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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水利處下水道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水道字第10800938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開會事由：召開「苗栗污水下水道系統（苗栗市段）－苗栗地區

水資源回收中心效能提升」委託技術服務案，既有設

施效能調查評估改善建議及策略研擬初步成果報告審

查會議。

開會時間：108年6月4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開會地點：苗栗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四段

867號)

主持人：魯課長子裕 、黃副處長文璋

聯絡人及電話：簡琇育037-559407

出席者：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中區分處、林委員金德、羅委員秋秀、林委員進忠、

陳委員松傑、陳委員立儒、余委員瑞芳、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列席者： 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本府水利處下水道科

備註：請萬銘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備妥相關資料並現場簡報以

利是日審查作業順利。 

保存年限:
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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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污水下水道系統（苗栗市段）－苗栗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效能提升」 

委託技術服務案 

初步成果報告意見暨答覆說明對照表 

審查日期：108 年 6月 4日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說  明 頁碼 

一、林委員進忠 

1. 首頁按照工作計畫書內容，建議將本階段應

執行工作項目及成果分項列出並建立自主檢

核表，以確認報告成果分項內容符合工作計

畫書規定。 

謝謝委員指正，於目錄前增加自主檢核表。  

 

2.第二章背景資料蒐集- 

(1)2.1.3.水質水量分析：   

A 僅說明水資中心 101 至 107 年統計之進出水

量及水質資料，缺乏各處理單元間去除效率

分析檢核？請補充相關檢測數據，以評估各

單元間效率。(P.2-5〜2-12) 

各處理單元間去除效率本公司已於 108年 4

月 25 日發文請廠內提供資料，惟廠內提供

資料中並無各處理單元間去除效率資料可

供彙整，請委員諒查。 

另依 105~107 年報質量平衡結果彙整後前

處理加初沉去除效率 BOD約 19％、SS約 77

％，生務處理含二沉去除效率 BOD 約 81％、

SS約 96％，全廠去除效率 BOD約 88％、SS

約 91％。 

 

B 為檢討本水資中心未來放流水管制法規加

嚴，報告中歷年氨氮水質分析，其取樣機制

及頻率是否具代表性，請補充說明列入？ 

目前廠內提供之氨氮及總氮進放流水資
料，101至 107年間氨氮共有 5筆資料；總
氮共有 5筆資料，僅有 106年與 107 年間有
相關數據，其頻率並不具代表性。故將於報
告書中明確建議「水資中心代操單位，應即
時辦理氨－氮及總氮進放流水資分析，原則
每月至少 1次」，供未來設計階段參辦使用。 

- 

C 依據進流水量紀錄顯示，目前進流量僅約達

一期 55%，請補充水量預估水量成長趨緩及

異常不明水如何觀測及排除，相關推估前後

不一致，請釐清? 

1. 水資中心進流水量成長趨緩主要原因為
104〜107年間接管僅 56戶。 

2. 異常不明水如何觀測，可由 102 年已接
管戶數 5,848 戶，進流水量 3,141CMD,
換算每戶產生污水量約 0.54 CMD/戶，

到現在管戶數 6,985 戶，進流水量提升
達 5,145CMD,換算每戶產生污水量約
0.74CMD/戶，故明顯在 103〜107 年間，
每戶約增加 0.2 CMD的不明水量。 

3. 異常不明水需對管線做檢視，與長時間
的流量監測方可找出來源，後排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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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答  覆  說  明 頁碼 

D 功能及質平計算，建議納入現況水質及量變

化狀況，以檢核既有處理單元設施能力，作

為後續功能提升處理規模參考依據。 

本案質量平衡計算主要是依 105~107 年報

質量平衡結果分析、彙整出現況質量平衡

後，再代入設計水質、一期與全期水量而

來。致於功能計算則是以最大情形下做檢

討。相關結果亦有納入後續功能提升處理規

模參考。 

 

- 

E 水力計算，建議以實際量測數據比較，納入

水力檢核有無偏差？。 

水力計算確以實際測量值檢核得表 3.3-1，

未來會納入原始設值做比較。 

 

 

 

（２）２．１．５設備更新紀錄：   

A 請補充設備維修紀錄彙整資料提供健全度分

析佐證依據，另表中局部項目標註維修中(尤

其106年有13項)，請確認全部已處置完成？ 

經查廠內維修紀錄 106 年度有 13 項設備維

修中，其中大多數為重複項目，只有四項設

備在維修中。而本次設備檢驗時僅刮泥機 B

尚未修復完畢，其餘項目皆已修復。 

 

B 各項維修更新項目，請依據單元程序分佈列

表，以利統計分析原因及發生故障頻率，作

為後續設備研選及功能提升改善參考依據。 

謝謝委員指教， 更新維修項目為代操廠商
提供，本公司只是節錄相關紀錄，且已時間
排列方便代操維修順序。 

 

３第三章全場功能校核   

(1)3.1 處理單元功能校核，  - 

報告中(表 3.1.1.1-1)水力池槽功能檢核，以第

一期實施計畫用戶接管戶數 12000CMD 推估顯

示：…初沉池加 1池、生物池不加可滿足、二沉

池加 2 池、消毒池不加可滿足…。惟和表

3.1.1.1-1 去除率校核表顯示，功能提昇預期目

標水質水量(全期 24000CMD)，整體評估水量前後

不一致，請釐清？並請說明本次功能提升建議目

標水量為何？及後續單元池槽增建提升改善效

益。 

本次水力停留時間檢核主針對 3 種流量，1

期(9,000CMD)、建議提升量(12,000CMD)及

全期(24,000CMD)等分別做檢核，並考量 1

池當機狀況。 

生物池不是不加可滿足，主因程序變更故已

另有討論增加池槽體積。(表 3.1.1.1-1 修

正) 

主文中將加強說明，初、二沉池池數增加主

要是當機考量。 

 

A 初沉污泥部分：建議增加 1 池，惟相關增設

初沉污泥泵與浮渣泵浦等，有無增加必要？

請澄清 

增設 1 池同時也需增設污泥泵與相關設備

如刮泥機與浮渣收集管，就以新增計畫中，

新增池體浮渣將由渣收集管排至階梯式撈

污機(與舊有並用)進行排除。 

 

B (2)3.2 全廠質量平衡計算參數校核   

一期及全期質量平衡表(功能提昇預期目標)，含

全廠水力計算表(表 3.3-1)標示有誤，請檢核？

另有無與原設計計算數據比對？ 

謝謝委員指教，將會重新檢視一期與全期質

量平衡表與水力計算表，另外會附上原始設

計算數據做對比。 

 

A (3)3.3 全廠水力計算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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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答  覆  說  明 頁碼 

A. 參照水力計算檢核檢討結果，請補充改善增

設單元池槽及擴充程序管線配置範圍圖說？因

應時空背景如有差異，建議應修正，以符合實際

需要。 

水理改善範圍會再在本次報告補上；擴充管

線範圍圖說將於最終報告成果提出。 

 

B. 既有單元池槽結構體經檢核如有水力條件

缺陷，現況有無改善空間？以利與新設結構體或

管線配合，請納入檢討。 

1. 現有槽體結構體，除了前處理巴歇爾量
水槽敲除及生物池延用既有槽體進行改
善，其餘初、二沉部分皆為新增池體。 

2. 所述水力條件缺陷多再於管線，因池與
池的銜接多採 U 型連通管方式故污泥會
在管線底部造成沉積，間議改採雙管，
以利清淤。 

3. 有關新設池體與管線會考慮與既有管線

進行配合，已符合功能提升最大利益。 

 

