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廠設置廢污水監測流量計問題之探討 

賴譽哲1  蘇政賢2   陳金義3

1立德管理學院科技管理研究所 碩士  2國立嘉義大學管理研究所碩士  
3弓銓企業股份有公司 技術高專 

 

摘要  

近年來環境污染伴隨著工業發展而急遽增加，環境保護等相關議題也明顯受到重

視，而目前相關環保法令對於規範廢污水計量標準、流量計選用、校驗依據內容不足，

再加上國人對於合法檢測單位資訊不足，導致廢污水管理有如多頭馬車，缺乏一致且

標準之管理方式，因此對於釐清環保執法機關和廢(污)水排放業者雙方對法規、流量

計選用及校驗等看法實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廢污水流量監測計之相關資訊，主要目的有三： 

1. 瞭解目前政府對環保法規中，設置廢(污)水流量計之相關議題 

2. 探討廢(污)水流量計校驗之合法性 

3. 瞭解對議題的相關需求 

透過上述目的以瞭解現行工業區廢污水管理單位實際運作的情況及對廢污水流量

監測計量計費管理的看法。 

關鍵字：污廢水、排放監測、計量管理、水量監測、自動讀表、水表校驗、環保

水表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ollution of environment has been increasing by following of industry 

developing rapidly. Besides, the relating articles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lso are very important, 
but so far the law to define all specifications for covering flow-meter selection, calibration accordance, 
and sewage water accumulation standard. There is not enough content to support to the law. In 
addition, the citizens are not acquaintance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certified inspection institution that 
cause of sewage management without consists of law to manage and define. It is absloute necessary 
to create a complete management or new legislation for both sewage drain user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The three main purposes to support this research that discussing the relating information for 
sewage flow meter. 

1. To be understanding the law of installation of sewage flow meter/monitor fro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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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scover the legality of flow meter calib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3. Discuss all the relating information of article. 

From this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l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of Industry District 
Manage Department, to see what is their opinion to the fee charge and volume accumulation of 
sewage drainage. 

一、前言  
1.研究動機： 

由於近年來環境污染伴隨著工業發展而急遽增加，環境保護等相關議題也明顯受到重視，而

目前相關環保法令對於規範廢污水計量標準、流量計選用、校驗依據內容不足，再加上國人對於合

法檢測單位資訊不足，導致廢污水管理有如多頭馬車，缺乏一致且標準之管理方式，因此對於釐清

環保執法機關和廢(污)水排放業者雙方對法規、流量計選用及校驗等看法實有其必要性。 

2.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廢污水流量監測計之相關資訊，主要目的有三： 

(1) 瞭解目前政府對環保法規中，設置廢(污)水流量計之相關議題 

(2) 探討廢(污)水流量計校驗之合法性 

(3) 瞭解對議題的相關需求 

透過上述目的以瞭解現行工業區廢污水管理單位實際運作的情況及對廢污水流量監測計計量

計費管理的看法。 

3.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廢污水流量監測計之相關資訊，因此研究對象選定各工業區污水處理廠，負

責流量計業務之承辦人員。 

4.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過去相關研究及環保相關法規之整理，並與相關單位之專家學者進行討論，最後

設計出問卷，並從台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中取得台灣地區各地工業區聯絡資料，最後剔除

無污水處理廠之工業區，在由名單中選擇五處工業區污水處理廠及台南科學園區環工中心進行訪

談，其餘工業區則透過郵寄問卷進行調查。 

二、  廢污水排放計量管理法規探討 

以現行中華民國所施行之環保相關法規中，對於事業排放廢污水之相關法令計有下水道法、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管理辦法、科學園區污水處理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理辦法、工

業區下水道使用管理規章及溫泉法，以本研究範圍而言，與廢污水排放之流量監測計相關之法律，

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管理辦法、科學園區污水處理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理辦

法、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理規章，另外，度量衡法中，亦將特定規格之流量計納入規範中，對於廢

污水流量監測計則有其參考價值。因此本研究將一併討論度量衡法規範之流量計相關法令，茲就各

法律之相關條文列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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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污染防治法第 31 條：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於劃定為總量管制之水體，有下列情形之一，應自行

