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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4 

遏阻業者偷排廢水 新北祭重罰  

遏阻業者偷排廢水 新北祭重罰 2013.12.5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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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電視台102.7.25 

記者因民眾檢舉污水
廠排放水色度觀感不
佳，疑似放流水未經
處理排放造成，會同
新北市環保局稽查人
員進廠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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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電視台102.12.10 

記者為瞭解新北市環保局稽查人員稽查作業流程，
故環保局選定土城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會同
TVBS電視台記者進廠實地拍攝稽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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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規宣導 

土城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 

水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8 

土城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 

依據下水道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 

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下水，除經當地主管機關
核准者外，應依公告規定排洩於下水道之內。
工業區內之興辦工業人皆應辦理污水聯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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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納管及聯接使用(1條、2條、5條、6條、7條)  

向縣市政府申請建照、使照及申辦水污染防治
措施計畫-辦理污水納管證明 

向縣市政府申請工廠登記及申辦水污染防治措
施許可-辦理污水聯接證明 

向縣市政府辦理變更工廠登記、水污染防治措
施許可或工廠認證查核等-申請核發污水聯接
證明文件 

工廠那些變更需重新申請污水聯接證明-廠名 

  、動力(產能)、產品(製程)及廠地面積變更及
污水設施異動。  



10 

用戶廢（污）水納入後 
其他違規行為之處理(18條) 

 用戶如有下列情形，本機構依第二十五條規定
辦理： 

 經通知停止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仍逕行將廢
（污）水排入污水下水道者。 

 擅自將污水、作業廢水、洩放廢水、未接觸冷
卻水、逕流廢水排入雨水下水道或區外承受水
體者。 

 將廢（污）水繞流而未經計量、採樣、監測設
備排入污水下水道者。 

 將廢（污）水私接暗管或未經排放口排入污水
下水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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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構因用戶違規排水 
，所衍生費用之處理(24條) 

污水下水道系統為處理用戶違規排水所增加
之費用。 

下水道系統受堵塞或損害，所需清理及維修
之費用。 

本機構遭環保主管機關科處之罰鍰。 

用戶因發生災害事件致產生超過下水水質標
準之廢（污）水，本機構應環保主管機關指
定代為處理該廢（污）水時，所需增加之費
用由該用戶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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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法(13條) 

該條文97年5月2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水字第
0970036765F號修正公告，應先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 

設計或實際最大廢水產生量每日五十立方公尺（公
噸／日）以上者。 

事業或共同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貯留設施之
數事業之一，產生之廢水含有鉛、鎘、汞、砷、六
價鉻、銅、氰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或酚類，
超過放流水標準者。 

事業產生作業廢水、洩放廢水或未接觸冷卻水，且
納入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者。 

每年環保局會進行水措資料現場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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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37條、41條、42條、43條)  

 應於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單元之調勻設施混
合，且無須處理之水或未接觸冷卻水不得於排放前，
與處理後之廢（污）水混合。但處理後之廢（污）
水經許可之放流口排放後，與無須處理之水或未接
觸冷卻水混合者，不在此限。 

 廢（污）水應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始得回收使用，
並於回收使用前設置採樣口。 

 但回收使用作為沖洗作業環境內辦公場所、員工宿
舍及其他活動場所之室內用水，應符合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 

 稀釋或回收均應設置獨立專用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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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工廠前處理管制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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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工業區內污染性廠商說明會 

 102.3.15於服務中心召開工業區廠商廢(污)
水前處理管制作業染整(印染)業座談會  

 102.4.19於服務中心召開工業區廠商廢（污）
水前處理聯合稽查計畫作業宣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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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污水廠下水水質值檢測項目與標準 

水質檢測項目 

COD SS pH 水溫 

真色度 

重金屬項目(mg/L) 

(mg/L) (mg/L) - (℃) 鋅 鐵 鎳 鉻 銅 

500 400 5~9.5 40 800 5.0  10.0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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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納管水質查核情形紀錄表 