4.第 4章全廠設備功能評估   

(1)4.1 土木結構目視檢查  - 

A. 檢視報告中設備維修紀錄(P.2-22〜24)顯

示：初沉池 B刮泥設備有多次維修紀錄，請確認

是否已完成檢修？ 

經查目前廠內初沉池 B 刮泥機至現場察

看，尚未修復。 

4-24 

B. 報告中所述檢視排空池槽為 A或 B池？建議

標示清楚、並適時釐清前述檢修原因，加以改

善，避免相關問題重複發生。 

經查目前廠內初沉池排空池體為 B 池；生物

池排空池體為 B池；二沉池排空池體為 C、

D二池。二沉池由於水量問題並未啟用，生

物池體為歲修排空進行散氣設備更換，初沉

池為排空池，但無操作。 

4-2 

C.生物池散氣設備，是否有進行設備檢視？ 經查目前廠內生物池散氣設備已在去年進

行散氣盤更換與維護，所以本次並未對散氣

盤進行檢視。 

4-3 

(2)4.2 機械設備檢測及分析 
  

A. 進流泵：性能曲線部分，報告中…由於壓力

計的不準確與額定流量相差有一定差距…，請說

明現場有無進行 H-Q實際運轉檢測？另依據性能

檢測表，請補充專業廠商檢測報告。 

本公司對其場內泵浦請專業廠商對設備最

性能曲線評估，本公司會依照合約內容，在

條件合適下提供各設備單元性能檢測表。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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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答  覆  說  明 頁碼 

B. 機械式粗攔污柵：連續運轉攔除物及耙污能

力測試，請說明無法測試原因？本項是否列入功

能提升改善？另有關連續動作測試有無錄影？ 

1. 機械式粗攔污柵，本公司進場檢測時發
現鉤耙與攔污機板的密合度不佳，無法
有效的去除攔污柵上的廢棄物，故一旦
做耙污能力測試，測試物無法的到有效
的移除近而影響整場的操作與後續設
備。 

2. 連續動作測試的部分，本公司有錄下一
小段影片以供判斷。 

3. 有關出攔污柵的改良方案原僅針對所有
密合度不佳與缺口進行改善，唯經會議
中討論委員多偏向整機更新汰換，故本
公司亦將機械式粗攔污柵列入汰換。 

4-41 

C. 機械式細攔污柵：連續運轉攔除物及耙污能

力測試，請說明無法測試原因？本項是否列入功

能提升改善？(細攔污柵後面應無泵浦？)另有

關連續動作測試有無錄影？ 

1. 機械式細攔污柵面臨與機械式粗攔污柵

一樣的問題，攔污柵除去效果不佳，故
無法進一步做耙污能力測試。 

2. 連續動作測試的部分，本公司有錄下一
小段影片以供判斷。 

3. 本案前處理常發生溢流情形，本公司判
斷部分原因在於機械式細攔污柵阻塞問
題，故建議將於原預備後續增設用的兩
條渠道設置 2 組機械式細攔污柵。增加
通過水量，避免淹水。 

4-41 

D. 渦流沉沙攪拌設施：缺除砂效率運轉測試，

請補充？相關基本量測數據，請補齊？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與量測公司討論過，
並無適合環檢所的檢驗方法檢驗沉砂池效
率去除，且根據現場觀察洗砂機有砂礫洗

出，固本公司認為除砂機有除砂效果。 

 

E. 抽砂泵：請補相關基本量測數據？性能曲線

部分，請補充進行 H-Q實際運轉檢測專業廠商檢

測報告及內容？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檢測數

據。 

附件一 

F. 洗砂機設施：請補充相關基本量測數據，如

槽內耐磨墊檢測等。請補齊？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檢測數

據。 

附件一 

G. 階梯式攔污柵：連續運轉攔除物及耙污能力

測試，請說明無法測試原因？本項是否列入功能

提升改善？(攔污柵後面應無泵浦？)本項連續

動作測試有無錄影？ 

1. 階梯式攔污柵為清理初沉浮渣與二沉池
浮渣，其除渣功能正常，唯有出沉浮渣
與二沉浮渣皆沉水泵抽出與管線運輸，
運輸浮渣量有限，導致除去效果不佳。
在本次功能提升案中，階梯式攔污柵將
移至初沉池浮渣收集井位置與浮渣收集

管相連，已發揮階梯式攔污柵應有功能。 
2. 本連動續動作測試有錄影。 

4-28 

H. 初沉污泥泵：性能曲線部分，請補充專業廠

商檢測報告及說明？相關基本量測數據，請補

齊？另 P-0303B因排空，致無法檢測請補齊，以

驗證其能力是否達改善必要？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檢測數

據。P-0303B 雖然排空無法測試其性能，但

透過絕緣電阻與基本外觀的表現，因無汰換

之必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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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意  見 答  覆  說  明 頁碼 

I 初沉浮渣泵：無法量測，請補充原因？ 1. 謝謝委員指教，出沉浮渣泵為沉水泵，
且為手動操作，僅有浮渣收集管排入浮
渣管中至收集井後到達高液位才能啟
動。本公司進場檢測時針對初沉浮渣泵
基本外觀與電氣方面做檢測。至於性能
曲線部分，機械設備特性無法做實質量
測。 

2. 本處改善是將沉砂池下的階梯式攔污柵
移機至浮渣井處故故已無需初沉浮渣泵
輸送必要，故拆除做為庫存。 

P.4-36 

J. 初沉池刮泥機：請補充相關基本數計量測資

料？本項連續動作測試有無錄影？缺鍊條拉力

測試及鍊條鬆緊度檢測專業人員報告說明資

料？ 

初沉池 A池內刮泥機，有針對於外觀與基本

電氣設備做檢測，由於運轉關係，無法對刮

板與鍊條鬆緊度提出相關數據。初沉池 B池

雖排空池體，但無法下到槽替內進行刮板與

鍊條鬆緊度提出相關數據，只能請設備廠商

對於現場狀況做判斷。將會補上拉力測試報

告。 

4-8節 

K. 曝氣鼓風機：請補充相關基本數計量測資

料？本項性能連續測試有無錄影？缺性能檢測

專業廠商人員報告成果說明資料？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檢測數

據。 

P.4-36 

L. 迴流污泥泵：缺性能曲線部分，請補充專業

廠商檢測報告？相關基本量測數據，請補齊？無

法檢測部分性能請補齊，以驗證其能力是否達改

善必要？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檢測數

據。 
附件一 

 

 

M. 廢棄污泥泵：缺性能曲線部分，請補充專業

廠商檢測報告？相關基本量測數據，請補齊？無

法檢測部分性能請補齊，以驗證其能力是否達改

善必要？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檢測數

據。 

附件一 

N. 二沉浮渣泵：缺性能曲線部分，請補充專業

廠商檢測報告？相關基本量測數據請補齊？無

法檢測部分性能請補齊，以驗證其能力是否達改

善必要？ 

二沉浮渣泵為沉水泵，且為手動操作，僅有

浮渣收集管排入浮渣管中至集井後到達高

液位才能啟動。本公司進場檢測時針對初沉

浮渣泵基本外觀與電氣方面做檢測。至於性

能曲線部分，機械設備特性無法做實質量

測。 

P.4-36 

O. 沉池刮泥機部分：同初沉池意見，缺補充相

缺鍊條拉力測試及鍊條鬆緊度檢測、及專業人員

報告說明資料？ 

二沉池 A、B 池內刮泥機，有針對於外觀與

基本電氣設備做檢測，由於運轉關係，無法

對刮板與鍊條鬆緊度提出相關數據。初沉池

C、D 池雖排空池體，但無法下到槽替內進

行刮板與鍊條鬆緊度提出相關數據，只能請

設備廠商對於現場狀況做判斷。將會補上拉

力測試報告。 

P.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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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砂濾單元過濾抽水機反洗抽水機：本項設備

為何吊車無法吊裝？另缺性能曲線部分，請補充

專業廠商檢測報告？基本量測數據，請補齊？ 

過濾水抽水泵為沉水式泵位於消毒池放流

口內，於場內的末端，其大型吊車無法在此

迴車，故無法吊裝，反洗水泵為沉水式泵，

於現場吊裝時，反沖洗泵並無三點固定，吊

裝時恐有破壞軸托之虞，故無法吊裝。其餘

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數據。 

P.4-38 

Q.回收水加壓泵：缺性能曲線部分，請補充專業

廠商檢測報告？基本量測數據，請補齊？無法檢

測部分，請補齊驗證其能力是否達改善必要？ 

謝謝委員指教，經現場勘查，回收水加壓泵

並無適當位置擺放流量計與壓力計，固無法

量測基本性能。 

 

