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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財團法人中技社 (CTCI Foundation)( 以下簡稱本社 ) 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創設，以「引進科技新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

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初期著力於石化廠之設計與監

建，1979 年轉投資成立中鼎工程，承續工程業務；本社則回歸公益法人

機制，朝向裨益產業發展之觸媒研究、污染防治與清潔生產、節能、及環

保技術服務與專業諮詢。2006 年本社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求，在環境

與能源業務方面轉型為智庫的型態，藉由專題研究、研討會、論壇、座談

會等，以及發行相關推廣刊物與科技新知叢書，朝知識創新服務的里程碑

邁進，建構資訊交流與政策研議的平台；協助公共政策之規劃研擬，間

接促成產業之升級，達成環保節能與經濟繁榮兼籌並顧之目標。

本社有感於資源對環境與產業發展有相當的重要性，自 2006 年轉型

為智庫起，即將資源列為議題範疇，從物質循環及碳循環、物質流及碳循

環、永續資源管理、國內外循環經濟發展趨勢、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

之挑戰與契機、循環經濟推動的重要關鍵議題等，共出版 6 本專題報告。

循環經濟目前為政府大力推動之 5+2 創新產業之一，為讓讀者對循環經

濟全貌有一完整的理解，除彙總過去 10 多年之相關研究內容，並納入國

內外推動循環經濟一些新的科技與新的思維，包括循環經濟之整體運作機

制、評估工具技術、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以及到近年廣泛被討論的

系統創新與商業體系等議題，出版本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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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叢書由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張祖恩特聘教授與本社鄒倫主任擔任

主編並統籌規劃，第一、二冊主要由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馬鴻文教

授主導協助，第三冊由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張添晉特聘教

授主導協助，第四冊由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鄭兆凱博士主筆。

團隊除上述三位外，亦包括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劉柏定助研究員；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陳必晟助理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陳

起鳳副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循環經濟與創新轉型協會施秀靜秘書長、廖

孟儀研究員及蕭明瑜副研究員；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卓瑜玉研究

助理、鄭光利、陳立衡博士生及李昀晟、侯乃華、江佳芸碩士生；臺北

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黃思緯、吳積承、洪毅翔、徐佳駿、楊鈞

翔、陳俊翰、曾逸貞及林俊誠碩士生；與本社同仁陳潔儀組長、黃玠然

副研究員等共 25 位參與撰寫，共同完成本套叢書共四冊，供產官學研界

參考。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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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石油危機之後，全球產業已經歷幾次資源價格攀升的營運風險，包括

先起漲的原油與糧食，以及接續的金屬與高科技仰賴的稀有元素材料，近

10 年物價漲幅已抵消過去 100 年累積的降幅，全球正面臨著資源風險增

加的挑戰，許多標竿國家與智庫體認到從線性經濟轉型為循環經濟的迫切

性，也因此提出發展循環經濟的目標與策略。台灣資源回收做得早，且自

2016 年起，政府開始正視循環經濟，並列為 5+2 創新產業之一。

然而在轉型循環經濟之過程中，除需先對循環經濟的概念與發展有

完整性了解外；對推動循環經濟可能產生之效益或衝擊如何做整體性評

估；可運用之技術有哪些以及如何跳脫傳統僅以廢棄物回收利用為目標

之循環經濟，提升為以系統科技提高所有循環過程中之價值，進而創造循

環經濟新的觀點等，對政府還是產業來說都相當重要。

本叢書共分四冊，第一冊從國內外政府與企業推動循環經濟現況與趨

勢談起，梳理台灣轉型循環經濟所面臨的課題與挑戰；第二冊論述循環

轉型程序中可採用的評估工具，針對各種評估工具，提出其原理、執行步

驟及其於循環經濟上的應用，並釐清循環經濟轉型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效益

與衝擊，再綜合探討較佳之策略方案；第三冊以生物循環模式、工業循

環模式、有機循環應用、無機循環應用為主軸，彙整過去發展成熟之技術

為主，再輔以行業資源化應用之技術使用與運用案例說明；最後第四冊

探究各種資源，包括無機資源、有機資源以及基礎設施（水、電、熱、資

III



訊）的共生轉換價值；並探討新科技對於循環經濟的影響變革，企業如

何整合自身的價值鏈，跨越到另一個循環產業創造契機，並引導既有的製

造型態企業，轉型成為服務化的組織發展，最後以嶄新的循環經濟天牛圖

取代傳統的蝴蝶圖，歸納系統科技與商業創新的結合。

台灣資源稀缺，多數資源仰賴進口，本套循環經濟系列叢書，提供政

府及企業了解如何透過有效利用資源的同時創造經濟價值，來推動循環經

濟的發展，透過科技整合與商業模式創新，掌握關鍵問題，尋求解決方

案，創造循環經濟所帶來的群聚價值。

亟待政府、產業界、學研界與消費者共同努力，讓循環經濟成為新的

經濟價值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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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目標 

循環經濟轉型過程中，不論是效益或衝擊皆同時並存於各個環節與各

個策略。英國標準協會提出全球第一個循環經濟標準 BS 8001，以專案管理
的思維步驟整合循環經濟概念，做為循環經濟轉型彈性框架指南，然而在循

環轉型流程中，如何運用相關的評估工具，仍需有一個系統性的論述提供政

府與產業參考。本冊論述循環轉型流程，並說明轉型程序中可採用的評估工

具，針對各種評估工具，提出其原理、執行步驟及其於循環經濟議題上的應

用，透過此一系統性的說明，讓政府相關單位與產學研界能更清楚了解循環

經濟的評估方法，並釐清循環經濟轉型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效益與衝擊，以至

於綜合探討較佳之策略方案。 

二、範圍 

「循環經濟」是一種經濟運作模式，透過產業端的客制化、模組化、去

化設計與原料選擇，重複使用產品與其中的組件與材料，最佳化生產（包括

動靜脈產業）與使用體系（銷售量目標轉換為使用率）的迴路之資源效率，

讓物資循環產生更多經濟價值與效益，同時因衍生的靜脈產業或逆物流體

系以及所需的產品維修交換服務，循環經濟將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然而，循環經濟轉型過程中，我們觀察到，不論是效益或衝擊皆同時並

存於各個環節與各個策略。本冊期望藉由介紹各項評估方法，釐清循環經濟

轉型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效益與衝擊程度與單元，以至於能綜合探討較佳之

策略方案或改善方法的選擇。釐清這些重要的挑戰，使風險評估與管理的應

用得以步入正軌，能適當地融入污染場址管理的體系。本章綜覽循環經濟的

管理與評估方法，以及各評估方法所扮演的角色，下圖呈現與循環經濟相關

之評估工具。第二章介紹物質流，依其原理、步驟與其之循環經濟應用，說

明物質流分析在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常常用於分析前期現況，並依該

方法步驟可一一釐清現況問題所在。第三章介紹生命週期評估，除說明其原

理、步驟與循環經濟的應用，亦介紹其延生相關工具，如生命週期成本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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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生命週期評估等，以確定生命週期評估及其延生方法於循環經濟的適

