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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理局后里園區（七星農場部分）

污水下水道系統納管水質標準及使用費之水質分級、

分級費率、計算公式、收費項目及單價表 
中華民國 100 年 05 月 05 日中環字第 1000010979 號公告訂定 
中華民國 102 年 09 月 14 日中環字第 1020022503B 號公告修訂 
中華民國 103 年 05 月 07 日中環字第 1030010821A 號公告修訂 
中華民國 103 年 07 月 07 日中環字第 1030015978B 號公告修訂 
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11 日中環字第 1040027683B 號公告修訂 
中華民國 107 年 06 月 01 日中環字第 1070013637B 號公告修訂 
中華民國 108 年 02 月 22 日中環字第 1080003951A 號公告修訂 
中華民國 109 年 05 月 22 日中環字第 1090010308B 號公告修訂 

依據：下水道法第 25 條第 1 項、科學園區污水處理及污水下水道使

用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壹、中部科學園區(七星園區)污水下水道納管水質標準與項目如下： 

適用範圍 項目 最大限值 備註 

 
 
 
 
 
 
 
 
 
 
 
園區事業用戶

共同適用 
 
 
 
 
 
 
 
 
 
 
 

水溫 

38(適用於五

月至九月) 
 35(適用於十

月至翌年四

月) 
氫離子濃度指數 5.0-10.0  

懸浮固體 300  
化學需氧量 500  
生化需氧量 300  

鎳 0.7  
鉛 0.2  
鋅 3.5  
銀 0.35  
鎘 0.02  
銦 0.1  
鎵 0.1  
鉬 0.6  

溶解性鐵 10  
溶解性錳 10  

砷 0.35  
硒 0.35  
硼 4.0  
總鉻 1.5  

六價鉻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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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項目 最大限值 備註 
 
 
 
 
園區事業用戶

共同適用 
 
 
 
 
 
 

總汞 0.005  
甲基汞 0.0000002  

銅 0.15  
錫 0.5  
氟鹽 15  

真色色度 400  
酚類 1.0  

陰離子界面活性劑 10  
油脂 10  

氰化物 1.0  
甲醛 3.0  

透視度 15  
硝酸鹽氮 50  

排放製程廢水

或經管理局同

意之公民營事

業用戶 

氨氮 24  
總氮 50  

硫化物 1.0  
氫氧化四甲基銨 20  
總毒性有機物 1.37  
自由有效餘氯 2.0  

鈷 1.0  
銻 1.0  

N-甲基吡咯烷酮 1.0  
2-甲氧基-1-丙醇 0.1  
二甲基乙醯胺 0.1  
N-甲基甲醯胺 1.0  
二乙二醇二甲醚 1.0  

排放生活污水

或經管理局同

意之公民營事

業用戶 

氨氮 250  

硫化物 10  

備註：本標準各項目限值，除氫離子濃度指數為一範圍且無單位外，均為最大限

值，其單位如下：(1)水溫：攝氏度（℃）；(2)真色色度：無單位；(3)透視

度：公分；(4)放射性物質：貝克/公升；(5)其餘各項目：毫克/公升。 
貳、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放污水量(Q)依下列方式計算： 
一、以自來水為水源且於污水排放口裝設符合「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理局下水

道用戶廢(污)水計量設備使用注意事項」之計量設備者，按該計量設備計算，

若因故無法準確記錄時，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理局(以下簡稱本局)得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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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水用量百分之八十計算。 
二、使用非自來水水源應自設水錶，其污水量按用水量計算。 
三、納管廠商應自主記錄日污水量並審視其合理性，如發現計量設備無法準確記

錄時，須於三個工作日內向本局或受委託單位報備，其改善期間之污水計量，

以上一季之日平均值計算。如經本局或受委託單位發現計量設備無法準確記

錄且未報備者，改善期間污水量按自來水用量百分之八十計算。 
 
參、公民營事業用戶之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費項目包含水量、化學需

氧量、懸浮固體及特定物質，計算公式如下： 
一、污水下水道使用費 = Q ×（CQ+CQC+CC+CS+Cx）+ QH×（CH +CpH） 

上式中各項目定義如下： 
Q：污水量。 
QH：水質（含特定物質及 pH）異常期間之污水量。 
CQ：污水量收費單價=10.68 元/立方公尺。 
CQC：水污染防治費收費單價(104 至 108 年收費單價依序為：0.097、0.117、 
      0.136、0.155、0.175 元/立方公尺，109 年以後為 0.194 元/立方公尺)。 
CC：化學需氧量收費級距單價。 
CS ：懸浮固體收費級距單價。 
CX：七星農場敦親睦鄰健康照顧(環境及健康保險基金)，單價為 0.229 元/