R. 砂濾槽：缺設備功能 SS去除率檢測？系統

連動狀態不詳？請補充基本資料檢測數據說

明？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與量測公司討論過，
並無適合環檢所的檢驗方法檢驗砂濾效率
去除，根據現場判斷，過濾前後水質上有差
距。系統連動為過濾抽水泵開啟後連接砂濾
槽體，故啟動砂濾槽前必須啟動過濾抽水
泵。 

 

S. 除臭系統：本項設備無使用？請補充基本量

測數據，並驗證其能力是否達改善必要？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進場檢驗時有就除臭

系統詢問過代操作廠商，代操作廠商表示每

月開啟一次進行測試，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

檢測數據。 

 

T. 濃縮機清洗泵/脫水機濾布清洗水泵：缺性

能曲線部分，請補充專業廠商檢測報告？基本量

測數據，請補齊？ 

謝謝委員指教，根據本公司與泵浦廠商現場

勘察表示，並沒有閥可以控制流量與壓力，
固無法量測性能曲線。 

 

U. 污泥濃縮進料泵/污泥濃縮進料泵/污泥脫

水進料泵：請補充正排量推進腔式性能檢測數據

說明？ 

謝謝委員指教，根據本公司與泵浦廠商現場

勘察表示，MONO泵的壓力與流量並無關係，

固無法量測性能曲線。 

P.4-38 

V. 污泥濃縮機/污泥脫水機：缺處理性能實際

檢測說明？請補充。 

謝謝委員指教，污泥脫水機與污泥濃縮機由
於操作因素，無法對性能做實際檢測。  

W. 污泥餅螺旋輸送機：請補充基本量測數據，

如溝槽內耐磨墊檢測等。請補齊？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補齊相關檢測數

據。 
附件一 

(3)其他部分：   

A. 渦流沉砂池，另一池建議仍需排空處置，以

利檢視其內部情況，並安排進行除砂效率測試。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安排代操作廠商

對另一池進行排空已檢視內部狀態。 
P.4-36 



第 7 頁，共 21 頁 

審  查  意  見 答  覆  說  明 頁碼 

B. 攔污機部分及初沉池設備，建議應依據功能

需求檢討，且相關使用壽命年限未到，依據操作

效能分析，應有分類改善或更新效益分析評估，

以利進行最佳提升選擇？ 

1. 攔污機部分粗攔污機配合後續抽水單元
操做水位提高超過原杷條高度致攔除物
會由水上越過攔污機故原已不符使用，
需汰換更新，另細攔污機則因杷條阻塞
(通水量不足)導致當前單元抽水量大時
會造成前處理單元溢流，故增設(原設備
亦可同時使用)2組階梯式攔污柵改善溢
流問題。 

2. 初沉浮渣收集管為手動設備且無法往後
轉，致現場污泥多累積收集管後方，故
建議功能提升（浮渣收集管仍在）加裝
電動機讓浮渣收集管可自動前、後收集
浮渣，減少操作人力。並無汰換設備。

請委員諒查。 

 

C. 二沉池設備：相關池槽建議仍須排空檢測，

以利進行維護改善或更新系議評估，建議補充？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會安排代操作廠商

對另外兩池進行排空已檢視內部狀態。 
P.4-2 

D. 請補充列出配合功能提升需更新項目及數

量？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於最終成果會補充

表格說明。 
 

E. 全廠儀電部分：依據表 4.3-2紀錄表顯示，

請補充有缺失部分提升改善對策，進行相關整修

或更新，以恢復應有功能並滿足提升需求？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於最終成果會補充

表格說明。  

5.第 5章全廠設備功能評估   

(1)5.1 提升放流水質水量而需增加設施   

A. 請補充說明表 5.1-4既有生物處理單元改建

工程項目(P.5-7)其內容與表 3.1.1.1-1(P.3-2)

校核表顯示之差異。(活性污泥池容積之差異) 

謝謝委員指教，表 3.1.1.1-1(P.3-2)中活

性污泥池因有改建與增建故已非既有生物

處理單元建議僅作說明，不寫實際數據以免

誤會。 

P.3-2 

B. 另有關配置，建議檢討配置應考量未來操作

水力動線及分水之合理性。(詳 P.3-5) 

謝謝委員指教，本公司將於最終成果會補充

表格說明。 
 

C. 參照圖 5.1-5所示，未來提升水量請明確

化，池槽擴充配置，盡量以複數池配置，以利維

修及分水調配需要。 

謝謝委員指教，將於最終成果會補充 5.5節

加強說明未來提升水量請明確化，池槽擴充

配置， 

 

(2)5.3 功能提升項目   

A. 進流抽水站：進流粗攔汙柵設備，如考量濕

井容積以提供最佳操作水位，則建議將原有粗攔

汙柵功能不彰設備應于汰除，配合新設粗攔汙柵

機能重新配置，以提升進流抽水機能，整體水力

高程並配合檢核。 

謝謝委員指教，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3 

B. 前處理單元：洗砂機單元，除抽砂管線及抽

砂泵應于檢討善外，洗砂機部分原有數倍應配合

檢討尤其水力分離裝置應恢復其功能。 

謝謝委員指教，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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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初沉池：按機能檢討仍須擴充時，相關整體

單元池槽水力條件建議詳加檢核，尤其分水需

求，應確保均流。另浮渣採就地攔除處理。 

謝謝委員指教，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5 

D. 生物處理單元：如配合除氮需求，檢討以現

有池槽進行處理程序調整，相關除氮程序池槽水

力負荷應妥善檢核，採取最佳化配置及池槽分

割。又如曝氣單元因應節能採用高效率傳氧散氣

設備，應注意好氧池攪拌混合能力。 

謝謝委員指教，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6 

二.林委員金德   

1. p.2-5，根據報告資料顯示，103年起污水量

成長緩慢，5年內之日平均污水量分別為 4476、

5191、5031、5142、4979 CMD，108年前 4月之

日平均污水量則是 5212 CMD，與設計進流水量尚

有約 4000 CMD之差距，原則上應尚未達到啟動

擴廠之基準(進流水量達設計水量之 70%以上)，

唯依簡報說明可知本次擬擴廠至 12000 CMD，且

視為全期最終進流污水量，此似與原規劃差異甚

大(原為三期建設，每期 9000 CMD，全期為 27000 

CMD)，且似未符合目前實際運作模式，建議仍宜

審慎考量並宜詳實說明(報告未說明) 

1. 就水量來說，在本案二期修正實施計劃
時已將進廠水量修正為 24,000 CMD。 

2. 本案二期修正實施計劃(民國 99~108
年)目標接管戶為 11,100 戶，目前接管
戶數為 6,985 戶尚有 4,015 戶未接管，
預估如全數接管將達 7,510 CMD。 

3. 另該計劃亦預估未來三期(民國 109~114
年)將擴張接管區達公館、頭屋污水區，
接管戶數達 17,610戶，共計 28,710 戶，
據此，按現況水量推估未來全數接管後
進廠量約 17,900 CMD。 
據此可知，苗栗廠進廠水量要達設計水

量之 70%以上(9,000CMD*70%=6,300CMD)是
可預期的，但未來的擴建規模則是可討論。 

本次苗栗廠功能檢討，發現目前的處理
程序(初沉、生物、二沉)完全無考量到當機
狀況，在之前水量尚小時尚有彈性操做空
間，但以目前水量來說已快沒了，故初沉、
生物、二沉增加 1 條處理線(12,000CMD)已
是刻不容緩。否則當有任 1池當機時水質將
會有不達放流水標準之風險。 