設置放流水水質水量自動監測系統，予以監測： 

(1)排放廢(污)水量每日超過一千立方公尺者。 

(2)經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認定係重大水污染源者。 

前項監測結果，應作成紀錄，並依規定向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申報。 

2.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管理辦法： 

第 37 條 事業之廢(污)水放流口應符合下列規定： 

(1)設置於進入承受水體前，並餘留足夠之空間，供主管機關自周界外取樣。但實際空間設置

困難，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2)放流口設置陰井者，應使陰井之水質充分均勻混合。該設施視為放流口之一部分。 

(3)設置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監測放流水量。 

(4)設置告示牌。 

(5)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 45 條 事業裝置及使用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應依廠牌規格裝設、校正及維護，使其符合

該型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之功能。 

前項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之規格，於可量測之流量範圍內，誤差不得超過真實流量正負百分

之十。但非循環使用之未接觸冷卻水，以馬達之運轉時間，計算流量者，不在此限。累計型水量計

測設施及其他記錄設施應鉛封者，由主管機關為之，不得擅予破壞。 

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於校正維護更換前，應向主管機關報備，始得拆封。校正維護期間之水

量，仍應加以記錄，其記錄方式應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經校正維護後一週內，應報請主管機關進

行鉛封。前項之校正、維護如因技術或人力限制無法適時辦理，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三款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設置有實質困難，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足以證明放流水

量之計測設施或計量方式替代。 

3.科學園區污水處理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理辦法第 5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應將全部廢(污)水匯集並設置標準採樣井、排放口告示牌、累

計型流量計及制水閥後再行接入園區污水下水道。但將全部廢(污)水匯集有困難者，得報經管理局

核准，依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分別設置。  

本辦法修正施行前園區內既設之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因故無法設置累計型流量計及制水

閥者，得報經管理局核准，免予設置。 

4.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理規章： 

第 10 條 用戶應於其所有土地或可依法使用之土地設置排放口，並得自行裝設相關排水設備，

以進行流量測定或水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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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排放口附近，須有足夠空間與適當進出口，以供本機構進行檢視、採樣或流量測定。 

第 11 條 用戶所裝置廢(污)水計量設備，應依該設備之正確安裝條件及方法設置，且經本機

構認可後，始得使用。 

前項廢(污)水計量設備應每年至少校正一次，並將校正結果送本機構備查；其流量計於校正

或送修之當月污水計量，以前十二個月之平均值計算。  

第一項用戶廢(污)水計量設備無法準確記錄流量時，須於三日內以書面或電子資料傳輸方式

通知本機構，並得准依其所提改善期限改善；用戶廢(污)水計量設備修復或改裝完成時，亦同。其

改善期間當月之污水計量，同前項方式辦理。 

第一項用戶廢(污)水計量設備經本機構查核未能正確計量，經本機構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

未改善者，依第十三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 

5.度量衡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法定度量衡器：指經主管機關指定，供交易、證明、公務檢測、環境保護之用，或與公共安

全、醫療衛生有關之度量衡器。 

第 5條 為確保交易公平、維護大眾安全健康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得就供交易、證明、公務

檢測、環境保護、公共安全、醫療衛生有關之度量衡器，指定為法定度量衡器。 

由上述相關法規內容中得知，事業單位於排放廢污水應設置累計型流量計測設施以監測水

量，而累計型流量計應定期維護，並依規定每年至少校正一次，以維護其計量之正確性。另外，事

業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申請審查辦法(民國 92 年 7 月 30 日公佈）中規定，事業採廢(污)水處理設

施處理廢(污)水者，其水污染防治措施資料之內容，應包括原廢(污)水水質、水量計測設施或計量

方式及其校正維護方法。因此，在法律規章上，已針對流量計設置、校正、維護等方式加以制訂，

在管理上亦有既定的程序。 

然而依據度量衡法第 5 條中規定，主管機關得就供交易、證明、公務檢測、環境保護、公共

安全、醫療衛生有關之度量衡器，指定為法定度量衡器。因此，就事業單位排放廢污水的活動來看，

實與環境保護之議題息息相關，而使用於廢污水排放之累計型流量計，亦應屬於法定度量衡器所規

範之範圍內，儘管目前並無針對適用於廢污水之流量計加以規範，假設主管機關在廢污水流量計的

規範上制訂一明確的法源依據，將有助於降低廢污水排放在計量收費上的爭議。 

從流量計校正及維護方式來看，事業單位在申請排放廢污水許可時，必須提供校正維護方式，

而九十二年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查核管理籌備計畫 期末報告(民 92)曾列舉四種方式包括：由 CNLA
（TAF）認證之流量校正實驗室校正、由流量計供應商提供校正服務、由業者自行校正維護、由環

