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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總說明
本修正計畫章節內容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
點」第 12 點規定辦理，臚列如次：
一、環境變遷檢討
(一)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供應彰濱工業區
根據 105 年經濟部水利署用水計畫與工業局用水推估資料顯示，彰濱工
業區原先預計至 120 年將有 10.8 萬噸/日之用水需求，除廠商配合自主節
水、興建再生水廠之規劃，仍有相當之用水缺口。經查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再生水工程係規劃 13 萬噸/日全量供應台中港工業專區，惟台中港工業專區
因政策改變及區內產業轉型，致使福田再生水需求用量降低，茲為協助去化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量，爰工業局媒合使用福田水資源中心再生水，
以補足彰濱工業區之用水缺口，爰向經濟部水利署及台中市政府等單位提出
使用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之需求，並由內政部營建署報請行政院納入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再生水工程項下。
工業局為配合政府綠能政策之推動，將彰濱工業區崙尾東區調整為綠能
專區，爰工業局於 106 年針對彰濱工業區整體開發狀況重新調整用水需求，
致原推估至民國 120 年需求水量 10.8 萬噸/日，在崙尾東區研議規劃設置綠
能設施以及大廠用水因製程改變未達原先所提需求用水量之情況下，經檢討
推估未來需水量調降為 7.5 萬噸/日。
綜上，彰濱工業區之需求水量已無使用福田再生水之必要，爰於 107 年
4 月 25 日由經濟部召開「有關福田再生水供應彰濱工業區後續推動與否研
商會議」會議，經決議福田再生水供應彰濱工業區延管工程停止辦理。
(二)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由於中科台中園區位處大肚山山坡地上，水湳水資源中心位處於市區平
地，兩地高程差約 75 公尺。再生水必須以加壓方式由水湳再生水廠泵送到
園區內方能穩定供水，工程難度與風險相對提高。
中科台中園區開發至今已 14 年，目前財務仍處於負債狀態，若為配合政
策使用再生水，所需投入再生水建設成本將使園區財務負擔加劇；由於國際
景氣穩定回升，中科園區 107 年 1-2 月營業額初估約為 1,094.46 億元，較
去年同期 698.18 億元巨幅成長 56.76％，中科 107 年營業額可望較 106 年
成長 10%，再創歷史新高達 6,200 億元，預測未來仍將持續成長及增加用水
量；惟近年全球氣候變遷加劇，異常極端之旱澇災害頻仍，為確保園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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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發展，亟需以科學手段開發穩定水源，爰引進再生水遂成為園區當前重
要課題，希望藉由中央補助，降低再生水使用費用，以利媒合園區廠商使用
意願。
(三)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參考「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6 年
3 月），依臺南地區公共給水系統水源供需分析圖，民國 110 年起用水缺口
將逐漸增加，至民國 120 年將有每日 22.5 萬立方公尺缺口，因此，為增加
臺南供水能力及建立備援能力為當務之急，建議多元開發新興水源，以降低
臺南地區未來缺水風險。
二、需求重新評估
(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略、與原計畫需求相同，僅增列中科台中園區區內再生水輸水管線與中
繼加壓站等相關設施所需補助經費約 1.065 億元，詳本修正計畫書。
(二)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臺南仁德再生水廠規劃以 UF/RO 作為再生水處理流程，產水量約每日
10,000CMD 再生水+1500CMD 次級用水，輸水管線長度約 3.8 公里（含次級用
水管線 1.1 公里），其總經費約 8 億元。
三、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原再生水工程推動計畫，計畫推動期程為 107-112
年，第一期(106-107 年)立法院核定預算為 0.2 億元(106 年度無編列預
算、107 年度編列 0.2 億元)執行績效良好，說明如下：
(一) 高雄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案已結合臨海廠再生水示範案合併採有償 BTO 模式推動，由營建署及
高雄市政府辦理 2 場招商說明會完竣，市府業於 106 年 12 月 18 日舉辦招商
說明會完竣，並經內政部於 107 年 3 月 8 日核定個案報院計畫及由高雄市政
府於 107 年於 8 月 16 日辦理甄審會，已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簽約推動。
(二) 臺中水湳再生水工程:
水湳再生水工程計畫經臺中市政府評估將採有償 BTO 模式推動興辦，市
府已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辦理公聽會，先期作業報告業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107 年 4 月 19 日審查原則同意，並轉送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建設推動會於
107 年 9 月 5 日完成審議，另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107 年 9 月 10 日完成興建
營運委託專案管理委託專業服務案決標，及正由市府辦理用水契約協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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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修正理由說明
(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有關「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1 案，經科技部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反映，中科台中園區之地理條件與其他案件不同(中科台
中園區高程 177 公尺>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高程 102 公尺，落差約 75 公尺)，
而臨海、福田再生水案可採重力方式供水，惟水湳案需採加壓方式供水，才
能將再生水送至中科台中園區。為利本案推動，業經相關推動單位共同研商
後建議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中科管理局)將水湳再生
水案區內建設部分提案修正，爰擬「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將中科台中園區區內輸水管線、加壓站與配水池併案推動，以降低後續營運
成本，提高廠商使用意願。
(二)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考量臺南市至民國 120 年仍有用水缺口，未來可能會列為水源供應短缺
之虞地區，依「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使用再生水辦法」第六條規定，開發
單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興辦開發行為時，計畫用水量累計達每日三千
立方公尺以上，或因變更開發行為致核定之計畫用水量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
以上，則需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爰此，辦理「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
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
，俾供未來有再生水用水需求單位使用。
五、修正目標
計畫推動目標由原預計 112 年底可擴大內政部「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外再生水供應 3 萬噸/日修正為 113 年底增加至 4 萬
噸/日予產業使用（水湳案新增 1 萬噸/日，臨海案可擴大臨海廠示範案水量
2 萬噸/日，仁德案新增 1 萬噸/日），總共可回收之放流水量為 5 萬噸/日。
六、修正內容、分年實施計畫及資源需求
(三) 修正內容
本修正計畫期程及經費，由 106-112 年需求中央公務預算經費 35 億元
修正為 106-113 年需求 21.425 億元。
(四) 分年實施計畫
本修正計畫分年經費與分年指標如下表：(其中 107~109 年度中央公務
預算法定預算數分別為 20,000 千元、292,900 千元及 525,30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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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費

中央公務預算(內政部)
中央公務預算(科技部)
中央公務預算總計
地方預算
總經費

第一年
107年
2,036,000 20,000
106,500
0
2,142,500 20,000

分年目標回收水量

0

所需總經費及分年經費表（千元）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292,900 542,000 424,200 202,000 288,100 266,800
0
0 106,500
0
0
0
292,900 542,000 530,700 202,000 288,100 266,800
207,162
2,349,662
可回收放流水量(噸/日)
0
0
40,000 40,000 40,000 50,000

(五) 資源需求
本修正計畫所需經費由中央公務預算編列 21.425 億元，106 年 9 月至
110 年 8 月底止所需約 13.02 億元由特別預算支應，後續年度則另循預算
程序辦理，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相關規定由縣
（市）政府分攤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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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內容對照表
項 修正
次 項目
1

2

原計畫

本修正計畫

修正對照說明

計畫
106.8-112.12
期程

106.8-113.12

依循原計畫滾動檢討機制，修正配合
修正計畫執行所需期程，由原核定 6
年 5 個月增加為 7 年 5 個月。

計畫 36.43162 億元(總經費)
經費 35 億元(中央公務預算)

23.497 億元(總經費)
21.425 億元(中央公務預算)

總經費減少 12.93462 億元
中央公務預算減少 13.57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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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1. 水湳再生水工程預計於 110 年供水 1 1. 水湳再生水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供水 1 1. 因應經濟部工業局停止辦理福田再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生水工程供應彰濱工業區案，滾動檢
目標
討後修正計畫如下:
2. 臨海再生水工程於 110 年可增加臨海 2. 臨海再生水工程於 110 年可增加臨海
廠示範案供水量 2 萬噸/日至供水 3
廠示範案供水量 2 萬噸/日至供水 3 萬 2. 新增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
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3. 增加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供
3. 福田再生水工程將配合示範案於 112 3. 仁德再生水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應 1 萬噸/日。
年供水予彰濱工業區。
萬噸/日。
4. 共計較原計畫增加 1 萬噸/日再生水
4. 預計可擴大供應 3 萬噸/日之回收放 4. 預計可擴大供應 4 萬噸/日之回收放流
供應量。
流水量予產業使用。
水量予產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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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內容