用性與效果。第四章則依前兩項方法結構，分別依序介紹原理、步驟與循環

經濟之應用其基本架構與評估步驟，其中另有介紹物質流成本會計，以盼釐

清其效用。伴隨供應端的產品與系統的重新設計，以及物料的多元選擇，最

令人為之擔心的就是對人體造成的健康危害，因此第五章將細說健康風險

評估的原理、步驟與其於循環經濟之應用，以完備循環經濟過程中整體效益

與衝擊評估。最後，第六章利用綜合案例研究展現本冊各章介紹的評估方法

如何綜合評估循環經濟的策略選擇，最後選以污泥歸納所有方法應用於同

一案例時所扮演的角色，幫助讀者能夠更為具體的了解並掌握各項評估工

具的思維與應用。本冊雖無法解決循環經濟所有面向所面臨的問題，但期望

透過方法介紹與其應用，能夠讓循環經濟的推行更無後顧之憂。 

圖 循環經濟相關之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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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容 

物質流分析是用於環境管理中的一項系統性評估方法。其用以評估在

一個特定的空間及時間範圍內，物質的流量及存量。物質流分析是環境管理

中的一項系統性評估方法，藉由釐清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及時間範圍內物質

的流量、程序製程、及存量，透過清楚呈現目標物質完整的來源、去向、中

間轉換及最終流向，可以獲得完整一致的資訊。若在環境管理上使用物質流

分析，其完整且系統性的物質流量流向分析結果除了可辨別主要環境排放

源，找出環境熱點外，協助訂定出不同情境後，再與不同評估工具整合，提

供更針對目標的評估結果做為參考。物質流分析在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

中常常作為前期的分析的工具，包括國家層級、都市產業層級、企業層級等

不同尺度，都有物質流應用於循環經濟上之具體案例。 
生命週期評估是指由產品、製程、活動或者政策的整個生命週期出發，

從開採、提煉、與處理原始材料；製造、運輸與分配；使用/再使用/維護、
回收、與最終處置於各階段中，確認及量化所使用的能源、物質與環境排放，

評估其對於環境的影響，為現階段常見之政策環境評估工具。在環境管理上

使用生命週期評估，除了可以完整考慮目標物的整體生命週期，量化連貫性

污染源之危害外，再加上量化的衝擊項目多樣，更可因而釐清眾多單位關心

的各類環境衝擊。生命週期評估是評估新創環境績效的常用方法，對於循環

商業模式的評估特別適用，因為循環經濟需要系統性的觀點。生命週期評估

用於評估某一產品（或服務）從取得原材料，經生產、使用至廢棄的整個過

程（搖籃到墳墓），對於環境所造成的整體衝擊。 
成本效益分析是經由完整評估一項政策或一個產品所需要的成本、以

及可帶來的收入或效益，再將成本及效益進行比較產出結果，以此結果提供

決策，常見於當政府或私人企業要決定一件政策或措施是否實行時，用來比

較不同的可能方案，是一常見的決策方法。若在環境管理上使用成本效益分

析，除了可以將經濟、社會或環境的影響加以貨幣化，以選擇最佳方案，更

可以透過與其他評估方法的結合獲得更全面的評估成果，為決策者決定時

提供更多樣的參考資訊。成本效益分析應用在資源循環議題的，多以廢棄物

管理為主，成本效益分析在循環經濟上的應用，則可與物質流結合建立物質

流成本會計(MFCA)的系統分析方法，以物質流呈現物質材料在產品製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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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流動，提高物質使用效率以減少浪費，同時加入成本資訊，呈現隨著

物質流動的金錢流，所有浪費損失的物質材料都將是成本的浪費。透過

MFCA方法，可促使企業以節省成本的角度，減少物質材料損失，除了協助
達到物質永續目標，也可以透過減少成本而增加利益。 
風險評估是評估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一種常見評估方法，

透過科學方法評估現在和未來對人體健康可能發生危害的機會與程度。健

康風險評估透過危害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劑量反應評估 (Dose-
response Assessment)、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以及風險特徵闡述
(Risk Characterization)等步驟，可建立污染源與受體被影響之因果關係，並
明確界定污染源與受體間重要之連結途徑，常被用來做為針對可能影響受

體的污染源，是否應採取管理措施的評估手段之一。若在環境管理上使用風

險評估，除了可釐清汙染物與被影響受體間之關係，透過與其他評估工具的

結合，更可以發揮風險評估本身的特點。風險評估運用於循環經濟的文獻與

案例中，可以將此部分的應用分成兩類。其一為：在執行循環經濟的策略時

（如：回收、再利用），其製造程序對於相關受體（廠區內員工、鄰近周遭

居民等）所造成之健康風險影響；其二為：轉型至循環經濟的路徑中，廢棄

物重新再製為新產品時，其中的有害物質會伴隨流入經濟圈，造成潛在的環

境與人體風險。 
本冊以污泥為案例，研究污泥之循環經濟策略，一為成為肥料與沼氣，

橫跨農業與能源兩產業；另一為燃料與粒料，橫跨能源與建築產業，各評估

方法已量化各方案的部份效益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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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國際上積極推動循環經濟的國際組織及顧問公司所提出的商業模式類

型，包括 Accenture (2014)1, EMF (2015)2, Circle Economy (2016)3, Forumfor 
the Future (2016)4, 以及 BSI (2017)5；各單位組織所提之商業模式因其著重

點不同而各有其分類及歸納方式。實際上商業模式僅是循環經濟轉型流程

的一部份，不論是 2013年 2Cbizz提供的五步驟以引導如何將線性經濟問題
轉換為循環經濟商機6，或是 2016 年 WBCSD 亦提出五轉型步驟針對推動
一個循環的行動方案的產生7，至 2017年，英國標準協會(BSI)提出八個步驟
轉型流程，其中依專案管理的思維以完整流程描述循環轉型路徑，商業模式