境檢驗所許可之水量檢測機構檢定流量，四種方式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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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流量計校正維護方式 

校正維護方式 優點 缺點 

由（TAF）認證之流量校正實驗室校正 1.校正方法經過認證，具有公信力 
2.可降低計費水量所發生之爭議 

1.校正金額較高 
2.有現場校正之限制 

由流量計供應商提供校正服務 
1.供應商較瞭解流量計之功能，校正方

便 
2.收費較低(依據型式而定) 

1.較不具公信力 
2.需要求供應商提升效正維護之品質 

由業者自行校正維護 1.容積法自行校正，簡易方便 
2.不需收費 

1.誤差較大，欠缺公信力 
2.需宣導業者自行校正之標準方法 

由環境檢驗所許可之水量檢測機構檢

定流量 

1.以定期檢定方式，比對流量計計量結

果 
2.收費較低 

1.僅能檢定流量計之誤差程度，無法校

正流量計 
2.需訂出誤差容許程度 

資料來源：財團法人中定社，九十二年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查核管理籌備計畫 期末報告，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民 92。 

由上表中得知，不同校正維護方式有其不同特性，然就校正客觀及公信力而言，以 CNLA（TAF）

認證之流量校正實驗室校正最具有公信力，再者，放流水標準制定研究計畫─子計畫二：事業別放

流最佳水量計系統研究(民 87)也提出，為求量測結果之公平性與正確性，業者所安裝之流量計測

設備應經過合格單位之效正證明，具有 2%以內之器差。且視排放水水質情況與使用環境，應於每

半年至二年內定期校正一次。所謂的合格單位，國內是指國家量測實驗室(NML)或經 CNLA（TAF）

認證之實驗室。因此，若流量校正方式能透過具 TAF 認證之流量實驗室進行校驗，將具有公正、客

觀且一致的標準。(註：CNLA 於 2003 年 9 月 17 日轉換成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TAF)，並於

2005 年 1 月 1 日起陸續將認證證書上之 CNLA 認證標誌轉換為 TAF 認證標誌，預計於 2007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所有認證證書的轉換。轉換期間認可實驗室所出具之測試報告、校正證書應依照認

證證書使用認證標誌；自 2008 年 1 月 1 日起 TAF 認證標誌為唯一認證標誌。) 

在提升水表準確性及行政效率之工作上，九十二年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查核管理籌備計畫 期末

報告(民 92)提出先進國家在環境監測的實際案例，以美國紐約的作法為例，該市環保局正推動

AMR(automatic meter reading)制度，亦即利用電話線路將流量計之數值傳輸至環保局，以便隨時

掌握及管理用水量之情形，並且每隔幾個月也會派員檢查，同時也推動水表汰舊換新之計畫，當水

表準確度高於 2-7%時，則優先列為汰換之對象。另外，在數位化水、電及瓦斯自動讀表系統在建

築物能源監測之應用與推動辦法之研擬(民 93)說明，抄表自動化不但可節省人工抄表成本，解決

表位設置不當問題，並可避免人工抄表錯誤或推定水量。考量到自動讀表監測對水資源管理的成本

及效率問題，本研究也將自動監測議題納入問卷中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實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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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透過環保法令之瞭解、科學園區、工業區管理規章、度量衡法進行探討，主要之研

究架構如下圖一： 

認知看法、實際作法 

環保法規 

流量計 

校驗資訊 

環保法令 

度量衡法

流量計 

相關資訊

管理規章 執行層面 

 

圖 1.1  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架構，本研究就相關法規、管理規章、流量計相關資訊及執行層面可能遭遇之困難，

參考過去相關文獻將問卷依照三部分進行設計。 

1.第一部份 

首先針對受訪者對相關法規進行瞭解，問卷題目以提示的方式進行描述，以瞭解受訪者對該

法規條文之瞭解程度，並進一步瞭解目前受訪者執行監測可能面臨之困難，問卷題數共計六題。 

2.第二部分 

其次針對流量計本身相關資訊進行探討，以瞭解受訪者對流量計相關資訊之瞭解情況，包括：

流量計技術、價格、校驗單位、週期、自動監測等題項，共計十五題。 

3.第三部分 

最後一部份針對受訪者的實際需求進行探討，以瞭解受訪者對相關資訊之需求，以作為後續

相關訊息傳遞及知識提升。 

四、  資料分析與結果 

1.問卷回收情形： 

本研究針對具備污廢水處理廠之工業區進行調查，共計發 35 份問卷，共回收 28 份，其餘未

回收之問卷，再由電話向該單位查詢，最後再剔除經確認後無污廢水處理廠之工業區共 4 個單位，

有效樣本為 31 個單位，回收率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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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卷分析： 

