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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討山坡地範圍 促進土地合法利用(分類號：9-4) 

本市總面積超過 22萬公頃，山坡地面積約近 16萬公頃，占全

市面積 72%；而山坡地開發須繳 6%以上回饋金，超過 500平方公尺

還要提交水保計畫，才能申請雜項執照和建造執照，不但降低民眾

投資意願，也影響當地開發，本府為促進土地合理利用，重新檢討

山坡地範圍，並列出優先解編土地送中央審核。 

因此，在符合環保、水保及安全的條件下，初步篩選符合基本

條件標高小於 100公尺、平均坡度小於 5%、未在崩塌地及土石流危

險溪流影響範圍內，包括大甲、外埔、沙鹿、大肚及烏日區 17處、

共 707.086公頃，經行政院 108年 10月 24日正式核定，本府 108

年 11月 1日公告。 

另清水區及大肚區目前也衡量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

用等需要，依據「臺中市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作業要點」規

定，檢討並提出劃出山坡地範圍規劃建議書，同時檢討其滯洪沉砂

及排水等相關規範，以達環境永續與地方發展之目標。 

山坡地解編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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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利建設大臺中 打造韌性好家園 

(一)南山截水溝整治計畫(分類號：9-2) 

臺中市海線地區長年飽受淹水之苦，為解決水患，市府向中央

爭取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補助約 50億元辦理南山截水溝(含山腳排水)

整治工程，完工後可將上游山洪截流後分流排入梧棲、安良港及山

腳排水，有效分擔整體流域的排洪壓力，整體工程完成後可改善

367公頃淹水地區、造福約 1萬 9,000人，解決海線居民長年的夢

魘，並帶動地方建設蓬勃發展。 

其中第一期工程整治長 4.7公里，合計工程共 17件，目前已有

14件完工，其餘 3件施工中；第二期工程整治長 1.8公里，合計工

程共 8件，目前已有 1件完工，其餘 7件施工中；第三期工程(北勢

溪至竹林北溪護岸整治)，總經費約 63億元，市府已持續向中央爭

取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經費補助。水利署於 109 年 2 月 26

日召開初審會議同意補助 1,000 萬元，先辦理工程可行性

檢討、治理規劃檢討、都計畫變更等作業費。 

此外，本府也邀集相關單位進行沿線區域排水系統改善、雨水

下水道建置、鐵公路排水改善、山坡地整治、農田排水及市區中小

排改善等流域整體治理工作，並同步進行大肚山地區水土保持計畫

及山坡地開發管制，以減少排水的負荷，改善臺中港特定區整體排

水問題，改善當地長期洪氾威脅的夢魘。 

(二)草湖公園防災蓄水(分類號：9-3) 

目前進行中的大里區草湖公園建設工程，工程經費 1億 4,000

萬元，用地費約 1億 6,300萬元，由內政部營建署同意納入前瞻基

礎建設-水與安全計畫補助，未來預計創造「儲水、透水、保水及水

循環」的多功能滯洪公園，在平時可以是鄰里間多功能休憩場所、

設置適合各年齡層族群使用，當大雨來臨時，則成為東湖里及西湖

里的滯洪池，其達 1萬 2,500立方公尺的滯洪量，可改善約 4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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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淹水面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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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已完成的大里區美群路、仁化路、中興路等雨水下

水道工程，將更進一步改善該地區淹水問題，目前施工進度已達

73%，預計 109年 9月底前可以完工啟用。 

(三)旱溝排水減洪計畫(分類號：8-2) 

旱溝排水為后里地區之主要排水路，自成功路至鐵路橋渠段

(7K+156～10K+483)位於后里都市計畫區內，且流路過於曲折蜿蜒，

兩岸民宅緊鄰排水路興建，以致河寬最窄處僅約 6.2公尺，嚴重影

響排水順暢，每遇豪雨極容易發生溢淹現象，甚至造成下后里地區

災害。為改善旱溝排水下游淹水問題，將於都市計畫綠 10-2用地新

建溪畔景觀池，面積約為 1.06公頃，期望能提高旱溝排水防洪標準 

。本案已順利爭取前瞻水與環境第四階段計畫，總經費 6,340萬元 

，並於 110年汛期 5月前完工。未來完工後，可降低旱溝排水沿線

淹水面積及深度並縮短淹水時間，預估可減少后里市區及周邊工業

區淹水面積約 65公頃，並保護約 1萬 6,000人避免受洪水威脅。 

(四)新社九渠溝滯洪池輸水工程(分類號：9-2) 

