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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中程施政計畫(101至 103年度) 

壹、 環境情勢分析與優先發展課題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現象頻繁，豪大雨對於排水系統及水土保

持工作威脅日趨嚴重，全市共有 141條區域排水及河川、106條土石流潛勢

溪流；另山坡地面積共 153,198公頃，扣除林務局管轄之國有林、實驗林，

尚有 56,300公頃土地需監督管理，故充份運用新科技與民間資源、加強坡

地管理與建立防災社區、不分上中下游推動全市流域綜合治理、改善易淹

水地區水患、防制土石流，以營造自然安全的居家環境，為本局最重要之

施政重點。 

一、 環境情勢分析 

（一） 本市轄內水系流域 

本市境內主要河川有大甲溪、大安溪、烏溪，次要河川計有大里

溪、旱溪、頭汴坑溪、部仔坑溪、草湖溪、乾溪、筏子溪，普通

河川溫寮溪，河川多源於中央山脈及雪山山脈；而在市區境內雖

沒無較大的河流，但遍布河川，其中以旱溪、綠川、柳川、梅川、

麻園頭溪、筏子溪六條河川較具規模，此六條河川由東向西平行

分布於市區，向南流入烏溪。烏溪又名大肚溪，位於臺灣西海岸

中部，烏溪自烏溪橋進入臺中盆地後，分歧成辮狀分流，與右岸

支流大里溪及筏子溪，各溪道縱橫交錯，無明顯界限。大里溪東

起大橫屏山山麓，西以烏溪為界，南迄乾溪流域，北繞豐原區，

為烏溪中游最重要支流；詳如表一、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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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中市水系名稱 

水系  
河川名稱  

流經縣市  
主支流別  名稱  

大安溪  
大安溪主流  大安溪  苗栗縣、台中市 
大安溪支流  烏石坑溪  台中市 

大甲溪  大甲溪主流  大甲溪  宜蘭縣、南投縣台中市 

烏溪  

烏溪主流  烏溪  南投縣、彰化縣、台中市  
烏溪支流  筏子溪  台中市  
烏溪支流  大里溪  台中市 
大里溪支流  大坑溪  台中市  
大里溪支流  旱溪  台中市  
旱溪支流  烏牛欄溪  台中市 
旱溪支流  湳底溪  台中市 
大里溪支流  廍子溪  台中市  
大里溪支流  頭汴坑溪  台中市 
大里溪支流  草湖溪  台中市 
草湖溪支流  北溝溪  台中市 

 

 

 

 

 

 

 

 

 

 

圖一  臺中市水系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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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區內有眾多區域排水散布其間，依據經濟部 100年 2月 23日

經授水字第 10020201350 號公告「新北市管、臺中市管、臺南市

管、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共計有 141 條公告之區域排水，其中中

央管區排 13條，臺中市管區排 128條；另尚有 1條市管河川溫寮

溪。區域內灌溉區域屬於臺中農田水利會管轄；詳如表二所示。 

表二  中央管、臺中市管區排及臺中市管河川名稱 

中央管區排 

旱溪排水、土庫溪排水、柳川排水、下橋子頭排水、綠川排

水、大智排水、莿仔埔坑排水、同安厝排水、港尾子溪排

水、四塊厝圳支線、十四張圳支線、員寶庄圳支線、大埔厝

圳支線等 13條區排 

臺中市管區排 

惠來溪、潮洋溪、水崛頭坑、下林厝坑、東大溪、林厝排水、

普濟溪、內新庄子溪、北屯圳、梅川、苧園溪、南屯溪排水、

劉厝溪、鎮平溪等 128條大小區排 

臺中市管河川 溫寮溪 

（二） 本市水災災害情勢及易淹水潛勢區域 

本市自 99年應縣市合併以後，轄區內含蓋烏溪、大甲溪及大安溪

之中央管河川，尤其烏溪流域中太平、大里、烏日及霧峰等地勢

低窪地區因 97年卡玫基颱風造成水患，淹水達一層樓高也造成人

命損失。另大安溪及大甲溪流域，上游設有多處水庫，在洪汛時

水庫洩洪易造成災情嚴重。再者如因天災地變造成河川上游水庫

潰壩，將給下游災成人民生命財產嚴重損失。 

根據歷次淹水資料統計本市易淹水點共 271處，淹水紀錄曾達 50

公分以上共 70 處，至 101 年為止易淹水點已改善 42 處仍未改善

229 處；另依據本市日降雨量達 600mm 之淹水模擬分析所得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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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圖顯示，本市主要淹水區域位於烏日區柳川、光明排水兩岸、

旱溪排水兩岸；大里區樹王埤與中興大排兩岸；霧峰區中正路以

西車龍埤與后溪底排水兩岸；太平區坪林排水兩岸；沙鹿及龍井

區之大肚山與平地交接區域；西屯及南屯區之筏子溪左岸區域；

大雅區林厝排水兩岸；潭子及北屯區之旱溪兩岸；大安區之各排

水出海口一帶，以及后里區旱溝排水兩岸等；本市淹水潛勢區域

詳如圖二所示。 

 

 

 

 

 

 

 

 

 

 

 

 

 

 

 

 

