(3) 3.54

(二) 擴建前後站址抽機設計抽水量、揚程

及抽水位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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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福林抽水站擴建前後水理參數比較表

項目

舊站 新站

更新前
(5.25CMS)

更新後
(6.50CMS)

更新前
(5.0CMS)

更新後
(6.5CMS)

(1)抽水機額定抽水量(CMS) 5.25 6.50 5.00 6.50

(2)抽水機額定揚程(m) 5.10 6.80 5.80 6.80

(3)設計起抽水位(m) 2.90 2.80 2.50 2.50

(4)設計外水位(雙溪)(m) 5.70 6.22 5.70 6.22

(5)設計最高外水位(雙溪)(m) 6.92 8.78 7.09 8.78

(6)停俥水位(m) 2.50 2.50 1.50 1.80

(三) 擴建前後抽水流場模擬比較

1.流場分佈圖比較 (詳圖15)

項目 擴建前新舊站 擴建後新舊站

1.流場水位分佈圖

2.流場流速分佈圖

圖15 福林抽水站擴建前後水位及流速流場分佈圖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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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前池閘門移位改善前 前池閘門移位改善後

3.舊站水路流速分佈圖

4.新站水路流速分佈圖

2.流場之水位與流速模擬數據比較

(1)前池閘門移位改善前模擬比較 (詳表4)

 位置

物理量
抽水井 抽水井入口 前池 進水路

水位m(EL)
舊站 2.43～2.82 2.46～2.86 2.65～2.94 2.95～3.06

新站 2.36～2.43 2.38～2.42 2.38～2.43 2.26～2.47

流速(m/sec)
舊站 0.38～0.42 0.22～0.88 0.10～1.96 2.21～3.05

新站 0.22～0.36 0.24～0.37 0.28～0.73 1.98～2.31

(2)前池閘門移位改善後模擬比較 (詳表5)

 位置

物理量
抽水井 抽水井入口 前池 進水路

水位m(EL)
舊站 2.73～2.83 2.75～2.87 2.69～2.91 2.98～3.02

新站 2.37～2.44 2.38～2.43 2.40～2.44 2.29～2.39

流速(m/sec)
舊站 0.37～0.39 0.61～0.71 0.05～1.96 2.30～3.00

新站 0.24～0.37 0.25～0.37 0.26～0.85 1.98～2.29

圖15 福林抽水站擴建前後水位及流速流場分佈圖 (續)

表4  福林抽水站前池閘門改善前二維模擬成果比較表

表5  福林抽水站前池閘門改善後二維模擬成果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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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福林抽水站自建站迄今已達30年以上，其

工程設施歷經擴建、改善及設備檢修與更新，

由當初裝機容量21CMS增大為現今42.5CMS，顯

現排水工程建設隨當地市區環境之演變而逐漸

改進，亦符合經濟投資效益之策劃，當初建站

除因福林抽水站排水系統下游市區淹水在颱洪

期間曾高達3m以上，為解決排水問題所需外，

同時也配合雙溪堤防加高(採用20年頻率洪水

保護標準)整治工程之進行，嗣後市政府預算充

足，故續整理擴建，又因抽水站機械設備屆齡

老舊而須進行檢修與更新，但近年來氣候變遷

較烈，乃有總合治水之套配措施，用以提高防

洪排水能力，始有當今裝設7台抽水機達到容量

42.5CMS之規模，而原站基地之空間及站房構造

尚能允許設備調動安裝，可見原始規劃佈置之

具有彈性，值得借鏡。

參考文獻

1. 臺北市政府水利工程處，福林抽水站機組

更新工程規劃設計成果報告，民國98年5

月。

(四)洪水防制檢討

1.  抽水站機房一樓地板標高，舊站為EL 

6.00m，新站為EL 5.76m，均高於當地

芝山站MRT之200年頻率洪水位HWL 

5.62m，應可防制氾淹；並為防止雙溪河

川倒灌擬設置蝶閥及出口舌閥，並於重

力排水路末端設置兩道制水閘門。

2.  若抽水站前池之抽水操作採用允許高

水位(HWL)抽水時，抽水站排水系統

由起抽水位(舊站)PWL 2.80m至HWL 

3 . 4 0 m 間 之 可 供 調 蓄 洪 水 容 積 約 有

Vs=4,256m3，可壓減到站之地面逕流量

約達Qs=8.8CMS，易言之，福林站現有

新舊站總裝機容量ΣQp=42.5CMS加上調

節流量Qs=8.8CMS，共能承擔防洪排水

量為51.3CMS>44.71CMS(集水區5年頻率

暴雨逕流量)，足符總合治水之短期目標

降雨強度I1=78.8mm/hr需求，同時亦滿足

長期目標降雨強度I2=88.8mm/hr之容受度

需求。

(五) 新站引水箱涵水路之水理比較 (詳表6)

新舊站

控制水位

流量檢

視條件

計算箱涵水路

流量(CMS)

設計抽水流

量(CMS)
水理說明

(1) 舊站水位

2.8m、

新站水位

2.5m

無攔

污柵

平均斷面 34.71
16.5

兩者均大於設計抽水流量16.5CMS，顯示

箱涵可符合設計流量最小斷面 30.32

有攔

污柵

平均斷面 26.64
16.5

兩者均大於設計抽水流量16.5CMS，顯示

箱涵可符合設計流量最小斷面 23.04

(2) 舊站水位

2.8m、

新站水位

2.3m

無攔

污柵

平均斷面 42.36
16.5

兩者均大於設計抽水流量16.5CMS，顯示

箱涵可符合設計流量最小斷面 34.38

有攔

污柵

平均斷面 32.00
16.5

兩者均大於設計抽水流量16.5CMS，顯示

箱涵可符合設計流量最小斷面 29.74

表6  福林新舊站引水箱涵水路水理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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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4

近年國內環保意識抬頭，民眾對居家安寧之需求日增，以致噪音陳情案件逐年攀升，部
分來自施工機具所產生之低頻噪音影響，因此環保署於2008年將20-200Hz(以下簡稱低頻)與
20-20kHz（以下簡稱全頻）一併納入噪音管制標準，在此前提下，相關工程開發案及環評計畫
依法均須進行低頻影響評估及防音工程規劃設計。

本研究完成施工機具機種總數共100台施工機具聲功率量測，量測結果顯示各受測機具靜
態與動態之全頻(20～20KHz)A加權聲功率介於94.6 ~132.1dB(A)，A加權低頻(20～200Hz)聲功
率介於83.8~113.dB(A)；因量測環境多數為工地或工廠，環境係數k2A之修正係利用標準音源
進行現場量測及校正，修正值全頻介於-6.3~0.6dB(A)。

施工機具低頻噪音影響及減音對策評估以環保署認可之戶外噪音預測軟體CadnaA（計算
規範ISO 9613-2），與室內噪音預測軟體 Bastian（計算規範 ISO 15712），計算在有、無減
音對策時低頻進入室內之噪音量變化。

最後執行低頻噪音改善對策實例量測，現場量測項目包括組合屋與施工圍籬之穿透損
失，量測結果顯示組合屋低頻穿透損失約30dB(A)，全頻穿透損失約38dB(A)；圍籬低頻穿透損
失約5dB(A)，全頻穿透損失約11dB(A)。