而就本次功能改善時增加 1 條(初沉、
生物、二沉)處理線(12,000 CMD)，除可降
低水質不符風險，亦可減緩苗栗廠擴建的壓
力，看未來接管區擴張達公館、頭屋污水區
後的接管成效，再決定未來苗栗廠擴廠規模
以 4,000 CMD？8,000 CMD？或 12,000 CMD

為宜。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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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上，建議本報告中宜提供詳實資料供參，

包含本水資中心集污範圍、集污區之劃分、各集

污區及總戶數與人口數之推估及檢核(實際戶數

及戶籍人口數)等，同時宜提供用戶接管在建工

程及逐年擬發包之用戶接管工程，並列表統計逐

年(月或季)預定及可能完成之用戶接管數量與

污水成長量(含累計量)，俾供為是否擴廠之評估

與決策。(註：以往因過度設計或污水量成長緩

慢，許多污水處理廠常呈現低流量、低負荷之操

作狀態，除造成操作營運上莫大之困擾外，也使

整體經營效率大幅降低，使能資源未能妥善利

用，並造成機電設備之閒置及損壞，此一問題建

議宜更重視之)。 

1. 於第 2 章內補充第二期修正實施計劃哉
要表一及表 5.1－4供參，供委員了解本
案集污範圍內的戶數與接管工程區域內
的完成戶數等。 

2. 另本案主要是苗栗廠處理程序(初沉、生
物、二沉)完全無考量到當池狀況，且已
無彈性操做空間，將有放流水不達標準
風險，故增加 1 條處理線(初沉、生物、
二沉)，同時配合將進流水容許量調高到
12,000 CMD。 

3. 縣府之苗栗廠進廠水量如前題。 

 

3. 本計畫之設計進流水質 BOD 及 SS均為 170 

mg/L，報告 p.2-6顯示歷年來進流水質 SS約在

50~60 mg/L之間，BOD 則在 50 mg/L 上下，從長

期資料顯示本廠實際進流水質與設計進流水質

確有相當差異，唯本報告之質量平衡計算、功能

計算，甚至整體設計(含擴廠及功能提升)卻仍沿

用原有之設計水質來規劃，此與實際狀態似有不

符，其功能計算及質量平衡計算可能會降低參考

價值，並會造成相關設備之錯誤選用或過度設計

等問題，尤有甚者，可能會影響未來除氮系統流

程之處理功能及操作成本，建議仍宜審慎評估及

正視之。 

進廠水質在營建署未做明文修定前應不宜

調降。請委員諒查。但可先行檢討在目前低

水質下的緩做計劃。 

本案此次功能提昇，處理能力由 9,000CMD

提昇至 12,000CMD，污泥系統未隨之增加，

鼓風機原亦無需增加，但因原既有鼓風機單

台風量太大且無法調整，造成電力浪費，在

節能考量下，建議增設 2組 30CMM 單段離心

式鼓風機，如此方可調整供氣量，不浪費！ 

此即為緩做計劃的具體成效。 

P.5-9/

18 

4. 承上，針對實際進流水質與設計進流水質差

異過大之污水處理廠，原則上均應進行詳實之調

查及分析，期能確切了解相關問題與原因，以利

進行妥善之因應與改善。例如，本地區生活污水

之水質調查、化糞池之打除數量及比例、不明水

之水量及水質等。如尚未有相關調查數據時，建

議仍應參考營建署頒佈之相關設計指南、手冊等

採較合宜或較低之參考水質作為設計基準，必要

時宜專案提出討論，以供決策。(註：由於國人

生活習慣不同，有關上述設計水質建議可參考全

國各水資中心之相關數據重新來進行研議及設

定，以避免因而衍生之過度設計等問題，同時也

可減少質量平衡計算與功能計算等內容與實際

情形不相符合之矛盾現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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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3-1，提及本次功能檢核設計參數將採用

「MLE 去氮活性污泥法」，唯第 3.1節之前均未有

任何相關評估或論述，報告編排之邏輯與次序宜

請檢討修訂。另第三章係為全廠功能校核，原則

上宜先針對既有設施與功能進行整體之檢視與

校核，再根據本計畫須符合之未來規範或標準或

目標進行檢核，以客觀提出現有處理流程、單元

或設施等之相關缺失或問題，俾供後續之改善檢

討與因應。 

謝謝委員指教，將修改部分內容順序，已符

合報告之合理性。 

P.3-2 

6. 承上，第 5.1節探討未來生物處理系統應加

入除氮功能，因此所得之結論係採用 MLE去氮活

性污泥法程序，唯其評估內容似過於簡化，未有

充分之論述及依據，且相關因子、參數及資訊似

有嚴重不足之現象，此一結果似乎難具有說服

力，建請重新檢討與補充(請參 p.5-5各程序之

相關優缺點，似並不完整，且似有避重就輕之

嫌，即忽略 MLE之缺點，加重其他程序之問題

等)。建議此部分宜重新評估，首先宜將可能之

處理程序方法納入探討(如余委員所提 SMBR)，然

後列出所有重要之評估因子，並根據本計畫之相

關條件與限制(因地制宜)，綜合評分及探討，同

時納入關鍵條件，以供最後進行決策。(註：未

來許多水資中心均將面臨除氮之同樣問題，建議

應建立完整之評估探討機制，或專案委託研究，

否則後續各廠可能多會參考沿用本案之程序，萬

一有某些問題未能完整思考時，將可能產生一系

列或許多廠之後遺症，建請審慎為之)。 

謝謝委員指教，將補上其他除氮工藝的優缺

點，並敘述為何本公司採取 MLE工藝而非其

他工藝。此外，承如余委員提到有關 SMBR

部分，本公司也會列入考慮。 

P.5-5/

5-6 

7. 功能提升及擴廠增建非新建工程，宜擺脫舊

有思維及觀念，不宜將整個新建系統或單元或設

施直接崁入，務必要因地制宜，尤其針對個案之

水量、水質條件及處理需求，應適度予以調整或

改變，方能達到計畫之目標。以本案而言(BOD

濃度不足，即碳原不足)，除氮系統若採 MLE程

序時，其缺氧段可加大，使停留時間較長，除可

增加脫硝之效率外，也可減輕碳供應不足之問

題，同樣的，好氧段的尾段也可減少散氣盤之設

置數量、減少氧氣之供應，以降低迴流時氧氣之

含量，降低其對脫硝程序造成抑制或干擾之程

度。 

委員的意見本案均已有考量，改良 MLE系統 

使得除氮效果可以在低水質情況下發揮。 

P.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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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功能提升及擴廠增建宜採整體性之規劃設

計，應避免分離式或事件型之改善思考與規劃設

計，以免影響系統或整廠之整合，或影響未來之

擴建需求(如有可能的話)。首先，目標年或最終

之處理容量必須嚴謹檢討與決定，本案原為三

期，總污水量預計 27000 CMD，簡報時指說未來

總容量改成 12000 CMD，但卻又提及仍須考量未

來污水量之成長需求，此部分建請務必釐清確

認，以利後續之思考及規劃。其他相關意見如下： 

本案之整體考量請委員參閱，委員所提意見

1.之答覆說明。 

 

(1) p.2-14之功能計算、質量平衡計算及水力計

算等之檢核，除以第一期之相關數據進行檢核

外，應採實際操作參數(如進流水量、進流水質、

操作池體數量等)及未來推估設計水量等參數

(如總進流水量 12000 CMD)來進行檢核及設計，

以符合需求。 

1. 本案質量平衡計算主要是依 105~107 年
報質量平衡結果分析、彙整出現況質量

平衡後，再代入設計水質、一期與全期
水量而來。致於功能計算則是以最大情
形下做檢討。相關結果亦有納入後續功
能提升處理規模參考。 

2. 本次功能檢核主針對 3 種流量，1 期現
況設計值(9,000CMD)、建議提升設計值
(12,000CMD)及全期設計值(24,000CMD)
等分別做檢核，並考量 1池當機狀況。 