圖二  臺中市日降雨量 600mm（重現期約 100年）之淹水潛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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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市轄內山區水土保持、農路及集水區野溪坑溝與崩塌地整治 

本市山坡地面積 159,334 公頃，約佔全市總面積 221,490 公頃的

72%，若扣除屬於林務局管轄之國有林、保安林及試驗林（面積合

計約 103,033 公頃），計有 56,301 公頃屬於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所稱山坡地(坡度 5%以上或標高 100公尺以上土地)；詳如圖三所

示，皆須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執行開發監督管理及違規查報取

締工作，而本市山坡地於 921 大地震後因土石鬆動，遇豪大雨即

易生土石崩塌災害，故維護改善山區農路及集水區野溪坑溝與崩

塌地整治工程，以保障山區農民生活居住安全，為本局重要的工

作。 

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執行農路之養護、修建暨山坡地水土保持工

程與野溪整治，快速應對處理突發性緊急災害復原工作，以帶狀

及面狀之建設而能發揮整體治理成效，是未來須面對之最大挑戰

課題。 

 

 

 

 

 

 

 

 

 

圖三  臺中市山坡地範圍界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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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石流災害情勢 

本市轄區內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公告有 9 個區 106 條

土石流潛勢溪流(其中 24條屬嚴重潛勢溪流)，分別為和平區 7里

41條、東勢區 10里 20條、新社區 4里 21條、霧峰區 5里 8條、

太平區 6 里 9 條、外埔區 1 里 2 條、沙鹿區 1 里 1 條及潭子區 1

里 1 條、北屯區 3 條；詳如表五、圖八所示，其內建置之保全戶

共 1105戶 3579人。 

表三 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及警戒基準值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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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臺中市土石流潛勢溪流 

（五） 河川全流域須有效整合規劃治理 

以往水利防洪、減災及水資源工程受限於縣市行政區域切割及權

責區分，無法進行有效整合規劃與治理，且近年來極端降雨不斷

發生，致重大淹水災情頻繁。縣市合併並成立水利局，為本市水

利業務整合之重要契機，將儘速落實全流域上、中、下游整合規

劃綜合治理及水資源分配應用，不僅可有效減低洪災發生機率減

少受災損失，更可活化水域景觀空間，達到治水、利水、親水、

保水、活水之目標。 

（六） 山坡地管理系統基本圖資有待強化 

本市合併升格前分別於 97、99年籌措經費建置全縣、市山坡地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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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GIS 圖資，供承辦人員查詢並執行清理作業，因系統未能整合

及地籍圖隨時有合併分割情形，使用上略有資訊老舊及原臺中縣

市範圍分割查詢不易之課題，造成作業平台無法統一之不便。 

（七） 本市升格為直轄市後鄉村逐漸都市化之山坡地管理仍待增強 

山坡地開發監督管理長期以來均遵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所建立之 SOP 及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執行相關業務，前

因本局編制員額不足加上本市幅員廣闊，故尚有未盡完善的地

方，水利局將藉由圖資更新及人力訓練，提昇山坡地開發利用及

違規查報取締管理之績效。 

（八） 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計畫執行緩不濟急 

本市超限利用土地於民國 88 年清查列管為 5,902 筆、面積

3,735.95 公頃，截至 100年 10月為止尚餘 2,475筆，1,498.864

公頃，約 41%尚未完成改正解除列管，本府(原臺中縣政府)為有

效管理超限利用土地，於民國 97年全面清查列管資料並建立資訊

系統(套疊於航照圖)，並於 99年完成 GIS作業平台建置，函請各

區公所重新清查土地所有權人報局續辦，尚餘約 41%仍待處理。 

（九） 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現象頻繁整體防汛準備作業亟待建立 

中部地區自 921 大地震後即飽受土石鬆動之後遺症威脅，山坡地

遇雨即易發生土石災害，故作好山坡地水土保持及加強防災工程

之施作益顯重要；如何在有限的經費下執行農路之養護、修建暨

山坡地水土保持工程與野溪整治，快速應對處理突發性緊急災害

復原工作，避免點狀之零星建設而能發揮整體治理成效，是未來

須面對之最大挑戰課題。 

（十） 開發行為日益增加，改變地形地貌，規劃工作刻不容緩 

近年來由於水資源環境日趨複雜，除受到全球暖化造成暴雨劇

增、海平面上升影響外，人為影響程度亦日益增加。隨著各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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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為日益增加，往往破壞區內地形地貌及環境，加上人口、商