108年 7月正式啟用的新社區九渠溝滯洪池，於旱季時可調蓄

白冷圳節餘水 2萬 5,000噸，提供予北屯區大坑、新社區崑山、水

井，及石岡區頭坪、二坪等缺水地區使用；而雨季時，滯洪量可達

約 12萬噸，減少淹水面積約 30公頃，保護人口約 575戶。此外，

白冷圳擴大灌區計畫也已開始推動，引水至北屯區大坑地區之輸水

工程已獲中央核定總經費共 1億 2,000萬元，並於 108年 1月 11日

開工，預計 109年 8月完工；而送往新社區崑山、水井，及石岡區

頭坪、二坪等地區之輸水工程，因本府向農委會爭取推動後續工程 

，及洽臺中農田水利會簽訂合作備忘錄，農委會同意後續工作由該

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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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雨水下水道建置及維檢(分類號：9-2) 

本市雨水下水道規劃長度 889公里，截至 109年 3月建置長度

約 675.4公里，建置率約 76%，本府為加速推動雨水下水道建置，

持續向中央提報計畫，採分年分期編列預算；而過去雨水下水道因

建置的時間久遠，加上圖資及位置保存不完善，常出現圖面與現況

不吻合的窘境，本府亦向中央申請補助經費 1億 1,500萬元辦理普

查業務，從地面上測量作業至下水道實際縱走，找出其中可能有缺

失或排水瓶頸點等問題，做為後續檢討規劃與維護管理依據，並建

置更完整的地下圖資。普查縱走長度約 350公里均已在汛期前完成

縱走作業，而縱走發現缺失部分本府將依據缺失類型、位置、嚴重

性等因素評估分級，優先編列預算辦理改善，其他不影響結構安全 

、排水功能之相關缺失，逐年編列經費改善，落實雨水下水道維護

工作。 

(六)山坡地保育(分類號：9-4、9-6) 

農路維護及野溪整治工程是為確保山區民眾生活受保障，安心

發展農業，本市幅員廣大，山坡地面積占全市面積約 72%，尤以在

和平、東勢、霧峰、太平、外埔及新社等區域有大小不同類型野溪

遍佈，颱風豪雨期間需特別注意警戒，野溪整治時除需考量安全外 

，亦需兼顧當地生態。108年度野溪已完成 32.4公里清疏、護岸及

擋土牆改善已完成 2,940公尺。另外，農路主要供農民運輸農品使

用，尤其是部分山區農路維護影響農民出入及農產品運輸，本府

108年度農路改善已完成 24.2公里。 

市府也將持續編列預算，今(109)年目標野溪清疏 30公里及修

繕農路 15公里，以縮短城鄉差距。 



5 

 

 

改善前 改善後 

外埔區忘憂谷道路邊坡改善完成、保障遊客行車安全 

 

 

改善前 改善後 

和平區永豐農路改善 

 

 

清淤前 清淤後 

清水區楊厝里鰲海路旁米粉寮溪清疏工程 

而山坡地保育方面，本府前於新社區食水嵙溪番社嶺橋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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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工程，惟屬二級保育類動物「臺灣白魚」棲息地範圍，故於施

工前移置臺灣白魚 255尾，並於完工後全數放流回溪。另考量生態

永續，設置魚穴、丁壩、石滬等設施，提供各種生物棲息空間，以

提高生物多樣性。 

整治工程完工後，經持續監測及調查結果，河道各種原生動物

生存良好，已恢復過去之多樣生態，而臺灣白魚數量雖有週期性變

化但大致維持穩定。 

108年度本府更於番社嶺橋下游設置管狀魚道一座，管狀魚道

利用虹吸式原理提供魚類跨越河道構造物，維護自然生態，功能顯

著。將於 109年度再辦理宣導活動，推廣並將本案經驗作為爾後類

似工程之重要參考。 

三、 營造親水河岸綠景觀 規劃休閒遊憩好去處 

(一)筏子溪整體規劃及地方創生(分類號：8-2) 