P.5-2 

(2) 第 3章宜先確認採用 MLE程序之可接受性，

尤其目前採 MLE之實廠並不多，其操作經驗與年

期較少，成熟度與相關操作參數也相對較不足，

可多提供國外相關經驗實績以佐證之。另圖

5.1-5生物單元擴建之平面配置位置似未充分考

量後期或全期之建設需求，建議仍應考量未來污

水量之增加，以及相關之動線，並適當保留餘裕

空間，以利可能之變化。 

目前 MLE程序在台灣已有多廠興建實積，惟

多為剛完成廠故操作經驗較少，可由國外相

關經驗補充。圖 5.1-5生物單元擴建之平面

配置位置為本次擴建範圍，再補充全廠

24,000CMD時之配置。 

 

P.5-8 

(3) 進流單元擬設置紓流設施，於水量異常時可

排放至區域排水系統，建議宜整體考量規劃，並

以適當水量為基準，超出時方可排至區域排水；

未超出時則由污水處理廠予以承受，惟仍應思考

污水處理系統是否仍需設置廠內繞流設施。 

謝謝委員指教，苗栗污水廠本身已有廠內繞

流系統，唯有進流出口端缺乏進流閘門，在

異常水量情形發生時，有可能造成污水廠內

的污水溢流。 

 

(4) 鼓風機系統宜重新檢討，表 3.1.1-4顯示鼓

風機為 1用 2備，且原設計容量過大，該表校核

後曝氣量反增為 40 CMM(原 30 CMM)，主要係以

12000 CMD 為基準，此邏輯與觀念宜再檢討(鼓風

機容量宜減小才對，且無須 1用 2備)。另外

p.5-15建議採用高傳氧效率之散氣設備，此似未

回饋至鼓風機之設計，宜請整合及檢討，避免不

必要之設施或改善。 

謝謝委員指教，表 3.1.1-4 內的鼓風機為

現況鼓風機，並非為新設部分。對於檢核出

來成果部分，本公司會新設兩台可變頻單段

離心式鼓風機期抽風量為 30CMM 以調整出

風量。 

另外檢核出來的風量預估是基於高傳氧效

率之散氣設備所估算的結果，故已把散氣設

備的影響已納入考量。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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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依據 p.1-4本案之計畫流程，初步成果報告

書經核定後須編撰為最終成果報告書，並據而編

製本計畫採購案之結算報告書。基於此一目的，

建議本報告應專章將擬增加或改善之設施加以

列表整理說明之，明確註明建議採購或施作之項

目、內容、用途(原因)、數量、基本規格、期程

及其他必要之資訊，以供彙整與參考。另外考量

預算之編列問題，因本案並未包含基本設計等工

作，建請顧問公司宜依專業儘量將可能之項目、

費用納入參考，以免造成偏漏；此外亦請審慎進

行詢價、估價作業，必要時宜有適當之寬列，以

免影響後續工作之執行。本案將來徵求後續服務

工作，不管招標模式為何，建議設計時仍宜提供

可進行修訂或精進之彈性空間，例如除氮之處理

程序等，以符時宜。 

謝謝委員指教，最終成果報告書會依委員意

見而加入規格、位置、乃至預算書的部分。 

 

10. 本報告或因時間緊迫、匆促完成等原因，誤

植部分尚請更正，以維報告之品質。 

謝謝委員指正 
 

(1) 圖 1.2-1標示不清。 圖 1.2-1已修正。 P.1-2 

(2) 錯字誤植處不少，請整體檢視。如 p.2-1，

分兩期興建，應為三期；表 2.1.3-2之表名，非

進流污水量，應為出流污水量。 

已修正錯字與表 2.1.3-2之表名。 

P.2-5 

(3) 圖 2.1.3-1及圖 2.1.3-2難以辨識。 已修改圖 2.1.3-1及圖 2.1.3-2。 P.2-5 

(4) p.2-12，圖 2.1.3-13之內容貼錯了，與圖

2.1.3-12之內容完全相同。 

已修改圖圖 2.1.3-13。 P.2-6~

2-9 

(5) p.2-22，表 2.1.5-2部分內容重複，如故障

時間 106/4/1、106/7/18；另外修復時間仍顯示

為維修中(106、107各表皆有)，其意義為何，代

表迄今仍未完成修復嗎？請檢視。 

維修紀錄重複為誤植，已修正。至於 106年

與 107年維修中，表水資中心值至 107年底

尚未修復。初沉池縱向刮泥機 B 雖已在

107.04.02修復，但本公司進場檢驗時並未

修復完成。 

P.4-24 

(6) 第 3.2節質量平衡計算之進流水質濃度均錯

誤，以 BOD為例，五次計算分別採 251.9 mg/L、

2040 mg/L、1530 mg/L、4080 mg/L、5440 mg/L，

整個結果均有誤，放流水 BOD及 SS都已超標。 

本章節的質量平衡數值表編排有誤，已修

正。 
P.3-6 

(7) p.3-12，圖 3.3-1，紅色區域，無法辨識。 圖 3.3-1，紅色區域，改由其他方式顯示。  

(8) p.3-12，第 3點說明全期最大時進流量為

50667 CMD，依 p.2-13基本設計數據則為 57000 

CMD，似有誤植。則表 3.3-1所示之流量亦有誤

植情形(包含最大日應為 39000 CMD)，請檢視。 

，P.2-13 中的 5,7000CMD 為第一次實施計

畫全期水量 2,7000CMD的最大時水量，修正

後實施計畫水量為 2,4000CMD，故最大時水

量為 5,0667CMD(含質量平衡後結果)。 

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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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 4.2-1進流抽水泵 P-0102A之規格與其它

2台不同，請檢視。 

苗栗污水廠在進流抽水泵配置為了大一

小，其中 P-0102A 為 15 hp， P-0102B、

P-0102C 為 30 hp，請委員明察。 

P.4-4 

(10) 表 4.2.1-1進流抽水泵 3台均為

P-0102A，顯有誤植。 

已將表 4.2.1-1修正。 
P.4-21 

(11) p.4-26，設備健全度評價落在 3.7~3.8

之間，唯依次頁表 4.2.7-1顯示，正確值應為

3.23~3.74 之間(或 3.85，含除臭系統的話)。 

已將在 p.4-26描述修正。 

P.4-26 

(12) 表 4.3-1缺表頭，無法閱讀。 已將表 4.3-1表頭補上。 P.4-44 

(13) 表 4.3-2，部分欄位沒有資料，部分顯

示未送電。另部分顯示中控無法控制，仍應檢視

原設計相關圖說以確認之，如 P&ID圖。 

有關設備 MX-0701A/B 已棄置不用，故無法

檢測期設備內容。P-0406C 為 5/2 時吊掛造

成軸托鬆脫，故無法送電檢測。 

P.4-5 

(14) 第四章與第五章均為全廠設備功能評

估，請檢視修訂。 

已修正章節標題。 
 

(15) p.5-1，總氮、氨氮、總磷之進出流水

濃度誤植，其中總氮與氨氮之進/出流水質分別

為 11.24 mg/L/5.49 mg/L、8.62 mg/L/1.44 

mg/L，如依據此水質資料，則可不必增設除氮程

序與系統。經查應為次頁表 5.1-1採 EXCEL表格

計算拉錯欄位所造成，請檢視修訂。 

已修正表 5.1-1。 

P.5-2 

11. 其他參考意見如下：   

(1)初沉池目前僅 2池，如有故障確有無法因應

之情形，可考慮增設 1池。 

敬悉，謝謝委員支持。 
 

(2)二沉池現有 4池，似無須以 12000 CMD來做

假設(含 1池故障)，報告建議增設 2池，仍請再

思考探討之。 

如果採行委員意見進流量達到 1,2000 CMD 

而無增設池體，一但一池當機，停留時間僅

有 1.65hr 無法滿足建議值，故已增設兩池

較為適合。 

P.5-9 

(3)表 3.1.1-2，去除率校核觀念請再檢討，功能

提升預期目標欄中，進流水質濃度已大幅提高

(高於現況)，但放流水質仍以目前之數值作為分

析基準，宜請檢討之。 

將對表 3.1.1-2 去除率做校正。 

P.3-3 

(4)目前食微比僅 0.08，MLSS校核值為 3200 

mg/L，似未符合實際狀況，建議再檢視之(BOD

僅 50 mg/L 左右)。 

將對表 3.1.1-3 MLSS濃度做校正。 

P.3-3 

(5)第 3.1.2節污泥處理部分，均係以全期污水

量作為檢討，且未將實際水值濃度(或修正之設

計濃度)納入，建議再檢核之。 

本案分別以 12,000 CMD(本次功能提昇值)