1.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 1.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 1. 因應經濟部工業局停止辦理福田再
工程為供應再生水予中部科學園區
程(園區外)為供應再生水予中部科學
生水工程供應彰濱工業區案，依循原
台中園區做為工業用水使用之方案，
園區台中園區做為工業用水使用之方
計畫滾動檢討機制，配合內政部示範
主要工作項目包含再生水廠（三級處
案，主要工作項目包含再生水廠（三級
案辦理成果滾動檢討，持續對桃園、
理設施）以及區外輸水管線工程，預
處理設施）以及區外輸水管線工程，預
臺中、臺南及高雄等水源供應短缺之
計於 110 年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
計於 110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
虞地區或有使用再生水需求地區評
學工業園區。
學工業園區。
估其他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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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為因 2.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
應內政部示範案臨海廠再生水工程，
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為配合使
以供應臨海工業區用水為主要目的，
用水湳再生水，區內建設包括區內輸水
初期因臨海集污區接管率及蒐集污水
管線、加壓站與配水池等工程，並配合
量少，故評估從高雄污水區設置「取
水湳再生水推動工程，於 109 年開始執
水管工程」引原污水 8 萬噸/日至臨海
行，110 年完工。
污水處理廠使用，本計畫將配合示範 3. 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內容
案「臨海再生處理廠興建工程」
、「臨
無修正，同原計畫。
海工業區外輸水管線佈設工程」與「臨
4.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
海工業區內輸水管線佈設工程」等 3
程，原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
項工程建設合併辦理，於 110 年擴大
子法尋求代替履行之用水端進行交換
供水 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預計初
水源(依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期可產水 3 萬噸/日、全期 6 萬噸/
辦理之規劃成果，目前方案為保安工業
日）。
區及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進行交換
3.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供應彰濱
水源具有可行性)，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工業區案為經濟部工業局評估彰濱工
再生水廠（三級處理設施）以及區外輸
業區未來用水需求，因應內政部現正
水管線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
推動之福田放流水供應臺中港工業專
噸/日。
區示範案（預計全期可供應 13 萬 CMD
之再生水）
，除送至臺中港工業專區供
應再生使用外，餘裕量則可利用管線
送至彰濱工業區使用，將配合上述內
政部示範案於 112 年供水予彰濱工業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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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 行政院 106 年 4 月 5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09184 號函核定通過「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
，並於水環境建設項下框列再生水工程，使示範案外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再生水建設需求予以支持落實，以紓緩國
內的缺水情形。
(二) 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1 日院臺建字第 1020058067 號函核定通過「公
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
，優先辦理公共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作業規劃及民間參與先期評估，並以臺
中市豐原廠、福田廠，臺南市永康廠、安平廠，高雄市鳳山溪廠及臨
海廠等六座示範案例為辦理主軸。
考量內政部下水道建設計畫經費有限，且已編列「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總經費 152 億元)，為擴大再生水使用及推動範疇，

現由內政部及經濟部提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修正
計畫，其子計畫「再生水工程」內容包含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
工程(園區內、外)、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
收中心再生水工程等案，爭取列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加速推動。
二、未來環境預測
臺灣地區全年的降雨量雖然有全球平均值的二倍半，惟因雨量於時間
及空間上分佈極為不均，致使每人可分配的人均雨量僅有全球平均值的七
分之一；另根據國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評估，氣候
變遷使臺灣年均雨量每年降低 0.9%，乾旱週期由 17 年降為 9 至 10 年，預
估至 139 年豐水期雨量增加與枯水期雨量減少比例將達 5~10%。
因應近年極端氣候致異常降雨和極端乾旱事件增加，傳統水源供水穩
定度備受挑戰，此外各地區用水成長需求亦造成供水壓力。而公共污水處理
廠放流水具有質穩量定、不受水文天候限制的優勢，經妥適處理後供為特定
用途之水源，不僅技術上可行，國內近年也有推動六座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之前例，其中高雄鳳山溪再生水廠已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開
工；另外「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業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由總統令公布，已
建構再生水資源發展的法制根基環境。所以，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
收再利用已成為台灣永續發展之重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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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評析
為避免水資源短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歐美先進國家紛紛以開發海水
淡化、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雨水貯集等新興水源作為主要水源或
是備援水源，可有效提升整體供水可靠度，惟國內推動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剛
起步，其中「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已完成立法程序並佈頒實施，依
據上述條例相關規定，現究其推動可概分為政策、法規及市場層面，分述如
下：
(一) 政策面
有關強制使用再生水規定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4 條
制訂精神，為營造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友善發展環境，以下水道系
統廢（污）水或放流水再生利用，提供該地區開發所需水源，以達水資
源永續發展之目的，妥規定應提出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
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應使用一定比率系統再生水；而
針對已核定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
短缺之虞地區，經查核其各年期實際用水情形與用水計畫內容差異達一
定比率或一定規模者，應使用一定比率系統再生水。
(二) 市場面
有關提高民間投入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為
帶動我國再生水整體發展，需透過政策誘因，提升民間投入開發再生水
之意願，妥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無償提供所轄
公共下水道系統之污水或放流水予再生水經營業及許可自行取用者；但
得收取為提供該水源所增加之建設、營運或其他必要費用。此外，水源
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積極興辦再生水開發
案或提供污水或放流水，並得報請中央下水道主管機關，優先核定辦理
該地區之公共下水道系統建設。
有關中央補助建設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6 條規定，針
對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再生水開發案，或非位於水源供應短缺
之虞地區之再生水開發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資源者，中
央得補助其部分建設費用。
有關自行取用規定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11 條規定，
欲自行取用下水道系統一定水量以上之廢（污）水或放流水者，應向相
關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取得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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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規面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為帶動我國再生水整體發
展，需透過政策誘因，提升民間投入開發再生水之意願，妥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無償提供所轄公共下水道系統之污水或
放流水予再生水經營業及許可自行取用者；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所稱一
定期間，指自本準則發布日起十年。但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水源供需條件、
再生水開發利用情形、產業發展及用水需求條件，公告延長之。
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但書所稱為提供該水源所增加之建設、營運或
其他必要費用如下：
1.建設費用：指建、增建、改建及修建設施(含設備)費用。
2.營運費用：指因前款增加之電費、人事費、土地租金或使用費及
其他 操作維護費用。
3.其他必要費用：指土地取得費用及依個案性質所需之必要費用。
前項費用，應扣除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補助，
並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一次或分次收取全部或一部。
因此期能藉由本修正計畫增加放流水回收再生水利用案例，使後
續再生水開發單位能依循「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相關規定執行，
俾作為後續擴大推動之參考。
四、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為落實「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加強政策溝通說明，
已舉辦六場「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公聽會」，並邀各方專家學者、縣市首
長及政府官員與會，其中就再生水工程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
利用，來取代傳統水源開發有其必要性，與會人士及委員均表達肯定支持並
寄予厚望。
內政部作為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與用戶接管之主管機關，未來除了賡
續辦理主次幹管的佈設與民眾生活污水的接管外，將持續以污水處理廠轉
化為都市小水庫的思維，針對穩定的放流水加以再利用，讓污水再生變藍金，
共同維護環境資源與創造產業利基，更可將自來水資源逐步轉予民生使用，
使台灣珍貴的水資源持續朝循環永續的方向邁進，以符合我國再生水之前
瞻政策目標及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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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內政部推動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
，已開啟國
內污水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供給工/產業使用之先河，其中鳳山溪廠示範案已
於 105 年 12 月開工，並於 107 年 8 月 22 日完工通水，每日可提供 2.5 萬
CMD 的再生水予臨海工業區，將於 108 年擴大規模至每日 4.5 萬 CMD。目
前於再生水示範計畫推動帶動下，國內各相關機關及潛在需水端已不再僅持
觀望之態度，對於推動再生水之接受程度已有提升，鳳山溪再生水計畫不單
是首例，而是獨具承先啟後之意義。
爰此，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為營造穩定都市替代水源，
已先預行辦理「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臨海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計畫」及「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
可行性評估作業，並請各相關單位積極配合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研擬後
續辦理期程及作業模式，促使我國再生水推動藍圖能更加豐富，以達成循環
經濟政策目標及符合社會期待。
一、目標說明
藉由本修正計畫之推動，辦理個案之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穩定及提供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及臨海工業區等發展及投資誘因，建立國內永續再生水產業，
降低水資源開發壓力，以水資源之永續利用為前瞻目標。
計畫推動目標預計可擴大內政部「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
動計畫」外再生水供應 4 萬噸/日予產業使用（水湳案新增 1 萬噸/日，臨海案
可擴大臨海廠示範案水量 2 萬噸/日，仁德案新增 1 萬噸/日），總共可回收之
放流水量為 5 萬噸/日，個案目標依據各興辦機關所提現況及辦理期程，臚列
如下:
(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為供應再生水予中
部科學園區台中園區做為工業用水使用之方案，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再生水廠（三級處理設施）以及區外輸水管線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
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二)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為
配合使用水湳再生水，區內建設包括區內輸水管線、加壓站與配水池
等工程，並配合水湳再生水推動工程，於 109 年開始執行，110 年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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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雄市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為因應內政部示範案臨海廠再生水
工程，以供應臨海工業區用水為主要目的，初期因臨海集污區接管率
及蒐集污水量少，故評估從高雄污水區設置「取水管工程」引原污水
8 萬噸/日至臨海污水處理廠使用，本案將配合示範案「臨海再生處
理廠興建工程」
、
「臨海工業區外輸水管線佈設工程」與「臨海工業區
內輸水管線佈設工程」等 3 項工程建設合併辦理，於 110 年底擴大
供水至 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四) 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原則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及子法尋求代替履行之用水端進行交換水源(依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辦理之規劃成果，目前方案為保安工業區及南部科學
園區-台南園區進行交換水源具有可行性)，主要工作項目包含再生
水廠（三級處理設施）以及區外輸水管線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表一 分年目標回收水量
可回收放流水量（噸/日）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供應中科)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供應臨海工業區)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代替履行)
合計