業區的過度密集與近年來氣候異常伴隨極端暴雨量等，更增添工

程規劃設計的困難度，鑒此，水利建設規劃應走在都市計劃前端，

由都市計劃配合水利規劃，減緩淹水致災因素提升民眾財產安全。 

（十一）節能減碳重環保護生態愛地球 

在當今世界『愛地球』議題成為顯學情勢下，工程之建設如何結

合節能減碳與綠營建之觀念，減少對環境及生態之衝擊，並且在

工程強固與生態工法間取得平衡，是未來業務推動所需面對之挑

戰課題。 

（十二）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率須提高 

污水下水道建設之完善與否，實為評估國家現代化程度之重要指

標，依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在 2011 年（引用 2008 年資料）公布

國家競爭力評比中，「污水下水道」即屬於「基礎建設」項下的重

點評比項目之一，顯示污水下水道普及率不僅攸關國家競爭力，

更是先進國家之重要指標。加速用戶接管率以減少河川污染，降

低因社會高度發展對大自然之衝擊、恢復河川水質、提升人民生

活衛生水準，藉以打造綠色親水城市。 

二、 優先發展課題 

（一） 水利設施建置及維護 

近年因溫室效應及極端氣候影響，全臺水災事件及頻率逐年上升

危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本局將針對市轄區域排水 127 條、市管

河川 1 條及全市雨水下水道系統依據地形條件及淹水潛勢等因素

排定優先順序進行水利設施建置及維護。 

另依據排水保護標準，本局將依現況未達防洪目標者優先提報籌

列經費建置水利建造物（堤防、灣岸、抽水站、滯洪池等），預期

103年將完成全市水利設施規劃調查、建置及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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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實治山防洪減災治理計畫，加強崩塌地、土石流等坡地改善 

（三） 辦理歷年興建農路及產業道路之養護、修建暨山坡地水土保持工

程與野溪整治 

（四） 建立快速執行坡地災害搶修工程 

（五） 山坡地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建置 

為做好山坡地開發監督管理與違規查報取締等重點工作，必須完

成本市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系統建置，使本市山區之好山好水能

獲得最佳保護，農民生命財產得確保安全。 

（六） 加速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計畫 

本市山坡地超限利用土地尚有 2,475 筆，1,498.864 公頃未清理

完成，為加速推定及落實國土保育維持永續發展，將分年編列經

費提昇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作業。 

（七） 推廣社區自主防災 

莫拉克颱風來襲造成南部日降雨量逾 600mm以上，災區恐有 24小

時至 72小時外界無法知悉災情及提供援助之虞，得依賴社區本身

之人力實施避災、減災等自救行為，在易淹水區及土石流潛勢區

域推廣及教育社區自主防災將是首要之務。 

（八） 建立智慧防災系統 

利用電腦及網路，於易淹水點之河川及土石流潛勢區旁野溪設置

雨量站、水位站及監視器，透過本局水利資料骨幹傳輸系統，將

資料傳回水利防災中心內主機，遇有危險情況，自動透過手機簡

訊發佈警戒啟動社區自主防災作業。 

（九） 提高污水下水道建設工程建置及用戶接管率 

依據本市環保局估算，家庭廢水污染約佔 86%是最大污染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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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污水逕排入水體，造成河川水質日益惡化，成臺灣境內河川

最大污染源；另 99年 12月 31日臺灣地區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及污水處理率統計，臺灣地區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為 12.17%，

除臺北市為 100%、高雄市為 60.89%，大部分縣市均處建設初期或

規劃中。相關接管率遠落後於歐美各國，相較於亞洲鄰近之新加

坡、香港、韓國亦瞠乎其後；1996 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

國家競爭力評估，我國在 46 個評比國家排名第 38 名，對於一已

列開發中國家，國民生產毛額超過 1 萬美元，除以自傲創造「臺

灣奇蹟」之我國，污水下水道建設普及率低落，實屬美中不足，

尤以近年來大氣異常變遷，水資源日益匱乏，河川稀釋自淨能力

降低，河川水質受污染程度日益嚴重，限水危機之夢靨不時困擾，

為提昇生活品質、改善環境衛生，增加國家競爭力，全面推動污

水下水道建設工程，實為當務之急。 

配合行政院「愛臺 12建設」政策，內政部營建署已編定「污水下

水道第四期建設計畫（98-103年）」，並將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納

入「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擴大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98-101年)」內，每年預計投入 200億元建設污水下水道，公共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每年目標為 3%，用戶接管率每年以提高 3%為目

標。 

貳、 現有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分配檢討 

一、 現有計畫執行成效 

（一） 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治計畫 

配合中央水患治理計畫辦理本市水利工程共計 19 件，總經費

789,479仟元，第 2階段實施計畫辦理本市水利工程共計 21件，

總經費 728,689 仟元，目前已實施部分均能有效解決本市市管河

川及區域排水之淹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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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級排水道等相關排水維護清疏 

100年預算編列約 1.5億元之經費辦理管理維護及清疏。101年至

103 年將依循往年方式逐年經常性辦理維護作業，以提升維持各

排水道功能。 

（三） 雨水下水道建置 

100 年度雨水下水道之建置率約為 54%，101 年度編列 1 億 5,000

萬元進行雨水下水道之建置及維護，102 年至 103 年亦依循往年

模式向中央及本市議會爭取預算，提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至 70％。 

（四） 滯洪池結合公園之設置 

本市 100 年度前除中部科學園區、精密機械園區及新開發之重劃

區  (第一單元、第五單元、十三期重劃區、十四期重劃區及水湳

經貿園區)內已規劃或設置滯洪池，本局亦推動舊社公園設置滯洪

池，以增加公園多功能性，101 年度亦將推動執行大里軟體園區

內之公園及坪林生態公園，其中亦將滯洪池列為該公園開闢之重

要項目，以其公園與滯洪池之結合可降低周遭區域之排水負荷。 

（五） 抽水站之興建 

本市第一座抽水站-樹王埤抽水站於 101年 02月 16日動工，本局

將於本年度持續推動中興抽水站之設置，目前將持續向中央申請

經費以利推動。 

（六） 實施山坡地緊急處理災害防治工程 

1. 實施山坡地緊急處理災害防治工程，迅速有效處理突發性災變，

達到減災、消災之目的及將山坡地潛勢危險等級由高至低排列順

序，並配合保全對象之有無，逐年辦理山坡地防治工程。 

2. 為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依據居民、里長、議員建議，辦理現

場會勘評估成效後辦理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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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山坡地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合併升格前兩縣市政府分別於 97、99年籌措經費建立全縣、市山