首先針對問卷第一部份：探討目前政府對環保法規中，設置廢(污)水流量計之相關條文之統

計結果，結果顯示 85%以上的受訪者瞭解環保相關法規(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事業水污染防治措

施管理辦法、工業區下水道管理規章、科學園區污水排放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理辦法)，而對該單

位執行廢污水監測管理的落時程度亦達到 86.2%，唯針對目前所執行之廢污水量測工作所遭遇之困

難中，前三項以流量計標準不一所產生之問題最多，佔 69%，其次為廠商不願意配合、校驗單位標

準不一，分別 44.8%、48.3%。 

由上述結果可知，現行廢污水管理權責單位大部分皆瞭解相關法規條文及管理規章，在執行

監測管理之落實程度亦相當高，唯在執行監測工作上，卻面臨流量計適用標準、校驗單位標準、廠

商配合意願的問題，在流量計適用標準上，現行法規並無規範廢污水流量計的使用種類，各工業區

管理單位亦無明確適用標準，因此現行執行狀況普遍以廠商出廠所檢附之報告為主。 

另外，在校驗單位標準上，雖然現行工業區下水道管理規章中已規定，廢污水計量設備每年

應至少校正一次，對流量計定期校驗的單位並無明確規定。因此，大部分排放業者所送交之校驗報

告，多為流量計業者自行出具之報告，僅有少部分業者送由具 TAF(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流量

實驗室資格之單位校驗，在兩者校驗公正性之差異不言可喻，其校驗結果亦容易造成爭議。 

至於廠商配合意願的問題，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現行規章之校驗標準並不明確，加上管理中心

未加以輔導廠商，建立校驗的認知，因此造成廠商及管理單位在計量計費尚無法達成共識，另外，

由於廢污水排放必須依照其排放量而收費，因此不少廠商可能希望其流量計在計量的準確度愈不精

確愈好，收費愈少愈好，因此也造成廠商不願意配合的阻力。 

針對問卷第二部分：探討廢(污)水流量計(以下簡稱流量計)校驗之合法性，包括流量計校驗

技術、校驗費用、相關法規等問題，結果顯示，受訪者對流量計種類、技術水準、售價之瞭解程度

大部分以瞭解及普通情況為主，與法規瞭解相較之下，其瞭解程度較低，主要原因可能由於市面上

生產、販售之流量計種類廣泛，因此無法針對各種流量計深入瞭解，然而，廠商於申請排放許可資

料中必須出具流量計型式、特性等相關資料，故受訪者對流量計種類、技術、價格等相關資訊之瞭

解，將有助於提升管理的效率及審核的標準。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探討自動監測系統之意願，69%的受訪者表示，希望透過自動監測系統監

測放流水質水量，由於現行廢污水排放監測工作皆透過人工抄表方式進行，流量計計量的準確性僅

能透過每月一次的抄表值與前期平均排放量加以比對，再針對排放量與平均值比對異常之業者加以

抽查或處置，此種監測方式並不容易察覺業者排放異常的情況，對業者排放廢污水所造成的計量誤

差也不易即時發現，甚至，在進一步訪談中發現，業者曾在抄表間隔時間，加以竄改流量計讀值以

減低水污染防治徵收費用，更增加正確監測的困難度。再者，現行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管理辦法第

45 條規定：事業裝置及使用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之規格，於可量測之流量範圍內，誤差不得超過

真實流量正負百分之十，44.8%的受訪者認為其標準較大，綜合上述結果可知，廢污水排放計量涉

及徵收水污染防治費用的問題，因此，若計量誤差導致排放量減少，收費亦相對減少，而鑑於管理

單位人力有限，常無法針對區內廠商進行有效之管理，因此，受訪者認為，若能透過自動監測設備

由管理中心直接讀取各業者之排放量，將有助於落實廢污水排放的監測工作，也可有效提升其管理

效率。 

針對第三部分：探討受訪者對水污染相關法規、流量計選用、檢測等相關需求，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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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受訪者最希望取得校驗相關資訊、其次為流量計選用及法規資訊，此結果也反映，在現行執

