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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確保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本局 108 年度施政重點在治山防洪作為面

向，從上游水保，強化山坡地監督管理及查報取締管理工作，運用衛星影像及

無人機航空載具（UAV）有效監控山坡地開發情形，並檢討山坡地範圍及實施

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作業，持續辦理山坡地治理及農路修繕工程，中、

下游則透過易淹水改善、區域排水整治、清疏、滯洪公園闢建及建置雨水下水

道等，建構安全韌性城市。此外，將積極發展並建置防災應變智慧化整合平

台，透過即時水情資訊收集，在重點區佈設智慧化水位感測器，透過大數據分

析，在防汛期間能即時傳遞與共享，有效提升防災應變決策效能；在河岸環境

營造面向，除淨化河川水質及打造親水空間外，將配合校園共同合作，讓市政

工程成為教育資源觀摩專案，未來也將結合國中小學推動環境教育，落實水資

源宣導向下紮根。在污水建設面向，108 下半年度起，將針對後向用戶推動強

制接管，污水下水道特定地區範圍(建築物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區域)也將由原先

11 區擴大至 19 區，未來所有新建建築物設計需配合本局污水下水道接管工

程，用戶不必再施作建築物內部改管即可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預計年底用戶

接管將突破 19萬戶，讓臺中市邁入優質宜居城市。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翠綠山林－保水固土，永續利用護育大地 

（一）保育水土資源、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1、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強化山坡地監督管理及查報取締管理工作，運

用衛星影像及無人機航空載具（UAV）有效監控山坡地開發情形，以防止

山坡地違規開發造成坡地災害等情形發生。 

2、檢討山坡地範圍及實施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作業，依土地分類有效

控管，以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及減少超限利用情形 

（二）山坡地治理、強化山保設施 

針對涉及民眾及交通等與安全有關之地區，依急迫性、危險性及重要性分

區執行，全市轄區依地域及山坡地面積比例分為山、海、屯三個工區，108 年

持續辦理山坡地治理及農路修繕工程。 

二、安心家園－治水防洪，建構安全韌性城市 

（一）南山截水溝整治工程 

解決海線居民長年的夢魘，並帶動地方建設蓬勃發展。積極趕辦南山截水

溝第一及二期工程(共 24 件工程)，預計 108 年累計完成 14 件，並積極向中央

爭取前瞻計畫經費辦理第三期工程，由北勢溪向上游延伸整治至竹林南溪，整

治總長度約 2.4公里。 

（二）治理規劃整體性檢討 
1、針對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進行治理規劃檢討，並對排水不良區域提出改善

方案及因應對策，以提升河川及區域排水防洪能力，同時依據規劃報告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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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理計畫，逐步完成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用地範圍線劃設，作為未來河