及 24,000 CMD(全期設計值)分別檢核，在

本次功能提昇案中並無污泥設備之增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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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 5.1-4中，108年用戶接管戶數推估或預計

為 4015 戶，唯未見相關規劃與說明，建請確認

並補充之。 

謝謝委員指教，此是按二期修正實施計劃編

入。 P.5-7 

(7) p.5-10，提及大型抽水泵 2台建議加裝變頻

器，建議另台小型抽水泵應優先加裝變頻器，以

符節能之實務目標。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3 

(8)沉砂系統宜注重洗砂機之功能與改善，宜整

體加以考量與搭配，包含抽砂泵之容量、出水流

速及洗砂機之螺旋輸送機等設施。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5 

(9)鼓風機採 3台並不合宜，恐又陷入過度設計

之情境，不建議以 12000 CMD作為目前設計之需

求。 

鼓風機 3台為現有設備。為了節能考量，本

公司設置 2 台風量為 30CMM 的變頻式鼓風

機，已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P.5-18 

(10)消毒系統之問題在於藥劑與污水未能充分

接觸與混合，可參考余委員之建議，先設置一加

藥混合池，而後續渠道可改變其渠寬或設置檔

板，以增加其流速，有利其接觸混合。另有關結

合餘氯之作用，請同時納入考量，包含整體之停

留時間與加藥量，均與進流水質息息相關。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11)請說明未來污泥處理之最終規劃方向，如擬

採乾燥系統，宜納入整體考量。 

苗栗廠目前並無乾燥計劃。 
 

三.羅委員秋秀   

1.P5-7 & P5-6 表 5.1-4重複。 已修正表編號。  

2.整個第五章 對於各項改善方案之改善時程研

讀很混淆，請對放流水法規加嚴及效能提升之一

期改善之項目詳列，然後說明後續擴建之配合方

案建議。 

因應放流水法規加嚴部分擴建池體會連同

整廠操作單元作為一併考量。 
P.5-8 

3.建議先對生物處理系統改成 MLE處理程序後，

並依溝通同意後之合理進流水水質決定現有生

物處理曝氣槽之改善後之一期處理量。即本廠現

有一期設施效能提升後處理量勢必降載。 

因應 MLE 處理程序改建勢必會減少處理

量，故必須增建至少一池已恢復到 9000 

CMD ，增建兩池處理量可達 1,2000 CMD。  
P.5-8 

4.P5-10 第 5.3 節 1.進流站…，請說明為何未

規劃攔污柵新操作層且攔污柵上加網很怪異。 

粗攔污機配合後續抽水單元操做水位提高

超過原杷條高度致攔除物會由水上越過攔

污機故加網防止攔除物越過攔污機，惟在審

查會中已有共識將改以汰換更新方式處理。 

P.5-13 

5.建議攔污柵換新。 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6.建議池槽儘量不要偏離本廠原規劃圖之池槽

位置，如初沉池增建之第三池已經造成很突兀之

不對稱配置。 

該位置即為原第三池位置。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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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P5-10 第 5.3 節 1.進流站…，建議對小泵浦

加設變頻，因為本廠夜間水量最小，小泵浦變頻

可減少泵浦起停次數及增加生物處理系統之穩

定性，尤其是對 MLE處理程序保持最佳功能。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 

 

8.P5-10 第 5.3 節 1.進流站…，請提供抽水井

操作水位提高後整個抽水井之容積，及計算本廠

之理論濕井最小容積。 

將附上理論濕井最小容積計算。 

 

9.建議效能提升時亦更換新式單段變頻離心式

池鼓風機，並將舊鼓風機設為備用機。亦請分析

更換後對綠能及操作營運之成本效益。 

功能提昇時會增設 2 台單段變頻離心式池

鼓風機。 P.5-18 

四.陳委員松傑   

目錄   

1.目錄第 4章與第 5章，抬頭一樣均為全廠設備

功能評估，請更正。 

已修正第五章抬頭。 
目錄 

2.附錄一〜五抬頭與後續之內容不一致或殘

缺，請更正。 

已將附錄一至五的內容更新與內容補齊。 
目錄 

附錄二   

1.附錄二，電力設備檢測報告，試驗報告及高低

壓用電檢測紀錄表之客戶名稱：苗栗水資原中

心，原為錯字，請更正為苗栗水資源中心。 

已修正錯字。 

附錄二 

2.低壓用電設備檢測紀錄表，相間絕緣電組全部

均為 100Ώ嗎，請依實測值記錄。 

在此已與電機廠商反映，將反映為實測值，

100Ώ為無限大。 
附錄二 

3.接地系統之接地電阻值未標明，請補示。 謝謝委員指教，將附上接地電組值在報告

中。 
附錄二 

第 4 章 全廠設備功能評估   

1.P4-13，表 4.2﹘10設備使用年限表，建議參

照台灣水再生協會「下水道設施計畫性及長壽命

化維護管理(104年)」第四章所訂定之標準耐用

年限，及第九章「9.4.3主要設備及另主件判定

項目範例」分別列舉使用年限。 

本公司將參照台灣水再生協會「下水道設施
計畫性及長壽命化維護管理(104年)」第四
章所訂定之標準耐用年限。 

4-2節 

2. P4-13，表 4.2﹘11設備使用年限健全度評分

轉換表，超過使用年限之評價結果，請舉例說

明，依使用時間遞減，可能之判定結果為何？ 

本公司會依照標準耐用年限所規定的年限
為 1，第一年為 5，用內插法計算相關年限
評價，但是依據健全度評價未達使用年限一
率 5分，故本公司修正健全度評價。 

4-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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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4-14，4.2.1進流抽水站區，電氣量測部分：

全部電阻都在規定值之上詳見附件一附件二，在

那裡，附錄二嗎？…….唯有 P-0102C絕緣電組

偏低，100MΏ嗎？。 

有關設備上電阻為附錄一，附錄二為電氣盤

部分。P-0102C 只有 0.3MΏ。 
附錄一 

4. P4-19，4.2.4進流抽水站區，電氣量測部分：
所有的鼓風機啟動電流極大，三相電流均超過
100A，必須嚴格檢視電阻的阻抗問題，以防止漏
電問題嗎？全部的電阻均超過 100MΏ，正常啊？
請檢討。 

謝謝委員指教，鼓風機為本廠電流最大的設
備，嚴格檢檢測電阻是因為避免設備過低電
阻產生漏電。而本次量測電阻均超過 100M
Ω 在安全的範圍裡。 

 

5. P4-17，4.2.7污泥處理區，…….….除臭系

統卻長時間沒有使用，理由為何？ 

本廠皆為露天環境操作，另外在污泥大樓操

作脫水機與濃縮機時皆會打開門通風，故已

代操廠商角度認為沒必要天天使用。 

 