總量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0,000

0

0

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0,000

0

0

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0,000

0

0

0

0

0

0

10,000

50,000

0

0

0

40,000

40,000

40,000

50,000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國內目前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除內政部推動之示範案例外，
尚無其它大型再生水供應產業使用案例，現就示範案例推動過程所遭遇之限
制為例，將是未來本修正計畫推動過程需提前協商之重點：
(一) 供需水端之協調：供水端、調配水端、需水端等三方基於本身立場難
以達成合作模式，供水端希望買方能保價保量；而調配水端基於成本
回收立場，希望能以最小的保證量取得最大水源的調配量；需水端則
希望能在有需求時獲得保證水量，但又希望能以使用者付費之基礎
上，僅支付使用水費，故如何在三者間取得平衡為本修正計畫推動之
先期課題。
(二) 供需關係介面複雜：本修正計畫牽涉再生水取用及供應鏈介面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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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單位甚多，例如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工業局、科
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縣市地方政府等，由傳統二級處理、
高級處理、專管輸送至園區、配水至園區內最終用水端，各案將再生
處理設施及管線興建納入污水下水道建設，減少二級處理、高級處理
及輸送端的介面，此部分由主辦機關統一擔任供水端窗口，續由園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用水端的統籌窗口，以確保再生水能夠穩定
供水、並持續被有效使用。
(三) 用水契約之訂定：確認供需水端供應模式及透過各機關努力協商，是
再生水計畫推動之關鍵課題，另透過用水契約之簽定更是確認用水
端保質、保價及保量的需求，也是後續再生水廠能否長久營運的重點。
三、預期積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水湳再生水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臨
海再生水工程將配合臨海廠示範案於 110 年底供水 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仁德再生水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預計總共可回收之放流水量
為 5 萬噸/日予產業使用。
叁、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執行現況

(一) 首例高雄市鳳山廠示範案已於 107 年 8 月 22 日完工通水，每日可提
供 2.5 萬 CMD 的再生水予臨海工業區，並將於 108 年 8 月擴大規模
至 4.5 萬 CMD。
(二) 臺中市福田廠示範案報院計畫業於 106 年 7 月 7 日經內政部核定，
及由臺中市政府在 107 年 7 月召開用水契約協商會議，現正辦理計
畫修正作業及統包招標文件研擬。
(三) 臺南市永康廠示範個案計畫 106 年 5 月 16 日奉行政院核定，臺南市
政府現正辦理用水契約及代辦協議協商，並由內政部營建署代辦第
一期統包工程招標作業，現已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決標推動。
(四) 安平廠目前業由臺南市政府提送可行先期評估及個案報院計畫修正
版，預估再生水量為 3.75 萬噸/日供南科園區(第一期)，現由臺南市
政府辦理用水契約及代辦協議協商作業。
(五) 高雄市臨海廠示範案經內政部於 107 年 3 月 8 日核定個案報院計畫，
及高雄市政府已於 8 月 16 日辦理甄審會完竣，已於 107 年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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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簽約推動。
(六) 豐原廠臺中市政府已完成豐原廠再生水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招標
作業，續辦可行先期評估及用水媒合作業。
綜上所述，現由內政部推動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
畫」
，總供應再生水量計 28 萬噸/日，將續依目前六示範案執行進度及成果滾
動檢討，未來可提供量大且穩定之放流水供回收再利用，可使自來水資源逐步
轉予民生使用，逐步舒緩澇旱缺水之壓力。
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再生水工程潛在使用者評估

依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核定之再生水工程內容，內政部亦積極協調經濟部
工業局、臺中市政府、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高雄市政府就計畫內容
研提個案計畫，評估供水端之可行性及需水端潛在需求。
三、需水端園區面臨缺水風險
以現階段台灣地區人口增加趨緩的情勢分析，新增用水主要以工業/產業用
水為主，若無法順利開發新水源因應，不僅可能限制未來產業發展，已設廠之既
有產業亦需承擔一定之缺水風險。
以中部科學園區為例，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再生利用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研
究」
，當工業用水之缺水率達 20 %時，將可能使 50 %之製程停止導致產能損失，
因缺水所造成之產值損失約為 2.7 億元/日；另以南部高雄市臨海工業區為例，
區內廠商中國鋼鐵需補充水量約為 13.5~14.5 萬噸/日，其缺水量達 50%亦即 7 萬
噸/日左右時，造成之產值損失約為每日 7,000 萬元。由此可知，占國內產業大
宗之高科技、石化及金屬製造產業，大多具有用水量大而集中、缺水容忍度低的
特性，若能將鄰近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供園區使用，無論從經濟效
益、民眾接受度、風險管理等面向分析均為較佳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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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藉由計畫之推動，由經濟部工業局、科技部中部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臺中
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辦理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及供給產業使用之 3 項前瞻建設
計畫，並結合內政部現正推動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
擴大國內再生水供應規模，帶領建立市場並發展取供模式，誘導廠商投入，穩

定及提供中科園區、保安工業區、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及臨海工業區產業
發展及投資誘因，建立國內永續再生水產業。
(一) 水湳再生水案(園區內、外)工作項目包含先期作業、設計監造、專案
管理、輸配水管線、加壓站、配水池及再生水廠等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二) 臨海再生水案工作項目包含設計監造、取水管線、抽水站、閥件、配
線及傳輸等工程，將配合內政部臨海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案於
110 年底擴大供水 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三) 仁德再生水案工作項目包含先期作業、設計監造、專案管理、輸配水
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工程，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本方案將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動及預算編列期程，期能於各階段有
顯著成果，執行策略分述如下，分年執行進度表綜整如表二所示：
表二 本修正計畫個案辦理期程表
期程
處理廠及計畫名稱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水工程(園區內、外)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先期規劃及設計
興建工程
工程專案管理及營運
先期規劃及設計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興建工程
工程專案管理及營運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水工程

先期規劃及設計
興建工程
工程專案管理及營運

(一)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本項子計畫由臺中市政府為興辦主體，現正由臺中市政府辦理可行性
評估作業（預計 107 年完成）
，接續辦理專案管理及工程招標工作，擬於
110 年底完成再生水廠及區外輸水管線等興建工程後開始供水。
16

(二)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中科台中園區園區內輸水管線、加壓站及配水池等興建，由科技部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相關作業，並配合臺中市政
府辦理期程於 110 年底前完成相關設施，已達 110 年底能順利供水。
(三)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項子計畫由臺南市政府為興辦主體，將由臺南市政府辦理可行先期
作業（預計 107 年底前發包）
，接續辦理專案管理及工程招標工作，擬於
113 年底完成再生水廠及區外輸水管線等興建工程後開始供水。
(四)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項子計畫由高雄市政府為興辦主體，現正由高雄市政府配合內政部
再生水示範案辦理可行性評估及興辦模式研擬作業（預計 107 年完成），
接續辦理工程招標工作，擬於 110 年底完成再生水廠及區外輸水管線等
興建工程後開始供水。
三、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依前述問題評析及達成目標限制說明，「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之
制訂已為我國再生水推動提供依循之準則，輔以內政部再生水示範案推動之
經驗及策略，各興辦機關可就前述問題先行擬定執行策略，優先進行供需水
端之協調，確保供水規模、水質需求及區內外管線畫分等作業，另依「再生
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確定執行規範及各機關權責分工，並由內政部及經
濟部協助跨機關整合需求，達到供需水端及民生用水轉換之三贏供水措施。
本修正計畫之實施主要由內政部及經濟部負責推動、協調及監督，實際執
行部分除各主辦機關外，尚包括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工業
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等權責相關
機關，各單位應辦理或協助事項分述如下:
(一) 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本修正計畫係由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科技部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擔任再生水工程興辦主體，並提報個案計畫，辦
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若採促參方式推動）
、甄選專案管理機構
及承包廠商等工作，與各污水處理廠排放許可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事宜。
(二) 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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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負責本修正計畫之推動、協調與監督，辦理個案計畫統整及提報。
2. 委外辦理各再生水案之可行性研究、規劃與招決標之諮詢審查工作及
後續工程進行推動之進度管控、審查及督導工作。
3. 協調既有已營運污水處理廠或建設中污水處理廠與後續三級再生處
理設施之介面問題。
4. 若各縣市政府限於業務與人力無法擔任主辦機關時得委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助，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若採促參方式推動）、甄選
專案管理機構及承包廠商等工作。
5. 本修正計畫內政部補助辦理之前瞻再生水工程案件如經評估採促參
方式興辦，考量促參案後續營運年期長久及需求複雜，且須具財務及
法務等特殊專業，續參照污水下水道建設促參案、「公共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之鳳山溪及臨海等示範案模式，循
預算程序納入後續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辦理營運期委託專案管理作
業。
(三) 經濟部水利署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之主管機關，並進行綜整及媒合與
協商用水事宜，配合用水計畫書審查尋找缺水端進行媒合；透過既有用
水計畫審查，要求區域內大型用水者（以工業用戶為主）在總用水量使
用一定比例再生水，並強化後續查核作業，以確保用戶之再生水使用量
符合原訂規劃。
(四)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再生水由專管輸送至科學園區入口後，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及子法辦理園區內之配水管線佈設興建及收費作業，另負責後續營運期
間園區內各廠商之輸配及用水相關事宜，並協助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園區
內廠商使用意向調查等。
(五)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與同一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
內之既有用水事業交換水源，以代替履行其使用系統再生水之義務。
(六) 經濟部工業局：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辦理園區內之管線佈設興建及
收費作業，另負責後續營運期間園區內各廠商之輸配及用水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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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經濟部水利署辦理工業區內廠商使用意向調查等。
有關本修正計畫之跨部會協商及推動，經濟部已成立「水再生利用
推動小組」
，定期召開委員會議並邀集相關部會及機關就個案推動進行
研商及討論，本修正計畫亦可藉由其運作達到部會間有效溝通協調的目
的。
後續各主辦機關需於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建設推動會」進行審查
並在經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協調會報」報告，以落實公共污水廠再生
水推動策略；另為利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各案計畫未來將視執行成果
滾動檢討調整，期使政府之有限資源能最大化，以符合社會期待。
表三 本方案機關分工一覽表
工作項目