皆僅為上述轉型流程的重要程序之一8。因應上述轉型流程，多樣評估工具

已建議使用於不同程序中，以對循環經濟轉型路徑給與量化說明。 
以英國標準協會於 2017年 6月提出的 BS 8001：2017為例，其屬於循

環經濟轉型彈性框架指南，為全球第一個循環經濟的標準，為建立相對完整

的轉型框架，嘗試整合專案管理的思維步驟來整合循環經濟概念以及分析

工具。BS 8001 的主要目的為清楚定義並統一「循環經濟」的概念、名詞定
義、範疇及商業模式，透過統一標準及定義來發展共同的語言，以利加速合

                                                      
1 Accenture. (2014). Circular Advantag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and Technologies to Create 
Value in a World without Limits to Growth. Accenture, Chicago, IL, USA. 
2 EMF, (2015a). Circularity Indicators: An Approach to Measuring Circularity.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Cowes, UK 
EMF. (2015b). Deliver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 A Toolkit for Policymakers. 
EMF, SUN, McKinsey. (2015c). Grwoth Within- a circular economy vision for a competitive 
Europ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Cowes, UK. 
3 Achterberg, E., Hinfelaar, J., & Bocken, N. M. (2016). Master Circular Business with theValue 
Hill. White paper. Financing Circular Business. 
4 Forum of the Future & Unilever.(2016). Circular Business Models, Retrieved Nov. 25th 2017 
from https://www.forumforthefuture.org/project/circular-economy-business-modeltoolkit/ verview 
5 BSI. (2017). BS 8001:2017.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ircular conomy 
in Organizations – Guide,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London 
6 Joustra, D. J., de Jong, E., & Engelaer, F. (2013). Guided Choices: Towards a Circular Business 
Model. C2C BIZZ. 
7 WBCSD. (2016a). Unlocking More Value with Fewer Resources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circular 
economy. 
WBCSD. (2016b) The Business Case for the Use of Life Cycle Metrics in Construction& Real 
Estate 
8 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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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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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發展循環經濟。同時，為協助企業從線性經濟轉型到循環經濟的商業運

作模式，提供原則及執行策略，讓企業能夠導入採取行動；該指南適合各種

企業，不論企業規模、地理位置、產品或服務型態，其中也提出較完整的循

環商業模式。英國標準協會在 2017 年公告「BSI 8001 企業組織實行循環
經濟原則的框架指南」，提出一個循環轉型彈性框架(Flexible Framework)，
包含八個步驟，帶領企業轉型到循環商業模式。所謂的彈性是指企業可以依

照其企業的循環成熟度，自行決定從哪個步驟來切入；此外，雖然依序提出

了轉型的八個步驟，但僅是為了陳述說明時有清楚的框架，但實際運作時企

業會因其企業循環的成熟度在某些步驟中反覆進行並修正。BS 8001 的轉型
框架八步驟包含：(1)建立框架(Framing)(2)界定範疇(Scoping)(3)產生方案
(Idea generation)(4)評估可行性(Feasibility)(5)建立商業個案(Business Case)(6)
測試計畫(Piloting)(7)正式執行(Implementation)(8)評估及報告（Review & 
Reporting)。在每個步驟，BS 8001皆提供步驟檢核，提醒每個步驟的產出需
要符合循環經濟的六大原則及循環商業模式的核心，並且該步驟的產出需

要高階主管的同意或授權來前往下一個步驟，整理於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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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BS 8001 轉型流程步驟9 10 
步 驟 目 的 主要產出 

(1)框架建立 
Framing 

瞭解循環經濟與該企業的

關係，以決定從哪裡開始

推動循環經濟 

1. 找出關鍵資源 
2. 繪製利害關係者圖 
3. 建立循環經濟溝通文件 

(2)邊界設定 
Scoping 

瞭解循環經濟的潛在機會

跟要求條件，並設定企業

導入循環經濟的邊界，建

立願景及規劃策略 

1. 建立系統圖 
2. 建立循環願景、策略及路線圖 
3. 形成專案團隊 

(3)產生方案 
idea genenration 

根據步驟二發現的問題或

機會，企業列出方案清單

並依其企業的循環願景、

目標及及策略來排序 

1. 產生具有優先順序的方案清單 

(4)可行性評估 
Feaibility 

評估步驟(3)產出的方案可
行性 

1. 可行性評估報告 
2. 確立方案 

(5)商業個案建立 
business case 

藉由發展商業個案來確保

需要投入測試的資源，進

而執行、擴大規模並正式

推出該商業模式 

1. 詳盡完整的商業個案 

(6)試行計畫 
piloting and 
prototyping 

透過小規模的測試計畫來

實驗方案的實際可行性 
1. 測試計畫 
2. 測試結果 

(7)正式執行 
delivery and 

implementation 

擴大或正式推動前述證實

的轉型方法 1. 追蹤評估指標及系統 

(8)評估 
review 

建立追蹤機制，確保執行

順利並持續邁向循環轉

型。 

1. 控管報告 
2. 定期進度報告 

BS 8001 的彈性框架轉型流程是以專案管理思維為主架構，共有八個步
驟，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架構來探討循環轉型。以轉型路徑方案為主軸，將上

述八個步驟歸納為三階段：階段 1 探索方案，階段 2 規劃方案與階段 3 執
行方案，詳見圖 1. 1： 

                                                      
9 BSI. (2017). BS 8001:2017.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ircular conomy 
in Organizations – Guide,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London. 
10 洪佩瑩。2018。企業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的轉型流程及工具評析。臺灣大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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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評估 
review 

建立追蹤機制，確保執行

順利並持續邁向循環轉

型。 

1. 控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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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8001 的彈性框架轉型流程是以專案管理思維為主架構，共有八個步
驟，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架構來探討循環轉型。以轉型路徑方案為主軸，將上

述八個步驟歸納為三階段：階段 1 探索方案，階段 2 規劃方案與階段 3 執
行方案，詳見圖 1. 1： 

                                                      
9 BSI. (2017). BS 8001:2017. Framework for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ircular conomy 
in Organizations – Guide, 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London. 
10 洪佩瑩。2018。企業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的轉型流程及工具評析。臺灣大學環境工程
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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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索方案，如何找到問題及解決方案？—如何探索循環商機 
面對像循環經濟這樣創新卻又需要系統性的思維及操作改變，最

主要的挑戰還是來自轉型最前期的三個階段—建立框架、界定範疇、產
生方案。這三個階段主要處理是面對一個創新的議題/知識系統/領域時，
要如何重新自我審視、評估現況、發現問題，並界定機會。因應此階段

需求，可應用檢核表/評量表、利害關係者分析、腦力激盪、專家諮詢、
個案研究、循環商業模式等定性方法提供相關探索；另一方面則應用物

質流、物質流會計與循環度指標等量化現況循環程度。 
2. 規劃方案，如何評估採用哪個方案？—如何選擇循環方案 
探索各方案後，即可規劃可行方案。此階段可應用循環商業模式圖

與原型測試定性說明方案可行性與商業個案。另外，亦可應用生命週期

評估及其延伸、成本效益分析與健康風險評估等量化可行方案、技術等

對經濟、環境與社會等面向之影響。 
3. 執行方案，如何評估方案成效？—如何評估永續績效 
試點計畫、執行過程與事後評估，雖然企業層級的循環經濟績效指

標仍待發展及界定，但仍可透過生命週期評估及其延伸評估工具，探究

轉型後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等面向之影響，以作為轉型困境與市場接受

度協商等交涉資訊，以利於循環經濟轉型。 
上述各階段中，建議應用各類不同評估工具以達各階段之目的；其中量

化評估工具主要分為物質流、生命週期評估及其延伸、成本效益分析與健康

風險評估。本冊將細說此四項評估工具，並說明其於循環經濟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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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質流分析 