立方公尺 
CH：特定物質項目收費級距單價。 
CpH：pH 收費級距單價。 
上開水質異常期間認定，為本局或受委託單位書面通知廠商水質異常之日起，

至廠商函送改善完成報告之日止(以本局收文日為準)。改善完成報告應檢附經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進行採樣、檢驗及測定異常水質項目

之檢驗報告，採樣應於本局或受委託單位書面通知水質異常後為之。 
 
(一) 化學需氧量收費級距、水質分級、分級費率、單價及收費級距單價計算

公式如下： 

級距 
水質分級 

(mg/L) 
分級

費率

單價 
(元/公斤)

收費級距單價(CC)計算公式 

C1 COD ≤250 0.90 36.32 CC =36.32 元×COD/ 1,000×0.90 
C2 250<COD≤500 1.00 36.32 CC =36.32 元×COD/1,000×1.00 
C3 500<COD≤600 1.16 36.32 CC =36.32 元×COD/1,000×1.16 
C4 600<COD≤700 1.33 36.32 CC =36.32 元×COD/1,000×1.33 
C5 700<COD≤800 1.53 36.32 CC =36.32 元×COD/1,000×1.53 
C6 800<COD≤900 1.76 36.32 CC =36.32 元×COD/1,000×1.76 
C7 900<COD 2.00 36.32 CC =36.32 元×COD/1,000×2.00 

上表中，COD 為化學需氧量之濃度，以該季檢驗水質之化學需氧量算術平

均數為準，單位為毫克/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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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懸浮固體收費級距、水質分級、分級費率、單價及收費級距單價計算公

式如下： 

級距 水質分級(mg/L) 
分級

費率

單價 
(元/公斤) 

收費級距單價(CS)計算公式 

S1 SS ≤150 0.90 46.69 CS=46.69 元×SS /1,000×0.90 
S2 150<SS≤300 1.00 46.69 CS =46.69 元×SS /1,000×1.00 
S3 300<SS≤360 1.16 46.69 CS =46.69 元×SS /1,000×1.16 
S4 360<SS≤420 1.33 46.69 CS =46.69 元×SS /1,000×1.33 
S5 420<SS≤480 1.53 46.69 CS =46.69 元×SS /1,000×1.53 
S6 480<SS≤540 1.76 46.69 CS =46.69 元×SS /1,000×1.76 
S7 540<SS 2.00 46.69 CS =46.69 元×SS /1,000×2.00 

上表中，SS 為懸浮固體之濃度，以該季檢驗水質之懸浮固體算術平均數為

準，單位為毫克/公升。 
 
(三) 特定物質收費級距、水質分級、分級費率及收費級距單價計算公式如下： 

級距 水質分級 分級費率 收費級距單價(CH) 計算公式 
H1 Pd≤Psd 0 CH =0 
H2 Pd＞Psd 3.0 CH =Uh ×（Pd – Psd）/1,000×3.0 

上表中，Pd 為特定物質排放濃度（毫克/公升），Psd 為特定物質納管水質標

準（毫克/公升），Uh 為特定物質收費項目單價。 
 
(四) 特定物質收費項目及單價如下： 

收費項目 
收費單價（Uh） 
（元/公斤） 

陰離子界面活性劑、油脂、硝酸鹽氮、銀、砷、鎘、六

價鉻、總汞、銅、鋅、鎳、鉛、鈷、銻、硒、總鉻、銦、

鉬、鎵、氰化物、氟鹽、硼、總毒性有機物、酚類、甲

基汞、錫、氫氧化四甲基銨、自由有效餘氯、N-甲基吡

咯烷酮、2-甲氧基-1-丙醇、二甲基乙醯胺、N-甲基甲醯

胺、二乙二醇二甲醚 

3,000 

氨氮 4,000 
 

(五) 前述化學需氧量、懸浮固體及特定物質之水質，本局派員每月不定期檢

驗水質，收費依參、一規定計費。經本局確認僅生活污水時，依參、二

規定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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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氨氮收費級距、水質分級、分級費率及收費級距單價計算公式如下： 

級距 
水質分級 

(毫克/公升) 
分級費率 

收費級距單價計算公式 
(Uh:收費項目單價) 

H1 氨氮≤24 0.0 CH =0 
H2 24<氨氮≤27 0.5 CH=Uh × (Pd – Psd)/1,000×0.5 
H3 27<氨氮≤30 1.5 CH=Uh × (Pd – Psd)/1,000×1.5 
H4 30<氨氮 3.0 CH=Uh × (Pd – Psd)/1,000×3.0 