川及區域排水整治及管理之依據。 

2、因應氣候變遷所導致的逕流增量，水利法增訂第七章之一「逕流分擔與

出流管制」，行政院定自 108 年 2 月施行，為讓流域內土地分擔蓄保水

責任，增加入滲、減少逕流，將透過市府各單位協商，結合水利及土地

部門進行逕流分擔計畫，提升易淹水區域或重大建設地區防洪保護標準，

另外，法規也要求河川及各類排水均需進行出流管制，以設計基準洪

流量推估排放管制量，超過者即應分擔於流域內。未來將落實「逕流

分擔與出流管制」精神，要求開發單位義務人設置滯(減)洪設施。 

（三）興建雨水下水道 

為加速雨水下水道建置率提昇，108 年 2 月第二階段前瞻-水安全計畫提報

工程案計 3.63 億元，將持續向中央提報計畫，採分年分期編列預算，加速推

動雨水下水道建設，並以 112 年達成建置率 80%為首要目標。108 年預計辦理

太平區鵬儀路雨水下水道、太平區中和街雨水下水道、沙鹿區向上路雨水下水

道、清水區高美路雨水下水道、大甲區興安路雨水下水道等 5 件工程，加強本

市排水效能。 

（四）新建大里區大峰路防災公園 

「大里區大峰路防災公園」獲得前瞻基礎建設水安全計畫補助，規劃大里

區東湖里大峰路的公園預定地，創造「儲水、透水、保水及水循環」的防災公

園，平時是鄰里間多功能休憩場所；大雨來臨時，則成為東湖里及西湖里的滯

洪池，達到減洪、滯洪及防災效益，漸層次的提高韌性城市防洪能量。本案預

計 108年 4月上網發包，預計 108年底工程可完成 30%進度。 

（五）落實排水道清淤，確保排洪功能正常 

108 年將針對本市市管河川 1 條、市管區域排水 132 條、各級中小排水道

及雨水下水道進行定期及不定期之疏濬清淤工作，並優先執行易淤積或易淹水

區域，預計清疏 118 公里，以確保颱風豪雨期間可正常發揮排洪功能，降低淹

水機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六）推動各級排水認養，落實水環境永續發展 

因應臺中市水環境建設逐年增加，水岸綠地維護預算無法對等成長，為使

美麗親水環境能得到良好的維護，將結合民間資源，以「自己家園自己清」為

理念，推動「民間認養排水路環境清理計畫」，由各區里團體組織可透過計畫

認養家園排水路，將維護「主導權」交到民眾手裡，主動關心自己家園。此

外，也將研議增訂媒合企業協助或得於認養範圍內設置其標誌等誘因機制。期

望透過輔助推動認養措施，鼓勵更多企業團體加入維護排水綠地行列，減少政

府財政負擔，讓優質水岸休憩空間與親水環境得以永續。 

（七）建置智慧防汛網 強化防災應變能力 

為有利於掌握即時水情，經濟部水利署前瞻「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

節水技術計畫」補助辦理智慧防汛網推廣建置，總計畫經費 1,570 萬元，將整

合現有監測站之水位計、雨量計等水情監測設備及減災設施，以及研發淹水感

測元件，有效發揮水利物聯網智慧防汛功能，以提升本市水利智慧防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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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總經費 1,570 萬元，108 年將進行智慧化感測元件建置、智慧防汛通訊

網規劃。 

（八）辦理防汛演習、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2.0 

1、本市淹水潛勢地區目前共計 67 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分布於 16 個行政

區，主要的工作為輔導颱風前整備工作、在颱風期間協助通報及勸導撤離

弱勢族群，並辦理自主防災等工作，藉由人人發揮「自助、互助」的精

神，降低災害損失。108 年度編列預算 200 萬辦理社區維運，並依社區需

求及裝備老舊情形爭取經費，預定汰換防災社區裝備及設備，以強化社區

自主防災能量。 

2、為因應今(108)年汛期來臨，本局將於汛期前(4 月 30 日)分別舉辦 2 場大

型水災防汛實兵演習(東區、梧棲區)，並辦理 13 場防災宣導、13 場防災

兵棋推演、1 場土石流防災演習(霧峰區)，以加強區級應變中心應變能力

及防災意識。 

三、淨水生活－污水接管，潔淨河川亮麗生機 

（一）加速污水接管，縮短城鄉差距 

今年度已獲中央補助 15 億元污水建設經費，108 年底接管戶將突破 19 萬

戶，未來 6 年倍增至 35 萬戶。後巷常有增建物等障礙，108 年 7 月起，將針對

後巷用戶推動強制接管，免去民眾日後抽水肥問題，另針對一定寬度以上的後

巷一併進行美化作業，澈底改善後巷藏污納垢環境，加速用戶接管效率。生活

污水透過公共污水下水道收集至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放

流，改善河川水質及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及增加城市競爭力。 

（二）生活污水集中處理，改善河川水質 

1、 本市轄管運轉中之水資源回收中心計有福田、臺中港、石岡壩、梨山、環

山、廍子、水湳、黎明、文山、新光共 10 座，豐原水資中心預計於 108

年啟用運轉，後續谷關污水系統實施計畫業經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辦理。烏

日水資中心先期規劃及環評案亦持續推動，今年將辦理都市計畫變更書圖

製作及相關審議作業並取得烏日水資中心用地，同時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 

2、 108 年規劃於福田水資中心污泥脫水機房設置 1 座污泥乾燥設備(處理規

模：15 公噸/日)，將平均含水率 80％之脫水污泥乾燥處理至含水率≦30

％，提高污泥減量效益。 

3、污水下水道特定地區範圍(建築物用戶排水設備審查區域)，將於今年 7 月

1 日新增公告豐原、神岡、潭子、大雅、烏日、太平、大里、梧棲等 8

區，由原先 11 區擴大至 19 區，未來所有新建建築物設計需配合本局污水

下水道接管工程，用戶不必再施作建築物內部改管即可接入公共污水下水

道。 

（三）整治河川水質，打造城市親水廊道 

1、 市區人口集中，每日排出之污廢水量多，除已逐步分區納入公共污水系統

處理外，部分未經處理之生活污水放流於鄰近之河川、溝渠（側溝），容

易發生惡臭及滋生蚊蠅，不僅嚴重影響居住環境及民眾健康，並使河川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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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嚴重之污染，透過現地處理方式來收集污水並進行處理，能有效改善河