6. P4-28，4.3監控系統檢測及分析 2第二大類

為中央控制室內的控制………….利用中央控制

的方式檢視設備是否可由中央控制室直接控制

現場設備。本廠為考慮安全起見，需要由中央控

制室控制嗎(遙控)？請檢討。 

中央控制現場設備部分為操作軟體功能，非

必要必須由中央控制室控制現場設備操

作。操作的狀況應視現場的狀況決定。  

7.P4-30，表 4.3-1表 4.3-2.儀控問題及高壓電

氣，無回傳信號至中央控制盤者，本次發包工作

是否規定給予補足。 

本公司在初步報告中揭露此議題，經委員與

長官討論須補足此部分，本公司將於最終成

果提出方案。 

 

8. P4-32  4.4電力設備檢測及分析，高壓部分

為台電接入水資中心 22.8Kv….，是否為 11.4 

Kv？高壓電氣室依據不同功能七個盤。再以七個

高壓盤下去分盤？有嗎？分盤串並聯劃法有

誤，請檢討。 

經電機公司檢測，苗栗污水廠接台電的高壓

電部分確認為 22.8 KV。高壓分盤並聯畫法

會重新繪畫。 P.4-47 

9. P4-35 ………有些盤體位置與竣工圖對照有

不同之處，應請於本發包工程更正。附錄二之接

地電阻未量測，請補示。 

本公司將會放比較現場盤體位置與竣工圖

對照。已補上接地電組。 P.4-52 

10.緊急備用柴油發電機之容量未標示，性能未

測試，包含接地電阻、線路絕緣檢測、充電系統、

冷卻水、燃油、潤滑油檢測、輸出電壓及頻率等

等，請補示。 

本公司將會補上檢測之資料於 4.3 節。 

P.4-48 

11.未提供契約容量為多少，亦無提供須改善之

竣工圖如單線圖及平面圖等。 

本公司會提供契約容量。改善之竣工圖如單

線圖與平面圖將於最終報告提出。 
 

五、余委員瑞芳   

1.本規劃仍將享有之標準活性污泥法因應 T-N、

NH4+之新有之限制，改成 MLE之 AO系統，請考

慮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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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活性污泥法之設計容量為 9,000CMD ,

若改成 AO系統，處理量必然降低，是否可應付

將來處理量提升。 

現有池槽每池處理量由 4,500CMD 調降為

3,000CMD，共 2 池減少處理量共 3,000CMD

以增建 1 池與現有池槽相同之生物池即可

滿足現有設計容量為 9,000CMD。 

 

(2) A及 O兩槽之 HRT是否適當，應考量進流水

質之 T-N 及 BOD 之濃度，建議可於曝氣後部分

設置同時具有 A/O之功能之區段。 

謝謝委員指教，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3) 請考量進流水中之 BOD5值是否足夠用於脫

氮之碳源，C/N 比如何，有無須添加碳源。 

本公司在功能計算中有考慮碳源不足問

題，除了透過添加碳源的方式，也可使用污

泥短暫靜置後所產生的上層液迴流提供碳

源與鹼度。 

附件五 

(4) 進流水之鹼度是否足夠。 本公司有考慮鹼度不足問題，除了透過添加

鹼度的方式，也可使用污泥短暫靜置後所產

生的上層液迴流提供碳源與鹼度。 

附件五 

(5) 曝氣量若以目前使用之鼓風機，如何調整其

曝氣量。 

將以 1 台 50CMM 風量鼓風機供應，惟其中

50％以上風量需排入大氣浪費能源。 
P.5-18 

(6) SRT，目前設定值為 7-8 day ，似乎並不利

於 T-N 及 NH4+ 之去除，應該延長 SRT。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2.本次功能提升提升擬增建二沉池 2池，是否有

必要，請再考量 

增建二沉池 2池可以使操作上更加彈性。 
P.5-9 

3.本廠之沉砂池之功能不佳，尤其是洗砂設備之

馬達抽水量，與沉砂槽不匹配，如何改善，請再

考量。 

本公司規劃將洗砂泵縮小已符合洗砂設備

容量。 P.5-14 

4.進流抽水站之濕井容量略不足，建議功能提升

時同時增加容量，另再檢討抽水機抽水量是否適

合。 

本公司規劃將操作層取消換取更大的濕井

容量。透過將抽水機加上變頻器調整抽水

量，降低起停頻率。 

P.5-13 

5.初沉池似乎並沒有溢流堰，建議增設。 初沉池本有矩型溢流堰。  

6.消毒池將四池降至三池，原則同意請考量渠道

之斷面積，目前有過大之虞，建議降低斷面積提

升流速。另外，可考量消毒池前隔一加氯池，加

強氯與水量之混合。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7.鼓風機建議可考量增加 30CMM 之變頻鼓風機。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P.5-18 

8.目前之監控 sensor，monitor 並不完善，建議

應一併考量。 

委員意見本公司遵照辦理。 
 

六、苗栗縣政府   

1.P.1-1、2-1，收集範圍苗栗市北、中苗地區，

面積約 2公頃，請確認。 

謝謝指教，已將” 收集範圍苗栗市北、中

苗地區，面積約 2公頃”修正。 

P.1-1/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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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2-1，污水流經巴歇爾水槽計量後，進入階

梯式機械細篩機進一步移除………；與實際流程

不同，請再確認。 

謝謝指教，已將”污水流經巴歇爾水槽計量

後，進入階梯式機械細篩機進一步移

除………”修正。 

P.2-1 

3.P.2-2，浮渣進入廢棄污泥處理單元，與實際

流程不同，請再確認。 

謝謝指教，已將” 浮渣進入廢棄污泥處理

單元” 刪除。 
P.2-2 

4.P.2-2，二級處理單元包含有菌種選擇池…….

前端為菌種選擇池……等語；請再確認是否有菌

種選擇池單元。 

謝謝指教，已將”二級處理單元包含有菌種

選擇池…….前端為菌種選擇池……等語”

刪除。 

P.2-2 

5.P.2-5，表 2.1.2-2 標題名稱有錯，應該更正

為出流污水量。 

謝謝指教，已將表 2.1.2-1標題修正。 
P.2-5 

6.P.2-20，質量平衡圖，在喜氣消化槽出流 Q=16

噸、污泥餅流量為 4噸，但是污泥脫水上澄液不

是 16-4=12噸；反而是 57噸，請說明。 

該圖為既有竣工圖圖資，本公司未做校核既

列入報告，謝謝指正，已將 P.2-20 質量平

衡圖重新校核正確。 

P.2-20 

7.P.2-20，廢棄污泥量為 74噸進入廢棄污泥貯

槽，但是進入帶濾濃縮機後，濾液為 100噸，濃

縮後出流為 16噸，請說明。 

該圖為既有竣工圖圖資，本公司未做校核既

列入報告，謝謝指正，已將 P.2-20 質量平

衡圖重新校核正確。 

P.2-20 

8.P.2-22，表 2.1.5-2~表 2.1.5-3  設備更新記

錄，其中堆高機、皮帶輸送機、大門警示鈴及堆

高機啟動馬達屬代操作廠商財產，請確認是否呈

現；修復時間呈現維修中，是否修復完成請說明。 

謝謝指教，本公司已確認堆高機、皮帶輸送
機、大門警示鈴及堆高機啟動馬達屬代操作
廠商財產為代操財產，與設備妥善率並無太
大關連，進現場查訪，均已修復。 

 

9.P.3-5，迴流/廢棄部份，…當機停「流」時

間..，錯字請修正。 

謝謝指教，已將錯字修正。 
P.3-5 

10.P.3-5，迴流/廢棄部分提及增設污泥泵…各 2

組，是否一併增建迴流井？另外生物池至二沉池

能否有彈性操作的空間？(目前 A、B與 C、D池

分開操作) 

1.謝謝指教，一但增建槽體將會再興建污泥
迴流井，在新設兩台迴流污泥泵與污泥廢棄
泵。 
2.以目前管線結構來看，二沉池的確沒有操
彈性操作空間，如要增加操作彈性需要動到
槽體結構與管線重埋，故本公司建議維持原
樣，已新建槽體與管線來增加操作彈性。 

 

11.P.3-13，檢核討論 6……..  所提及因前處理

巴歇爾水槽土木高程過高，要拆除之……請問進

流巴歇爾量水槽的高程與撈污機跟渦流沉砂單

元，其各自的高程為何? 