納管家數 337家 自行排放家數 1家 

項目 採樣次數 不合格數 

納管廠商採樣數 1915 117 

其他 

污水收集系統監測點 84 4 

承受水體 84 24 

雨水下水道 132 38 

稽查 

日間稽查區內廠商數 131 

41 夜間稽查區內廠商數 86 

假日稽查區內廠商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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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廠商排放水不合格項目分析表  

項目 

COD SS pH 水溫 
真色 
色度 

重金屬項目(mg/L) 

(mg/L) (mg/L) - (℃) - 鋅 鐵 鎳 鉻 銅 

廠商查驗 
（件數） 

41 16 19 3 38 - - - - - 

承受水體
及雨水溝
（件數） 

24 9 9 9 15 - - - - - 

1.顯示少數工廠排放水仍有排入工業區雨水下水道系統。 
2.染整業別廠商需重視排放水質真色色度處理效能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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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與加重計費 

102年度污水維護費計收46,083,306元/年，廠
商異常與加重計收處理費5,156,926元/年，佔
總收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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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重點工作 

召開工業區內廠商說明會  

提高稽查採樣頻率  

強化排放水質監測 

產業用水效能提升計畫  

年度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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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工業區內廠商說明會 

針對納管廠商（用戶）舉辦法規符合性說明
會、發函要求確實操作前處理設施，並視廠
商（用戶）需求，提供必要之專業輔導單位
之服務，加強區內廠商（用戶）對環保法規、
下水道法及管理規章法規規定事項之修正或
影響，進行說明與運用之預防性輔導。以源
頭認知管理，提升法規符合性並預防污染排
放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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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稽查採樣頻率 

103年度預計提升工業區雨、污水下水道系統稽
查管理效能，降低污水處理操作負荷、減低污
染排放貢獻量，建置智慧移動型水質偵測設備
計畫，工業局除持續督102年度已建置智慧移動
型水質偵測設備計畫3座污水廠辦理結果，將評
估成效後再擴充至其他工業區污水處理廠使用，
強化由點至面的稽查成效，並配合103年度工業
區污水處理廠辦理夜間、假日稽查及聯合稽查
作業，加強區內廠商（用戶）依使用者付費原
則將廢水排放於污水下水道系統，執行高頻率
稽查採樣作業，除可減少污水廠之操作負荷並
可降低廠商（用戶）偷排之可行性。 



23 

強化排放水質監測 

100~102年度分別依環境保護署水污染防治
法規定，建置污水廠放流水自動監測設施，
並分期程將放流水量（質）自動連線傳輸至
主管機關（土城污水廠預計103年12月底前
完成連線），確實管控工業區污水廠放流水
符合國家標準排放；若遇嚴重性污染廠商
（用戶），將研議要求廠商（用戶）建置違
規項目之自動監測設施並連線至污水處理廠，
直接監測排放水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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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水效能提升計畫  

  為水資源有效利用，經濟部工業局針對工業區
內高耗水產業或回收率偏低之大用水戶，進行
工業節水免費診斷輔導，輔導項目有： 

製程用水、冷卻用水、鍋爐用水等循環回收與
再利用。 

雨水貯留回收之可行性評估。 

廢水處理回收之可行性評估。 

用水回收率提升與經濟效益評估。 

提送各廠輔導評估報告，作為廠商推動工業節
水措施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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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要工作 

1.工業局持續督導工業區污水處理廠進行放流 

  水承受水體上、下游水質監測作業，確實掌 

  握工業區排放水對承受水體之影響。 

2.103年局本部持續成立聯合稽查小組，進行工 

  業區廠商前處理設備及放流水查驗工作。 

3.針對自行專管排放工廠定期查驗放流水質及 

  其下游淤泥重金屬檢測作業。 

4.廠商應重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行為，環保署 

  自本年度起將工業區列為檢測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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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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