2.1 物質流分析方法原理 

物質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是用於環境管理中的一項系
統性評估方法。其用以評估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及時間範圍內，物質的流量

(flow)及存量(stock)。物質流系統是由流向流量(flow)、程序製程(process)與
存量(stock)三個部分所組成。透過物質流分析，可以清楚呈現目標物質完整
的來源(sources)、去向(pathways)、中間轉換(intermediate)及最終流向(final 
sink)。因為其能分析且傳遞完整一致的資訊，因此物質流分析常用來作為資
源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環境管理中的支援決策工具。 

一、物質流分析的基礎原理 

物質流分析最重要的基礎為質量守恆定律，此定律意味在一個系統內，

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保持不變動，代表物質無法被創造或是消耗。因此進

入一個系統的質量會等於累積在這個系統內的質量加上離開這個系統的質

量。奠基於質量平衡這個原理下，物質流分析透過計算各個程序的輸入、輸

出與存量，來分析描述系統內物質交換的情形。 
在物質流分析中有特定且常用的名詞分別說明如下： 

(一) 物質 (material) 

在物質流分析中，物質(material)一詞可用於純物質(substance)或貨物
(goods)的意思。在化學中，純物質被定義為一種具有單一均勻單位的物質，
若此單位為原子(atoms)則稱為元素(element)，如碳(C)或鐵(Fe)；若為分子
(molecules)則稱為化合物(chemical compound)，如二氧化碳(CO2)、二氯化鐵
(FeCl2)。貨物是指由純物質或混合物所組成的有價物質，有些物質具有正面
價值（如汽車、燃料、木材等），有些則具負面價值（廢棄物、污泥等）。雖

然在經濟學中，廣義的貨物一詞亦包含非物質性的貨物，如電力以及資訊服

務；在物質流分析上，貨物僅代表物質性的。但是，在應用物質流分析管理

時，物質流分析所定義物質和經濟學所定義之物質，兩者間的關聯性相當重

要，若處理資源管理之議題，便需要同時從經濟學與物質流之面向做整合性

的分析。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二冊 循環經濟評估工具技術



 

11 

第二章 物質流分析 

2.1 物質流分析方法原理 

物質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是用於環境管理中的一項系
統性評估方法。其用以評估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及時間範圍內，物質的流量

(flow)及存量(stock)。物質流系統是由流向流量(flow)、程序製程(process)與
存量(stock)三個部分所組成。透過物質流分析，可以清楚呈現目標物質完整
的來源(sources)、去向(pathways)、中間轉換(intermediate)及最終流向(final 
sink)。因為其能分析且傳遞完整一致的資訊，因此物質流分析常用來作為資
源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環境管理中的支援決策工具。 

一、物質流分析的基礎原理 

物質流分析最重要的基礎為質量守恆定律，此定律意味在一個系統內，

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保持不變動，代表物質無法被創造或是消耗。因此進

入一個系統的質量會等於累積在這個系統內的質量加上離開這個系統的質

量。奠基於質量平衡這個原理下，物質流分析透過計算各個程序的輸入、輸

出與存量，來分析描述系統內物質交換的情形。 
在物質流分析中有特定且常用的名詞分別說明如下： 

(一) 物質 (material) 

在物質流分析中，物質(material)一詞可用於純物質(substance)或貨物
(goods)的意思。在化學中，純物質被定義為一種具有單一均勻單位的物質，
若此單位為原子(atoms)則稱為元素(element)，如碳(C)或鐵(Fe)；若為分子
(molecules)則稱為化合物(chemical compound)，如二氧化碳(CO2)、二氯化鐵
(FeCl2)。貨物是指由純物質或混合物所組成的有價物質，有些物質具有正面
價值（如汽車、燃料、木材等），有些則具負面價值（廢棄物、污泥等）。雖

然在經濟學中，廣義的貨物一詞亦包含非物質性的貨物，如電力以及資訊服

務；在物質流分析上，貨物僅代表物質性的。但是，在應用物質流分析管理

時，物質流分析所定義物質和經濟學所定義之物質，兩者間的關聯性相當重

要，若處理資源管理之議題，便需要同時從經濟學與物質流之面向做整合性

的分析。 

第二章 物質流分析



 

12 

(二) 程序 (process) 

程序(process)被定義為物質的運輸(transport)、轉換(transformation)或儲
存(storage) 過程。運輸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為的，前者如磷隨著在河
川流動，後者如用管線中輸送天然氣至消費端或廢棄物清運。而轉換程序亦

有屬自然及屬人為系統兩類。 

(三) 存量 (stock) 

存量(stock)的定義為物質留存於分析的系統中，且以重量單位計算。存
量是程序的一部份，存量是系統代謝(metabolism)重要的特性之一。當某程
序的輸出與輸出相等，存量不變化，而處於穩態(steady-state)，存量亦可能
是處於增加或減少的狀況。 

(四) 流量/通量 (flow/flux) 

流入或流出程序的物質是由流量(flow)或通量(flux)表示，流量係指單位
時間的流量，常用計量為公噸/年，通量指單位時間通過某單位切面的量，
國家級物質流分析常會以單位人口做為其單位切面，便於比較各國的物質

密集度，故其計量單位為噸/人．年。流量或通量在跨越系統邊界(system 
boundary)時稱為進口(import)或出口(export)；而跨越程序時稱為輸入(inputs)
或輸出(output)。 

(五) 系統 (system) 

系統(system)是由數個流量、存量與程序所組合而成的集合，最小的系
統至少包含單一程序(process)。物質流分析案例中可見不同的系統，例如：
地區、都市焚化爐、家戶、工廠及農場等。而系統邊界(system boundary)係
指系統的時間跟空間邊界，空間除了可指地理或行政上的區域（如：集水區、

縣市界），也可以實際活動作為邊界（如：家戶及維持其家庭生活所需的衛

生、運輸等服務）。 

(六) 活動 (activity) 

除了上述的基本系統組成之外，在物質流分析中，亦常常納入活動資訊，

運用其對於物質流系統以進行評估與設計，活動可包含許多程序，並引起許

多物質的流動。基本上，活動是為了各種滿足人類需求的行為，例如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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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清潔、溝通、居住等等，物質流管理關切諸多人類經濟活動的模式，

如何減少物質資源的消耗，同時又能滿足人類的需求。 

(七) 人類活動圈的物質代謝(metabolism of anthroposphere) 

人類活動圈是由能量、物質還有訊息交換的複雜空間所組成，屬於地球

的一部份，而且包含了所有由人類設計、運作的程序。人類活動圈可以比擬

為一有機體，如同自然界的生態系，其健康的代謝需要透過生命體內的各種

生物化學轉換、養分的吸收、傳輸以及儲存等方式來進行。人類活動圈與環

境的交互作用則是透過資源的開採、使用以及廢棄物排放等物質代謝方式

來進行。簡單來說，人類活動的所有區域都可視為人類活動圈範圍，物質流

之父 Brunner 與 Rechberger (2001) 藉由物質流分析，發現了許多人類圈特
有的物質代謝的現象，並因此指出資源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環境管理的關鍵