壹、前言

近年國內環保意識抬頭，民眾對居家安寧

之需求日增，以致噪音陳情案件逐年攀升，目

前每年陳情案件逾6萬件，其中部分來自營建

工地所產生之低頻噪音影響，環保署為解決低

頻噪音擾人問題，參考德國、丹麥、日本等國

之低頻噪音管制建議（參考）值及專案研究成

果，已於2008年起對於營建工程低頻噪音實施

管制。由於國內目前欠缺完善施工機具低頻噪

音資料庫，低頻噪音評估模式以及改善對策，

在此前提下，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防音工

程設計之需求，因此本研究參考國際標準規

範，進行現地量測蒐集本土施工機具低頻噪音

數據，並建置相關的量測方法、影響預測模式

及減音對策評估。

本研究內容包括施工機具低頻噪音量測

方法之建立、施工機具低頻噪音現場量測與分

析、施工機具低頻噪音源之鑑定、低頻噪音影

響評估方法之建立、低頻噪音改善對策之擬

定。

本研究施工機具聲功率的量測方法係參

照國際標準規範ISO 3746、ISO 6393與ISO 

6395，據以進行施工機具聲功率量測程序與資

料處理模式。依上述規範及量測方法完成100台

施工機具低頻和聲功率數據資料庫。因施工機

具量測環境多數為工地或工廠，環境係數k2A之

修正係利用標準音源進行現場量測及校正。

施工機具低頻噪音影響及減音對策評估係

結合環保署認可之戶外噪音預測軟體CadnaA

（計算規範ISO 9613-2），與室內噪音預測軟體 

Bastian（計算規範 ISO 15712），並以現場量

測之各施工機具低頻功率作為模式輸入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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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計算在有、無減音對策時低頻進入室內之

噪音量變化。

貳、施工機具噪音量測分析

一、量測方法

為使本研究施工機具噪音量能在任何環境

下運用，採用聲功率自由音場法，是利用自由

音場中包圍受測施工機具外圍麥克風量所測得

之表面聲壓值（Surface sound pressure level），

經由換算公式，最後得到聲功率值。參照之規

範包括ISO 6393、ISO 6395及ISO 3746等標

準，適用對象分為土方移除機具(推土機、開挖

機、裝料機)及一般施工機具(土方移除機具除

外)兩大類，各類施工機具基本尺寸計算方式、

表1   施工機具聲功率量測麥克風位置

項目 土方移除機具 一般施工機具

基本尺寸

()

測定半徑

(r)

機具基本尺寸(

<1.5 公尺

1.5公尺≦ <4

≧4公尺

 ) 

尺 4

公尺 10

16

公尺

0公尺

6公尺

半徑( r ) 量測面為一半球體，其半徑為受測機具基準體

(Reference box)特性尺寸 (Characteristic source 

dimension)之2倍以上，但至少須大於1公尺，亦

即r≧2 。

麥克風

位置

 

麥克風位置 

麥克風數量及座標如表1所示。

(一) 土 方移除機具

1.   ISO 6393:1998〝Acoustics-Measurement 

of exterior noise emitted by earth-moving 

machinery -Stationary test conditions〞

2.   ISO 6395:1988〝Acoustics-Measurement 

of exterior noise emitted by earth-moving 

machinery -Dynamic test conditions〞

(二) 一般施工機具(土方移除機具除外)

1.   ISO 3746:1995〝Acoustics-Determination 

of sound power levels of noise sources 

using sound pressure-Survey method using 

an enveloping measurement surface over a 

reflecting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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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架設完畢，量測背景噪音1分鐘，使用

氣象儀監測現場風速、溫度、溼度和大氣

壓力。

1. 量測土方移除機具

進行穩態(Stationary conditions)及動態

狀態(Dynamic conditions)量測。穩態量測：

受測機具由低怠轉狀態(Low idle condition)

漸加速至最大轉速穩定運轉後，每次量測

A加權均能聲壓位準30秒，共量測3次，以

獲取3組聲壓位準資料，再進行聲功率位

準計算。動態量測為受測機具由低怠轉狀

態漸加速至最大轉速穩定運轉後，各型受

測機具，分為行走動態及定置動態，以ISO 

6395 Annex A ～ Annex D所規定動作(參見

表2)，量測一個工作循環期間之聲壓位準

為一組資料，共量測3組，以獲取3組聲壓

位準資料，再進行聲功率位準計算。進行

機具量測在動態測試時，機具依照規範所

示運轉操作，在一個操作週期來回進行三

次；而在靜態測試時，機具依照規範所示

運轉操作，測試時間為1-2分鐘。測試結束

時須再校正麥克風，確認誤差值小於0.3dB

並做記錄。

2. 一般施工機具

於受測機具參考日本建設省第1536號

公告〝低噪音型、低振動型建設機械指定

規定〞(1997)相關規定(參見表3)，於運轉

狀態量測A加權均能聲壓位準，量測時間

30秒，共量測3次，以獲取3組聲壓位準資

料，再進行聲功率位準計算。

(五) A加權聲功率位準計算

量測A加權均能聲壓位準換算成A加權

二、量測內容

(一) 受測機具種類及數量

本研究以國內營建工地常見之施工機

具為主，受測機具包括挖土機、裝載機、

混凝土泵浦車、起重機、壓路機、推土

機、刨路機、空壓機、發電機、打樁機、

平路機、全套管開挖機組、抽水馬達、破

碎機、傾卸卡車、鑽堡、舖裝機等17類，

計100台。

(二) 量測場地環境條件

為符合背景音量低於受測機具噪音

10dB(A)以下，風速小於 5公尺/秒之要求，

大多數量測作業於機具代理商及出租商之

廠內空地(混凝土或瀝青地面)進行，同時為

避免麥克風或聲源受附近廠房反射音之影

響，造成量測上之誤差，各量測場地均依

規定進行K2A環境修正值量測。

(三) 儀器設備及設定

使用之儀器設備包括01dB-Harmonine

頻譜分析儀、RION-NC73聲音校正器、

01dBMEC212麥克風、氣象儀(含風向風

速、溫濕度)及其他輔助設施(手提電腦、

01dB dBtrig軟體及固定架等) 。

　　麥克風動特性使用快(FAST)特性，

頻率範圍包含1/3八度音頻中心頻率20Hz-

20KHz。

(四) 量測步驟

丈量受測機具長、寬、高，並計算其

基礎長度l以及量測半球半徑r，據此架設量

測表面各個麥克風並做第一次校正。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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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功率位準公式如式(1)和式(2)，其中S為

量測之表面積，以m2為單位，S0 = 1 m2。 

為操作中受測聲源在量測表面平均聲壓位

準，以dB(A)表示。 為量測表面上平均背景

噪音的聲壓位準，以dB(A)表示。 為背景噪

音修正值，其修正方程如式(4)所示。

………………(1)

表2  土方移除機具噪音動態測試運轉狀態(1/2)