為了整合規劃筏子溪水域及周邊環境，本府先規劃改善整體環

境，提升筏子溪空間魅力，以達到生態多樣化及提昇視覺意象等多

重目標，使筏子溪成為縫合新興住宅廊帶及大肚山科技產業廊帶之

間最重要的水綠空間，未來，將與臺中區漁會合作，打造臺中漁市

場成為探索筏子溪的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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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子溪為臺中市門戶之河，本府於車路巷橋至永安橋河段兩岸

(長約 740公尺)正辦理水域環境景觀營造，同時於林厝排水出口右

岸新建礫間處理設施進行生活污水截流及淨化，目前整體進度約

50%，預計 109年底前完工，完工後之礫間處理場每天可淨化約

5,500噸之廢污水，將能大幅提升該處水質並降低異味，配合整體

景觀工程營造水與綠空間，提供該處民眾更優質之水岸休憩地點。 

另外高鐵段河岸景觀改善尤其是重點工作，今(109)年本府將延

續堤岸綠美化成果，並再擴大綠廊範圍，搭配濱水散步道、立體文

字地標及創意花草植生造型，筏子溪水岸廊道將成為本市重要地景

標的物，不但可供民眾遊憩，經由高鐵到訪臺中的旅客，亦能將筏

子溪河岸美景一覽無遺，感受賓至如歸的環境。 

(二)東大溪環境營造與環境教育結合(分類號：8-2) 

東大溪為筏子溪支流南邊溪之分支，起源於龍井區與西屯區

交界之東海夜市商圈一帶，橫亙於東海大學南緣向東匯入南

邊溪後再流入筏子溪。因上游有東海商圈排放的廢污水，嚴重影

響水域生態及東海大學校園環境，間接污染下游有著臺中市迎賓河美

譽之稱的筏子溪。 

為改善東大溪水環境，本府爭取前瞻「全國水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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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經費補助，斥資 3 億元辦理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

環境改善工程。 

計畫執行以市府與東海大學攜手公私協力合作方式，由

市府辦理改善工程，所需用地則由東海大學無償借用，透過

建設水質現地礫間處理設施，將河道內污水進行全量處理後

放流回河道，以改善生態環境，規劃設計完成，預計 1 年內

完工。 

未來在確保防洪安全前提下，結合水域環境營造，連結

東海大學既有優美休憩林蔭，營造水與綠的樂活空間，提供

大眾親水、親綠的友善環境；而水質改善礫間設施，更可作

為中小學戶外教學之環教場域，並邁向塑造筏子溪流域成為

臺中市生態河川之願景。 

(三)惠來溪與潮洋溪營造水域環境(分類號：8-2) 

考量後續維護成本，本府針對潮洋溪自港尾子溪引水工程進行檢

討，由原設計動力抽水改採自然重力引流；另外在惠來溪及潮洋溪河

床改善皆採用自然透水工法，減少生態衝擊及補助地下水源，並透過

調整計畫餘裕經費，延伸惠來溪上游(福星櫻花橋至公 51 段)污水截

流及景觀營造範圍，以利水環境整治一致性。 

目前整體水環境改善工程進度超前，其中惠來溪正進行水環境營

造及潮洋溪污水截流工程，預計 109年 5月可完成改善河段污水截流

設施，此外，朝馬礫間處理設施結構體已完成，刻正進行運動中心旁

景觀園區營造工程，整體水環境工程預計 109年底完工，完工後水質

將大幅改善，透過逢甲廣場及朝馬園區等景觀節點，串聯水湳經貿園

區及七期新市政中心，提供更優質的河川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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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洋溪水環境願景圖 

惠來溪水環境願景圖 

(四)旱溪排水及鄰近區域環境設施改善(分類號：8-2) 

旱溪排水「康橋計劃」整治有成，市府與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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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動旱溪排水「大康橋計畫」，營造範圍由國光橋向上游延伸至六