 
(七) 氫離子濃度指數水質分級及分級費率如下: 

級距 水質分級 分級費率 
收費級距單價計算公式 

(Uh：收費項目單價) 
pH1 5≤ pH ≤10 0.00 CpH=8.4 元×0.00 
pH2 4≤ pH <5；10< pH ≤11 1.00 CpH =8.4 元×1.00 
pH3 3≤ pH <4；11< pH ≤12 2.00 CpH =8.4 元×2.00 
pH4 2 ≤ pH < 3；12< pH ≤13 3.00 CpH =8.4 元×3.00 
pH5 pH <2；13< pH 4.00 CpH =8.4 元×4.00 

 
(八) 生物急毒性檢測及申報方式如下： 

1、廠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核准之最大處理水量達三千立方公尺/日以

上者，應每半年檢測並申報一次，上、下半年應分別於當年度六月三十

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申報，其檢驗結果將納入本局水質與生物急

毒性關聯性數據收集、分析及管理。 
2、廠商應自行委託經環保署許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進行生物急毒性

檢測，檢測前七日應以書面通知本局，由本局派員會同。檢測物種應以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公告為主，區分脊椎及無脊椎之物種。 
二、公民營事業用戶僅排放生活污水或經本局同意者，其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如

下： 
(一)污水下水道使用費=Q×(UQ+UQC+ Cx) 
    Q：污水量。 
    UQ：污水量收費單價=17.6 元/立方公尺 
    UQC：水污染防治費收費單價(104 至 108 年收費單價依序為：0.097、0.117、

0.136、0.155、0.175 元/立方公尺，109 年以後為 0.194 元/立方公

尺)。 
Cx：七星農場敦親睦鄰健康照顧(環境及健康保險基金)，單價為 0.229

元/立方公尺 
(二)本局為園區下水道管理機構，處理園區內廢(污)水，免收使用費；另園

區宿舍住宅、水塔、配水池及經本局同意之非營利服務性單位，免收使

用費。 
三、公民營事業用戶以槽車投入水肥至污水處理廠者，其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如

下： 
(一)污水下水道使用費=SL×USL 

SL：清運機具之車籍登載重量(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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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L：投入水肥至污水處理廠之單價=890 元/噸。 
(二)本局將併同於當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中徵收。 
(三)中部科學園區生活污水(含水肥)清運投入污水處理廠作業(如附件圖 1)，

應配合事項如下： 
1.廠商生活污水(含水肥)清運應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機構辦理，並於作業兩週前檢附下列申請文件向本局或受委託單位

提出申請(相關資料請寄往本局指定 E-mail 信箱申辦)。 
(1)生活污水(含水肥)申請清運投入單(可於本局網站提供下載使

用)。 
(2)受委託廢棄物清除機構依法設立與清運機具牌照號碼登記文件等

佐證資料。 
2.受委託廢棄物清除機構應依本局或受委託單位核可之時段進行清運

及投入，其他時段除狀況緊急並經本局或受委託單位同意者外，不得

進行清運及投入。 
3.園區污水處理廠採總量管制方式控管生活污水(含水肥)投入量，廠商

應依核可之時段進行作業，且不可混合製程廢水及非生活污水物質(例
如菜葉、果皮、果渣或廚餘等)，本局或受委託單位將於投入前進行隨

機水質抽驗，其中氫離子濃度指數、礦物性油脂、動植物性油脂、酚

類、氰化物、總汞、鎘、鉛、總鉻、六價鉻、砷、銅、鋅、鎳、銀、

陰離子界面活性劑、硼、硒及氟鹽等項目若超過投入水質標準(如附件

表 1)，另依特定物質項目加收費用。 
4.清運生活污水(含水肥)之車輛皆須配置 GPS 定位系統，廠商應於清運

完成一週內，將當次運行軌跡紀錄資料電子檔提供予本局或受委託單

位(本局指定 E-mail 信箱)備檔存查；清運生活污水(含水肥)之車輛需

於開始清運前至污水處理廠確認開啟 GPS 定位系統，至回污水處理廠

進行投入作業完成止；若經查獲任意繞行或未執行上述作業情形者，

除應自負法律責任外，本局得暫停受理其清運投入申請，並於改善完

成後始得重新提出申請。 
5.清運投入作業應依規定辦理，相關設備如因人為操作不當而損壞，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若發生固體物嚴重阻塞情形，得立即要求停止投入，

