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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廠施工實務
─以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龍潭基地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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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新月異，產業競爭瞬息萬變，污水量常因轉換及進駐廠商類型不同，或已進駐廠商製程及產

能之改變，造成實際污水處理量與效能隨時間變化甚鉅，為提高污水廠整體效益並保留污水處理量之彈

性，本園區污水量採「分期分階段建設」，第一期工程已先於環-1北側空地興建完成之設施應付當前污

水處理。後續為因應園區進駐廠商污水處理迫切需求，及新增氨氮處理去除能力，使其排放水質符合民

國106年開始實施之最新環保法規要求；爰此，民國103年開始興建本案二期工程。

摘  要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 the Case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Proper facilities for the disposal of sewage is necessary for a science park. The amou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wage chang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dischargers’ type and product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the 

treatment processes highly efficient and flexible whe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n 

this case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was built stage by stage.

The first stage of processing plant construction, which locates in the environmental-1 north vacant lot, has been 

done for urgent need. After that, the second stage has started in 2014 to service the new factories relocation 

into the science park. A de-ammonia treatment was added into the processes to meet the lates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enforces sinc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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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目前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轄屬之[龍潭園

區]，園區內廠商家數因未達規模，原已設置污

水處理廠之設施足供應付處理需求；惟近期園

區招商踴躍且各廠商均積極建廠以擴充產能，

是以區內爾後污水處理量能勢必大幅增加；加

以環保法令更新，對於污水中之氨、氮化學元

素成分均須予以去除，雖既設污水處理廠已經

過功能提昇改善之程序，惟仍無法處理新增之

污水處理量；爰此，增設置處理6,000CMD之污

水處理廠一座及相關設施以為因應如圖1。

貳、規劃設計及施工執行成果

一、設計處理水量水質與處理目標

(一) 設計處理水量水質

 依引進產業類別推估龍潭基地(不含友

達光電)之綜合污水量及水質，其平均污水量

約為18,500CMD，其BOD5＝130mg/L、COD＝

250mg/L、SS＝130mg/L、T-N＝50mg/L，

考量污水量會因引進產業不同而變動，環評

承諾污水處理廠設計處理量25,000CMD，

將分別於環-1及環-2用地內分期興建。

(二) 處理目標

 為避免各工廠排放廢水水質之差異

影響污水收集系統及污水處理廠之正常操

作，園區將訂定納管限值，各工廠須進行

必要之前處理始得納管。污水處理設施之

放流水質為BOD5(七日平均值)≦10mg/L、

COD≦80mg/L、SS(七日平均值)≦10mg/L、

NH3-N≦20mg/L，其餘均符合環保署公告

之放流水標準，處理後放流水排放基地東

側之大坑缺溪(縣管河川老街溪之支流)。

二、處理流程及平面配置

(一) 處理流程

 本計畫採行前處理、二級生物處理

及混凝與過濾處理程序，生物處理程序採

A2O(厭氧、缺氧及好氧)為主，以達到N、

P處理之需求，初期因僅有除氮要求，將以

缺氧好氧系統(AO)操作，整體處理流程詳

圖2，說明如下：

圖1 龍潭基地鳥瞰圖(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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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送入泥餅貯槽，再定時由卡車載往衛生

掩埋場或其他合法資源回收場所做最終

處置。

(二) 平面配置

 污水處理單元主要包括管理大樓及前

處理機房、調節池、pH調整池、缺氧好

氧池、二沉池、快慢混池、化混池、快濾

設施及放流回收水池，另設置緊急發電機

(一二期共用)、鼓風機房、加藥機房及污泥

處理房(一二期共用)，考量避免噪音及臭

味(如H2S、VOC等)造成影響，各噪音源均

採防震與隔音處理，室內除設計通風設施

外，臭味逸散之池槽(如前處理、生物反應

池、污泥槽)均予加蓋，並將臭氣抽至除臭

系統處理，另在管理大樓西側則為保警隊

舍詳圖3。

 污水先經機械攔污柵攔去除較大型之

固體物，再經巴歇爾量水槽量測流量後，

進入抽水井藉由抽水機提昇水頭，將污水

輸送至沉砂池，以去除水中砂粒，再分別

進入二組調節池、調節流量後經pH調整

池進行酸鹼中和，再依續流入生物處理單

元、二級沉澱池，將污水中之有機物、懸

浮固體物去除，並可視操作模式進行脫氮

處理，後再經混凝沉澱設施及過濾池去除

細微固體物，以符合環評承諾之放流水標

準，進入放流回收水池，以專管排放至大

坑坎幹線後進入承受水體大坑坎溪。

 二沉池之廢棄污泥及混凝沉澱池之

混凝污泥，將分別泵送至混合污泥貯槽混

合後，再藉由混合污泥泵抽送入濃縮機，

藉由壓縮作用將污泥濃縮，體積減少，濃

縮後污泥藉由濃縮污泥泵送至濃縮污泥貯

槽，再由污泥進料泵送至脫水機，藉由機

械  作用將污泥脫水，脫水後泥餅經輸送

圖2 龍潭園區污水處理廠處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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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合格(許可)證之取得