川水質，重塑都會區河川環境，進而提升生活品質及增加城市競爭力。 

2、本市目前現地處理設施包含綠川、柳川、東大溪、軟埤仔溪、梧棲大排等

5 座，預計 108 年起委託專業廠商辦理各現地設施(包含既有污水現地處理

設施、各系統之揚水站、截流站及其相關設施) 操作營運管理及功能專業

評估等工作，以有效提升各現地設施委外代操作品質及效能。 

四、藍帶水岸－河岸整治，營造親水防洪兼具之水岸環境 

（一）筏子溪景觀環境營造及礫間處理設施 

車路巷橋-永安橋河段將同時優化景觀並淨化水質，兩岸營造水域環境景

觀約 740 公尺，並於支流林厝排水沿岸截流生活污水，集中於新設礫間 (文中

42 用地)處理後排放，礫間處理設施也同時兼具環境教育場域功能，工程於今

年 1 月開工，預計 108 年完成礫間曝氣槽結構及機電設備。此外，高鐵段河岸

景觀改善亦是重點工作，希望讓高鐵旅客到訪臺中時，都能感受賓至如歸的環

境，本局現已著手規劃立體字形「Taichung」兩側堤岸綠美化作業，透過地標

圖騰，營造更具迎賓意象的水域空間。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目前亦刻正委

請本局代辦「筏子溪水域及周邊地區整體環境規劃」案，將針對筏子溪水域環

境及周遭環境進行整合規劃，希望在兼顧防汛安全及河川生態之前提下，達到

市民親近生態多樣化之自然環境、城市能提昇視覺意象之多重目標。 

（二）旱溪排水水環境及鄰近區域設施改善 

108 年度預計完成跨越旱溪排水之橋梁 2 座以聯結南區及大里區旱溪兩

岸。工程完工後，可提供旱溪排水兩岸(大里區永隆里及南區積善里)市民通行

便利，並改善當地照明設施，以利民眾夜間休閒運動，同時也拓寬既有人行步

道鋪面，增加散步空間。 

（三）興大園道水環境營造 

1、 民權路至復興路段，採納地方民意保留建國南路通行車道並增設停車空

間，完工後將可結合綠空鐵道、水岸藍帶與公園綠帶，型塑都市藍帶及綠

帶系統交會之觀光休憩空間。相關整治計畫包含污水截流、護岸、人行道

及水岸環境營造等項目，預計 108 年底工程進度可達 30%，109 年底完

工。 

2、 位於長春公園內的綠川(愛國街至信義南街)段，藉由結合逕流治理思維與

公共空間質量提昇的理想，連接都市與公園綠意景觀，並縫合運動中心外

部開放空間，完善都市空間串聯，創造具教育意義及休閒樂活之公園新

生。相關整治計畫包含污水截流、護岸、人行道與長春公園空間改善等項

目，預計 108年底工程進度可達 30%，109年底完工。 

3、信義南街至大明路段已獲得中央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階段

補助款，總計經費共約 10.6 億，串連綠川東西岸，並聯結中興大學特

色，深化在地聯結，串連綠川沿岸景觀與興大園道，相關整治計畫包含污

水截流、河岸綠帶節點串連及水岸環境營造等項目，自 108 年開工，預計

108年底工程進度達 30％，109年底完工。 

（四）東大溪環境營造與環境教育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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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溪為筏子溪支流南邊溪分支，上游有夜市商圈排放的生活污水，重度

污染的水質，影響水域生態及校園周遭環境，也間接污染下游的筏子溪。本局

向中央爭取前瞻「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補助，由市府辦理改善工程，所

需用地則由東海大學無償借用，建設水質現地礫間處理設施，將河道內未處理

污水，進行全量處理後放流回河道，改善生態環境。除淨化東大溪河川水質外，

並營造親水、親綠生態環境，邀請東海大學建築系、景觀系師生共同加入，讓

市政工程成為教育資源觀摩專案。未來也將結合國中小學推動環境教育，落實

水資源宣導向下扎根。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具體實施內容) 

翠綠山林-保水

固土，永續利

用護育大地 

水土保持計畫

審查及監督管

理 

 

為保育水土資源、減免災害及促進土地合理利用，依據水土保持

法及其相關法令，執行水土保持計畫審核及監督管理工作，並配

合水土保持相關宣導活動，提升民眾對水土保持及山坡地保育之

觀念。 

取締違規開發

山坡地 
一、 運用水土保持局提供之衛星影像監測及判釋技術，有效監控

山坡地開發情形，以防止違規開發造成坡地災害等情形發

生。 

二、 執行山坡地深化管理計畫，由巡查人員每日監控山坡地開發

情形，遏止違規案件繼續擴大。 

山坡地可利用

限度查定作業 

促進土地合理利用，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訂定之「山坡地土 

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實施可利用限度查定作業，將山坡地供 

農業使用之土地辦理分類查定，供後續土地使用管制及土地限制 

之使用。 

 