坡地範圍 GIS 圖資，並分別建立網站供機關同仁業務查詢使用；

因系統未能整合及地籍圖隨時有合併分割情形，使用略有資訊老

舊及地籍重測或圖資分割整併查詢不易之課題，造成作業平台無

法統一之不便；據此，未整合縣市暨有圖資資源，加速建立山坡

地地理資訊系統整合，於 101 年至 103 年分年編列經費及人員培

訓以有效掌握臺中市轄山坡地利用情形。 

（八） 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計畫 

本市超限利用土地於 88 年清查列管為 5,902 筆、面積 3,735.95

公頃，截至 100年 10月為止尚餘 2,475筆，1,498.864公頃，約

41%尚未完成改正解除列管，本府(原臺中縣政府)為有效管理超限

利用土地，於民國 97 年全面清查列管資料並建立資訊系統(套疊

於航照圖)，並於 99 年完成 GIS 作業平台建置，並函請各區公所

重新清查土地所有權人報局續辦，尚餘約 41%仍待處理。本局將

積極加強人員培訓及設備更新，並指派專人逐年辦理清理作業，

預計 101年清理 875筆、102年清理 800筆、103年清理 800筆。 

（九） 水利規劃業務 

1. 為落實本市市管河川、區排規劃綜合治理，本（101）年度辦理「車

籠埔光隆、興隆整體共排水改善計畫」、「臺中市豐原區軟埤坑溪、

葫蘆墩圳及旱溪環境營造計畫」、「臺中市十九甲地區（含大里、

太平區）及大里工業區易淹水區域檢討規劃」，整體檢討流域周邊

之排水系統，另將逐年編列預算辦理全市各區河川、區排、雨水

下水道系統之規劃檢討，如「本市各行政區雨水下水道規劃測量

檢討計畫」、「小型淹水或整體規劃開口計畫」、「臺中市都市防洪

能力檢討與因應策略研析（第一期）」、「臺中市河溪治理及環境景

觀營造綜合措施（第一期）」、「溪心壩排水整體檢討改善計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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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排水系統整體檢討改善計畫」、「筏子溪水系地方管區排整體規

劃計畫」、「塭寮溪改善治理計畫」、「劉厝排水系統改善檢討規劃

及計畫」等計畫，以期有效減低洪災發生機率減少受災損失，活

化水域景觀空間，達到治水、利水、親水、保水、活水之目標。 

2. 區域排水目前已通過核定與核可其堤防預定線之排水治理計畫者

有北屯圳排水治理計畫、清水大排排水治理計畫、龍井支線排水

治理計畫、坪林排水治理計畫等，後續並將持續統整臺中地區之

排水系統之規劃，以通暢整體排水水路，解決各種水患問題。 

（十） 水利管理業務 

市轄區域排水計 127 條及市管河川 1 條，總計長度約 451 公里之

長，101年 1月本市成立水利局為專責管理機關，為利本市排水有

效之管理及資訊化，需建立全市排水地理資訊系統。 

（十一） 配合本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及營運管理 

本局成立下水道專責單位-水利局衛生工程科為本市污水下水道

之執行單位，辦理本市污水下水道建設工作，截至 100年 12月 31

日建設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四 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建設情形 

管線長度 用戶接管戶數 

(戶) 規劃長度(公尺) 建設長度(公尺) 

1,681,113 649,596 74,001 

二、 資源分配檢討 

（一） 提昇雨水下水道建置率為本局之重點之ㄧ，本市 101 年度除編列

1億 5000萬元預算外，亦將持續向中央爭取補助以提升本市雨水

下水道之建置率及改善易淹水地區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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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山坡地農路維護與修建及治山防洪減災水土保持維護工作，