順路，向下游延伸至大里溪匯流口，全長約 2公里，用地經費需求

約 18億元，將旱溪排水朝全流域整治，打造富有豐富自然生態的親

水景觀公園，未來完成後旱溪排水將蛻變為兼具安全、景觀、空間

之城市河川。 

「鷺村橋至日新橋」河段整治，由第三河川局於 108年 11月

28日申報開工，工期約 300日曆天，工程經費約 4,800萬元，護岸

整治長度約 570公尺。此外，「國光橋至鷺村橋」河段土地已於 108

年 4月完成協議價購，預計今(109)年底前辦理土地徵收，預算金

額約 1億 3,000萬元。 

因民眾對於水質要求及觀感日漸提升，本府利用國光橋下游右

岸濕地周遭公共空間，新施作一座礫間處理場，以擴大單位容積淨

化能力，為具有環境改善及環境教育推廣功能之工程，預計可將國

光排水水質由中度污染降至輕度或未/稍受污染程度，未來每天約

可淨化約 5,000噸污水。目前已於施工階段，工程進度約 70%，預

計今(109)年 7月完工。 



11 

積善橋下游左岸至中投公路橋間由中央前瞻計畫水環

境經費同意補助總經費約 1 億 4,000 萬元，新建 1 座礫間

處理場收集永隆及東榮兩股污廢水，已於 3 月份發包工程 

，預計未來每日可處理污水量達 1 萬噸。而中投公路旁的水

利園區，本府爭取約 6公頃的景觀營造，透過兩岸植栽重新整理、

配合人行橋及步道動線改善後，未來將讓興大康橋的感官享受 

、人文氣息及水域景觀繼續延伸而下，目前工程進度 60%；另過往

臺中輕艇選手大部分在中興大學旁康橋訓練，惟輕艇活動空間較小 

，本府今年於水利園區內旱溪排水河道規劃施作堰壩，目前已完成

細部設計審查，預計 3月底工程發包，完工後將抬高園區內排水道

水位，讓輕艇水域空間得以延伸，供輕艇選手第二訓練場地，將有

效推廣本市輕艇活動。 

(五)推動柳川二期工程(分類號：8-2) 

本府爭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經費補助

約 12億 5,000萬元，推動範圍橫越西區民權柳橋至南區三民柳橋，

長度約 2.1公里，目前各工程進行得相當順利，預計於 109年底前

全數完工。 

柳川工程將對柳川上游北區及北屯區進行兩岸污水截流工程，

並於中正公園新建一座採全地下化設計之中正水質淨化場，將截流

污水進行現地處理，預計每日可處理約 2萬噸生活污水，以持續改

善提升柳川上、下游段之水質。自民權柳橋延伸至三民柳橋段，配

合都市計畫拓寬河道，還地於河，且延續海綿城市的概念，以低衝

擊開發(LID)工法，確保防洪、水質改善、景觀營造三大主軸，提供

民眾城市中一處更貼近自然生態的體驗。 

此外，工程將串連柳川周邊包含臺中文學館、林之助紀念館、

第五市場、動漫彩繪巷等歷史文化景點。藉由柳川的改造，提升本

市市容，更融合文藝氣息與綠色大自然的休憩環境，營造成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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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親水、近水、綠色、文化的開放空間。 

(六)綠川二、三期工程整治(分類號：8-2) 

綠川自啟用 1年後，去(108)年操作資訊反饋顯示有維護成本過

高問題，為了讓綠川水岸永續養護，經過檢討，已淘汰 7口非自然

補注的水井操作機制，除處理截流之污水外，引旱溪之水源改為辦

理活動時啟用，平時不引旱溪之水，降低整體耗電量，也調整保全

人力改為智慧監控，儘可能減少維護經費的過當支出。 

在河道治理方面，本府以節能及維持自然河川概念，繼續辦理

綠川各渠段整治工程，分述如下： 

1.「民權路至復興路」渠段：由中央核定總工程經費 1億 6,000萬

元，經傾聽附近社區民眾聲音，重新檢討後變更原設計，目前工程

進度已達 70%，預計 109年 6月份完工，將改善河岸景觀長度 700

公尺。 

2.「愛國街至信義南街」渠段：獲得前瞻基礎建設補助，總經費

9,000萬元，以結合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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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本區

良好生活品質，目前工程進度已達 40%，預計 109年 11月完工。 

3.「信義南街至大明路」渠段：由前瞻基礎建設補助，總經費約 10

億 5,000萬元，規劃進行污水截流、水質現地處理、河岸綠帶節點

串連及水岸環境營造等項目，改善水域環境長度 1.2公里，已於

108年 5月 27日開工，目前工程進度達 40%，主體工程預計 109年

底完工，完工後將提供全齡活動空間，讓民眾有更舒適的休憩藍綠

帶，打造臺中新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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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綠川的合作綠橋因通洪斷面不足，109年 1月也獲得中