機具名稱 運轉狀態

開挖機

1. 定置動態量測

受測機具連接標準之吊桿(boom)、臂(arm)及抓斗(bucket)等。引擎及油壓系統須先行暖機，維

持正常運轉狀態，引擎控制桿調至最大轉速位置（高速怠轉）。

機具中心放置於圖1位置，前頭向B方向配置。運轉動作應模擬溝渠挖掘，並於鄰近側進行棄

土作業。

最初先操作吊桿及臂，令抓斗放在最大挖掘半徑75%距地面0.5公尺高處，同時抓斗之切刃背

面與地面呈60°。於作業循環開始時（即為測定時間起點），舉起吊桿並收縮臂以使抓斗移

動至操作範圍50%，並保持距地面0.5公尺之高度，然再次上舉吊桿及收縮臂，使抓斗越過溝

渠邊緣(抓斗最大伸展高度之30%)，並將吊桿向左方向旋轉90°。抓斗達到最大伸展高度之

60%時(停止吊桿之上昇)，將臂伸展至75%並使抓斗之切刃呈垂直時傾卸。然後向右回轉，下

降吊桿，捲起抓斗，回至原先之位置，依上述作業連續反覆操作三次為一個工作循環。

測定終止時間與一個工作循環停止同時，均能聲壓位準之測定時間 為測定之開始迄終了為

止。

推土機

1. 行走動態量測

引擎與液壓系統維持正常運轉狀態，受測須先行暖機。

排土板為標準裝置，距地面高0.3公尺±0.05公尺，呈行進姿勢，引擎控制桿調至最大轉速位

置（高速怠轉），於圖1所示AB間定速前進，同時不操作排土板。膠輪式於堅硬反射面行走，

前進速度儘量接近且不超過每小時8公里，履帶式及鋼輪式於砂土上行走，前進速度儘量 假定

於最低檔時前進速度仍較規定速度為快時，原則上採高速怠轉行進。

液壓驅動(hydraulic drive)式機具移動速度原則上介於3.5～4公里/小時。

2. 行走動態量測之均能聲壓位準（  ）計算

   分別測定前進與後退兩種移動方向各自之量測時間及噪音值。

 

式中， ：通過測定區域之前進時間

          ：通過測定區域之後退時間

及 分別為 與  點時間之均能聲壓位準

 …………………(2)

 ……………(3)

 …………………………(4)

若 ， 不 做 修 正 ， 若

，則依據式(3)進行修正，最

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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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受測機具量測位置圖

大修正值以1.3dB為上限，若  ，一樣

依據式(3)進行修正但準確度會降低。 為測試環

境的修正值，如量測環境為自由聲場，則無需

修正。

表2  土方移除機具噪音動態測試運轉狀態(2/2)

機具名稱 運轉狀態

裝料機

1. 行走動態量測

機具連接標準抓斗，引擎與液壓系統先行暖機，維持正常運轉須機具以空的抓斗行進，

抓斗底距地面0.3公尺±0.05公尺。引擎控制桿調至最大轉速位置（高速怠轉），於圖1之

AB間定速前進與後退。履帶式前進速度儘量接近且不超過4公里/小時，膠輪式前進速度

儘量接近且不超過8公里/小時；後退行走與速度無關，可使用適宜之變速檔。

機具移動時不操作抓斗，並以無暫停 (Non-stop)方式於圖1之半球體AB間前進與後退。假

定最低速檔之移動速度仍比規定較快時，原則上採高速怠轉行進。

靜水壓驅動(Hydrostatic drive)式機具移動速度原則上介於3.5～4公里/小時。

2. 行走動態量測之均能聲壓位準（ ）計算

與〝推土機〞相同。

3. 定置動態量測

定置動態係以機具中心為測定半徑之中心，進行下述之步驟：

引擎之控制桿調至最大轉速位置，使機具呈高速怠轉。抓斗上舉至最高舉程之75%處，

再回復至原始位置，如此反覆操作三次為一個工作循環。

測定時間Ｔ為移動姿勢第一次上舉抓斗動作開始，到第三次抓斗回復至原始位置為止之

時間。

4. 行走動態與定置動態量測之合成均能聲壓位準（ ）計算

 

式中， ：行走狀態之均能聲壓位準

         ：定置動態狀態之均能聲壓位準

開挖裝料機

1. 開挖狀態

同〝開挖機〞，僅旋轉角度由90°改為45°。

2. 裝料狀態

同〝裝料機〞。

3.開挖及裝料工作循環之合成均能聲壓位準（ ）計算

  

式中， ：開挖狀態之均能聲壓位準

          ：裝料狀態之均能聲壓位準

 註：譯自ISO 6395 Annex A ~ Anne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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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一般施工機具(非土方移除機具)噪音量測之運轉狀態

機具名稱 運轉狀態

振動式樁錘 吊在空中之狀態，不超過地面上50公分為原則並使其產生最大振動數。

混凝土破碎機
以規定之工作壓力為測定作業狀態，將鑿桿(chisel)強烈押在控制板，須避免組裝部

分影響測值。作業者不可站在噪音測線上。

混凝土泵
以最大之運轉狀態壓送混凝土，此時吊桿應向水平方向延伸，配管長度約為10公

尺。

混凝土割切機

裝置輸出功率及刀片大小如下表所示。受測時以定速回轉切割混凝土，深度為刀片

直徑之1/4，欲切斷之混凝土版(厚度200mm以上，強度180kg/cm2以上)應固定在地

表。

出力(p)（KW） 片尺寸(mm)
11≦p＜15

15≦p＜30

30≦p

305

356

508

空氣壓縮機 原則上定數回轉與定額負載之狀態。

拖索開挖機

吊桿之角度為60度，勾子抓斗等以上卷狀態，定置高速怠轉。
履帶起重機

卡車起重機

輪形起重機

油壓式拔樁機

油壓式鋼管壓入機

拔樁機

油壓式壓入拉拔樁機

土壤取樣器

鑽岩機

混凝土破碎機

全套管鑽掘機

定置高速怠轉。

鐵輪壓路機

膠輪壓路機

振動式壓路機

可裝載道碴之機具，以裝載最大量之狀態，定置高速怠轉。

瀝青混凝土舖料機 定置高速怠轉狀態。

發電機 無負載定速回轉(60Hz)。

註： ISO 無明確規定，參考日本建設省第1536號公告〝低噪音型、低振動型建設機械指定規定〞(1997)。

(六) 環境修正值 量測及修正

量測環境之反射與吸音對量測表面聲

壓位準的環境修正值 ，採用參考聲源

比較測試法，利用標準音源進行現場量測

及校正，量測結果修正值介於0.6-6.3dB(A)

(參見表4)符合< 7dB(A) 之規範要求。0.5 

dB(A)<K2A<7 dB(A) 依式(5)計算環境修正值

…………………………(5)

 ： 機具停止運轉時，標準音源啟動時

所測得之聲功率位準，單位為dB。

  ： 標準音源之聲功率位準，單位為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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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噪音實測結果分析

本研究完成17種國內工地常見之施工機具

聲功率量測，合計100台，受測施工機具種類

及量測台數參見表5。量測結果顯示各受測機具

靜態與動態之全頻(20～20KHz)A加權聲功率介

於94.6 ~132.1dB(A)，A加權低頻(20～200Hz)聲

功率介於83.8~113.0dB(A)，兩種量測狀態統計

之平均值、最大值及最小值之分布如圖2及圖3

所示，由圖中可觀察到靜態與動態量測方式與

聲功率高低並無顯著差異。依圖2全頻聲功率值

分析，動態量測之打樁機聲功率132.1 dB(A)為

最大；靜態量測之發電機聲功率94.6dB(A)為最

小。

各受測機具低頻聲功率佔該種機具全頻聲

表4  量測場地環境修正值量測結果

場　　地
量測半徑
10m之

聲功率值

環境修正值 量測半徑
16m之

聲功率值

環境修正值

 