逐年經費由 101年經費新台幣 3億 5000萬元至 103年提升為新台

幣 10億元。 

（三） 持續農水路維護與修建，以方便農民運輸及保障農民生計，逐年

經費由 101年經費新台幣 1億 4000萬元至 103年提升為新台幣 5

億 5000萬元。 

（四） 落實治山防洪減災治理計畫，加強崩塌地、土石流等坡地監測及

管制，逐年經費由 101年經費新台幣 2億 1000萬元至 103年提升

為新台幣 7億 5000萬元。 

（五） 積極爭取內政部營建署城鄉風貌或中央機關相關經費補助，整理

各集水區野溪防洪滯水自然生態景觀。 

（六） 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計畫除本預算支用，本局 101 年成立後由坡

地管理科專責辦理。 

（七） 100 年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編列預算由局內水土保持科辦理發包之

「100 年白冷圳節餘水源利用工程整合及營運管理規劃案」，101

年隨水土保持科併入本局賡續辦理中，俟完成規劃後再依規劃內

容編列預算並向中央申請補助經費，本規劃案預計於 101 年 7 月

辦理完成。 

（八） 為全面規劃統整大臺中地區之排水系統，逐步建置大臺中地區水

域、排水系統之規劃資料，本（101）年度除編列 900萬元預算辦

理「車籠埔光隆、興隆整體共排水改善計畫」、「臺中市豐原區軟

埤坑溪、葫蘆墩圳及旱溪環境營造計畫」、「臺中市十九甲地區（含

大里、太平區）及大里工業區易淹水區域檢討規劃」，亦將持續編

列經費辦理「臺中市都市防洪能力檢討與因應策略研析（第一

期）」、「臺中市河溪治理及環境景觀營造綜合措施（第一期）」、「筏

子溪水系地方管區排整體規劃計畫」、「塭寮溪改善治理計畫」、「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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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排水系統改善檢討規劃及計畫」等或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臺中

市排水系統規劃。 

（九） 為全面管理大臺中地區之排水系統，逐步建置大臺中地區水域、

排水系統之資料，擬以 3年為期程，建立全市排水地理資訊系統，

亦將持續編列經費或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臺中市排水系統規劃。 

（十） 成立「臺中市河溪治理及環境景觀推動小組」，針對本市內重要河

川流域如大甲溪、筏子溪，整合中央及地方資源，從防洪、景觀、

生態、都市規劃、遊憩休閒與都會發展等角度，加速推動整體治

理。 

（十一）提昇本市污水下水道功能與效益，並配合福田、石岡壩、臺中港

特定區、梨山、環山、水湳及豐原等系統，主、次幹管到達區域

施作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以提昇本市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主要工程內容包括：水資源回收中心新（擴）建、主次幹管、分

支管網及用戶接管等工程設計及施工。自 95 至 99 年度計編列 8

億 6,505萬 7仟元、16億 8,336萬 9仟元、9億 4,499萬 1仟元、

8億 1,817萬 3仟元及 21億 251萬 5仟元，自 100年度起中央補

助 88％，地方配合編列 12％（99 年度以前原臺中縣延續性工程

中央補助 98%，地方配合編列 2%）。 

參、 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一、 策略績效目標 

（一） 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 改善全市易淹水點（策略績效目標一） 

本局目前列管各行政區之易淹水點計 271 處，預計透過本中程施

政計畫，達成改善 50%淹水點之目標，希冀於 103 年度將列管之

易淹水點降至 140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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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策略績效目標二） 

本市地方管區域排水及地方管河川共 128 條，為符合中央頒布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區域排水十年以上防洪頻率之治理目

標，預訂於 103年度前完成本市多處河段排水改善。 

3. 加強主次要河道及雨水下水道維護清疏作業（策略績效目標三） 

全市 128 條區域排水及河川，流經都市計畫區部份至少清疏一

次，非都市計畫區則辦理瓶頸段清疏。全市雨水下水道人孔每二

孔開蓋檢查一次，管道淤積超過 10公分者即辦理清疏；另為加強

河川、區域排水各級排水維護巡檢工作，預定於 102 年起編列預

算委由維護廠商辦理。 

4. 更新全市雨水下水道規劃（策略績效目標四） 

由於全市雨水下水道規劃至今已逾 30年，在都市區不斷擴增及道

路系統持續建設下，原有規劃早已不敷使用，103 年度前將陸續

辦理本市多處雨水下水道規劃測量檢討計畫。 

5. 落實執行山坡地開發監督管理，從嚴取締任何違法開發整地之行

為(策略績效目標五) 

執行年度例行計畫，辦理水土保持輔導、宣導活動及講習、山坡

地違規使用查報與取締及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等山坡地管理相關

業務。審查水土保持計畫書、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案件並落實施

工檢查督導等事項。 

6. 辦理治山防洪減災治理工程(策略績效目標六) 

本市山坡地面積廣大，山坡地之護坡、穩坡作業以及野溪治理應

為持續積極辦理之工作，以落實山坡地道路通行安全，方便農民

運輸及保障農民生計，其中包含農路道路維護及邊坡治理工程，

野溪、坑溝整治工程及土石流防治工程等。另推動本市防救災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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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包括臺中市自主防災社區推動計畫，臺中市地理及防災資訊

系統建置計畫，臺中市防災應變中心建置計畫，臺中防救災、防

汛搶險演習及成立防汛搶險隊計畫等，以落實本市防救災工作。 

7. 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戶數普及率(策略績效目標七) 

加速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減少河川污染、恢復水域環境水質、

提升環境衛生，進而提高市民生活環境品質。 

（二） 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 加強承辦人員專業知識及資訊能力計畫（策略績效目標一） 

加強本局承辦人員專業知識及資訊能力，並落實終生學習目標。 

（三）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 妥善分配有限資源，落實預算執行。（策略績效目標一） 

年度預算籌編前先行推估預算規模、歲入歲出可能短差金額及研

議因應方案；資源使用在邊際效用最大之計畫上，產生最大的總

效益。 

二、衡量指標 

（一） 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70%）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改善全市易淹