議題。 
在物質流分析的概念下，發展出許有多種方法及工具可供不同管理標

的使用，如元素流分析 SFA(substance flow analysis)、產品流分析 PFA(product 
flow accounts)、物質平衡 (material balancing)、生命週期盤查 (life cycle 
inventories)及總合物質流帳(bulk material flow accounts)等。計算單位以物理
量(physical units)呈現，通常以重量單位表示，如公斤、公噸等，分析範圍涵
蓋 開 採 (extraction) 、生 產 (production) 、轉換 (transformation) 、消費
(consumption)、再循環(recycling)及廢棄(disposal)等階段。物質流分析也可以
進行不同空間尺度的分析，包括跨國、國家、區域、社區(community)或公司
等層級。 

二、物質流分析應用於環境管理 

物質流分析為環境管理的重要工具，常用於資源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環

境管理，並作為重要的決策依據資訊。此外，若物質流結合能源流分析

(Energy flow)、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以及消費導向之分析，則可應用
於人類經濟活動管理。 
人類存在的世界可以簡單劃分成人類圈與環境圈，人類圈可以看成人

類系統(Anthropogenic systems)，又稱為經濟系統；而環境圈代表在地球上所
有生物體賴以為生的環境，包含大氣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皆涵蓋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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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清潔、溝通、居住等等，物質流管理關切諸多人類經濟活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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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類系統的經濟活動會造成人類圈與環境圈的物質流動，如物質(M)、
能源(E)、生物(LO)及資訊(I)的相互交流（圖 2.1）。這些物質的流動會大幅
干擾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同時也造成資源或環境的問題。此時，物質流就

可以用來描述人類圈與環境圈物質交換流動的關係，同時更進一步的進行

分析，因此物質流分析時常結合應用於能源、經濟以及都市計畫的分析管理。 

 
圖 2. 1 人類圈與環境圈交換之關係12 

環境管理運用物質流分析工具可以找出環境問題管理的優先順序，並

達到去物質化與去毒化的目的，進而建構永續物質管理，使得物質在使用的

過程中，不僅可以提昇物質的使用效率，同時可以降低物質使用對於環境的

衝擊。 
運用物質流分析所期望達到的目的如下： 
1. 用完整明確的定義將系統內物質流量與存量加以描述。 
2. 以合適的決策考量為基礎，盡可能的將系統簡化。 
3. 運用物質平衡概念並考量不確定性，進而量化目標物質的流量與存
量。 

4. 用明確、可理解並具有再現性的方式呈現系統內物質的流量與存量。 
若欲達到上述目的則需藉由分析、評估及管理物質及產品在人類圈中

的流量及存量。如同一般會計用來檢視資金之收支平衡，物質流分析方法可

用來檢視物質的投入產出情形，並加以改善能資源的效率或供需平衡，運用

於大尺度的系統，物質流分析可檢視人類圈物質的循環情形。若運於中小尺

度的系統，例如都市、工業區或工廠，此工具可提供決策者物質消費及使用

效率等資訊，以支援永續城市的建構發展，或指向減少生產製程的物料成本

的方案，物質流分析的結果也有助於思考新產品設計及原料選擇，還可協助

                                                      
12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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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預測物質釋放至環境對未來之潛在危害。因此，物質流分析可作為決策

重要參考依據，產業能依此持續改善製程及使用效率，同時也為經濟永續發

展盡一份心力。 
以下分別針對物質流分析應用國家與企業層級進行說明。 

(一) 物質流分析於國家層級之應用 

永續物質管理(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SMM)的概念於 2001年
被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所提出，希望以生命週期的概念出發，降低物質對環境
的負面衝擊。OECD各會員國亦陸續提出各國永續物質管理的本土化定義，
作為環境政策制定之依據。因此，可以發現目前世界各國在擬定環境相關政

策時，永續資源管理被視為共同努力的方向，希望在考量經濟發展與環境公

義下，透過降低物質生命週期過程中負面環境衝擊，並保存自然資源之行動，

達成物質永續使用之目標。 
為達成物質永續使用，須轉變傳統工業活動中開放式線性形態流動的

情況，改以仿效生態系統的觀念，使物質代謝構成一封閉式迴路，物質不以

廢棄物方式離開系統，而是重新投入新的製程，使物質循環於人類活動之中，

進而達到永續使用的目標。 
上述概念即為工業生態學的根本，而工業生態學在應用上有兩個主要

特點：首先，著重於環境圈與經濟圈間之關聯，尤其是人類活動所造成之環

境衝擊。再者，對物質的探討應思考其完整生命週期，而非侷限於末端廢棄

物與污染物排放階段之環境危害。以永續物質管理角度而言，物質流分析成

為工業生態學中一項重要的分析應用工具，運用物質流分析，我們可以由流

向與流量鑑別各資源運用與污染物排出所造成之環境衝擊熱點，藉此聚焦

於提升資源生產力與降低環境衝擊的方法，達到永續物質管理之目的。 
許多國家體認永續物質管理之重要性與趨勢，逐漸採用物質流相關應

用工具，探討其國內物質使用流布情形。以下分別列舉相關國家之物質流分

析應用作為案例說明。 
1. 日本 
日本推動循環型社會計畫，便是以物質流分析整合其他環境管理

工具，訂定出具體的發展目標。日本所使用的方法包括經濟系統物質流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二冊 循環經濟評估工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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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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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Economy-wide MF accounts)、實物投入產出表(Physical Input-Output 
Tables, PIOT)、國民經濟會計環境矩陣 (National Accounting Matrix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ccounts, NAMEA)和物質系統分析(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ESRI)。 
日本近年來研究的主要方向為利用不同尺度的物質流模型，建立

對應的指標與方法，以評估永續生產與消費相關政策。在相關之資訊推

廣方面，日本已出版了兩本與環境會計相關的主題書，一本是將能源與

排放密集度資料整合至國家投入產出表；另一本則是利用物質流分析，

描述與日本相關的全球資源流動。第三本物質流著作於 2004 年出版，
主要是建立收成木材之實體投入產出表以及計算與其相關之碳流動現

象。 
由日本實際經驗顯示，物質流分析方法所計算出的重要指標，尤其

是三個量化指標，是推動循環型社會發展的重要依據。在物質循環的理

論架構下，日本建立了不同層級的循環經濟模式，從企業的小循環，到

整個社會的大循環，都有成功的模式值得各國參考學習。 
2. 英國 
英國於 1999 年開始進行物質流分析，並發展出經濟系統物質流會

計(EW-MFA)，在 2002 年出版的EW-MFA，其資料庫主要涵蓋英國1970 
年至 1999 年之物質資料，英國之物質流會計主要是由英國國家統計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簡稱為 ONS）主導。物質流會計已納
入政府會計之一部分，除政府部門執行物質流會計外，民間非官方組織