並於排除阻塞後始得恢復作業，相關規定如下： 
(1)清運車輛應保持潔淨，清運過程應注意不得有水肥沿路濺落、溢 
漏、擴佈惡臭等污染情事發生。 
(2)除污水處理廠投入作業區外，清運車輛不得於污水處理廠內其他 
地點任意停留，如因車輛碰撞或其他原因損壞污水處理廠內設 
施，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3)不得任意拆卸接頭或使用電插頭、私接電線至投入作業區之泵浦 
或其他電氣設備。 
(4)嚴禁在投入作業區抽菸或使用火種，以免引爆沼氣，確保人員作 
業安全。 
(5)不得在污水處理廠投入作業區以外地方任意傾棄水肥。 
(6)不得於投入作業區外隨意沖洗車輛，亦不可隨地大小便，應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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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理廠內環境清潔衛生。 
(7)應在污水處理廠現場人員監督及指示下始得進行生活污水(含水 
肥)投入作業。 

6.生活污水(含水肥)之處理費用以清運車次作為計費基準，並依清運機

具之車籍登載重量核算費用，本局將併同於當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中

徵收。 
7.生活污水(含水肥)投入作業之車輛以 20 噸以下(含)為主；投入之快速

接頭形式以 3 吋與 4 吋為主。 
8.違反附件表 2 現場檢點表所載事項且不聽現場人員規勸者，本局或受

委託單位得請廠商清運車輛離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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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圖 1：中部科學園區生活污水(含水肥)投入污水處理廠流程圖 

 

預計清運日期兩週前 E-mail 至本局指定信箱並

檢具如下資料：(日期可先與污水廠確認) 
1.生活污水(含水肥)申請清運投入單 
2.委託機構設立與清運機具牌照號碼登記文件 

污水廠確認廠商預計投入日期是否可作業 

抽取水肥後至污水廠 
是否出示投入單 

是 

否 

開啟後再開始作業 

是 

否 

索取投入單後再進污水廠 

配合現場人員監督及指示 
始得進行投入作業 

一週內提供產生源文件與

GPS 定位軌跡記錄 

預計清運當日清運前至污水廠，請污水廠 
人員確認是否開啟 GPS 定位系統 

是 

重新確認日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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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部科學園區生活污水(含水肥)檢測項目與投入水質標準 
檢測項目 投入標準 單位 
水溫 45 ℃(度) 

氫離子濃度指數 5~9 - 
硫化物 90 mg/L 
BOD5 12,000 mg/L 
COD 24,000 mg/L 

礦物性油脂 10 mg/L 

動植物性油脂 30 mg/L 

酚類 5.0 mg/L 
氰化物 2.0 mg/L 
總汞 0.05 mg/L 
鎘 1.0 mg/L 
鉛 1.0 mg/L 
總鉻 2.0 mg/L 
六價鉻 0.6 mg/L 
砷 0.6 mg/L 
銅 13 mg/L 
鋅 65 mg/L 
溶鐵 10 mg/L 
溶錳 10 mg/L 
鎳 10 mg/L 
銀 2.0 mg/L 

陰離子界面活性劑 80 mg/L 
硼 10 mg/L 
硒 5.0 mg/L 
氟鹽 150 mg/L 

備註：本標準各項目限值，除氫離子濃度指數為一範圍且無單位外，均為最大限值，其單位如

下：(1)水溫：攝氏度(℃)；(2)其餘各項目：mg/L(毫克/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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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部科學園區污水處理廠生活污水(含水肥)投入污水處理廠作業 

                              現場檢點表 
 

清運單位：                                              作業日期：  年  月  日 

 

項

次 

事項 是 否 污水廠人員

1 清運單位是否依預定時間進廠 □ □  

2 作業期間車輛是否打空檔 □ □  

3 投入前車輛是否沿路溢出水肥 □ □  

4 車輛至定位時手煞車是否拉起 □ □  

5 清運單位是否任意丟垃圾 □ □  

6 清運車輛是否有密封加蓋或其他足以防護之設備 □ □  

7 投入作業中是否有水肥溢出 □ □  

8 清運單位是否遵守嚴禁煙火 □ □  

9 清運車輛是否造成本廠物件損壞 □ □  

10 使用之快速接頭是否符合 3 吋或 4 吋 □ □  

11 投入作業結束後是否有清理現場 □ □  

12 清運單位是否配合現場人員指示作業(如為否請在下方描述) □ □  

     

     

     

其他現場描述 

 

清運單位陳述 

 

 

清運單位簽名：                         污水處理廠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