桃園○○機械A - - 103.5 -0.8

萬里○○工廠 107.2 -2.9 - -

泰山○○機械 105.5 -1.2 106.7 -2.4

高雄○○機具租賃公司A 104.7 -0.4 104.3 0.0

高雄○○機具租賃公司B 105.2 -0.9 106.8 -2.5

桃園○○美系機具代理商 104.9 -0.6 103.7 0.6

桃園○○德系機具代理商B

第一場地
104.2 0.1 - -

桃園○○德系機具代理商B

第二場地
108.0 -3.7 110.6 -6.3

高雄○○機具租賃公司C 105.2 -0.9 104.8 -0.5

台北○○吊車租賃公司 - - 104.8 -0.5

五股日系機具代理商 106.5 -2.2 - -

功率之能量比介於0.3%~25.7% (參見圖4)，其

中發電機低頻能量比較高，除挖土機外，其他

土方移除機具低頻佔全頻平均低於10%以下，

然破碎機動態量測以中高頻之噪音為主，低頻

能量比很小；另參照圖5受測施工機具各頻率聲

功率分布，顯示在低頻200Hz以下聲功率並無軒

輊，惟於315Hz以上中高頻帶，打樁機及破碎

機佔全頻能量比最多，其次為其他土方移除機

具，於發電機則50~200Hz之低頻聲功率佔全頻

能量比重大，進一步分析發電機各頻率聲功率

值，發現主要頻率為31.5Hz及63Hz，均屬我國

噪音法規定義之低頻噪音範圍(20～200Hz)，綜

合上述量測分析結果，發電機低頻聲功率能量

比為施工機具之冠，無論單獨使用或與其他機

具配合施作，其所產生之低頻噪音往往為工地

最常見之污染源，以及防治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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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量測之施工機具種類及數量

機具名稱 台數 百分比 機具名稱 台數 百分比

挖土機 26 26% 打樁機 5 5%

裝載機 9 9% 平路機 1 1%

混凝土泵浦車 1 1% 全套管開挖機組 4 4%

起重機 15 15% 抽水馬達 1 1%

壓路機 14 14% 破碎機 4 4%

推土機 1 1% 傾卸卡車 1 1%

刨路機 4 4% 鑽堡 1 1%

空壓機 4 4% 舖裝機 3 3%

發電機 6 6% 合計 100 100%

圖2 施工機具聲功率全頻(20~20kHz)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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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施工機具聲功率低頻(20~20Hz)量測結果

圖4 受測施工機具低頻及全頻聲功率能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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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評估方法及減音對策研
究

一、評估方法說明

本研究施工機具低頻噪音影響及減音對策

評估方法係結合環保署認可之戶外噪音預測軟

體CadnaA（計算規範ISO 9613-2），與室內噪

音預測軟體 Bastian（計算規範 ISO 15712），

模擬計算施工機具所產生低頻經戶外衰減後進

入室內之預測值，並與現場量測值進行比較

分析，據以評定此評估方式之可行性。最後建

立一套完整的低頻噪音評估方法，提供評估室

外低頻噪音是否符合規定之參考。CadnaA及

Bastian低頻預測模型如圖7所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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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20 40 80 160 315 630 1.25k 2.5k 5k 10k 20k

聲
功
率

(dB(A))

頻 率(Hz)

挖土機

吊車

壓路機

發電機

打樁機

破碎機

圖5 受測施工機具各頻率聲功率分布

圖6 受測發電機各頻率聲功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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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室外噪音預測模擬校估

室外低頻噪音係利用聲學軟體CadnaA進行

模擬評估，為確保模式之準確性，以標準音源

於二高拓寬工程工務所施工圍籬（高度2公尺）

進行現場噪音量測及軟體預測校估。量測現場

將標準音源擺放高於地面0.25m處，且距離施工

圍籬6m。量測點1與音源之間，距離施工圍籬

1m；量測點2放置於施工圍籬的另一側，距離施

工圍籬6m。

另於CadnaA建立類似量測現場之聲場模

型，利用內建之barrier物件設定為施工圍籬，雙

面皆為硬質反射面，模擬結果如圖8所示，圖中

可觀察出量測點1全頻總值為81.9dB(A)與現場

量測值81.7dB(A)相當接近，誤差值0.2dB(A)。

惟於量測點全頻總值為58.0dB(A) ，與現場量測

點2總值64.2dB(A)相差甚遠，圖中可觀察出施

工圍籬兩側差值約為23dB，原因為CadnaA軟體

內Barrier物件內定隔音量大於施工圍籬現場實測

值，因此須對音源進行校正，校正結果發現，

將音源總值加上6dB(A)，可使實驗結果接近量

測值，如圖9為對音源校正後的全頻模擬結果總

值，與現場量測值的誤差約為0.2dB(A)。

三、室內噪音預測模擬校估

為確認室內評估方法之可用性，利用台灣

海洋大學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103教室做為現場

量測及驗證分析，並於Bastian模式建構該教室聲

場元件幾何模型及材質性質如表6所示，同時利

用上節音源之聲功率值作為CadnaA點音源之輸入

值，在無任何其他環境阻隔的情況下，計算距離

標準音源1.5m處接收點之各倍頻下之dB(A)值，

並將其值匯入Bastian進行室內的模擬值。現場

實驗結果與模式模擬之頻譜比較如圖10～11所

示，以由表7中可知兩者誤差值小於3dB，顯示

Bastian可作為室內低頻預測評估模式。

Cadna A 所計算部份

所量測室內噪音
之建築物

音源 接收點

Bastian 計算部份

圖7　室內低頻預測模式架構示意

圖8 校正音源前之全頻值模擬結果

圖9 校正音源後之全頻值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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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減音對策研擬之模擬評估

針對20公噸和30公噸同廠牌且同機齡之挖

土機作為音源減音對策模擬評估，並以2m、4m

之施工圍籬以及防音屋（相當CandaA 設定50m

高barrier物件內定隔音量）等傳音路徑減音措

施，利用此章節所探討之模式進行模擬評估各

減音對策之成效，模擬結果如圖12~19及表8。

表中可觀察出音源減音對策，若使用低噸位(低

聲功率)之挖土機將可使接收點降低之音量為

3.3 dB(A)；傳音路徑減音措施，以隔音措施為

高度2m之施工圍籬，減音量則介於9.2~9.3dB(A)

之間。若使用隔音措施為高度4m之施工圍籬，

減音量則介於14.5~15dB(A)之間。若使用隔音措

施為防音屋，減音量則介於15.6~15.8dB(A)之

間。

表6  103教室建材元素給定條件

項目 給定材質

空間 長13.6 m、寬7.5m、高3.2m

外牆 混凝土厚度30cm；密度：2200Kg/m3

內牆 混凝土厚度16cm；粉刷厚度0.1cm；密度：2200Kg/m3

氣密窗 鋁框氣密窗；寬12.9m、高2.1m

門 寬1m、高2m  4.6cm

表7  低頻現場量測值與模式預測值比較

項目 現測量測值 模式預測值 誤差值

室外 99.2 99.1 0.1

室內 68.9 68.7 0.2

表8  減音對策模擬結果較        單位：dB(A)