也同時進行實體投入產出表(PIOTs)之計算工作。 
在英國發展的相關物質流指標包括 DMI、DMC、TMR、物質生產

力（人均 GDP/人均 DMC）等，英國之物質指標為國家永續發展指標
之一，不過英國政府尚未將物質流指標納入成為官方之永續指標。在實

際之政策執行方面，英國政府目前並未針對資源使用提出具體的政策

目標，不過依循該國永續發展之方向，英國政府承諾致力於提升該國之

資源生產力。 
3. 德國 
德國在物質流分析之成就舉世聞名，其擁有相當豐富的物質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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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經驗，早在 1990 年代中期，即編撰世界第一個實體投入產出表
(PIOTs)，此實體投入產出表主要是仿效該國國家會計系統中的貨幣投
入產出表，並將物質流分析納入該投入產出表中。德國並以物質流分析

架構與實體投入產出表為基礎，發展整合性物質能源流資訊系統

（comprehensive Material and Energy Flow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為
MEFIS）。 
整體而言，德國物質流分析可謂各國仿效之前驅國家，目前德國聯

邦統計局(DESTATIS)每年皆提供物質流會計資訊，德國環保署(UBA)
並在其公布之環境資料(Environmental Data Germany)中將物質流指標
納入其中，目前有關物質流會計資訊之相關報告，主要是由 UBA 與
Wuppertal 研究院提出。 
德國經濟系統物質流會計主要計算的指標包括：DMI、DMC、PTB、

DPO、NAS與原物料生產力(raw materials productivity)等。其中，原物
料生產力公式為 GDP/(DMI-biomass)，其觀念與勞動生產力及資金生產
力相近，主要呈現國內經濟系統中有關非再生資源的使用效率。與國內

政策對應，原物料生產力指標可以納入德國環境指數中，也可以做為德

國 21 個永續發展指標之一，在 2002 年德國通過永續發展策略後，宣
示 2020 年原物料生產力將提升為 1994 年的 2 倍。此外，德國政府也
將能源生產力納入政策執行目標中，宣示 2020 年德國在能源生產力方
面，將提升為 1990 年的 2 倍。長遠來看，德國政府若要達到上述的具
體成果，該國資源與能源消耗應降低至 4 倍級(Factor 4)的水準。 
由上述各國家運用物質流分析於環境管理面可歸納得出，在國家層級

方面，物質流分析常結合其他環境管理工具作為政策制定的基礎。常見使用

的工具包括：經濟系統物質流帳、實物投入產出表、國民經濟會計環境矩陣

和物質系統分析。另外運用物質流所發展出的相關指標，亦常作為各國評估

國家永續發展方向的重要參考之一。 

(二) 物質流運用在企業層級 

近年來企業以及消費者的環境意識提高，許多企業也開始更積極的尋

求環境管理，期待能降低成本並提高獲利，因此需要系統性的工具來協助企

業檢視其永續經營之體質，洞悉資源面以及環境面的問題與機會，物質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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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Economy-wide MF accounts)、實物投入產出表(Physical Input-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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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正屬於這一類的工具，適合掌握物質流程、支援製程設計以及評估環境績

效。 
從近代企業環境管理的趨勢可以看出，其關注焦點已從管末處理轉向

清潔生產，因污染防治技術發展已接近其管控成效之極限，然而新的廢棄物

和污染排放等問題仍伴隨複雜的生產消費活動發生，故需要能從系統性的

視野來進行管理。物質流分析作為一種系統性的分析工具，很適合用來掌握

並解析整體系統的問題癥結點，傳統上，工程師運用質能平衡的原理設計製

程，物質流分析亦利用質量平衡的原理，來分析特定物質在系統程序之間的

流動，許多環境問題往往可以歸因於特定物質的釋放而造成，包括空氣、廢

水以及廢棄物排放或安全貯存場所等，物質流分析亦能關注環境排放轉移

的問題。如果彈性選定物質流分析的系統範疇，亦可應用在企業的程序整合、

生產供應鏈整合或是工業區的產業共生聚落。 
相對於國家層級物質流，企業及產業在推行物質流管理時有許多策略

可以同時進行，包括工業共生整合、製造與回收體系整合、綠色供應鏈等方

式改善製程績效。當企業決心改善製程績效時（包含環境衝擊與效益），皆

需考量各階段製造的程序，包括原料投入、製程操作及產品。 

2.2 物質流分析實施步驟 

一般來說，物質流分析會先從定義問題與適當的目標開始。接者選取相

關的物質(relevant substances)與適當的系統邊界、程序和物品。接著，評估
在這些流量(flow)中物質和貨品的質量濃度，計算物質流與存量，以及考量
不確定性因素。最後的結果會以適當的方式視覺化並促進實際目標上的應

用。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些程序不需要以很嚴格的方式連續執行，而應該

反覆的優化每一個程序。而選定的物品和規定在執行物質流分析時也要不

斷地反覆確認。如果有必要，物質流分析需要調整到能夠符合研究的目的。

一般來說，較好的方式是從粗略的估計數據，然後不斷地改進系統及資料直

到所需要的資料品質達到一定的標準。如下圖 2.2所示，物質流分析是一個
反覆持續的程序，所選定的元素（物質、程序、物品、邊界）和確切的資料

需要反覆和目標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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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物質流分析步驟13 

物質流分析的步驟主要可以分成：問題界定、系統界定（決定系統邊

界、選定物質、選定物品、選定程序）、決定流量與存量（測定物質流

量、平衡貨品、盤查計算濃度、平衡物質）以及結果與闡釋。以下分別就

每一步驟進行更進一步的說明。 

一、問題界定 (Problem definition) 

物質流分析始於問題界定，先定義出研究目的或是專案目標，如此後續

才能根據研究目標訂定相關的系統邊界，以利系統分析與資料盤查之進行。 

二、系統界定 (System definition) 

定義完欲以物質流分析之目的後，接著要進行系統界定。此階段需要確

認要分析的物質，同時決定欲分析系統之空間與時間邊界，並選定好要納入

系統中的貨品以及程序。而系統界定的過程需要隨時檢視系統目的而進行

調整。 

                                                      
13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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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定物質(Selection of substances) 

