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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水資源開發已面臨瓶頸，新的
用水需求接踵而至；唯有從生活全
方位的開源與節流，確保水資源的

永不匱乏

 開源
• 中水回收
• 雨水貯集利用

節流

•節約用水

■ 如何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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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貯留供水系統是利用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
(如屋頂、地面集流等)將水文循環中的雨水
攔截貯存，再依其需求面的不同，做為供給
農業/民生及工業之替代性補充用水的系統

 因為雨水收集貯存處理設備，對環境之衝擊
較小，且易於任何地點設置，方便取用收集
之雨水並加以利用

■ 雨水貯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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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雨水景觀池(濕地)能調節微氣候(夏季)、

降低熱島效應，創造親水環境

遭逢豪雨，可延滯/削減洪峰、防杜淹水

基地開發兼顧保水與浸透，有助於補注、涵養/

保育地下水

■雨水利用益處



I.雨水貯留系統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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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壩集水

屋頂集水

地面集水

■ 集水方法示意

資料來源:「雨水貯留&中水道二元供水系統」，經濟部水利署，民國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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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域 導管系統

初期雨水簡易處理系統 貯水設施

■ 雨水貯流設備系統

資料來源:「雨水貯留&中水道二元供水系統」，經濟部水利署，民國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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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用水

景觀用水

冷卻設備補充水

雨 水
貯 蓄 池

廁所沖水

親水設施用水

補給用自來水管線 雨水收集管線

其他用水

汽車清洗

■ 雨水貯蓄設施示意/用途



II.規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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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1010511修正)

適用範圍(298th)

• 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

• 排外條款（衛生醫療類（F-1組）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者）

雨水貯留利用率定義(299th)

• 雨水貯留設施的[雨水利用量]與[建築物總用水量]之比例，

雨水貯留/生活雜排水回收，二者需擇一設置(316th)

雨水利用率最低標/門檻(316th)

• 大於百分之四

■雨水利用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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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1010511修正)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319條規定所訂

提供建物雨水利用評估指標之統一計算方法/評估基準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之水質建議值(961126公告)

訂定建物雨水利用之水質建議值

作為建物雨水利用設施之設計及維護管理參考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961015公告)

訂定建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之處理水質建議

■新興大型建築 強制雨水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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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集水適用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水質建議值

雨水貯留利用之水質建議 

用途 

項目 

沖廁/景觀/澆灌/灑水/ 

洗車/清洗地板用水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500 以下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200 以下 

外觀  無不舒適 

臭氣  無不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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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集水外之其他雨水收集來源（如地面及操場等）
或與生活污水混和回收適用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

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之水質建議 

用途 

項目 

景觀/澆灌/灑水抑塵/ 

洗車/清洗地板用水 
廁所沖洗用水 說明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 * 200 以下 * 

BOD(mg/L) 
最大限值 15 以下且 
連續 7 日平均值 10 以下 

最大限值 15 以下且 
連續 7 日平均值 10 以下 

pH  6.0~8.5  6.0~8.5  

濁度(NTU)  
最大限值 5 以下且 
連續7日平均限值 2以下 

- 

臭氣  無不舒適感 無不舒適感 

外觀  無不舒適感 無不舒適感 

餘氯(mg/L)  結合餘氯 0.4 以上 
結合餘氯 0.4 以上且 
自由餘氯 0.1 以上 

 

再生水

之用途

不應與

人體直

接接觸 

 

 



III. 規劃利用



17

選擇低污染集水面

截留初期雨水並排除

• 指降雨初期1(~2)mm之水量

運用傾斜管與篩網的處理組合

採行重力方式給水

供水管路正確標示

優先供應貯留設施周邊之次級用水用途

區域型雨水貯留利用/能耗考量

■雨水利用重要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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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築人均用水量之各類別分佈圖

(單位:公升/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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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用途與用量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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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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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日平均降雨量(公釐/日)

Ar:有效集雨面積(平方公尺)

P  :日降雨概率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

雨水利用設計量(Wd)

• 規劃運用雨水替代之再生水用途項目用水量

日平均集雨量(Wr)

• 雨貯設施之設計平均單日集雨量

‧計算式:Wr=R×Ar×P

自來水替代水量(Ws, 公升/日)

• 雨貯設施所能提供之有效雨水利用量

• 當Wd≦Wr時, Ws=Wd ；

當Wd>Wr ,則Ws=Wr

■自來水替代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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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各測站測站 10 年之年降雨統計表 (1991-2000 年 ) 

雨量分區 降雨統計項目 代表測站 

建築基地參考測站 基隆 宜蘭 蘇澳 玉山 阿里山 蘭嶼     

日平均雨量(mm/日) 10.16  7.84  12.96  7.57  9.83  8.45      

日降雨概率(-) 0.534  0.541  0.475  0.355  0.440  0.499      
高雨量 

儲水倍數 Ns 5.62  5.55  6.32  8.44  6.82  6.02      

建築基地參考測站 竹子湖 淡水 台北市 日月潭 恆春 大武 成功 花蓮 

日平均雨量(mm/日) 11.20  5.53  6.59  6.15  5.53  6.27  5.84  5.86  

日降雨概率(-) 0.450  0.339  0.463  0.427  0.296  0.299  0.331  0.400  
中雨量 

儲水倍數 Ns 6.66  8.84  6.48  7.02  10.12  10.02  9.06  7.49  

建築基地參考測站 新竹 梧棲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台東 澎湖 

日平均雨量(mm/日) 4.37  3.39  4.45  4.68  4.67  5.06  4.95  2.42  

日降雨概率(-) 0.315  0.198  0.312  0.273  0.233  0.251  0.330  0.235  
低雨量 

儲水倍數 Ns 9.53  15.15  9.63  10.97  12.87  11.94  9.10  12.78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單位：mm）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

貯水倍數( Ns)

• 3.0除以當地年平均日降雨概率而得（查表）

• 降雨頻率較小的地區Ns較大，反之則較小

雨水貯槽設計容積 (Vs)

• 雨貯設施之雨水儲水槽淨容積空間

• Vs=Ns×Ws

■雨水貯槽容量設計



IV.雨水應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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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個案 —台北市立動物園—

設施包括四座大型雨水貯留槽、十五座地面式

雨撲滿、一座埋入式雨撲滿及相關(導)配水水

管及水處理設備

供應全園景觀、澆灌、補注水、廁所沖洗等

每年自來水用量約 120,000噸，每年省下30%

的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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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電話: (02)2325-5223 ext.132

傳真: (02)2325-3922

E-mail: kelvin@fti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