央前瞻基礎建設-水與安全計畫第四階段補助 2,000萬元改建橋梁，

目前已進入細部設計階段。 

 

(七)大坑溪流域治理規劃(分類號：8-2) 

本計畫範圍位於本市北屯區大坑溪流域，自逢甲橋為起點之上

游河段，以水環境營造為目標，運用環境友善工法結合景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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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舒適、友善的水岸空間及維持水源穩定，提供民眾深入了解大

坑風景區的生態及文化體驗，目前已完成規劃，預計於廣盛橋至光

龍橋及光西吊橋至逢甲橋兩河段進行水域環境營造，2月 25日已召

開地方說明會，預計 109年 7月完成成果報告。 

(八)梅川水環境營造(分類號：8-2) 

營造梅川排水水與綠的樂活空間，本府投入 220萬元辦理梅川

環境營造可行性評估規劃，計畫範圍包含北屯區太原路二段至昌平

東六路(長約 2,820公尺)、北區英才路至五權路 22巷(長約 281公

尺)兩河段水環境改善。本計畫以兼顧河防安全前提，再造河川多元

性之水域，以達到豐富河川生態、閒置空間再利用及提高居民生活

品質，創造水綠交織的優質都會生活圈。本府預計於今(109)年 3月

完成規劃報告。 

四、 建設污水下水道 強制接管並美化 

(一)持續推動原市區污水建設(分類號：9-2) 

為改善市民居家環境，本市正推動用戶污水接管，惟以往用戶

污水接管大都著重前巷可立即接管用戶，各專案工程範圍約僅能完

成區域內約 60%污水用戶納管，餘多因後巷(違)建物阻礙無法施作 

，致污水只能直接排入側溝惡化環境，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108年下半年度起，本府針對南區現況後巷有違建造成施作空

間不足的用戶，透過召開多場地方說明會宣導後巷接管優點，及溝

通當地用戶自動拆除既有違建物，使接管工程更加順利，另本府也

特別邀請藝術家美化接管後的巷道，宣導民眾支持污水下水道建

設，讓生活廢污水藉由污水專管運輸至水資源回收中心，減少河川

污染源。 

108年度接管用戶數首次突破單年 2萬 1,000戶，全市累計總

接管戶數截至 109年 1月底已達約 19萬 8,000戶，接管率達

20.03%(舊制算法：28.11%)，預計 109年底可望突破 22萬戶，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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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昇本市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針對宣導後仍未配合自

行排除後巷接管障礙用戶，將納入專案強制拆除違建後接管，計畫

至 114年累計用戶接管數可達 35萬戶。 

(二)加速原縣區污水建設 

1.推動谷關污水建設(分類號：9-2) 

目前大甲溪水質主要是靠梨山、環山及石岡壩等污水系統的維

持，本府為進一步改善大甲溪流域水源保護區水質，完成大甲溪流

域沿線污水整治最後一哩路，將在未來 5年陸續推動谷關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實施計畫已獲營建署核定，全期建設經費為 1億

3,500萬元，目前已規劃完成進入設計階段，預計今年底啟動水資

源回收中心興建及用戶接管工程作業，將有效提升大甲溪流域水質

及鄰近原住民地區之環境品質。 

本系統將採分散式收集處理，規劃 113年完成全部污水管線工

程，集污區分為十文溪聚落及谷關風景區兩處，分別位於大甲溪篤

銘橋兩側地勢較低處，家庭及觀光遊憩之污水可利用重力自然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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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系統，預計每日可以處理 310噸的污水;由於計畫處位在石岡壩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更可配合放流水標準進行去氮除磷之處理 

，減少大甲溪上游端溪流或地下水的污染。 

  

 

 

梨山、環山及石岡壩水資源回收中心及谷關污水系統圖 

2.推動豐原區污水建設，打造宜居城市(分類號：9-2) 