物質流分析中，有許多方法可以用來選定欲分析的物質，其中較常用的

方法是根據物質流分析的目的或是分析的系統來選定物質。一般而言，可參

考法規所規範物質做為選定的依據，例如空污法規、材料標準等，對這些物

質，已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知識，另一方面也可以確定所選定的物質有受

到主管機關的重視。 
其次，在分析系統中影響程度較大的物質也會納入分析評估。例如選擇

對環境影響較大的物質進行分析，而評估的指標會以物質在環境中流量的

多寡或是單位物質對於環境衝擊強度的大小來選定，如營養鹽、非再生性資

源耗竭、再生資料耗用、有害物質對人體與生態系統之影響或具經濟價值之

戰略性物資等等。另外也應該要評估納入物質流分析的項目貨品是否夠齊

全，較可行的方法是將系統中輸入與輸出的物品項目分成固體、液體、氣體

三個物品組別，然後在各類別中選取含有該物質的之物品，至少應占該物質

於該組別的總流量 90%以上。另外所選的物品項目其目標物質的含量應大
於自然的含量，才會造成人類圈對環境圈的干擾， Brunner 與
Rechberger(2004) 計算目標物質在各物品含量與其在地殼岩層含量的比值，
若比值大於 10，則可選定為分析物品；若比值皆小於 10，則選取濃度較高
的分析。最後分析的結果亦須再次檢視，與一開始選擇的物品項目是否有一

致性，以及是否合理。 
第三，許多物質流分析的物質選定方法通常跟探討的問題本身有關，有

些問題涉及兩種以上的物質，例如針對歐洲家用物品的銅含量研究，其分析

的物質就是銅，如果議題是優養化，則氮與磷都應該納入分析。 
綜言之，物質流分析的物質選定最終依據主要仍是根據研究的範疇、目

的以及研究可分配之人力、預算、及資料的可及性來決定。從物質流分析的

經驗中，在人為或自然系統中受到關注且具有影響的物質僅有一小部分，大

致上以 N、P、Cl、Fe、F、Cu、Zn、Hg、Pb為較常見的化學元素14。 

(二) 決定空間與時間之系統邊界 (Determination of system boundaries) 

物質流的系統邊界通常由研究目的來決定，且通常會與國土範圍、都市

                                                      
14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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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或是工廠所設置的區域空間一致。一般而言，系統邊界通常會選擇設

置在國家、州、都市等行政區，因為研究所需的統計資料大部分都以行政區

為單位來建置。對於物質流分析而言，系統範疇的選擇應該以能夠將所有程

序與物質流納入的情況下，盡可能縮小系統邊界。以都市中營養鹽的物質流

分析為例，居住在都市中的民眾攝取生活所需的食物，而生產食物的製程中

隨著土壤的流失以及肥料的使用，會對生產食物的所在區域造成環境衝擊，

若都市本身並非食物生產地，在進行都市的營養鹽物質流分析時，系統範疇

除了都市本身之外，同時也該將供給都市食物來源的生產農地納入考量15。 
在物質流分析中，系統邊界的選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最合適的系統

範疇則會依據每個研究背景與目的不同而相異。時間的系統邊界相對空間

邊界而言較容易決定，特別是適用長時間內平均流量與存量變動的研究，系

統即使有短暫不穩定起伏，但對長期的總變化並無明顯影響。對於許多人為

系統的物質流分析，研究的時間區間通常會選擇以年作為單位；如果研究的

目的主要係探討隨時間內的異常變動，需要較短的時間解析度，則較短的時

間區間較適合做為研究的範疇16。 

三、量化系統內目標物質之流量與存量 (Determination of flows and 
stocks) 

在確認分析物質與系統邊界之後，接著就要針對系統進行分析，量化並

平衡系統內之物質流量與存量。具體步驟包括：測定（盤查）物質流量、平

衡貨品、盤查計算濃度、平衡物質等。 

(一) 確認相關流量、存量或程序(Identification of relevant flow, stocks, and 
process) 

確認分析物質與系統邊界之後，首先應對於系統進行粗略的質量平衡，

透過文獻、報告或者向有關單位進行訪談，可取得所需物質的相關資料。在

這個步驟中，小於系統輸出流量 1%的物質可以忽略不計；然而流量較小的
物質對於系統的物質平衡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在後續詳細對於物

質流量調查分析的時候，應該再重新檢視被忽略掉的物質相較於整個系統

而言，是否確實可以被忽略不計。 

                                                      
15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16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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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定物質(Selection of substances) 

物質流分析中，有許多方法可以用來選定欲分析的物質，其中較常用的

方法是根據物質流分析的目的或是分析的系統來選定物質。一般而言，可參

考法規所規範物質做為選定的依據，例如空污法規、材料標準等，對這些物

質，已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知識，另一方面也可以確定所選定的物質有受

到主管機關的重視。 
其次，在分析系統中影響程度較大的物質也會納入分析評估。例如選擇

對環境影響較大的物質進行分析，而評估的指標會以物質在環境中流量的

多寡或是單位物質對於環境衝擊強度的大小來選定，如營養鹽、非再生性資

源耗竭、再生資料耗用、有害物質對人體與生態系統之影響或具經濟價值之

戰略性物資等等。另外也應該要評估納入物質流分析的項目貨品是否夠齊

全，較可行的方法是將系統中輸入與輸出的物品項目分成固體、液體、氣體

三個物品組別，然後在各類別中選取含有該物質的之物品，至少應占該物質

於該組別的總流量 90%以上。另外所選的物品項目其目標物質的含量應大
於自然的含量，才會造成人類圈對環境圈的干擾， Brunner 與
Rechberger(2004) 計算目標物質在各物品含量與其在地殼岩層含量的比值，
若比值大於 10，則可選定為分析物品；若比值皆小於 10，則選取濃度較高
的分析。最後分析的結果亦須再次檢視，與一開始選擇的物品項目是否有一

致性，以及是否合理。 
第三，許多物質流分析的物質選定方法通常跟探討的問題本身有關，有

些問題涉及兩種以上的物質，例如針對歐洲家用物品的銅含量研究，其分析

的物質就是銅，如果議題是優養化，則氮與磷都應該納入分析。 
綜言之，物質流分析的物質選定最終依據主要仍是根據研究的範疇、目

的以及研究可分配之人力、預算、及資料的可及性來決定。從物質流分析的

經驗中，在人為或自然系統中受到關注且具有影響的物質僅有一小部分，大

致上以 N、P、Cl、Fe、F、Cu、Zn、Hg、Pb為較常見的化學元素14。 

(二) 決定空間與時間之系統邊界 (Determination of system boundaries) 

物質流的系統邊界通常由研究目的來決定，且通常會與國土範圍、都市

                                                      
14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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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主要係探討隨時間內的異常變動，需要較短的時間解析度，則較短的時

間區間較適合做為研究的範疇16。 

三、量化系統內目標物質之流量與存量 (Determination of flow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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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貨品、盤查計算濃度、平衡物質等。 

(一) 確認相關流量、存量或程序(Identification of relevant flow, stocks, and 
process) 

確認分析物質與系統邊界之後，首先應對於系統進行粗略的質量平衡，

透過文獻、報告或者向有關單位進行訪談，可取得所需物質的相關資料。在

這個步驟中，小於系統輸出流量 1%的物質可以忽略不計；然而流量較小的
物質對於系統的物質平衡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在後續詳細對於物