行廢污水流量監測工作上，校驗相關資訊的不足。 

五、  結論與建議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本研究歸納下述結論： 

1.對現行廢污水管理權責單位面臨流量計標準及校驗單位標準之問題，主要原因在流量計適

用標準上，現行法規並無規範廢污水流量計的使用種類，各工業區管理單位亦無明確適用標準，校

驗單位的標準上，並無規定是否有公正、客觀之校驗單位，因此，本研究建議如下： 

(1)在流量計適用標準上，主管單位若能針對廢污水排放之流量計適用性研擬一套相關準則，

如：流量計抗酸鹼材質、過濾裝置等，相信在執行監測的工作上應有較明確之規範可依循。 

(2)在校驗單位標準上，廢污水管理權責單位若能在校驗單位上建立一客觀之標準，如：校正

報告需送由 TAF 認證之流量實驗室校驗，相信在校驗單位的標準上，必然可降低權責單位對校驗報

告客觀、公正性的問題，如此，亦可杜絕廢污水排放業者要求流量計廠商出具不實校驗報告的可能。 

(3)在廠商配合意願上，若能從流量計選用標準、校驗單位標準之根本問題加以解決，使廠商

有明確之規範可依循，再配合推動相關輔導措施，如：流量計選用、校驗說明會，必能大幅提高廠

商之配合意願。 

2.對於個工業區管理單位對流量計的相關知識，本研究認為，對流量計在規格、技術、售價、

校驗等相關資訊的瞭解在管理上的效率有著正向的關係，因此，為提升業管人員在校驗、流量計選

用、法規等知識，主管機關可與學術單位或流量計相關校驗機構配合，定期舉辦教育訓練課程，例

如：流量計之種類、特性、安裝等相關課程，並邀請管轄區內廠商共同參與，如此，不僅能提升對

廢污水監測的認知、校驗資訊及法規條文的瞭解，亦可減少管理單位及排放業者在計量計費上的爭

議。 

3.在提升廢污水排放監測上，由於目前幾乎所有工業區皆採取人工抄表的方式執行監測工

作，產生許多不易抄表及準確性的問題，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可參考歐美先進國家，在廢污水排

放量之特定區域，編列適當的預算來建置自動監測系統，以降低人工抄表的成本並增加抄表的準確

性，相信對管理效率上會有顯著的提升，再者，根據廢(污)水排放收費辦法第 12 條：水污染防治

費專供水污染防治之用，其中包括執行收費工作相關之必要支出及所需人員之聘僱，在成本預算的

考量上，若主管機關能透過自動監測系統的設置，進而降低讀表誤差所造成收費短少的情況，將有

助於減少編列預算的負擔，換言之，透過增加計量的準確性，進而增加水污染防治費的收入，將可

用來建置自動監測設施及後續的維護成本，從管理效率與成本預算的考量上，都可達到預期的效益。 

4.為有效降低業者設置水表在標準及認定上產生的落差，並減少計費計量的爭議及不肖業者

竄改流量計讀值的情況，本研究經由實際訪談並與學者專家討論之結果，建議主管機關配合產業發

展的階段，可從服務業者為出發點，參考現行自來水徵收水費的方式：由自來水公司提供水表安裝

建置並徵收自來水使用費。因此，在未來主管機關可建議度量衡主管機關制定一套適用於廢污水排

放之流量計相關標準，並且統一購置流量計以供污廢水排放業者使用，再透過鉛封、定期校驗、維

護等方式，以確保流量計的正確性，並達到管理上的一致性及公正性。 

在面臨國際化的潮流下，產業外移的情況日趨嚴重，而業者為因應競爭激烈的生存環境，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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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思考其生存之道，各工業區管理中心為達到業者根留台灣的政策目標，在管理制度上也不斷轉

型，除了提供相關優惠措施外，並以服務業者為出發點，盡可能提供業者在經營上的相關需求，然

而，隨著環境保護的議題日漸受到重視，排放廢污水計量計費制度也在使用者付費的觀念下逐漸落

實，管理中心要如何在服務業者的本質下落實廢污水計量收費的工作，並與廢污水排放業者達成計

量計費的共識，除了明確的管理規章制度外，對業者定期的輔導、說明、意見交換溝通亦是必要的，

唯有在業者及管理單位對廢污水排放計量皆有明確共識的條件下，水污染防治費徵收所產生的相關

問題才能真正的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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