為改善豐原區居家環境衛生及減少河川的污染，本府辦理豐原

污水下水道系統，共分三期建設，總經費高達 107億元，預計接管

戶數約 4萬 5,000戶，目前執行第一期，其範圍為豐原大道以西及

鐵路以東之區域，預計收集豐原區 15個里(約 412公頃)的生活污

水。 

隨著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的落成，第一期的用戶接管工程第一

標已於 108年底完成發包，預計於 109年 3月底開工，正式啟動山

城污水接管新紀元，市府也在 108年下半年啟動後巷強制接管政策 

，將使全面接管完成後之區域側溝不再惡臭、後巷排水不再阻塞並

杜絕水傳媒的疾病，打造豐原成為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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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區第一期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分標圖 

 
後巷接管前後比較圖 

五、 推動水資源回收中心再進化 加速再生水利用計畫 

(一)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籌備啟用(分類號：7-8) 

本市水資源回收中心共有 11座，每日可處理污水量約 26萬噸 

，其中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已完工，目前進入驗收試運轉階段，同

時也配合執行豐原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建設，預計 109年即啟動

用戶接管工程，集污範圍在豐原大道以西及鐵路以東區域，涵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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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里，可接管戶數約 8,640戶，將分三期辦理，使豐原地區污水下

水道系統用戶接管普及率從 0%提升至 14%。 

(二)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進行污泥乾燥減量及推動再生水利用(分類

號：7-8) 

隨著用戶接管普及率提升，污水處理最終產物-污泥量也隨之增

加，為減量化、資源化、降低環境負荷，由中央(營建署)補助辦理

本市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污泥乾燥減量工程，總經費約 1億 3,000

萬元(中央補助 88%，地方自籌 12%)，第一期工程已驗收合格，現正

執行一年試運轉，第二期工程預計 109年底前完工，完工後污泥乾

燥設施可減少相當於每年約 6,000噸污泥清運量，有效節省每年約

5,000萬元清運處理費，且透過乾燥後的污泥與焚化廠一般垃圾混

燒，亦可產生再生能源(電力)，有助於推展節能減碳政策，營造低

碳生活環境。 

另外，為使水資中心放流水資源永續循環利用，「福田

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經奉行政院

核定，已於 109 年 2 月 13 日召開第 6 次協商會議，供需雙

方針對用水契約內容已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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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中水道打造智慧水生活及推動再生水利用

(分類號：7-8) 

本府為達到水湳經貿園區內中水道系統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目標 

，投入約 3,500萬元整合建置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之中水道智慧管

網監測系統、資料傳輸等數位化作業。硬體設施已於 108年 9月完

成並於 12月開始成效評估階段，未來可透過智慧管網監測系統有效

管理水湳經貿園區內中水。 

水湳經貿園區率先以社區概念建置之中水道系統，生活污水經

水湳水資中心妥善處理後，可提供約 4,000噸於水湳經貿園區內綠

地澆灌、馬桶沖廁及道路洗掃使用，另水湳再生水推動計畫已納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發展)」業經行政院

核定，1萬噸將供應至中部科學園區供高科技產業使用，達到水資

源回收再利用之願景，預計採促參方式辦理，現正協商用水契

約中。同時於中水道系統重要節點處加裝智慧中水表，藉由智慧水

表有效控管中水道系統供水情形，配合中水道智慧管網監控系統，

能有效分區控管供水量，更能掌握全區中水道系統供水情形達成水

資源有效利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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湳中水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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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湳經貿園區中水道系統中央智慧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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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汛期前強化智慧防災建置  汛期後加速災害復建工進 

(一)建置智慧防汛網(分類號:9-1、9-2) 

為有效發揮水利防災之最佳綜效，本府爭取經濟部水利

署補助，集中央與地方各項資源並力推動，積極發展「臺

中市智慧防汛網」，預定於 109 年完成建置本市智慧防汛

網。建置防災應變智慧化整合平台，透過大數據的搜集與分

析，打造智慧化防汛網，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及財產安全。 

另外將於本市易淹水、潛勢區建置水位(雨量)監測設施，將於

汛期前完成並開始監測；同時，本府亦整合雨水下水道系統資源運

用，推動自動智慧化分析監測技術研究計畫，期望達到排水道監測 

、警示及淤積量估算等目標，全面掌握雨水下水道情形，作為緊急

應變處理之依據，並延續改善排水問題之加值運用。 

(二)加強各項防災整備作業(分類號:9-3) 