聲源選取之機具
20公噸

挖土機

30公噸

挖土機

音源減音控制

(無其他防音措施)
72.1 75.4

施工圍籬

高度2m

量測值 62.8 66.2

減音量 9.3 9.2

施工圍籬

高度4m

量測值 57.1 60.9

減音量 15 14.5

防音屋
量測值 56.3 59.8

減音量 15.8 15.6

圖10  室外現場量測值與預測值1/1 八音度倍頻比較 圖11 室內現場量測值與預測值1/3八音度倍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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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0公噸挖土機無減音對策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圖14 20公噸挖土機2m施工圍籬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圖16 20公噸挖土機4m施工圍籬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圖19 30公噸挖土機設防音屋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圖13  30公噸挖土機無減音對策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圖15  30公噸挖土機2m施工圍籬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圖18 20公噸挖土機設防音屋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圖17  30公噸挖土機4m施工圍籬時

        等音量線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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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最後建議有三：

一、 本研究建立之施工機具聲功率資料庫可於

低頻及全頻的噪音評估以及設計用。

二、 由於量測現場多有建築物，因此環境校正

係數K2A有量測的必要性。

三、 由於完成噪音量測之機具數量仍偏低，往

後可持續量測，使本施工機具噪音資料庫

更完整。

參考文獻

1. 張永慶，營建施工機具低頻噪音之研究，

2009

2. 曹明俊，利用輻射模態之聲場輻射分析，

2001

3.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O 3746 second 

edition，Acoustics – Determination of 

sound power levels of noise sources using 

sound pressure –Survey method using an 

enveloping measurement surface over a 

refiecting plane，1995.8.15

肆、結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噪音管制工作上，一

直以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安寧為目的，為達此

目標環保署近年來積極研修噪音管制法，並於

2008年將20-200Hz(以下簡稱低頻)與20-20kHz

（以下簡稱全頻）一併納入噪音管制標準，在

此前提下，相關工程開發案及環評計畫依法均

須進行低頻影響評估及防音工程規設。本研究

經由營建施工機具進行低頻噪音量測，期望藉

由實地量測與數據之解析，進而建立國內施工

機具的低頻噪音資料庫，提供國內相關單位於

營建工程噪音防制及影響評估方面之參考。

施工機具低頻噪音量測方法之建立，本研

究依ISO 3746、ISO 6393與ISO 6395等規範，

建立施工機具聲功率現場量測程序，及資料後

處理分析模式。

施工機具低頻噪音現場量測與分析方面，

已完成現場施工機具100台低頻與全頻聲功率之

資料庫，並量測環境係數K2A進行聲功率之校

正。現場量測環境若反射面較多，環境係數K2A

值會較大。

低頻噪音影響評估方法之建立方面，可依

據現場量測所得之聲功率頻譜匯入CandaA計算

至建築物之門或窗戶邊之音壓，以此音壓匯入

Bastian可預估出室內低頻噪音音量再與低頻噪

音管制標準做比較。

低頻噪音改善對策之擬定方面，改善方式

有三種：音源、傳遞路徑、受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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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O 6393 third 

ed i t ion，Ear th -moving machine r y  – 

Determination of sound power level – 

Stationary test conditions，2008.3.15

5.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O 6395 second 

edi t ion，Ear th -moving machine r y  – 

Determination of sound power level – 

Dynamic test conditions，2008.3.15

6. 張仁德、王聰貴，調查國內營建工程施工

機具噪音現況及研擬營建工程低噪音施工

機具認定準則草案計畫，2002.12.31

7.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O 3744 second 

edition，Acoustics – Determination of 

sound power levels of noise sources using 

sound pressure – Engineering method in 

an essentially free filed over a refiecting 

plane，19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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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關鍵詞：景觀綠化、生態綠化、生態廊道

原莊景觀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張義勝 1

原莊景觀工程有限公司／經理╱尤俊雄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及環境工程部╱副理╱王明盛 3

關鍵詞：景觀綠化、生態綠化、生態廊道

景觀綠化及
生態綠化應用於
科學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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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1 2 3

綠化工程在科學工業園區的開發業務中是重點工作，然而一般的綠化工程大多偏重

視覺景觀綠美化及達到立即綠化成效為主要考量。科學工業園區整體景觀規劃含括的面

積廣大且屬於區域性的開發，以一般都市公園綠地的思維進行設計及管理維護，會有事

倍功半的問題。就目前綠化方式有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兩種方式，生態綠化是現地培育

小苗，待小苗成長至大苗後，再以密植方式種植於規劃區域。本文主要闡述大面積的開

發可依照人的使用空間強度的不同，導入景觀綠化與生態綠化，原生及複層的綠化可達

到更佳的水土保持成效，讓整體景觀規劃上更具有生態永續的概念。

因此，本文先歸納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區(以下簡稱台中園區)開發之相關計畫對

公園綠地的定義與其機能說明，並簡介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的定義及其應用。其次，再

從人的使用空間及生態空間連續性的概念，檢討目前台中園區的整體開發計畫之規劃、

設計及施工概念，最後建議未來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的應用。

壹、 台中園區之相關計畫對公園
綠地的定義與空間機能說明

台中園區的都市計畫、開發計畫書、環境

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計畫及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對於公園及綠地的定義及空間機能有其相

關的規範，請詳表1所示。

目前科學園區的公園綠地在空間規劃上已

有考量其整體綠帶的相互連接並在緩衝綠地塑

造明確之園區邊緣意象，以提供生物移動及棲

息的空間；公園主要提供遊憩功能，強調視覺

景觀之營造並作為強化基地綠地之用。滯洪池

兼具公園之功能，除了有防洪之功用同時提供

休憩及強化基地綠化之機能。綠地則須具備國

土保安功能，以防風林及緩衝綠帶使用為主，

休閒功能為輔。

園區整體規劃下已有連續綠帶的概念，滯

洪池與綠地之用地屬性亦有生態綠化的概念。

本文將闡述整體規劃上若能再從人的使用空間

強度高低及強調生態空間的連續性，讓人的使

用空間強度相對高之區塊以景觀綠化的方式處

理；人的使用空間強度相對低之區塊以生態綠

化的方式處理（詳圖1），可使綠化本質除了景

觀的美感外，更具內涵及生態之意含。

圖1 園區整體綠化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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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台中園區之相關計畫規範

相關

計畫

用地

屬性

擬定台中市科學工業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

地）細部計畫

第伍章  實質計畫

擬定台中市科學工業園區（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細部計畫

第柒章 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

管制計畫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台

中縣轄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

第伍章 實質發展計畫

公園

(遊憩用

地)

主要公共開放空間之

全區公園∕景觀滯洪池：

在景觀規劃設計上應參採生

態設計方式，利用生態滯洪

池與自然邊坡造景，形成園

區內主要之親水綠地，並與

兩側公園綠地之步道及自行

車道系統相連。

公共設施用地-公園：

1. 於本計畫區劃設六處公園，提供

園區員工調劑身心、舒緩工作壓

力，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舒

適度。

2. 提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之休閒

場所，可供一般遊憩設施、戶外

遊樂設施、運動設施、綠化景觀

設施、水土保持設施、自來水事

業設施、灌溉渠道及其附屬設施

使用。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或必要性服務

設施用地-E.遊憩設施

為提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住

居民調劑身心、舒緩工作壓力及

健身娛樂使用之休憩場所，並

做為強化基地綠化與景觀設置之

用，得設置各項靜態與動態之活

動。

綠地

(國土保安

用地)