超限利用案件

清理作業 

依據山坡地可利用限度分類輔導民眾恢復造林，並於每年度辦理 

教育宣導活動，讓民眾更為深切體會水土保持法治觀念之重性， 

確保水土資源永續利用經營。 

 

合法檢討山坡

地範圍，促進

土地合理利用 

為促進土地獲得合理利用，在符合環保、水土保持及安全性之條 

件下，依各區現況予以篩選，評估可劃出之山坡地範圍。 

安心家園-治水

防洪，建構安

全韌性城市 

南山截水溝計

畫 

一、 山腳排水(拓寬段)護岸 0、2、4、5 標治理工程及中厝人行橋

新建工程(由水利局辦理)。 

二、 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護岸 1、2、3、4 標治理工程(由三河局

辦理)及山腳排水上游延伸段橋梁 1、2、3、4 標新建工程(由

建設局辦理)。 

河川、區域排

水規劃檢討及

治理計畫 

辦理軟埤仔溪排水系統(軟埤仔溪排水、陽明山排水、下溪洲支

線、下溪洲分線)及七星排水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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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具體實施內容) 

雨水下水道系

統檢討規劃 
 

辦理大里區、大肚區、神岡區、大雅區、石岡區、新社區、

后里區、外埔區、大安區、清水區、沙鹿區、梧棲區、龍井

區、環中路以西範圍(西屯區、南屯區)等 15 個行政區雨水下

水道系統檢討規劃  
逕流分擔與出

流管制計畫 

一、 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試辦操作－

以大里溪流域為例。 
二、 辦理本市土地開發利用及變更使用計畫之「出流管制計畫

書」及「出流管制規劃書」審查。 
建置雨水下水

道 

因應極端氣候強降雨威脅，本市持續推動都市綜合治水計畫，落 

實海綿城市概念，採分年分期編列預算，逐年提升 0.3%雨水下水 

道實施率，落實改善市區排水性能達到韌性城市的永續目標。 

大里區大峰路

防災公園 

透過雨積磚、鋪面滲透及滯洪池等工法增加蓄水防洪空間，創造

「儲水、透水、保水及水循環」的防災公園，平時是鄰里間多功

能休憩場所；大雨來臨時，則成為東湖里及西湖里的滯洪池，達

到減洪、滯洪及防災效益，總滯洪量約 1萬 2,500立方公尺，保

護面積約 41公頃，保護人口約 2,260人。 

108年 4月上網發包，5月開工。總經費 1億 4,000萬元(經費分

別編列於 108年-110年預算)，108年度預計執行 30％工程進度。 

落實排水道清

淤，確保排洪

功能正常 

針對市管河川、區域排水、各級中小排水及雨水下水道辦理疏浚

清淤工作，108年度預計各級排水道總清疏約 118公里(含下水

道)，確保排洪功能正常。另將結合民間資源，以「自己家園自己

清」為理念，推動「民間認養排水路環境清理計畫」，由各區里

團體組織或媒合企業補助，透過計畫認養家園排水路，將維護

「主導權」交到民眾手裡，主動關心自己家園，讓優質水岸休憩

空間與親水環境得以永續。 

臺中市智慧防

汛網推廣建置

計畫 

一、 廣布前端積淹水感測器，將感測資料同步提供給水利署雲

端服務進行整合分析模擬，並將分析成果回饋給地方進行

加值運用。 
二、 全面應用物聯網之技術，建構全市整體智慧防汛。 
三、 建置智慧防汛管理平台及規劃結合淹水預警模式應用前期

作業，以提升水情預警功能。 
四、 水情中心硬體設備功能提升，以滿足智慧防汛軟硬體及防災

應變環境需求。 
辦理防汛演

習、推動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

2.0 

一、辦理本市 67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維運，包含教育訓練、防災

演練等事項。 

二、舉辦 2場大型水災防汛實兵演習(東區、梧棲區)，並辦理 13

場防災宣導、13場防災兵棋推演、1場土石流防災演習(霧峰

區)，以加強區級應變中心應變能力及防災意識 

淨水生活-污水

接管，潔淨河

川亮麗生機 

加速污水接管 

108年突破 19

萬戶 

本市每日可處理污水總量已達 26 萬噸，預計 108 年底前總接管戶

數將可達 19 萬戶，並針對後巷空間不足無法施作用戶，積極與里

長、住戶溝通、協調污水接管施作意願，並鼓勵大樓依據頒訂實

施「臺中市建築物化糞池或污水處理設施廢除補助要點」申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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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具體實施內容) 