相關單位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子法主管機關
媒合並協商用水事宜

經濟部水利署

再生水合作意向書/分工備忘錄之簽署

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工業局/科技部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各縣市
政府

計畫之推動、審查、協調與監督
辦理個案計畫統整

內政部營建署

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
(若採促參方式推動)

甄選專案管理機構及承包廠商
工業區/科學園區內再生水輸水管線佈設
及統籌輸配用水事宜

各縣市政府/內政部營建署/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
各縣市政府/內政部營建署/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經濟部工業局

四、營運管理之規劃
本案預計依採購法或促參法興辦及營運，於完成再生水處理廠及輸配水
管線工程與功能測試，並經主辦機關查核及取得相關文件許可後，由施工廠
商繼續繼續或另案招標負責辦理再生水處理廠設施，及輸配水管線之營運工
作，以確保水質水量符合需求及穩定長久營運：
(一) 操作維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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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負責操作、維修、保養、更新各項設施及設備，以使再生水處理廠及
輸配管線能達到設計所要求功能。
2. 確保處理設施於設計條件下均能正常操作運轉，且其處理水量及水質
均能符合契約規範要求。
3. 執行管線設施檢查，並依管線種類及不同管徑訂立檢查流程、檢查進
度計畫、檢查模式、分區、分期及分組檢查方式、通報方式、檢查頻
率等。
4. 提供異常狀況記錄統計方式及處理流程、模式，將異常狀況予以評分
及分類，制定判斷標準，作為修繕維護參考依據。
5. 再生水處理設施之維護工作，應確實依照核可之維護計畫實施。
6. 現場及非現場之水質樣品採取及收集、樣品貯藏、試體準備、水質檢
驗室試驗及統計分析、藥品管理、分析及現場量測儀器保養及校正等。
(二) 水質監測需求：
1. 依契約規定及要求，於操作及維護工作執行期間，施作一切必須的採
樣、水質檢驗、流量量測等工作。
2. 所有採樣方法、測定方法及分析設備（含委外待檢驗工作）均必須遵
照中華民國環保署環境檢驗所之規範，或依主辦機關指定方法辦理。
3. 營運商可依其實際需要或經濟考量，將部分水質採樣、水質檢驗及分
析工作（非線上監測項目）委託專業代檢驗公司辦理，且該代檢驗公
司須為環保署認可者。
4. 若遇水質有異常現象，應立即緊急通報主辦機關並作適當之處置。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一)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本案由臺中市政府及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主辦，自 107
年辦理，分階段於 107 年至 110 年辦理先期作業、設計監造、專案管
理、輸配水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工程等各項重點工作，預計於 110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二)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中科台中園區輸水管線、加壓站及配水池等由科技部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理局辦理，自 108 年辦理工程規劃、109 及 110 年辦理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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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及工程施工，配合於 110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予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三)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將由臺南市政府主辦，分階段於 109 年至 110 年辦理先期作
業、設計監造、專案管理、輸配水管線及再生水廠等工程等各項重點工
作，預計於 113 年底供水 1 萬噸/日。
(四)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案總期程預計自 107 年起至 110 年止，107 年起開始辦理設計監
造、取水管線、抽水站、閥件、配線及傳輸等工程，預計於 110 年底
前完成取水管線埋設（全期可取原污水 8 萬噸/日）
，其中「招商作業及
工程規劃設計」於 107 年下半年開始辦理；自 108 年上半年起辦理全
期土建機電設施工程興建，預計 110 年下半年完工，配合示範案於 110
年底擴大供水至 3 萬噸/日予臨海工業區。
二、所需資源說明
(一)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於前置作業階段人力需求原則於各機關以現有人力調配運用，
另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相關評估、後續規劃作業及專案管理，本案所需經
費詳後節所述。
此外，本案輸配水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興建工程約需使用
9,060m3 混凝土，以每 m3 混凝土約需使用 1.039 噸粗骨材、0.72 噸砂及
0.315 噸水泥來計算，本案約需使用 16,636 噸砂石及 2,854 噸水泥。
(二)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案人力需求原則於各機關以現有人力調配運用，及另行委託專業
機構辦理專案管理，另所需經費詳後節所述。
此外，本案取水管線、加壓站及再生水廠等興建工程約需使用
20,300m3 混凝土，以每 m3 混凝土約需使用 1.039 噸粗骨材、0.72 噸砂
及 0.315 噸水泥來計算，本案約需使用 35,708 噸砂石及 6,395 噸水泥。
(三)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於前置作業階段人力需求原則於各機關以現有人力調配運用，
另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相關評估、後續規劃作業及專案管理，本案所需經
費詳後節所述。
此外，本案輸配水管線及再生水廠等興建工程約需使用 18,000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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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以每 m3 混凝土約需使用 1.039 噸粗骨材、0.72 噸砂及 0.315 噸
水泥來計算，本案約需使用 12,960 噸砂石及 5,670 噸水泥。
表四 各案大宗物料資源需求表
前瞻再生水計畫案

混凝土(m3)

砂石(噸)

水泥(噸)

水湳案

9,060

16,636

2,854

臨海案

20,300

35,708

6,395

仁德案

18,000

12,960

5,670

合計

47,360

65,304

14,919

三、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 經費來源
本修正計畫所需經費由中央公務預算編列 21.425 億元，106 年 9
月至 110 年 8 月底止所需約 13.02 億元由特別預算支應，後續年度則另
循預算程序辦理，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相關規定
由縣（市）政府分攤經費。
(二) 計算基準
本修正計畫推動個案若採政府採購程序興辦，工程經費編列依照
「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規定估算，若採促參方式興辦，則
依年限及供水量攤提支付廠商。
本修正計畫中央及地方須分攤比例比照「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將補助比率分為第五級，由「污
水下水道工程計畫」項下第二級、第三級中央最高補助比率分別為 88%
及 92%，依此原則評估個案各縣市政府需負擔經費。
表五 各案中央及地方經費分攤一覽表

單位:百萬元

中科管理局
中央公務預算

臺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補助比例 88%)

(補助比例 92%)

(補助比例 92%)

水湳案

水湳案

(園區內)

(園區外)

臨海取水管

仁德案

中央公務預算

106.5

680.0

580.0

736.0

地方預算

0

92.7

50.4

64.0

合計

106.5

772.7

630.4

800.0

(三)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
本案結合污水下水道系統與再生水系統，將水湳再生水廠興建後
與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合併營運，計畫內容包含再生水廠 1 座（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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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
、輸水管線約 5.8 公里及配水池，所需中央公務預算經費估算約
為 6.8 億元(編列於內政部)。
(四) 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中科台中園區區內 2.1 公里輸水管線、中繼加壓站 1 座、2,000 噸
配水池 1 座等，所需中央公務預算經費估算約為 1.065 億元（編列於
科技部）。
(五) 臨海再生水取水管線工程
本案將配合內政部推動之臨海廠示範案執行，計畫內容包含輸水
管線約 5.9 公里及及抽水站，所需中央公務預算經費估算約為 5.8 億元
（編列於內政部）。
(六) 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本案結合污水下水道系統與再生水系統，將仁德再生水廠興建後
與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合併營運，計畫內容包含再生水廠 1 座（1 萬
CMD）及輸水管線約 3.8 公里，所需中央公務預算經費估算約為 7.36
億元（編列於內政部）。
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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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再生水工程經費概估表及輸送管線示意圖
水湳(園區外)、臨海取水管線及仁德等再生水工程
經費金額
備註
(百萬元)
0、先期作業
2.0
一、設計階段費用
84.2
約直接工程費之5%
二、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42.7
依參考資料估算*
三、工程建造費
1,988.2
1至3項總和
1.直接工程費
1,684.5
1.1至1.8項總和
1.1再生廠工程
684.3
依參考資料估算*
1.2管線工程
802.5
依參考資料估算*
1.3加壓站工程
35.7
依參考資料估算*
1.4抽水站工程
19.5
依參考資料估算*
1.5閥件
8.4
依參考資料估算*
1.6配線及傳輸工程
7.4
依參考資料估算*
1.7雜項工程
78.2
約個案1.1至1.6項總和5%
1.8安衛及環保措施
48.5
約個案1.1至1.7項總和3%
2.間接工程費
252.7
約直接工程費之15%
3.物價調整費 表六 再生水工程經費概估表及輸送管線示意圖
51.0
個案年增率採1.8﹪估算總和
四、興建期專案管理費用
56.0
參考技服辦法及依實際需求估算
五、營運期專案管理費用
30.0
六、總工程費
2,203.1
0及一至五項總和
七、業務費及其他
40.0
八、總經費
2,243.1
六及七項總和
成本項目