水點(10%) 
一 

改善全市易

淹水點(10%) 
1 

統計

數據 
改善淹水點數量  24處 40處 40處 



28-19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二 

推動重大水利

工 程 建 設

(10%) 

一 
計 畫 核 定

(5%) 
1 

統計

數據 
計畫核定數量  5處 6處 7處 

二 
工 程 進 度

(5%) 
1 

平均

工程

進度 

年度各工程進度加

總/年度計畫核定數

量 

 80% 87% 95% 

三 

加強主次要河

道及雨水下水

道 清 疏 作 業

(15%) 

一 

區域排水及

河川清疏長

度(7%) 

1 
統計

數據 
實際清疏長度  80公里 80公里 80公里 

二 

雨水下水道

等相關排水

道清疏長度

(8%) 

1 
統計

數據 
實際清疏長度  48公里 35公里 40公里 

四 

更新全市雨水

下 水 道 規 劃

(8%) 

一 

單元規劃檢

討完成(每一

單元為 10 公

頃)(8%) 

1 

完成

規劃

檢討

單元

數 

(期末報告審查完成

數量*面積)/10公頃 
 4單元 4單元 4單元 

五 

落實執行山坡

地開發監督管

理，從嚴取締

任何違法開發

整 地 之 行 為

(7%) 

一 

簡易水土保

持申報書申

請件數(5%) 

1 
統計

數據 
申報件數  

130件 130件 

300件 

(102.6.

27奉核) 

130件 

300件 

(102.6.

27奉核) 

二 

辦理山坡地

管理與安全

維護教育宣

導(2%) 

1 
統計

數據 
宣導場數  

5場 5場 

10場 

(102.6.

27奉核) 

5場 

10場 

(102.6.

27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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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六 

辦理治山防洪

減災治理工程

(15%) 

一 
預算執行比

例(15%) 
1 

執行

比例 
發包預算/年度預算  90% 92% 95％ 

七 

污水下水道用

戶接管普及率

(5%) 

一 

完成年度預

計用戶接管

普及率(5%) 

1 
統計

數據 

污水下水道已接管

戶 數 / 總 戶 數

*100%(總戶數以每

年年底總人口數為

計算基準) 

  14.5% 16.5% 

（二） 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15%）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加強承辦人員

專業知識及資

訊 能 力 計 畫

(15%) 

一 

同仁終身學

習年平均時

數(15%) 

1 
統計

數據 

職員終身學習時數

總計/職員總數 
 45小時 55小時 6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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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15%）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合 理 分 配 資

源，提升預算

執 行 績 效 。

(15%) 

一 

經常門預算

執 行 率 。

(10%) 

1 
統計

數據 

(經常門實支數+應

付未付數+節餘數)/

經常門預算數*100% 

 65% 80% 80% 

二 
資本門預算

執行率。(5%) 
1 

統計

數據 

(資本門實支數+應

付 未 付 數 + 節 餘

數)/資本門預算數

*100% 

 70% 80% 80% 

肆、 計畫內容摘要 

一、 改善全市易淹水點（策略績效目標一） 

（一） 辦理區域排水及河川整治用地徵收 

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 3階段實施計畫，本府共計提報約 20

億元之治理工程，為利治理工程之進行，需配合辦理相關用地取

得，預估用地取得費用需 9億元。 

2. 101年度配合編列之用地費為 1.59億元，以後年度概算年度需求用

地費為 2億元。 

（二） 雨水下水道建置率提升 

持續依雨水下水道規劃推動雨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加速建置率之提

升，以提升本市排水能力並改善本市排水系統，亦可減少本市之淹

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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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市排水地理資訊系統 

1. 河川、區域排水及雨水下水道系統資訊建置，將本局 GIS系統及將

既有資料進行整合、以及將紙本資料進行數位化。加速蒐集並彙整

大臺中工程地質、土石流發生潛勢範圍、重點崩塌地分布、歷年災

害崩塌地分布圖、水文、區域排水、斷層、岩體結構、易淹水地區、

門牌定位、地號定位系統、林班地圖、交通網路地圖…等空間資料，

便利本局承辦單位進行分析規劃、會勘、決策等使用。 

2. 整合地籍資料之建置。 

3. 建立排水圖籍管理提升排水圖籍資料建置率。 

二、 辦理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策略績效目標二） 

（一）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應急工程 

1. 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為應汛期來臨，地方政府對於市管區域排

水防洪之急迫需求，計畫每年度配合編列約 10億元之應急工程補

助款，補助地方政府針對核定之易淹水地區水系已完成規劃無用地

取得問題之區域排水瓶頸段辦理應急工程。 

2. 將針對本市區域排水系統之瓶頸段作檢討，積極提報中央補助經費

辦理。 

（二） 乾溪排水環境整體營造工程 

乾溪排水經過多年整治後，其防洪排水能力大幅提升，當地居民已

少有淹水之苦，而當地優質的水岸環境，更逐漸成為居民的重要休

憩場所。本計畫將辦理乾溪中正橋以上至地震園區之環境整體營

造，透過自行車道、照明工程之建置及景觀綠帶之重新營造，提供

霧峰區居民一個優質的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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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柳川河廊環境營造計畫 