園區緩衝綠地：

本計畫區邊緣規劃之帶狀綠

地與公園，應於採喬木群植

林方式作為計畫區內外之緩

衝方式，並適度採用生態綠

化方式以促進生物群多樣

化，並應配合地形設置步道

與計畫道路人行道相連接。

公共設施用地-綠地：

1. 於本計畫區邊緣地帶及地形地勢

較陡地區劃設五處綠地，提供園

區隔離緩衝空間、適度減少開發

衝擊、美化視覺景觀及增加環境

舒適度

2. 以綠化使用為主，並得為防風

林、景觀綠帶、隔離綠帶、設置

休閒設施、指示服務設施、自來

水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以及灌溉渠道、埋設天然氣、油

氣事業等管線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巡邏道等相關設施。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保育用地：

綠地為園區帶狀開放空間，

作為緩衝或視覺景觀使用。園區

內綠地依其設置功能可分為綠

帶及隔離帶等。另劃設滯洪池用

地，供灌溉、排水、防洪設施、

滯洪池、沉砂池、生態保育等設

施使用。

植栽計畫-植栽配置原則：

緩衝綠地應採複層栽植與植

林方式進行，塑造明確之園區邊

緣意象及形成野生動植物棲息場

所。

滯洪池

(水利用地

/兼供公園

使用)

主要公共開放空間之

全區公園∕景觀滯洪池：

在景觀規劃設計上應參採生

態設計方式，利用生態滯洪

池與自然邊坡造景，形成園

區內主要之親水綠地，並與

兩側公園綠地之步道及自行

車道系統相連。

公共設施用地-水利用地：

1. 供灌溉、排水、防洪設施、滯洪

池、沉砂池、生態保育等設施使

用。

公共設施用地或必要性服務設施

用地-D.水利設施：

滯洪池為收集並調節基地集

水區之逕流量排水而設置。

植栽計畫-植栽配置原則：

滯洪池及景觀綠渠植栽應採

生態綠化方式配置，形成自然野

溪與水岸景緻。

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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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台中園區之相關計畫規範(續)

相關

計畫

用地

屬性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第二期發展區擴建

計畫﹙含第一期發展區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

綠地系統計畫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

地(台中市部份)開發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

公園

(遊憩用

地)

入口與景觀綠地：

園區入口與景觀綠地之植栽選擇及配置，須

考量景觀意象之營造及視覺豐富性。部分地

區考量設置散步、自行車道、簡易休憩區，

並視需要設置廣場及地標性設施物。

核心廣場綠地：

核心廣場臨道路側加強設置緩衝隔離設施及

綠地，並在視覺設計上整合管理中心建築造

型、道路景觀以及鄰近街廓留設之開放空

間，形成整體性之園區核心意象。

綠地

(國土保安

用地)

區界隔離綠帶：

園區規劃帶狀綠帶與公園，除於邊界採喬木

群植林方式作為區內外緩衝功用外，並配置

地形設置步道與計畫道路人行道相連接；鄰

接緩衝綠地/公園之廠房用地，集中開放空間

於其鄰接處提供員工戶外休憩使用。

1.綠地包括防風林、綠

帶、緩衝綠帶及公園，

綠地內可供作無固定休

閒設施之用外，不得移

作其他使用。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

編「工業區細部計畫」

第十七款規定）

滯洪池

(水利用地

/兼供公園

使用)

滯洪池綠地：

採生態設計方式，利用生態池與自然邊坡造

景，形成園區內主要之親水綠地。滯洪池本

體以外部分配置靜態賞景設施，並與兩側公

園綠地之步道、自行車道系統相連。

水利用地於保障水土保持

滯洪沉砂機能之首要前提

下，亦提供步道、休憩設

施、景觀綠化等使用機

能，以提供園區多元利用

之休憩戶外空間。

備註

綠地系統計畫：

為顧及生態機能，園區之綠地相互連接，以

提供動物自由移動之廊道。

綠地系統計畫包含：區界隔離綠帶、道路景

觀綠地、滯洪池綠地、入口景觀綠地及核心

廣場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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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傳統景觀綠化與「新」生態綠化特質之比較

特質 傳統景觀綠化 「新」生態綠化

樹種

搭配
單一或數種植物群相的逢機堆砌。

異齡苗木所構成之複層林，考慮其演替序列，及相互依存關

係，由先驅、營建至極相(Climax)優勢的發展來形成最終植群

社會。

樹種

選取

多半不限，以其視覺美化為相當程度

考量。

強調原生樹種的使用，特別是本土適應良好且為植栽立地的潛

存植物。

苗木

大小與

移植

多半以大樹為主，移植耗工費時，且

經過修剪之根系與枝葉之成樹容易死

亡、風吹易倒。

強調以大苗為主，沒有小苗之脆弱，也沒有大樹移植之繁瑣，

且定植方便，根系發展完整，具地錨作用，宛如膨脹螺絲般緊

鎖地面固著力強。

育苗

多半為苗圃商在外育苗，再將其移植

到基地上，苗木需在適應當地天候

後，才能成長良好。

以現地育苗為主，運用植栽容器之優點，成長至大苗後，定植

在基地上，不但可提早適應當地天候，且定植工作容易，存活

率高，又可累積苗木培育管理經驗。

驗收
以精密標準化規格驗收苗木，因規格

限制，易造成斷幹截枝、樹形不整。

以苗木總數、定植前客土、施肥、育苗系統、灌溉系統及疏植

等密度控制手段，分期驗收成果，逐步實現。

成本效

益分析

購買樹木成本大，初期維護費雖低，

但後期維護費則持續增加。

可大量降低苗木成本，將其投資在維護及改善立地環境之條

件，如客土、施基肥、完整育苗系統與噴灌系統，而當苗木一

旦成長，因其適應良好，已無須再付額外之費用。

目的

以景觀美化為附加價值最高評
斷。

達到空氣淨化、防塵、防風之一般目的，以達到一個穩
定生態系為最終滿意原則，求其有自體調適，自然播種
自行更新的功能。自行更新的功能。

貳、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

一、	景觀綠化與生態綠化的定義及應用

(一) 景觀綠化

一般傳統的景觀綠化是考量視覺景

觀綠美化及達到立即的綠化成效為主要目

標。植栽設計通常結合複層植栽概念，以

選用原生喬木為主，搭配誘蝶誘鳥植栽及

四季開花植物。景觀綠化雖有生態設計的

概念，但在設計施工上還是偏向傳統的景

觀綠化，以綠美化為整體景觀綠化的最高

評價(如圖2)。 

(二) 生態綠化

生態綠化是依生態學的自然法則所

實施的綠化工程。依據當地潛在植被以人

為方式誘導其生長，以加速演替過程，

圖 2景觀綠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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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林相，並形成自我調節的微氣候環境。此