*參考資料：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草案）」，106年6月
參考資料：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臨海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調查評估及推動方式評估報告（修正稿）」，106年4月
參考資料：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107年7月
參考資料：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仁德污水處理廠再生利用調查規劃」，106年12月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
項次
工作項目
工程費(萬元)
備註
壹
設計階段作業費
450
一
細部設計費
450
約直接工程成本之 5％
貳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0
參
工程建造費
10,200
一～二之合計
一
直接工程成本
9,531
1 輸水管φ400mm
2,600
部分管段採附掛方式
2 中繼加壓站
2,500
3 再生水蓄水池
2,600
4 勞工安全衛生
200
5 環境保護措施
140
6 工程品質管制費
140
7 利潤、試驗、保險及管理費
850
8 加值型營業稅
501
二
間接工程成本(含監造工作費)
669
約直接工程成本之 7％
肆
總工程費合計
10,650
壹～參之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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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台中園區再生水設施及輸送管線示意管線配置示意圖

25

中繼加壓站

區外輸水管

區內輸水管線
配水管線
廠商1接水點
廠商2接水點
其他廠商預留接水點
12

中科台中園區再生水設施及輸送管線示意管線配置示意圖(園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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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海取水管線工程配置示意圖

仁德再生水廠代替履行作業交換水源初步規劃示意圖
27

仁德再生水廠供次級用水輸水路線初步規劃構想圖
綜整個案計畫辦理進度及興辦機關後續需求，計畫預計於 107 年至 113
年為執行期程，個案經費需求及分年預算經費詳如下表:(其中 107~109 年度
中央公務預算法定預算數分別為 20,000 千元、292,900 千元及 525,302 千元)
表七 前瞻再生水工程分年經費表

中央公務預算(內政部)
中央公務預算(科技部)
中央公務預算總計
地方預算
總經費

所需總經費及分年經費表（千元）
總經費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2,036,000 20,000 292,900 542,000 424,200 202,000 288,100 266,800
106,500
0
0
0 106,500
0
0
0
2,142,500 20,000 292,900 542,000 530,700 202,000 288,100 266,800
207,162
2,349,662

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預期效果
根據本修正計畫初步評估結果及供需水端需求，可供應再生水量達 5 萬
噸/日，有效增加水資源利用效率及降低缺水風險，提高整體供水可靠度，同
時水源多元化供應，確保各標的用水穩定供應；為利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及
前瞻性政策目標，各案計畫未來將視執行成果滾動檢討調整，期使政府之有
限資源能最大化，以符合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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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效益分析
(一) 基本假設參數
1. 評估基礎年：
本計畫以民國 107 年為經濟效益評估的基礎年。
2. 評估期間：
本計畫工程建造時程為民國 107 至 113 年；以仁德廠通水後 15 年
為營運支出與效益回收評估年期。因此，經濟效益分析期間主要為民國
107 年至民國 128 年，共計約 22 年。
3. 物價上漲率：
物價上漲率為估列相關成本與效益項目時，隨物價波動調整之基準，
本計畫以 1.35%估算。
4. 折現率：
為能將建造及使用期間所產生之各項成本與效益在同一基礎上作
比較，遂將各年成本與效益值按適當之折現率折算為投資年之價值，經
參酌政府中長期公債平均殖利率及考量目前經濟穩定成長趨勢，本計畫
採用 2.0%為折現率設定值。
(二) 成本分析
主要為兩部分，一為建設經費之年計建設成本，二為營運成本，即
再生處理廠及輸送管線營運維護管理每年所需之成本(因全國首例鳳山
再生水廠於 107 年 8 月開始營運，國內尚無再生水廠營運資料，暫以售
水效益 90%作為營運成本納入計算)。
(三) 直接效益
本方案以工業用水為主要標的，直接效益可由供水效益、降低缺水
風險避免產值損失之效益分析：
1.售水效益：
為出售再生水之收入，依前述分析，各案使用者應負擔價格包含再
生處理之營運成本及其他必要費用，將其相加後再乘以每年售水量可得
每年供水效益。假設售水費為 18.8 元/噸（參採鳳山溪再生水示範案售
水價格、永康再生水示範案個案計畫），本修正計畫每日供再生水 5 萬
噸（其中水湳案 1 萬噸/日、臨海案配合既有之臨海廠放流水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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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案供 3 萬噸/日、仁德案 1 萬噸/日）
，以每年平均供水 350 日估算，
效益約達 1.592 億元/年(其中臨海取水管線工程案依整體建設費比率攤
提，供水量約 0.42 萬噸/日)。
2. 降低缺水風險避免產值損失之效益：
再生水具穩定供水特質，可增加水資源利用效率且降低缺水風險，
提高整體供水可靠度，使再生水使用廠商於缺水期間維持製程穩定，免
去缺水造成經濟產值損失，並使上、下游供應鏈廠商穩定進、出貨，整
體關聯產業穩定發展。
本案以各工業區或科學園區現況年產值除以年需水量可得每噸水
之經濟效益，再以最低限度每年缺水一天分析避免產值損失所帶來之經
濟效益，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再生利用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研究」，得
知「就工業用水而，當缺水率達到 20%時，就可能會造成 50%的製程停
產，導致產值損失。」依此原則計算，即前述所得每噸水之經濟效益乘
以一日之再生水供水量再乘以 50%可得。
以臺中水湳案為例估算，再生水供水量 10,000CMD，而供水對象中
部 科 學 園 區 - 臺 中 園 區 年 產 值 約 4,921.17 億 元 、 園 區 用 水 量 約
80,000CMD，換算單位用水量產值為 16,853 元/m3，假設每年有 1 天無
法供水，則避免缺水損失效益為[16,853 元⁄m3 ×(10,000CMD×1 日) ×50%
= 0.84 億元]。各案效益詳如下表所示。
表八 各案避免缺水損失效益計算表
項目

水湳案

臨海取水管

仁德案

園區產值(億元/年)
4,921.17
9,136
8,788
工業區用水量(噸/日)
80,000
250,000
126,748
每噸水產值(元)
16,853
10,012
18,996
再生水供應量(噸/日)
10,000
20,000
10,000
避免缺水損失效益(億元/日)
0.84
1.001
0.95
備註：臨海案之避免缺水損失效益係以可增供再生水 2 萬噸/日計算所得。
參考資料：
1.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草
案）」，106 年 6 月
2.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臨海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先期規劃委託技術服務調查評估及推動方式評估報告（修正稿）」，106 年 4 月。
3. 各產業園區主管機關網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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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間接效益：帶動就業人口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報告，我國整體營造
業每一人之勞動生產力為 453.7 萬元，水湳案兩年興建期之採購營建工
程經費 6.269 億元，平均每年有 3.135 億元生產總額，推估所需的發包
工程人力需求約 57 人/年（3.135 億元÷453.7 萬元取十位數約 69 人），
另外操作營運需求人力為 18 人/年。
臨海取水管案三年興建期之採購營建工程經費 4.480 億元，平均每
年有 1.493 億元生產總額，推估所需的發包工程人力需求約 32 人/年
（1.493 億元÷453.7 萬元取十位數約 32 人），另外操作營運需求人力為
3 人/年。
仁德案三年興建期之採購營建工程經費 5.442 億元，平均每年有
1.814 億元生產總額，推估所需的發包工程人力需求約 40 人/年（1.493
億元÷453.7 萬元取十位數約 40 人），另外操作營運需求人力為 18 人/
年。
本項計畫推動後施工期評估平均約可提供 55 個就業機會/年，營運
期評估平均約可提供 39 個就業機會/年，依據最新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
普查處公布 107 年 6 月我國勞動力人口為 1,185.7 萬人為計算基礎，預
估施工期平均每年可降低(55/11,857,000)×100%=0.00046%失業率，預
估營運期平均每年可降低(39/11,857,000)×100%=0.00033%失業率，以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佈 107 年預測人均 GDP 25,546 美元估算，年計效益
分別約 55×25,546×30.68(NTD/USD)=0.431 億元(施工期)，39×25,546×3
0.68(NTD/USD)=0.306 億元(營運期)。
表九 各案經濟效益分析表
單位：億元/年
1.直接效益
售水效益
避免產值損失之效益
2.間接效益(就業人口)
施工期
營運期

水湳案

臨海取水管

仁德案

0.658
0.840

0.276
1.001

0.658
0.950

0.447
0.141

0.251
0.024

0.314
0.141

(五) 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由上述原則估算，綜整上述成本與效益之估算，本計畫經濟效益評
估結果如表 6-3 及表 6-4 所示。若考量「售水收益」
、
「避免產值損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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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及「帶動就業人口」之總效益，其 22 年之淨現值約為 21.197 億
元，益本比(B/C)為 1.496，具經濟可行性，詳見下表。
表十 本計畫經濟效益評估結果表
(單位:億元)

總效益現值(B)
總成本現值(C)
淨現值約(B-C)
益本比(B/C)
評估結果

63.916
42.719
21.197
1.496
具經濟可行性

表十一 本計畫經濟分年效益與成本一覽表
(單位:億元)
年別 折現因子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00000
1.02000
1.04040
1.06121
1.08243
1.10408
1.12616
1.14869
1.17166
1.19509
1.21899
1.24337
1.26824
1.29361
1.31948
1.34587
1.37279
1.40024
1.42825
1.45681
1.48595
1.51567
總計