柳川排水之水岸空間長期以來，提供地方居民休閒活動及閒話家

常，對凝聚社區鄰里的向心力以及建構社區安全協防與生活環境之

維護，具有重要價值和影響力。因現有活動空間老舊、環境景觀不

協調以及行車影響行人安全問題，社區鄰里居民有心爭取政府建設

經費結合地方資源與人力，來推動轄內城鄉景觀新風貌，提升社區

生活環境品質及提供綠美化休憩空間，建構如韓國親溪川之國際及

親水環境，恢復柳川河廊百年風華。 

三、 加強主次要河道及雨水下水道維護清疏作業（策略績效目標三） 

（一） 河川、各級排水道及雨水下水道等相關維護清疏 

水利工程需透過定期之管理維護及清疏，方得確保設施妥善。本市

幅員廣闊，計有市管河川 1條及區域排水 127條，另有中央管區域

排水 13條，為確保相關水利設施之妥善率，將每年編列 5億元之

經費辦理經常性之管理維護工作。另全市雨水下水道人孔每二孔開

蓋檢查一次，管道淤積超過 10公分者即辦理清疏。 

（二） 落實各級河川、區域排水之排水道維護管理計畫 

為加強河川、區域排水各級排水維護巡檢工作，確保河川、區排美

化及落實清疏，預定於 102年起每年編列預算 2000萬元委由維護

廠商辦理。 

四、 更新全市雨水下水道規劃（策略績效目標四） 

（一） 雨水下水道規劃及整治計畫 

雨水下水道系統為現代化都市不可或缺的公共設施，因應近來急遽

降雨型態增加，近年來原排水系統之規劃排水量已不敷使用，故將

針對臺中市轄區內各區雨水下水道系統，再予以規劃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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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區域排水規劃及整治計畫 

臺中縣市合併後幅員廣大，除原臺中市外，周邊大里區、太平區、

豐原區、潭子區等衛星區域內都市計畫開發案陸續開發，加上各項

公共工程的持續建設，以使臺中市逐漸成為一高度都市化之城市，

另臺灣位處於亞熱帶地區，導致颱風不斷，再加上全球氣候異常所

造成的豪暴雨連連、颱風強度增加，短時強降雨的確是在考驗都市

防洪的強度，為瞭解本市都市防洪能力檢討本市市管區排及雨水下

水道系統之通洪排水能力與淹水點調查規劃、滯洪設施之設置規劃

等有利降低本市於暴雨下面臨洪災之風險之作為實屬必要，以確保

本市市民之生命財產安全。 

（三） 河川區排環境景觀營造規劃計畫 

除落實流域上、中、下游整合規劃綜合治理及水資源分配應用，減

低洪災發生機率減少受災損失外，因應近年低碳生活、永續生態意

識及休閒遊憩需求提昇，都市河岸空間可藉由導入親水設施及生態

設計之觀念改善河岸景觀，擴大綠化面積，營造優質河岸景觀綠化

氛圍，並可藉由增加綠化面積及透水性提高二氧化碳吸收量及自然

排水能力，更可活化水域景觀空間，達到治水、利水、親水、保水、

活水之目標。 

五、 落實執行山坡地開發監督管理，從嚴取締任何違法開發整地之行為

（策略績效目標五） 

（一） 本市山坡地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本市山坡地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101年未編列預算，先期計畫提報

6,000千元爭取 101年追加預算執行。 

（二） 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計畫 

水利局坡地管理科編制員額人員補實後將積極辦理清理作業，將指

派專人辦理 101年清理 875筆、102年清理 800筆、103年清理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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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三） 山坡地深化管理計畫 

全市山坡地扣除國有林班地及事業林地尚有 56,301公頃土地，以

全市有山坡地區公所共 21區需聘用 21名巡查人員及設備，以建立

全市山坡地範圍野溪、土石流、地滑、順向坡、已施設水土保持構

造物資訊、違規查處，達到有效山坡地管理之目的，共需 1千萬元

將爭取 101年追加預算執行。 

（四） 各集水區開發立地適用工法調查與制定計畫 

蒐集本市各集水區地質、氣候、歷史災情、植物生長狀況並加以分

析、歸納、繪製各項工法標準圖說，以建全全市山坡地範圍各集水

區野溪、土石流、地滑、順向坡、已施設水土保持構造物資訊，依

適宜之範例提供民眾，以利民眾便利使用共需 500萬元將爭取 101

年追加預算執行。 

六、 辦理治山防洪減災治理工程（策略績效目標六） 

（一） 山坡地農水路維護與修建工程開口契約採購 

101-103年繼續辦理山坡地農水路維護與修建工程開口契約採購及

各區小型工程維護及道路邊坡治理。 

（二） 辦理緊急災修及治理工程開口契約採購 

依年度執行計畫辦理緊急災修及治理工程開口契約採購及各區水

土保持小型工程維護工作。 

（三） 本市防救災業務推動計畫 

1. 臺中市自主防災社區推動計畫。 

2. 臺中市地理及防災資訊系統建置計畫。 

3. 臺中市防災應變中心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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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中防救災、防汛搶險演習及成立防汛搶險隊計畫。 

七、 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策略績效目標七） 

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加速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建立民眾住