近年來全球暖化氣候變遷，颱風豪雨往往帶來不可預知的嚴重

災情，今(109)年度汛期來臨前，本府積極辦理治水工程及各級排水

道清疏，針對本市區域排水、明暗渠排水、雨水下水道及野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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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及清疏，並因應河道現有狀況，加強人口居住區域河道及瓶頸

段淤積檢查作業，以利於颱風豪雨來襲時保障本市市民生命財產安

全，預定於今年度汛期前清疏長度如下：區域排水 40公里、雨水下

水道及明暗渠排水路 15公里、野溪 9公里，以保持水路暢通，有效

改善本市汛期水患風險。 

108 年 5 月至 8 月豪雨、白鹿颱風及西南氣流豪雨造成

本市水利、水土保持及農路等公共設施損壞，經統計彙整

災後計有 104 件復建工程，包含水利設施 15 件、水土保持

55 件、農路 34 件，合計 5 億 1,124 萬 3,000 元，均加速執

行中，預計 109 年汛期前可完工達 100 件，餘因複雜或龐

大的未完工工程，於汛期間將加強防汛作業。 

在防汛整備方面，已於今(109)年 2月 6日邀集全市各區公所召

開第 1次防汛整備會議，汛期前完成緊急搶修搶險開口契約發包、

248部各型抽水機整備、2萬 5,000包沙包及 727座防汛鼎塊儲備，

並加強辦理防汛與土石流實兵演習及宣導，為培養防汛應變能力，

今年預定舉辦防災演練及兵推共 29場，包含 2場水災防汛實兵演習

(西屯區、神岡區)、14場防災宣導、12場防災兵棋推演、1場土石

流防災演習(和平區)，加強區級應變中心應變能力及防災意識，讓

區公所及相關救災單位熟練各項防救工作，掌握各種支援聯繫管道 

，在災害發生時，將各種訊息或災情通報災害應變中心或相關防救

單位，爭取第一時間作出處置，保護本市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將災

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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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下水道清疏 

市管區排清疏 

野溪清疏 

(三)自主防災社區評鑑獲獎數量全國第一(分類號：9-3) 

108年度經濟部水利署全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在全國 62

處得獎社區中，本市共囊括 13處，包含 1處種子社區，1處特優社

區，5處優等社區及 6處甲等社區，獲獎數全國第一，顯示本市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成果豐碩，屢屢創下佳績！ 

其中，烏日區前竹里 108年榮獲種子社區的肯定；霧峰區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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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負眾望獲得特優的成績；而大里區塗城里、太平區中興里、大

里區健民里、后里區義里里、南屯區鎮平里等 5處社區也相繼拿下

優等成績肯定，大里區仁化里、太平區太平里、后里區聯合里、烏

日區五光里、沙鹿區斗抵里及沙鹿里等 6處亦獲甲等成績，在全國

62處得獎社區中，本市共囊括 13處，獲得評鑑獎勵金 120萬元，

顯示本市社區水患自主防災耕耘有成。 

本市目前已建置完成 67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成員總人數約

1,700人，108年共辦理 33場防汛演練及教育訓練等相關演訓，不

僅有效宣導防災基本知識，也強化社區災害應變能力，地方基層皆

表示肯定，為充分發揮在地防汛能量，未來除了將持續爭取中央經

費，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發展，並將持續精進管理作法，強化基

層防災觀念與社區災害應變自主能力。 

經濟部水利署現地訪評本市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前竹里、五福里 

 

 

 

 

 

 

 

 

本市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106-108年評鑑獲獎數分析表 

特優及種子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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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落實陽光政治公開資訊檢驗(分類號 9-2) 

為落實「陽光政治」理念，基於「讓資訊公開，給議員監督，

供全民檢驗」此三大原則，本府於辦理公眾事務及推行公共政策計

畫時，皆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公聽會，例如：市管區域排水用地取

得、水資源回收中心回饋自治條例草案、再生水開發利用案之興建 

、移轉、營運(BTO)等，聽取利害關係人、當地居民、民間團體與相

關領域專家學者等各方建議及意見後，製作公聽會紀錄，並依據

「政府資訊公開法」，主動完整公開相關訊息於全球資訊網「公聽會

資訊」公告訊息區，讓關心市政的民眾可以隨時查閱。 

而水土保持申請案件也上網公開透明化，除供民眾查詢案件申

請進度外，也可下載會議、會勘紀錄及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

等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