原值
投資金額
0.218
3.188
6.009
5.740
2.194
3.135
3.013

23.497

年效益
0.000
0.251
0.698
0.698
3.253
3.253
3.253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4.689
81.742

現值
年成本 投資金額 年效益
0.000
0.218
0.000
0.000
3.125
0.246
0.000
5.776
0.670
0.000
5.409
0.657
0.841
2.027
3.006
0.852
2.839
2.947
0.864
2.675
2.889
1.468
4.082
1.487
4.002
1.508
3.924
1.528
3.847
1.549
3.771
1.569
3.697
1.591
3.625
1.612
3.554
1.634
3.484
1.656
3.416
1.678
3.349
1.701
3.283
1.724
3.219
1.747
3.156
1.771
3.094
26.779 22.070 63.916

(六) 不可量化之效益
1. 降低傳統水源開發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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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本
0.000
0.000
0.000
0.000
0.777
0.772
0.767
1.278
1.270
1.261
1.253
1.245
1.237
1.230
1.222
1.214
1.206
1.199
1.191
1.183
1.176
1.168
20.649

淨效益

淨效益
現值

-0.218
-2.937
-5.311
-5.042
0.219
-0.734
-0.623
3.221
3.202
3.181
3.161
3.141
3.120
3.098
3.077
3.055
3.033
3.011
2.988
2.965
2.942
2.918
31.466

-0.218
-2.880
-5.105
-4.752
0.202
-0.665
-0.554
2.804
2.733
2.662
2.593
2.526
2.460
2.395
2.332
2.270
2.209
2.150
2.092
2.035
1.980
1.925
21.197

現階段開發傳統水源所需之資源及經費，往往已超過公共污水處
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建設成本，若再加上克服民意及環保議題所增
加之社會及綠色成本，其差距將更加明顯。以近期將完工之湖山水庫為
例，總工程經費近 205 億元，以供水 26 萬噸/日、年利率 6%與攤提年
限 50 年估算，原水成本（不含淨水及管線輸配）已接近 14 元/噸，即
便水價尚未合理化，對開發單位而言推動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仍有其一定
之誘因及價值，且可有效降低傳統水源開發壓力。
2. 創造水資源產業產值
透過政府挹注投資，帶動公民營機構投入相關水利產業，蓬勃水產
品提供、設備製造、管線材料、技術服務、工程施工安裝以及人員培訓
等市場發展。
3. 減輕水體環境負荷及節能減碳
為利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既有二級污水處理廠操作未來將以加強
營養鹽去除效能以達到更佳水質為目標，除可減少後端三級再生處理所
需能源消耗、達到減碳效果外，更可間接減少排入自然水體之污染量，
增加河川之緩衝能力，符合水資源永續利用之精神，具環保正面效益、
提升國家形象。
4. 增加下水道建設效益
配合下水道建設計畫，達到改善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恢復清
澈水環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及增加就業機會等效益。
三、再生水供應對產業及民生之影響
行政院為提升再生水推動，於內政部推動之福田再生水示範計畫外，擬再
額外籌應水再生利用經費 21.425 億元，顯見國家整體再對生水推動非常重
視，未來內政部推動之示範案及本修正計畫將成為國家重要之新興水源，公
共污水廠放流水再生利用水源為家庭污水，來源穩定不易受天候影響，是一
股穩定且能長久供應之水源，對工/產業而言是一股保險水、保命水，另外未
來再生水供給產業使用所替代出之自來水量，將可轉予民生使用以減低國人
缺水之苦，使台灣珍貴的水資源及產業持續朝永續的方向邁進。
經濟部及內政部近年為推動多元化水源，積極推動水再生利用發展，包含
長期研究支持、個案先期規劃及模廠驗證等，藉由科學數據建立使用信心及
政策參據；行政作為方面用水計畫核定，要求新開發案使用一定比例之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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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達到協助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目的。
法規方面，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主要立法方向為（一）建立中
央、地方合力開發都市小水庫機制，
（二）開放民間取得廢污水廠放流水使用
權，促進民間水處理產業蓬勃發展，
（三）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強制與獎
勵措施，
（四）用水端事權整合等，以營造再生水友善發展環境，促進水資源
永續利用、提高整體供水可靠度；另透過水利法耗水費之開徵，未來一滴水
用兩次以是基本常態。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來源穩定不易受天候影響，是一股穩
定且能長久供應之水源，對工/產業而言是一股保險水、保命水，將使產業減
少缺水後顧之憂，現今採鞭子與蘿蔔的雙向措施，使企業明瞭水資源管理已
成趨勢，再生水的使用也是一項前瞻考量，目前內政部推動之再生水示範案
及本修正計畫再生水工程外，未來透過上述行政及法規之具體措施，將使周
邊產業使用再生水需求逐步增加並帶動國內再生水相關商機。
柒、財務計畫
一、基本假設與概述
本計畫規劃以特別預算或公務預算投資，故採用以政府負債投資觀點進
行財務分析，且僅需考慮稅前之資金成本與稅前現金流量，折現率即為前章
經濟效益分析所設定之 2.0%。
二、財務分析
(一) 基本假設參數
各項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同前章經濟效益分析內容說明。
(二) 財務成本項目(現金流出部分)
本計畫所投入成本包括施工期間所投入之建造成本，營運期間之營
運成本項目，其計算同前章經濟效益分析內容說明。
(三) 財務效益項目(現金流入部分)
如上述，就財務分析而言，僅有內部可計效益可為營運者帶來財務
效果，絕大多數外部可計或不可計效益則難以為營運者帶來財務效果。
故本計畫之財務效益僅計算前章經濟效益分析中營運期間之售水收入。
(四) 財務效益評估
本計畫以淨現值及自償率為指標評估計畫之可行性，綜整以上財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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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結果可知，本計畫財務淨現值為 -22.011 億元 ，自償能力僅為
48.474%，就財務面而言，本計畫財務自償比率不高；另依據前章經濟
效益分析結果，本計畫能創造整體社會之效益，經濟面具推動可行性。
表十二 本計畫財務效益評估結果表
(單位:億元)

總財務效益現值(B)
總財務成本現值(C)

20.708
42.719

財務淨現值約(B-C)

-22.011

自償率(%)

48.474

表十三 本計畫財務分年效益與成本一覽表
(單位:億元)

年別 折現因子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00000
1.02000
1.04040
1.06121
1.08243
1.10408
1.12616
1.14869
1.17166
1.19509
1.21899
1.24337
1.26824
1.29361
1.31948
1.34587
1.37279
1.40024
1.42825
1.45681
1.48595
1.51567
總計

原值
投資金額
0.218
3.188
6.009
5.740
2.194
3.135
3.013

23.497

現金流入
0.000
0.000
0.000
0.000
0.934
0.934
0.934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1.592
26.688

現值
現金流出
0.000
0.000
0.000
0.000
0.841
0.852
0.864
1.468
1.487
1.508
1.528
1.549
1.569
1.591
1.612
1.634
1.656
1.678
1.701
1.724
1.747
1.771
26.779

投資金額
0.218
3.125
5.776
5.409
2.027
2.839
2.675

22.070

35

現金流入
0.000
0.000
0.000
0.000
0.863
0.846
0.830
1.386
1.359
1.332
1.306
1.281
1.256
1.231
1.207
1.183
1.160
1.137
1.115
1.093
1.072
1.051
20.708

現金流出
0.000
0.000
0.000
0.000
0.777
0.772
0.767
1.278
1.270
1.261
1.253
1.245
1.237
1.230
1.222
1.214
1.206
1.199
1.191
1.183
1.176
1.168
20.649

淨效益

淨效益
現值

-0.218 -0.218
-3.188 -3.125
-6.009 -5.776
-5.740 -5.409
-2.101 -1.941
-3.053 -2.765
-2.942 -2.613
0.125
0.109
0.105
0.090
0.085
0.071
0.064
0.053
0.044
0.035
0.023
0.018
0.002
0.001
-0.020 -0.015
-0.041 -0.031
-0.064 -0.046
-0.086 -0.061
-0.109 -0.076
-0.132 -0.090
-0.155 -0.104
-0.178 -0.118
-23.587 -22.011

捌、附則
為推展再生水使用，內政部除賡續辦理 102 年度核定之「公共污水處理
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外，也於本次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再生水
工程協助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提報計畫及進行初步評估，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於推動上有其限制，例如：供需水端需求
整合、污水廠需有足夠污水量供應、供需端高程之差距不宜過高及距離考量
等因子，故就可行方案之選擇上有其先天限制，需考量上述限制因子後擇選
個案。
本修正計畫各主辦機關所提計畫除部分個案已著手進行可行性評估外，
仁德及水湳水資中心之建置已完成，並考量未來之需水端可能需求，經初步
評估尚符公共污水廠放流水再利用之優先性，且臨海廠亦為內政部現行推
動之再生水示範案，於後續配合及推動上可達相輔相成之效，續研提本案計
畫提報行政院加速推動我國再生水建設。
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來源穩定不易受天候影響，是
一股穩定且能長久供應之水源，對工/產業而言是一股保險水、保命水，
對於產業而言相較於傳統水資源有其吸引力，惟其興辦開發需有上述明
確之標的及相關評估，如本修正計畫後續遭遇不可預期因素及需求變更
而執行困難時，將配合內政部示範案辦理成果滾動檢討，持續對桃園、
臺中、臺南及高雄等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或有使用再生水需求地區評
估其他可行方案，以提高水資源使用效益減少缺水風險。
二、風險管理
(一) 風險辨識
本計畫規劃以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後所產生之再生水
供給工/產業使用，並依政府採購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方式推動，
亦須考慮供應再生水至用水端之相關事宜，所涉及之權利義務關係複雜，
下列風險或將造成計畫執行時，計畫目標之下修或變更，屆時須滾動檢
討計畫內容並循序報院修正：
1、計畫面(P)，前瞻計畫經費遭刪減(P1)。
2、媒合面(M)，供需水端需求變更(M1)。
3、建設面(B)，執行機關招標困難(B1)、施工廠商履約不利(B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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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險分析
表十四 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及風險圖像
風險
項目
P1
M1
B1
B2