1
水質檢測報告合格；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排放地面水體變更)，府環水字第1060167026號，民國106年
07月24日。

2 取得消防檢查合格，桃消預字第1060020953號，民國106年6月30日。

3 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106)科工(竹)用字第00019號，民國106年7月14日。

4 取得電梯使用許可證，使用許可證號：026-001085，民國106年12月14日(106年度有效期限)。

5 取得綠建築標章，目前申請中(106年9月)。

6 管理大樓(含保警隊)遷駐辦公，民國105年11月20日。

三、施工執行成果

基於開發用地及面積受限，規劃設計時

刻意將建築集中配置，並將污水處理單元與相

關機房採用共構方式設計，主要考量全區規劃

整體性，及對於未來施工上之便利性，並可避

免建築物的分散配置而造成在管理維護上的不

便，且提供舒適場所及方便廠商與民眾洽公。

施工後，各項重要合格證(許可證)之取得如下：

污水排放符合環保署公告之放流水標準、消防

檢查合格、建築物使用執照、電梯使用許可證

等，詳表1。

參、施工管理及面臨的挑戰

一、施工管理

(一)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驗程序及標準

 為達設計功能及標準，機儀設備於工

廠製造、現場安裝施工、完工時，實施各

階段檢驗與測試，並作成紀錄，確保設備

品質及功能。檢驗及標準依下列程序：

圖3 龍潭園區污水處理廠第二期第一階段工程平面配置

主要設施內容：

1.管理中心

2.前處理攔污、

  渦流沉砂及

  抽水揚送單

  元設施

3.加藥機房

4.加藥機房

5.鼓風機房

6.生物反應池

  及二沉池

7.電氣室、混

  凝加藥機房

8.快慢混及混

  凝沉澱池

9.砂濾池

10.鼓風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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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水五日，依下列方式辦理：

●  鋼筋混凝土造池體，施工完成後經存滿

水五日以上，再行試漏。

●  試漏時應加水至水位達設計最高水位，

延時五日後，測量其水位下降量，應不

超過下列公式計算值方為合格。

1. 有蓋板水池：水池試水深度×0.005

2. 無蓋板水池：

(1)  平均氣溫10°C以上：水池試水深度× 

0.005＋1.5×(平均氣溫°C－10°C)mm。

(2)  平均氣溫10 °C以下：水池試水深度

×0.005。

1.  檢驗與測試種類：(1)製造工廠檢驗與測

試(2)工地檢驗(3)單項設備性能測試(4)

系統試運轉測試(5)整體控制中心系統連

線測試(6)設備功能驗收測試(7)啟用前調

整測試，詳照片A1～A4。

2.  檢驗與測試標準：(1)採最新國家法規與

標準、規範(2)設計圖說與施工規範(3)若

施工規範未註明，且相關國內標準與法

規亦未明定，則應另提出國際標準及其

他同等標準或權威性的標準以供審查。

(二) 施工抽查驗

 池體部分乃污水處理廠最重要之硬體

設施，為確保施工品質進水後不致發生漏

水，新建鋼筋混凝土造池體施工完成後，

照片A1 電氣設備運轉測試(電壓/電流)

照片A3刮泥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控制) 

照片A2泵浦設備功能運轉測試(運轉)

照片A4鼓風機設備功能運轉測試(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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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均氣溫係指試水期間每日最高氣溫與