外，後續的維護管理僅須調整種植密度，如：

疏植、修枝等，因此維護管理的費用相對低於

傳統綠化。一般景觀綠化的複層植栽概念是執

行時將喬木及灌木一併種植，當喬木還未成蔭

時，樹下如果是種植耐陰灌木，則會因陽光太

烈而生長不佳。反之，樹下是種植喜光的陽性

灌木，初期生長良好，後期會因喬木成蔭而生

長不佳。景觀綠化相對於生態綠化的密植方

式，植栽配置上株距大，初期受風面大且水份

蒸發快，維護管理工作上相對繁重。因此在考

量生態綠化階段式的種植，更能快速營造複層

綠化的生態性。

整體景觀規劃應取得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

的平衡，因此在人的使用空間強度高之區塊可

著重景觀綠化；在人的使用空間強度相對低之

區塊著重生態綠化的處理方式，讓植栽自然演

替，減少大區域開發的管理維護費用。如果要

實際執行生態綠化，主事者、承辦單位、設計

單位及施工單位等需要有共識且更新傳統綠化

的觀念方能達成。

(三) 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的應用

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應用在整體景觀

規劃上，應依人的使用空間強度及生態空

間的連續性的概念來配置。景觀綠化適合

配置在人的使用活動強度高之區塊，如：

公園步道、廣場、平台、棧道、休憩區、

道路人行道等。生態綠化通常適合配置在

人的使用空間強度低之區塊，如：公園及

滯洪池之人的使用空間強度低之區塊，如

邊緣之綠帶、退縮帶、滯洪池邊等。

生態綠化、生態廊道皆是生態工程的

一環，整體規劃時除了依人的使用空間強

度考量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在空間規劃

上也需導入生態廊道的概念。大區域開發

使綠化後的植物社會盡快與其相鄰地區

契合，達到極盛相之最終目標(林文鎮，

民國82年)。植物演替有先鋒期（Pioneer 

Stage）、過渡期（Serial stage）及成熟

期（Climax Stage）。相對於景觀綠化，

生態綠化是有階段性的植栽設計，強調生

態保育的理念，樹種搭配考量其自然演替

序列。演替初期種植先驅植物（Pioneer 

Plants），可適應強光及低濕度的環境。待

先鋒期植栽穩定後，林相慢慢進入較高等

木本植的過渡期。再栽種成熟期的植物，

可耐陰及適應土壤濕度較高的環境，以建

立穩定的植群社會(如圖3)。 

圖3 生態綠化範例 

生態綠化為了因應環境變化的不確定性，

經由植物的自然演替達成一個能自我調適的生

態系與傳統景觀綠化營造純視覺美觀的林相不

同。民國81年黃瑞祥曾針對傳統景觀綠化與生

態綠化之特質作比較分析，詳表2所示。

從表2歸納分析中得知，景觀綠化及生態綠

化在實際執行面都有其優缺點。生態綠化特質

比較不受限於工程執行面的植栽標準規格化、

驗收數量的精確性及限定時間須達到植栽之

計畫規格，雖可讓植栽自然演替，但以工程面

來說其成果較難以認定。傳統景觀綠化的優點

在於有立即綠化成效及標準化規格，方便工程

驗收，但卻忽視植物演替是連續不斷。生態綠

化栽植採密植大苗，在無人為的干擾下，苗木

間會自然競爭淘汰，留下永久優勢樹種達到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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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生態廊道與生態綠化的概念應相互配

合，在人的使用空間串連外，更需考量生

態空間的連續性。以下簡述說明生態廊道

的概念及其應用。

二、	生態廊道

在自然棲地中，連結兩個鄰近、孤立的自

然地區，可允許生物從一處遷移至另一區域，

即為「生態廊道」。（台灣大百科全書 http://

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00676）

原有生物的棲地應是完整的大區域，因人

為開發或天然災害等因素被切割成零碎的小區

塊，而須在區塊間營造保護區，將這些區塊以

生態廊道（ecological corridor）或是生態跳島

（stepping stone）的方式加以串連，將環境干擾

降至最低，達到保護及增加生物多樣性的目標。

一般最常見棲地被切割的情況是動物為穿

越馬路而成車下亡魂。生態廊道不僅可防止路

殺（road kill），還可提供生物棲息、覓食、求

偶、遷移、藏匿、避難以及基因交流的機會。

「廊道」在許多文獻被定義為狹長的帶狀棲息

地，它應該是地景元素之一。在規劃生態廊道

時應強調地景的連結(landscape connectivity)，

圖4 園區整體綠化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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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結合生態概念的景觀綠化圖

營造生物可遷徙的棲地空間，包括河流兩側的

植被綠帶、田埂邊綠籬、綠帶、林帶、涵洞通

道、跨國的自然森林和保育區等具有遮蔽的綠

化通道空間。現今一般穿越道路生態廊道的施

作有涵管式通道及生物圍籬兩種。涵管式動物

通道是利用涵管引導兩棲、爬蟲類動物，甚至

小型哺乳類動物穿梭於棲息與繁殖地間；生物

圍籬主要設置在動物穿越途徑上，為避免動物

誤闖道路而造成意外之設施。

台中園區的開發為了因應都市發展工業之

需，不得已需要將一大塊環境切割成數個小區

塊環境。在園區基地的邊緣已有較完整的環狀

綠帶串連，但因開發面積廣大，園區的道路、

排水路及公園（滯洪池）較少人的使用活動之

區域應再加強生態廊道及生態跳島，讓這些空

間原本被道路或人的休憩空間切割的空間，藉

由綠帶通道空間或一連串的小型植被區塊，加

以相互串連，達到生物可棲息、遷徙及藏匿的

空間，增加生物多樣性。

參、台中園區景觀設計概念

本節以台中園區3張圖分別說明園區的整體

規劃階段及其設計施工階段之理念，及景觀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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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生態綠化應用於台中園區的建議。

一、	規劃階段	

園區整體綠化概念如圖4所示，園區的綠地

範圍為深綠色塊，公園及滯洪池用地範圍為中

間綠色塊。從圖中可看出，綠地及公園（含滯

圖6 林厝公園匯流井

圖7 橫山公園現況照片

滯洪池中央渠道

北側滯洪池平日蓄水狀況

洪池）用地範圍主要集中在園區邊界且為連續

的綠帶規劃。

二、	設計施工階段

園區的整體景觀設計施工以景觀綠化為

主，強調生態設計的概念。圖5依人的使用空間

強度高低，將園區整體景觀綠化範圍分為中間

綠色塊及深綠色塊。部分公園用地的滯洪池中

設有生態棲息島，詳紅色小區塊。藍色線條為

園區主要穿越性區域排水路，請詳圖5結合生態

概念的景觀綠化圖所示。

中間綠色塊為人的空間使用強度高之區

塊，主要包括公1的籃球場、橫山公園的景觀長

廊多功能綠地區、通山公園的休憩廣場區、林

厝公園的網球場及壘球場區、水堀頭公園的多

功能活動綠地、音樂廣場及櫻花活動廣場等。

因園區綠地用地以防風林及緩衝綠帶使用為

主，人的休憩活動為輔，因此屬於人的使用空

間強度低之深綠色區塊，另外還包含公1、公

3、公4、公5、公6、公7、公8、公10、中科管

理局、東大公園、水堀頭公園、林厝公園、通

山公園、橫山公園等人的使用空間強度低之區

塊，作為強化基地綠地之用。

在考量人的休憩空間使用及景觀綠化外，

整體景觀融入很多的生態設計，例如：植栽設

計主要選用原生樹種，以多種植物混植及複層

植栽的方式設計。公園的地表逕流以自然地形

營造草溝及設置乾砌卵石匯流井，詳圖6案例。

園區中多處滯洪池設有生態棲息島，可作為生

態廊道的踏石。公園及生態池的設計都使用自

然的材料，如：卵石、木頭、陶磚、紅磚等。

以下為台中園區之主要公園的生態設計現況：

(一) 橫山公園

橫山公園的北側為主要的滯洪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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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現況滯洪池邊及渠道的地被及灌木已