風險本質評估
可能性(L) 後果(I)
L1
I2
L2
I1
L1
I1
L1
I1

風險
等級
R2
R2
R1
R1

現有控制機制或解決對策
另循預算程序辦理經費申請
加強辦理媒合另尋用水端
預算編列合理及事先辦理招商說明會
尋覓優良廠商及協調排除施工困難點

風險等級，R1:輕度風險、R2:低度風險、R3:中度風險、R4:高度風險

三、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本修正計畫之實施主要由內政部及經濟部負責推動、協調及監督，實際執
行部分除各主辦機關外，尚包括科技部、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水利署、經
濟部工業局、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等權責相關機關，各單
位應辦理或協助事項請參照計畫書 P.17-P.19 頁。
四、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13 日審議意見回復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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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1

機

關

行政院主
計總處

審 議 意 見

修 正 意 見 回 覆 說 明

1.查旨揭計畫本次修正主要係減列已無使用再生水需 感謝行政院主計總處支持。
求之福田再生水廠工程，並滾動檢討新增臺南市仁德
再生水廠、經濟部所轄高雄市林園等 3 處工業區再生
水處作為替代方案，考量上開新增廠主要係選擇有工
業用水缺水之虞地區，且以廠商有使用再生水意願者
為優先對象，已具可行性，爰本次修正有助提高工業
區供水穩定度，符合政府改善「五缺」問題政策目標，
本總處另無意見。
2. 復查案內柒、財務計畫因目前國內尚無再生水廠營運
資料，故係以售水費每噸 18 元及售水效益之 90%作
為營運成本進行經濟效益分析，為使後續再生水廠營
運能達收支平衡，建請內政部洽商經濟部評估再生水
售價之妥適性。

本案售水價格係參考鳳山廠再生水示範案 18.8 元/噸，進行
經濟效益分析，另因再生水售價亦依用水端需求水質評估定
訂，售價係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子法再生水經營業收取
再生水費計算公式準則計算，尚屬合宜；另經濟部水利署亦持
續針對再生水售價可收費用之項目、價格持續召開會議協商，
使其更具合理性及妥適性。

3. 另為使高耗水工業調整轉型，立法院已於 104 年通過 1. 推動耗水費開徵之說明：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 105 年通過水利法修正案，授 (1)耗水費徵收法源公布後，已於 106 年 1 月完成徵收辦法草
權經濟部公告「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 (該地區之
案研擬，並完成建置耗水費徵收系統與大用水戶歸戶作
廠商用水量達每日 3 千噸以上者，應使用 50%以上再
業。
生水)，並得向用水超過一定水量之用水人徵收耗水 (2)惟因外界對開徵方式、時機及減徵項目等執行方式反應激
費，惟查經濟部迄今尚未公告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
烈，為求完備，於 106 年起針對徵收潛在對象陸續召開 4
及耗水費徵收辦法草案，致廠商使用再生水仍未有法
0 場諮詢座談會，以了解各界意見(包含 107 年 6 月全國工
律強制性，爰建請經濟部適時推動相關政策。
業總會白皮書等建議)，目前正積極依據各界意見研議相
關修正方案。
(3)在完成徵收相關作業之前，為協助產業用戶提升用水效
率，已進行節水輔導計畫，截至 107 年底已完成 162 家廠
商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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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政部

1. 本計畫經滾動檢討刪除「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
工程供應彰演濱工業區」(下稱福田再生水工程)案，
將可節省新臺幣(下同)22 億元經費需求，並新增其
他 3 項計畫計 16.31 億元，其中「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再生使用規劃方案」包含彰濱、林圍及南科工
業區乙節，依第 14 頁說明林園工業區用水需求量大，
供水略顯不足，惟依第 37 頁「各案避免缺水損失效
益計算表」顯示，林園用水量需求 140,000 噸/日，
僅次於臨海工業區 250,000 噸/日，惟其再生水供應
量(4,000 噸/日)占該工業區用水量 140,000 噸/日)
比率僅 0.03，為全計畫各工程最低，其再生水供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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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告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說明：
(1)因應氣候變遷及穩定供水，經濟部水利署及相關單位已依
行政院 106 年 11 月研提開源、節流、調度及備援 4 大穩
定供水策略，積極辦理各項水資源建設及管理工作，相關
供水成效已逐步顯現，預期可滿足 120 年前全臺各地民生
及產業用水需求。爰經檢討目前尚無辦理「水源供應短缺
之虞地區」公告需求。
(2)另為提高再生水利用，經濟部水利署已透過用水計畫審查
機制，依產業用水型態及所在區位供水情況，規範產業合
理使用再生水；並與內政部營建署及地方政府積極合作推
動相關再生水計畫，降低天然水資源供水負擔及提高區域
供水穩定。
(2)後續將持續辦理各項穩定供水工作及再生水推動，並滾動
檢討區域供水情勢，如有需要再評估辦理「水源供應短缺
之虞地區」公告作業。
(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1 月 18 日經水綜字第 10753324430 號
函)
1. 本案考量再生水為客制化性質較高之水源，針對既設工業
區若要全區推行恐管線佈設規劃不易、既設廠商使用意願
較低，本局推動三處工業區設置再生水案，係為區內廠商較
有使用意願，且工業用水有供水短缺潛勢之工業區，以提高
供水穩定性；若以全區經濟規模量體平均來看雖顯不足，卻
可穩定提供給高耗水量廠商優先使用，緩解自來水供給壓
力，另再生水供應比率尚無相關規範。(經濟部工業局 108
年 1 月 30 日工地字第 10800088890 號)
2. 林園工業區屬於既有工業區，倘未變更開發行為擴增計畫
用水量，且實際用水情形符合用水計畫，原則尊重其既有用
水權益；惟倘變更開發行為擴增計畫用水量，可透過用水計

率是否有相關規範?

畫審查機制，依「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公告情形、產業
用水型態及所在區位供水情況，規範產業合理使用再生水。
(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1 月 18 日經水綜字第 10753324430
號函)
3.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子法「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使用
再生水辦法」第 4 條：
開發單位興辦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
且用水計畫之計畫用水量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用水計畫，使用系統再生水。
本辦法發布前核定之用水計畫，因變更開發行為致用
水計畫之計畫用水量累計達每日三千立方公尺以上者，其
擴增水量部分應依用水計畫審查結果，使用系統再生水。

4. 復考量再生水價格較高，工程是否必要及效益，攸關 1. 經濟部工業局提出之「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使用
廠商需求意願，本次修正新增 3 項工程，是否已經過
規劃方案」
，係為配合國家政策，並考量區內廠商較有使用
需求面評估?為避免再產生福田再生水工程因現有供
意願者，惟需爭取中央特別預算補助建設費用，期能降低水
水已可滿足彰濱工業區用水量，爰無再生水需求而停
價增加廠商使用意願，並提高工業區廠商用水之穩定性，使
辦情形，倘提報替代工程需求面不足，是否仍有必要
其能用水無虞，穩定生產及發展經濟。(經濟部工業局 108
執行?為使政府資源有效配置，將資源釋出以優先辦
年 1 月 30 日工地字第 10800088890 號)
理當前重要且確具急迫性事項，其新增工程之必要性 2. 本次修正提報之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
及效益，建請併需求面及急迫性通盤評估。
(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預計將與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外)合併興辦，本案已具明確之用水
端，現正辦理用水契約協商作業；另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
中心再生水工程已由臺南市政府完成規劃作業，其用水需
求業列入「台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
計畫（第 10 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具明確用水
端，懇請大部支持。
3.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意見，經檢視經濟部工業局所提出
之替代方案雖具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良好立意，惟效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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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原計畫，為使政府資源有效配置，爰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審議建議停止辦理該替代方案並將資源釋出，優先辦理政
府當前具急迫性之其他重大建設。
3

科技部

1. 有關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園區內 感謝科技部支持，本部已將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中科台中園區)，本案符合受水池後由園區建設之原 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列入本次修正計畫。
則，考量受水池前因地勢落差較大，為避免產生爆管
風險須設置中繼加壓站，惟其設置費用亦將增加再生
水成本，考量減少市府供水端風險及適度平抑用水成
本增進使用端意願，中繼加壓站一併納入前瞻計畫應
屬最有利之方案。
2. 本案所需前瞻建設經費，建請同意如數照列，於 110 感謝科技部支持，本部已將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年度納編。
水工程(園區內-中科台中園區)110 年度所需經費列入本次修
正計畫。