最低氣溫之五日算術平均值。

3.  前述水池試水深度，若水池深度非整池

相同者，則以水池之實際容量除以水池

表面積之商(即水池平均深度)為準。

4.  試漏時，於每日同一時間紀錄其水位，

無蓋板水池試漏中，若遇下雨致水池水

位改變時，則可保留下雨前之試漏日數

與其水位下降量，其餘日數之試漏，

則以雨後之水位續試併計，惟若遇雨天

二十天以上，仍無法試漏滿五日者，得

以試漏二日之水位下降量，不超過「水

池試水深度×0.002」時視為合格。

 本工程經試水後，大部分均無漏水情

形，只有局部A4區二沉池深池區、A6區抽

水井等位置有些微滲水，經低壓防水抓漏

後已全部合格。

二、面臨的挑戰

(一) 既有停用設備及地下管線拆除

 二期一階工程施工場地，為前期污水

處理廠現址，新建工程施工前即需將該基

地既有設備及管線拆除後才得以施工。由

於前時期埋設管線位置及高程與圖說有所偏

差，開挖時無從判斷，加上現有一期部分

管線亦埋設於地下，只能循管線大致走向

緩慢試挖，並有圖說上未標註之管線造成

誤挖風險值增高。另一問題為拆除後設備

管路移置儲放之場地，拆除後管路設備量

體多，現今竹科污水廠未使用空間有限，

須於短期內儘速尋覓一處可收容處所。

 克服方式：地下管路採試挖方式，確

認路徑及無不明管線後始可大動作開挖，

另經業主機關各單位協調調動，終勉強找

到可置放這些量體之設備空間，立即依相

關作業程序開始搬遷，上述原因造成施工

進度受限，雖後續儘速趲趕處理，惟實質

影響工期105天。

(二) 廠區內施工動線侷限

 工期因有時程期限(106年1月配合環

保新法規放流標準)，各區結構、裝修及配

管施工工序及動線採分階段施工。由於施

工動線及置料區受限，A1區管理大樓及前

處理房、A4區生物反應池及二沉池(含加藥

機房、鼓風機房)、A5區快慢混及混凝沉澱

池(含混凝加藥機房)及A6區砂濾池及鼓風

機房需同時施工，儀控管線及設備才能依

規劃時程順利進場安裝及測試。施工順序

為：A6區→A5區→A4區→A1區結構裝修及

配管，最後A9區裝修工程，如圖4所示。

 克服方式：二期施工階段，一期污水

處理操作、龍潭服務管理中心及保警隊等

單位須維持正常運作，暫以A9區既有管理

中心集中辦公，俟A1區工程完成搬遷後

A9區再進行後續整修施工。各區在同時間

併行作業，所有施工動線須緊密協調並採

行動式管理，隨時掌控施工進度、工班進

場及人數、施工查驗、安全衛生、交通維

持，避免影響各區施工進度。

 由於廠內各工種同時施工，施工廠商

人數、車輛、設備材料…等規劃時需整體考

量，依施工進度排程分階段、分數量進場，

避免衝突。施工車輛停車位置，則以廠區

對面空地暫時租用，以解決停車問題。

(三)  二期電力系統轉換(11.4KV切換22.8KV)

 一期既有營運電壓為11.4KV，二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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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方式：施工階段，廠區地下管線

及電氣室機房先行建置完成；並協請台電

公司變電站及外電線路引進送電。

 11.4KV切換22.8KV時需暫時停電，

高壓電力設備檢測合格始進行電力轉接作

程完成後升壓為22.8KV，原電氣室設置於

A9區管理中心一樓供應既有管理中心營運

及一期污水處理設備操作，後續二期則新

設於A1區管理中心二樓，轉換供應整廠全

區用電(含一期)如圖5。

圖4 分階段施工動線規劃

圖5 11.4 KV 轉換22.8 KV 管線施工及電氣設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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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停電期間會影響其他工項施工，部分

可臨時採以發電機供電，前後影響8個工

作天，需協調承商事先租用發電機以為

因應。

(四) 程序管線埋設與他項施工衝突

 各區程序管線，依設計圖高程埋設於

最底層故須先行開挖施工，完成後，上層

自來水及電力管線才能接續施工，工序及

施工時程須管控，避免影響上層管路施工

與外牆裝修施工架搭設時程，反之，外牆

裝修施工架拆除時程若有延遲，亦影響地

下管線埋設工作。

 克服方式：規劃以不影響施工動線者

優先開挖，施工順序為：A4區西側道路

→A1區北側道路→A4區東側道路→A6～A4

區北側道路→A1區東側道路→A1區南側道

路，如圖6。

 施工車輛進出、設備材料進貨、外牆

拆架作業…等依施工進度時程與管線開挖

作業配合，避免互相影響。

肆、結語

因本案有「限期完工」期程，由科管局業

主方全力協助，本公司水環部設計單位專業規

劃，經營管部監造單位施工監造，各施工環節

顯其重要，環環相扣。雖施工場地侷限，埋設

管線及配置複雜，施工團隊以事前周詳規劃及

不斷溝通、協調，協力廠商相互砥礪配合，在

施工過程中，透過上述施工管理制度、現場走

動式管理、每週定期召開施工進度檢討會議、

在品質保證制度及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等

積極作為下，達成預定目標之艱巨任務。完工

後之實質效益如下：

圖6 管線開挖施工，路徑規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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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完工實質效益

1
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完成後污水處理量可達19,000CMD，滿足現行廠商污水排放需求，並可依排放量
調整廠區運作。

2 符合環保署民國106年起氨氮排放法規標準。

3 污水處理後回收水，可為澆灌之用，節約水資源。

4
新建主控制室MCP內集中顯示管理，得以有效掌控流程操作策略、水質監測資訊，精簡管理人力、提
升處理效能。

5 園區龍潭基地服務中心使用空間及面積增加，更方便民眾洽公及開會。

6 原管理中心翻修，可供保警公務及隊舍使用，寢室及休憩空間增加，有助執勤效率。

7 取得綠建築標章「日常節約能源指標」、「水資源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