被適應力很強的先驅植物取代，形成自然

的野花草地及灌叢，詳圖7所示。

(二) 水堀頭公園

水堀頭公園的北側綠地有滯洪功能，

同時兼具多功能活動綠地的功能。中段滯

洪池及公園最東南側的滯洪區域等池底已

長滿自然的野花草地及灌叢。公園東南側

的生態棲息島，營造生態的自然空間，詳

圖8所示。

(三) 東大公園

東大公園位處區界，生態池採放任

的方式處理，以引入當地原生的植物基因

概念灑草籽種植野花草地。目前池中有很

多自然散播種子萌發的喬木，如：相思及

烏等，且生長狀況比種植的植栽生長得更

佳。一般自然萌發的植栽如生長在高度維

護區域，在初期生長時則會因不屬於人為

種植之植栽而易被割草機剷除，喪失了生

態自然生成的優良樹種。目前生態池中三

處生態棲息島的喬木已形成蓊鬱的林相，

可作為生物棲息、遷徙及藏匿的空間，營

造生態廊道的踏石，詳圖9所示。

(四) 通山公園

通山公園的東側為主要滯洪池區域並

設有生態棲息島，現況滯洪池邊已被適應

力很強的先驅植物取代，形成自然的野花

草地及灌叢，詳圖10所示。

(五) 林厝公園

林厝公園的中段為主要滯洪池區域，

原池邊的安全圍籬已被自然演替的野花灌

圖8水堀頭公園現況照片

圖9 東大公園現況照片

水堀頭公園生態棲息島

中段滯洪池

滯洪池枯水期

 多功能活動綠地

滯洪池蓄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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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通山公園現況照片 

圖11 林厝公園滯洪池

生態棲息島

滯洪池

叢覆蓋變成自然的綠籬，形成自然的生態

池體，詳圖11所示。

(六) 園區內的溝渠

圖5中藍色線條為園區穿越性排水路，

以自然的山溝或石籠山溝等方式呈現（詳

圖12案例），營造多孔隙空間讓植物得以

生長及提供動物可遷徙及避難的生態廊道

空間。

園區整體景觀在自然環境的演替下，

有很多生存適應力很強的先驅植物進駐在

公園的滯洪池區域及較少被人的使用活動

     圖12 穿越性排水路

水堀頭公園生態棲息島

中段滯洪池

 多功能活動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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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之區塊，形成自然的野花草地、灌叢

或樹林，水土保持的成效極佳，也讓園區

變得更自然及生態。

三、	綠化建議	

圖13將園區既有景觀綠化的區域，劃分成

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區塊。建議部分區塊可強

化生態綠化；部分道路或排水路可強化或建立

穿越道路的生態廊道，詳圖13生態綠化及生態

廊道建議圖所示。

圖13中大部分的中間綠區塊為原圖5之人的

使用空間強度高之景觀綠化區塊，建議維持原有

的景觀綠化的方式。在其他的公共設施用地，

如：停車場用地、自來水設施用地、環保設施用

地及變電所用地內之綠化可歸納為整體景觀綠化

之範圍，並強化其邊緣用地作為生態綠化，讓園

區內的綠地空間連續性更緊密的相互串連，作為

生物棲息活動的生態廊道。原圖5深綠區域為人

的空間使用強度低之景觀綠化區塊，建議全以生

態綠化的方式處理，其他在中興及逢甲大學邊坡

用地、台積電西南側用地、台灣康寧東南側用地

圖13 生態綠化及生態廊道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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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積或區域性的整體景觀規劃可依照人

的使用活動空間的高低，分別導入景觀綠化及

生態綠化，並明顯劃分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的

範圍，讓後續的維護管理上更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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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因此公園在整體規劃步道、自行車道、

休憩平台及涼亭等休憩設施時，可強化園區生

態綠化區塊的連續性（生態廊道）及穿越性

（生態跳島），提供生物可棲息、遷徙、藏匿

的空間，形成一處人的使用活動空間與生態空

間並存的科學工業園區。

肆、結語

在園區整體規劃可將公園用地中屬於人為

使用強度低之區域規劃作為生態綠化的區塊，

與區界生態綠化的空間串連，再找出道路空間

兩側皆為生態綠化的區塊，以生態廊道的方式

加以串連，並應給予適度的引導設施，以利生

物使用。

未來在規劃景觀綠化及生態綠化區塊間可

設計緩衝綠帶，讓綠化空間能循序漸進轉換，

由景觀綠化轉換到緩衝綠帶，最後至生態綠

化。完整的生態環境綠化可使水土保持的成效

更佳，營造更具生態永續的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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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格式
一、文      字：稿件應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及英文摘要以400字為限。

二、單      位：所有含因次之量須採用SI單位公制。

三、打      字：

來稿請使用電子檔（以Word編排）圖、文需以單欄橫向編排方式，共同排列在文稿內(過大的圖或表可以附件方式呈

現)，論文之長度 (含圖)字數限5-6,000字以內；左、右邊界2.5公分，上、下邊界3公分，內文字體為細明體12點字，行

距為1.5倍行高。

四、題目／作者：

論文題目宜簡明，作者姓名、任職機構、部門、職稱、技師科別列於論文題之下方，其服務部門及職稱以l，2，3編號

註記在首頁末，另附上作者之生活照高畫質之電子檔。

五、關  鍵  詞：在題目中須選出中文及英文二至四個關鍵詞，並置於作者姓名下方。

六、章節及標題：論文之章節標題須列於稿紙之中央對稱位置，且加編號。小節標題亦應加編號但必須從文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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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子標題（齊頭） 

　　　　　　      　　1、　小標題（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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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長度：論文之長度(含圖)，內文以不超過6,000字或其相當之長度為準(以A4規格約8頁(含圖)計算)。

九、插圖與圖表：不論在正文中或圖裡本身，所有圖表、照片必須附有編號及標題或簡短說明，其編號請用阿拉伯數

字，不加括號表示。如圖1、表2；Table 1、Figure 2，表的標題置於表的上方中間，圖的標題置於圖的下方中間。

十、符號：內文所有符號須於符號第一次出現時加以定義。

十一、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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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這二、三十年來的急速開發是眾人有目共睹的事實，而在

這開發的過程中，大家都只是看到光鮮亮麗的外表，卻未見在背後

辛勤努力工程師的思維，本期中華技術特別以「土地開發之水環境

營造」為題，探討都市治水、多功能滯洪、污水處理、水再生、土

地開發之環境景觀等相關之水與環境課題。

　　除了精心設計探討本期所規劃的內容外，並針對業界的專家有

關水與環境的議題進行專訪，其中包括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顏宗明

局長、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方進呈局長及國立中央大學歐陽嶠暉

榮譽教授等三人。

　　下一期的中華技術擬以「創新＋‧從管理到服務的新思維」為

主題，闡述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

程司轉投資公司化以來，公司在各項行政後勤支援及業務開發所做

的努力與改變，與讀者們共享。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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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街323號10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97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創新＋‧從管理到服務的新思維
出刊日：20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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