撈污機、渦流沉砂、進流巴歇爾量水槽均為
24.50m，在進流水量越大時巴歇爾量水槽水
位會加成上游水位湧高，影響上游撈污機、
渦流沉砂處理成效，故建議敲除，敲除後結

構高程為 23.9m。 

 

12.P.4-17，性能測試…….無法將細攔污柵前異

物撈。少打一個『除』字。 

謝謝指教，已補上”除”字。 
P.4-17 

13.P.4-18，初沉污泥流量計，安裝位置並不正

確，那是否有相關改善對策，因本報告書後續亦

無提及是否改善!! 

謝謝指教，本公司會針對此部分提出流量計

建議安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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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4-20，第二段  電氣量測部份……因『磁』

體排空；錯字請修正。 

謝謝指教，已修正”池”字。 
P.4-20 

15.P.4-22，4.2.6節主題為消毒回收池，但第一

段倒數第二行又提到沉砂池為封閉槽體…..請

說明。電氣量測部分…反『省』泵，錯字請修正。 

謝謝指教，此章節的沉砂池為誤植，應為砂

濾池 。另外反”省”泵為誤植，應為反”

洗”泵。 

P.4-22 

16.P.4-23，第二段第三行，內部「創」況，錯

字請修正。 

謝謝指教，內部”創”況為誤植，應為內

部”狀”況。 
P.4-23 

17.P.4-23，4.2.7節 污泥輸送機 CON-0715B提

及已經廢棄不用，應是停用狀況。 

謝謝指教，將 CON-0715B列為停用狀況。 
P.4-23 

18.P.4-35，第二段提及 ST-0717 由於設備早已

停用，其停用設備為何? 

謝謝指教，ST-0717所連結的設備為污泥餅

儲槽，根據代操廠商表示已停用。 
P.4-35 

19.P.5-1，5.1節第三段，苗資的 NH3-N去除率

與 TP 去除率提及為 23%跟 12%，再比對 5-2頁表

5.1-1的數據，其平均去除率計算方法將非每季

委外採水 0%也納入計算是否正確，請再確認。 

謝謝指教，已修正表 5.1-1 之除去率數據。 

表

5.1-1 

20.P.5-7，圖 5.1-5 擴建示意圖，新增的 MLE

池是否搭配增設迴流井? 

謝謝指教，無回流井。 
 

21.P.5-13，初沉池第 2款提及浮渣井整建，是

否有示意圖或詳細設計，請再說明。 

本案為規畫並不會有細部設計圖。 
 

22.P.5-15，(4).鼓風機開 2台共

100CMM-75CMM(MLE所需風量)=25CMM給污泥消化

使用? 但後面又提及污泥消化槽消化功能不

彰，建議作脫水污泥貯槽(第 5-18頁)，那該單

元的定位究竟為何？請說明。 

脫水污泥貯槽。 

 

23.P.5-15、功能檢核計算書-曝氣池，圖 5.3-6 

的說明 b曝氣段：是否將生物池的散氣裝置全數

換成散氣板? 散氣板的曝氣效果易受砂石沉積

造成曝氣不佳，且散氣板的中心跟邊緣壓力不一

致，請就散氣效果跟使用壽命上說明是否適宜。 

修正仍採散氣盤。 

 

24.P.5-16，二級沉澱池(2). ….. 惟目前『初

級沉澱池』遇一池當機時………..  是否筆誤??

請說明。 

謝謝指教，『初級沉澱池』為誤植，應為二

沉池。 P.5-16 

25.P.5-18、功能檢核計算書-污泥消化系統，

9.(2)現污泥餅貯斗容積…….貯斗容積不足，每

天清運…..，原貯斗因設計問題停用已久，是否

提出改善對策。 

謝謝指教，本次功能提升將增設 1 座污泥餅

貯斗。 
P.5-18 

26.設備點檢表，很多有關敘述泵的葉「論」，錯

字請修正。 

謝謝指教，已修正錯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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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附表一，針對不便進行檢測之項目，仍請貴

公司提出替代方案或其他呈現方式。 

謝謝指教，於附表一加強說明。 
附件一 

28.表 5-5.1，設備點檢表 P-0407B 設備建全度一

欄  2.請確定泵浦是否有更換過。 
謝謝指教，本公司與代操廠商再度確認，代

操公司表示已在接手時維持原樣並無更換

泵浦。 

 

29.表 5-12.1、表 5-13.1，設備點檢表

COL-0403C、COL-0403D設備健全度一欄，提及鏈

條安裝錯誤是指橫向刮泥機或是縱向刮泥機?  

如何安裝錯誤請說明。 

COL-0403C 與 COL-0403D 為二沉池縱向刮
泥機。安裝錯誤在本廠指的是安裝不良，使
的刮泥機鍊條無法發揮全功能。  

30. 功能檢核計算書-前處理，   

(1) 前處理單元，檢核構想提及細篩的篩物輸送

改成 螺旋壓榨輸送機，榨出水請規劃不經過進

流流量計後排入單元! 

謝謝指教，螺旋「壓榨」輸送機，壓榨二字

為筆誤，將移除。 

附件五 

(2) 提及細篩後設置巴歇爾量水槽，與 3-13第 6

點建議巴歇爾量水槽拆除不一致。 

謝謝指教，細篩後設置巴歇爾量水槽為誤

植，改用渠道式流量計。 
附件五 

(3) 鼓風機及洗砂機…間歇操作….鼓風機係原

有或新設? 用途請說明! 

謝謝指教，與營建署長官討論後，會新設小

台變頻式鼓風機與新設小台抽砂泵以符合

洗砂機容量。 

P.5-18

、5-14 

(4) 第二個底色框框，細篩機無法有效攔除，阻

塞加大……暫不改善；是粗篩或細篩請確認。 

謝謝指教，原先規劃只增加粗攔污機柵條長

度，經委員意見，本公司決議更換粗攔污機。 
P.5-12 

(5) 不改善等於少了 2個渠道，光靠新設的 2部

階梯篩除機，如遇水量提高時如何因應!? 

謝謝指教，原先不改善部分為粗攔污機，針

對細攔污機部分，原先 2組保流增加 2組階

梯篩除機。 

 

(6) 渦卷除砂機請再確認用詞是否正確? 謝謝指教，渦卷式沉砂機即為渦流沉砂機。  

31. 功能檢核計算書-初沉池   

(1) 對於初沉池浮渣斗前 RC橫樑接近水量，影

響浮渣收集有無改善對策。 

謝謝指教，此部分確無改善，如要改善則需

敲除現有 RC 樑改以鋼樑代替，尚需與營建

署討論。 

 

(2) 初沉池單側設置一浮渣收集瀝區處，設置圓

形細篩做固液分離，其收瀝方式為何?子車?搬

運? 請補充詳細規畫? 

謝謝指教，本公司利用既有設備與位置擺放

階梯式細攔污機，其後為子車。 P.5-16 

32. 功能檢核計算書-污泥消化系統，在計算程

序的最後一行，消化時間短，全無消化功能，本

槽做為脫水污泥貯槽是指作為污泥餅貯槽嗎? 

是作為脫水前的污泥儲槽非污泥餅貯槽。  

 

33. 建議規劃取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通過

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謝謝提醒，惟「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將請問

營建署是否可以本案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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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目前初沉池 B刮板兩側惰輪未平行，需進行

定位校正作業，建議納入改善。 

謝謝指教，此部分將納入改善。 
 

35. 目前迴流污泥管線接至初沉池出流及生物

池進流點，惟於單線操作時，倘遇大雨需於另一

池槽進水時，迴流污泥將一併進入另一池槽導致

濃度下降，是否有解決對策？ 

因程序變更生務系統改為 MLE，初沉到生物

系統間會有 1道分水，迴流污泥的混合亦會

移道此處，亦即所述問題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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