助接管，以達市府與民眾雙贏的模式澈底改善市區環境衛生，提

升居住環境品質。 

烏日水資源回

收中心先期規

劃及環評 

辦理烏日水資中心用地都計變更書圖製作及相關審議作業。 

福田水資源回

收中心污泥乾

燥減量 

設置 1 座處理規模 15 公噸/日之污泥乾燥設備(總處理規模為 30 

公噸/日)，將平均含水率 80％之脫水污泥乾燥處理至含水率≦30

％，提高污泥減量效益。 

108 年臺中市

現地處理設施

功能評估專業

服務 

臺中市轄管現地處理設施操作維護營運管理，委託專業廠商辦理

綠川、柳川、東大溪、軟埤仔溪、梧棲大排等 5 座現地設施(包含

既有污現地處理設施、各系統之揚水站、截流站及其相關設施)，

操作營運管理及設施功能評估等工作。 

藍帶水岸-河岸

整治，營造親

水防洪兼具之

水岸環境 
筏子溪景觀環

境營造及礫間

處理設施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前瞻計畫經費補助執行，本局編列配合

款，總計投入約 1.5 億元提升筏子溪水域環境之水質。工程

主要於林厝排水沿岸截留生活污水並於林厝排水出口右岸文

中 42 用地設置礫間處理設施，自車路巷橋至永安橋河段兩岸

長約 740 公尺辦理水域環境景觀營造。工程已於 108 年 1 月 2

5日開工，預計 108年完成礫間曝氣槽結構及機電設備。 

二、 另高鐵站旁亦進行筏子溪堤岸綠美化作業，營造臺中市意象

圖騰，更彰顯臺中迎賓河之美。 

筏子溪水域及

周邊地區整體

環境規劃 

短期將針對筏子溪河川兩岸環境、土地使用現況及農業區違規使

用情形進行調查；中長期則將研析相關上位計畫及法令，並配合

「全國國土計畫」及「臺中市區域計畫」對筏子溪整體環境之指

導，考量未來發展趨勢，以全流域整治方式提出整體建議方案。 
  

旱溪排水水環

境及鄰近區域

設施改善 

一、108 年度預計完成跨越旱溪排水之橋梁 2 座以聯結南區及大里

區旱溪兩岸。 

二、國光橋右岸新建立現地處理場一座。 

興大園道水環

境營造 

ㄧ、民權路至復興路段： 

改善河岸長度 700 公尺與河岸北側的鐵道休憩空間結合，今

年 1 月 29 日召開地方說明會並重新檢討民眾需求，決定順應

長春里民意，保留建國南路通行車道，全案預計 109 年 5 月

前完成，透過綠川沿岸人本空間的改善及污水全線截流，型

塑都市藍帶及綠帶系統交會之觀光休憩空間。 

二、愛國街至信義南街段： 

位於長春公園內，計畫長度約 170M，設計利用箱涵頂蓋做雨

水收集盤，末端設置雨水撲滿，實現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使

用於公園澆灌系統，亦可發揮滯洪效益，完善水循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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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具體實施內容) 

三、信義南街至大明路段： 

辦理景觀環境工程，包含污水截流、河岸綠帶節點串連及水

岸環境營造等項目，自 108 年開工，預計 108 年底工程進度

達 30%，109年底完工。 

東大溪水環境

及鄰近區域環

境改善計畫 

ㄧ、改善東大溪上游未處理之 10,000CMD晴天污水。 

一、 進行污水截流並研選礫間處理設施場址進行水質淨化。 

二、 礫間處理的淨化水補助東大溪及鄰近區域野溪，作為生態基

流量並進行水域環境營造。 

三、 東海大學基於改善生態環境及造福市民考量，願與市府攜手

鼎力推動本案，同時藉由環境教育灌輸學生環保觀念，必可

成為公私協力最佳典範。 

愛水學堂－水

利營推動計畫 

ㄧ、從小培育環境保育思維，鼓勵學員走出戶外、認識環境、體

驗環境、友善環境，發揮立即行動的力量共護大臺中水資

源。 

二、培養學生愛護水資源環境、欣賞生態自然及珍惜資源、節約

水能源，養成惜福愛物的生活習慣。 

三、培育學生重視水資源後，進而成為愛護水資源種子，以影響

學校、家庭乃至於社會。 

四、設計以學校為本位的水生態環境教育課程，融入各科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