家後巷、前院同樣衛生、健康的新觀念，以改善生活品質，打造健

康及高生活品質之大城。 

八、 加強承辦人員專業知識及資訊能力計畫（策略績效目標八） 

（一） 加強本局承辦人員專業知識及資訊能力，並落實終生學習目標。 

九、 妥善分配有限資源，落實預算執行（策略績效目標九） 

（一） 年度預算籌編前先行推估預算規模、歲入歲出可能短差金額及研議

因應方案。 

（二） 資源使用在邊際效用最大之計畫上，產生最大的總體效益。 

 



28-27 
 

伍、 中程施政計畫經費總需求表                                                      仟元 

策略績效目標 

 

計畫名稱 

以前年度

已列預算

數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年度以

後經費需

求 

100至 103 

年度合計 

總  計 計畫性質 備  註 

 公共

建設 

社會

發展 

1. 改善全市易淹水點 1,004,921 180,000 324,000 815,000 820,000 820,000 2,139,000 3,963,921    

1.1辦理區域排水及河川整治用地徵收 964,921 180,000 159,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1,139,000 2,503,921    

1.2雨水下水道建置率 
40,000 0 150,000 400,000 400,000 400,000 950,000 1,390,000   

除本局編列
外；亦將繼
續向中央增
取補助 

1.3全市排水地理資訊系統 0 0 15,000 15,000 20,000 20,000 50,000 70,000   

除本局編列
外，亦將向
中央爭取補
助 

2. 辦理重大水利工程建設 272,580 55,000 76,000 250,000 210,000 60,000 591,000 923,580    

2.1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應急工程 272,580 55,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235,000 567,580    

2.2乾溪排水環境整體營造工程 0 0 10,000 40,000 0 0 50,000 50,000    

2.3柳川河廊環境營造計畫 0 0 6,000 150,000 150,000 0 306,000 306,000   

除本局編列
外，亦將向
中央爭取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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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計畫名稱 

以前年度

已列預算

數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年度以

後經費需

求 

100至 103 

年度合計 

總  計 計畫性質 備  註 

 公共

建設 

社會

發展 

3. 加強主次要河道及雨水下水道清疏

作業 
180,000 125,626 150,000 520,000 520,000 520,000 1,315,626 2,015,626    

3.1河川、各級排水道及雨水下水道等相

關維護清疏 
180,000 125,626 15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1,275,626 1,955,626    

3.2落實各級河川、區域排水之排水道維

護管理計畫 
0 0 0 20,000 20,000 20,000 40,000 60,000    

4. 更新全市雨水下水道規劃 0 0 9,000 45,000 60,000 75,000 114,000 189,000    

4.1雨水下水道規劃及整治計畫 0 0 9,000 15,000 20,000 25,000 44,000 69,000    

4.2區域排水規劃及整治計畫 0 0 0 15,000 20,000 25,000 35,000 60,000    

4.3河川區排環境景觀營造規劃計畫 0 0 0 15,000 20,000 25,000 35,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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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計畫名稱 

以前年度

已列預算

數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年度以

後經費需

求 

100至 103 

年度合計 

總  計 計畫性質 備  註 
 

公共

建設 

社會

發展 

5. 落實執行山坡地開發監督管理，從嚴

取締任何違法開發整地之行為 
0 307 6,307 17,307 12,307 13,307 36,228 49,535    

5.1本市山坡地地理資訊系統建置 0 0 6,000 2,000 2,000 3,000 10,000 13,000    

5.2山坡地超限利用清理計畫 0 307 307 307 307 307 1,228 1,535    

5.3山坡地深化管理計畫 0 0 0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30,000    

5.4 各集水區開發立地適用工法調查與

制定計畫 
0 0 0 5,000 0 0 5,000 5,000    

6. 辦理治山防洪減災治理工程 0 0 366,000 770,000 1,025,000 1,334,000 2,161,000 3,495,000    

6.1 山坡地農水路維護與修建工程開口

契約採購 
0 0 140,000 300,000 400,000 550,000 840,000 1,390,000    

6.2 辦理緊急災修及治理工程開口契約

採購 
0 0 210,000 450,000 600,000 750,000 1,260,000 2,010,000    

6.3臺中市防救災業務推動計畫 0 0 16,000 20,000 25,000 34,000 61,000 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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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策略績效目標 

 

計畫名稱 

以前年度

已列預算

數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年度以

後經費需

求 

100至 103 

年度合計 

總  計 計畫性質 備  註 

 公共

建設 

社會

發展 

7. 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    1,443,678 1,094,678 0 2,538,356 2,538,356    

7.1臺中市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1,369,000 1,010,000 0 2,379,000 2,379,000    

7.2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操作營運費   

用 
   26,678 26,678 0 53,356 53,356    

7.3石岡壩污水處理廠操作營運費用    0 10,000 0 10,000 10,000    

7.4 臺中港特定區及環山地區污水處理

廠操作營運費用 
   16,000 16,000 0 32,000 32,000    

7.5梨山地區污水處理廠操作營運費用    2,000 2,000 0 4,000 4,000    

7.6污水下水道系統營管費用    30,000 30,000 0 60,000 60,000    

總計 1,457,501 360,933 931,307 3,860,985 3,741,985 2,822,307 8,895,210 13,175,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