4

經濟部

1. 有關旨揭推動計畫(第 1 次修正)，本部業於 107 年 9 感謝經濟部支持。
月 27 日召開「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推動小組」
第 4 次會議，審查原則通過，先予敘明。
2. 行政院於 106 年 11 月 7 日「排除產業投資障礙-穩定 感謝經濟部支持，本部已將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
供水」記者會宣示，將以開源、節流、調度及備援 4 水工程及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工程列入本次修
大策略穩定供水，以利產業安心投資。本計畫水湳 正計畫。
及仁德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利用為開源策略
項下供水方案之一，為如期滿足產業用水需求，建請
支持相關建設經費。
3. 旨揭推動計畫原規劃辦理福田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餘裕供應彰濱工業區，由於彰濱工業區產業型態調
整，致整體需求水量下修，爰予停辨，並另提彰濱、
臺南科技及林園等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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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意見，經檢視經濟部工業局所提出之
替代方案雖具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良好立意，惟效益並不如
原計畫，為使政府資源有效配置，爰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建
議停止辦理該替代方案並將資源釋出，優先辦理政府當前具

生使用案，考量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利用， 急迫性之其他重大建設。
可減少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量以提升水體環境
品質、水資源循環重複使用替代部分自來水、提升工
業區內廠商工業用水穩定性及促進再生水產業發展，
倘本案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費支應建置費用，可
降低再生水售水水價，提升工業區內廠商使用意願請
惠予支持辦理。
5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行
政院環境
保護署

6

國家發展
委員會

無意見。

感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支持。

1. 依經濟部 107 年 4 月 25 日召開「有關福田再生水供 1. 本案於 107 年 4 月 25 日由經濟部召開有關福田再生水供應
應彰濱工業區後續推動與否研商會議」會議記錄顯
彰濱工業區後續推動與否研商會議，整合相關單位意見後，
示，水利署所持意見與工業局歧異，水利署支持繼續
達成共識針對福田再生水供應彰濱工業區案停止推動辦
推動，而工業局係以彰演工業區用水需求可由自來水
理，惟本部仍以推動再生水供應為目標，並由經濟部工業局
公司及福馬圳供應為由建議停止推動，然工業局復於
研提「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作為替代方
彰濱工業區規劃建置再生水廠，顯見經濟部對彰濱工
案。
業區用水規劃尚有未整合規劃問題，爰應釐清實際用
另因再生水供應係為客制化之供水水源，包含再生水水質
水需求，整體分析再生水廠最佳配置及建置方式。
及佈管規劃等，因此需召開供需會議釐清需求單位之用水
需求，而經濟部工業局於 104 年規劃彰濱工業區污水處理
廠，以促進民間參與之形式興建一座再生水廠，於當時已與
區內需求廠商召開供需會議，分別簽署用水意向書，且 10
7 年廠商進行用水申請時亦有所備註未來若有再生水供應
可配合使用，合計彰濱工業區再生水需求水量約為 2,5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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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林園工業區亦於 107 年進行再生水規劃之說明會，並
於會後取得部分廠商之用水意向書，合計林園工業區再生
水需求水量約為 5,500CMD，惟林園工業區可用作再生水之
放流水約為 8,000CMD，以產水率為五成計算，故規劃再生
水廠為 4,000CMD；南科工因有環評限制需使用再生水，故
規劃 4-2 期進駐廠商將優先使用再生水，惟目前仍於招商
階段，尚未召開再生水規劃會議。(經濟部工業局 108 年 1
月 30 日工地字第 10800088890 號)
2. 經濟部水利署業以 107 年 10 月 15 日經水源字第 10715106
660 號函原則同意其用水計畫書在案，終期（120 年）計畫
用水量為 7.5 萬 CMD，其中 1.5 萬 CMD 由自來水公司同意
供應外，餘 6 萬 CMD 借道福馬圳工程供水。另查工業局所
提彰濱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建置水回收設施預估每日
可提供 2,500 噸的再生水，佔原污水處理廠每日處理量約
8,000 噸之 31%，可有效降低工業區內污水排放，增加用水
回收率，增進供水穩定，且減少區外供水需求，有助於提升
彰濱工業區之供水穩定性。(經濟部水利署 108 年 1 月 18
日經水綜字第 10753324430 號函)
3.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意見，經檢視經濟部工業局所提出
之替代方案雖具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良好立意，惟效益並
不如原計畫，為使政府資源有效配置，爰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審議建議停止辦理該替代方案並將資源釋出，優先辦理政
府當前具急迫性之其他重大建設。
1. 復查原前瞻再生水計畫所辦理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1. 原規劃福田再生水供應彰濱工業區，僅規劃至彰濱工業區
再生水供應彰濱工業區工程，避免缺水損失效益為
淨水廠，區內管線需另由經濟部工業局自行籌措，相關管線
4.49 億元/日，供應再生水 1 噸/日所需工程費用為
建置經費尚未計入整體經費中，惟該局規劃之再生水系統
5.64 萬元。然旨案工業局所提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
因包含區內主要配水管線，故單位工程費用較高。
流水再利用規劃方案，避免缺水損失效益僅為 0.62 2. 台南科技工業區核定用水量已使用近 7 成，故研提「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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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日，供應再生水 1 噸/日所需工程費用卻高達 9.
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方案，爭取前瞻基礎建設
27 萬元。是以旨案工業局所提替代方案，效益並不如
計畫經費，為因應潛在廠商後續用水需求
原計畫。
3. 高雄林園工業區進駐廠商多為化工性質，區內廠商需求用
水量較大，面對供水能力日益飽和及未來廠商產能提升增
加需求水量，且高雄相對為供水缺乏之虞地區，另因林園污
水處理廠放流水導電度較高，倘用全廠水量進行處理評估
恐水價將偏高，而中油公司排放至污水處理廠之廢水，相對
水質較佳且水量穩定，爰以其放流水水量 8,000CMD 進行評
估，而估計產水率為 50%進行方案研擬。
(經濟部工業局 108 年 1 月 14 日工地字第 10701315250 號
函)
4. 本案規劃供應再生水係針對區內有再生水使用需求之廠商
進行洽談研議供應水量，惟避免缺水損失效益係以全區產
值與供水量進行核算，故設定基準之單位不同，致避免缺水
損失效益似不如原計畫。(經濟部工業局 108 年 1 月 30 日
工地字第 10800088890 號)
2. 為使政府資源有效配置，請內政部及經濟部通盤檢視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意見，經檢視經濟部工業局所提出之
旨案工業局所提替代方案之必要性及效益，如彰濱工 替代方案雖具水資源回收再利用之良好立意，惟效益並不如
業區尚無使用再生水需求，又所提替代效益不如原計 原計畫，為使政府資源有效配置，爰依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建
畫，則建議停止辦理並將資源釋出，優先辦理政府當 議停止辦理該替代方案並將資源釋出，優先辦理政府當前具
前具急迫性之其他重大建設。
急迫性之其他重大建設。
3. 另本案請依 107 年 10 月 19 日修正之「行政院所屬各 本修正計畫已於行政院相關計畫管理資訊系統(GPMnet)個案
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4 點規定辦理登 計畫登錄啟動調整，並檢送個案計畫基本資料表(草案)1 份，
錄作業，並於提報修正計畫時一併檢附行政院相關計 請詳發文附件。
畫管理資訊系統之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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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編審要點第 5 點就附則之「風險評估」部分，已修 1. 感謝指正，本章節已修正為「風險管理」
，敘明該計畫可能
正為「風險管理」，請敘明該計畫可能遭遇之風險項
遭遇之風險項目，及研提相關控制機制及改善對策，本部營
目(如地方政府招標不順、施工廠商履約等問題)，研
建署將以鳳山、臨海及永康再生水等案推動經驗協助地方
提相關控制機制及改善對策予以因應(草案第 40 頁
政府於招標及辦理用水契約協商，並視執行情形召開進度
以後)，且至少應呈現計畫風險圖像及風險評估及處
管控會議協助，以降低執行推動風險，詳如計畫書 P36-P3
理彙總表。另依同點第 3 項第 5 款規定，該計畫之一
7 頁。
部或全部屬公共工程或房屋建築者，另應一併提出各 2. 感謝指正，本修正計畫已增加工程案之後續營(維)運管理
項工程案之後續營(維)運管理計畫。
之規劃，敘明操作維護需求並將請執行機關依需求納入招
商契約，以維持後續營運穩定，詳如計畫書 P19-P20 頁。
5. 該草案「第柒章、財務計畫」將經濟效益分析與財務 1. 感謝指正，本修正計畫已拆分經濟效益分析及財務效益分
效益分析混淆為一，因兩者性質不同，應依編審要點
析，並於「預期效果及影響」章節說明經濟效益分析(可量
第 5 點及第 8 點規定，於「預期效果及影響」章節說
化效益)及不可量化效益，經濟效益淨現值約為 21.197 億
明經濟效益分析(可量化效益)及不可量化效益，而於
元，益本比(B/C)為 1.496，具經濟可行性，詳如計畫書 P2
「財務計畫」說明財務效益分析，請修正。
8-P34 頁。
2. 感謝指正，已於「財務計畫」說明財務效益分析，財務淨現
值為-22.011 億元，自償能力僅為 48.474%，就財務面而言，
本計畫財務自償比率不高，後續將由執行機關於招商前依
興辦模式研提更完整財務計畫評估，以確保本案財務效益
之合理性，詳如計畫書 P34-P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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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第 1 次修正內容依據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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