質流量調查分析的時候，應該再重新檢視被忽略掉的物質相較於整個系統

而言，是否確實可以被忽略不計。 

                                                      
15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16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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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需要納入的程序(process)會根據研究目的以及系統的複雜度而
決定。一般來說，各個程序可以被切開成子系統(subprocesses)，反之亦然，
幾個次程序也可以被合併成為單一程序（如圖 2.3）在很多的案例中，一個
系統若涵蓋了超過 15個程序，將會變得冗雜而不好分析（中技社，2013）。 

 
圖 2. 3 程序與子程序示意圖17 

 
下圖 2.4為單一程序物質流平衡圖，包括輸入(input)、輸出(output)及存

量(stock)。其平衡計算方式為輸入等於輸出加上存量。 

                                                      
17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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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製程程序中物質流示意圖及計算公式18 

(二) 計算質量流、存量和濃度(Determination of mass flows, stocks, and 
concentrations) 

物質流的資料通常會直接或間接地從資料庫或是量測中取得。地域、國

家或國際的機構，像是統計局、工業協會、專業社群或是消費者機構都是特

定資料很好的來源。這些資料通常包含生產、消費和貨物商品銷售等資訊。

而國際環保機構則有收集廢棄物流、污染物排放、空氣土壤與水中的物質濃

度等資料。另外，科學期刊上的文獻、書籍也都是很豐富的資料來源。資料

的收集、評估與處理是物質流分析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 
有一些物質流的數據是奠基於假設，或是在相似系統中交叉比對所得

來的，這類的資料可以稱作代理資料(proxy data)。「代理(proxies)」意味著這
些資料是了估計或推算實際資料而來的。以下舉個實際的例子：一項研究的

目標是要評估美國乘車所磨損輪胎中的鋅含量。在瑞典，Landner 和 
Lindestrom 評估一台車每年損失的鋅含量為 0.032kg。而美國車子鋅總量的
喪失可以以瑞典鋅含量喪失之值乘以美國現有的 1.4億輛乘用車，得出每年
約損失 4500噸之鋅。在此案例中，代理資料是瑞典一年一輛車損失 0.032kg
的鋅。在使用代理資料時，需要檢驗數據是否可以合理的轉移到另一個系統。 
物質流分析的貨物與物質濃度數據可以實際量測得出，而此部分的估

計會取決於物質流分析的財務資源。如果是一個較大的系統或是有較長的

時間範圍，這類型的評估可能會花費較多成本。因此，流量、存量和濃度偏

好於較小的系統內測量，如：廢棄物處理廠、一家公司、一座農場或單一家

                                                      
18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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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一般來說，各個程序可以被切開成子系統(subprocesses)，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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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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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這樣的研究需要密集與耗時的盤查計算流程。而僅管目前有針對物質流

分析盤查測量方式的改善研究，但幾乎很少系統中流入與流出的物質流平

衡的誤差可以小於總流量的 10%。原則上，流量和濃度也可以直接在較大的
系統中被測量，如地域或是整個河流流域。無論如何，我們需要去評估現有

的資料是否可以達到所需的數據準確度，是否需要額外搜集其他資料19。 

(三) 評估總物質流量和存量(Assessment of total material flows and stocks) 

產品中的元素總量(𝑋𝑋)̇ ，可以直接透過產品質量(𝑚𝑚)與元素在產品中的
濃度或含量(𝑐𝑐)計算得到。計算公式如下： 

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𝑚𝑚𝑖𝑖̇ × 𝑐𝑐𝑖𝑖𝑖𝑖 
其中 
i=1,……k， 指產品種類 
j=1,……n， 指在該物種產品中所含元素的種類 
若欲盤查的 n 種元素存在 k 種不同的產品中之流量，則可製成一個

n×k 的矩陣。上式之結果可由下表 2.1表示，其中 G代表產品，S 代表元
素。 

表 2. 1 物質流盤查表20 

 

 

 

 

 

 
欲達到物質平衡，除了上述進流及出流量之估算外，亦需考量物質之存

量(stock)。目前主要有兩個方式可以估算系統內的存量：第一，直接計算存
量的大小或是透過存量的體積與密度來計算系統中的總存量，此方法通常

應用於存量不隨時間變動的系統中(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0.01)；另外一種方法是
針對存量快速變動的系統(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0.05)，在這類系統中，存量的變

                                                      
19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20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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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透過輸入與輸出隨時間變化的差值(𝑡𝑡0-t)來計算，其中𝑡𝑡0時間的存量已
知，假設𝑚𝑚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與𝑚𝑚𝑜𝑜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和時間無關，利用下列公式可計算任何時間 t 的
存量(𝑚𝑚𝑠𝑠𝑖𝑖𝑜𝑜𝑠𝑠𝑠𝑠)。質量平衡的概念可應用於系統中所有程序及所有物質，造成
物質無法達到平衡的原因可能是某些物品的流量被忽略而沒有被納入系統，

或者是物質濃度的資料有誤。通常系統輸入與輸出的差值在 10%之內可被
視為合理的誤差21。 

 
四、結果與闡釋 

將物質流分析的結果做出適當的闡釋是最後一個重要的步驟。透過物

質流分析，可以瞭解主要物質的流量與流向、辨別主要環境排放源，同時找

出環境熱點。此外，亦可以分析物質流在環境與經濟上的成本效益，進行原

因探討與策略改善的擬定。研究最終的結果要以最簡練而易理解的方式呈

現出來。結果闡釋的目的是為了讓這些資料能夠清楚、好理解、可重複利用

並使其為可靠有價值的資訊。 
一般來說，做完物質流分析研究，主要會將結果呈現給兩類受眾：一為

物質流分析、生命週期及環境資源管理的技術專家，二為物質流分析的利益

相關人，利益相關人可能並不熟悉物質流分析，也不具備技術或科學背景，

但利益相關人通常更為重要，他們經常是決策者，可以決定政策或決策方向。

因此，物質流分析需要首先應以好理解的方式呈現，接者再整理出執行概要。 
如要撰寫技術性報告，以下有一些建議。第一頁包含摘要，其中不包含

任何技術術語，能讓一般公眾容易理解。接著，敘述研究的目標和目的，同

時整理相關知識，包括相關文獻回顧和先前研究。再接續的章節中，針對物

質流分析的整體流程給予完整說明：包括使用方法學、界定系統、資料取得、

評價以及不確定性的處理。其中，須明確說明所有資料來源，程序的可重複

性和透明度也相當重要。結果與討論則需同時呈現出具體數據結果與結論

說明。最後以一個總結完整扼要地說明整個研究，可以讓讀者快速地知道物

質流分析如何被執行完成。參考文獻則附在最後面，而為了要能夠重複執行
                                                      
21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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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這樣的研究需要密集與耗時的盤查計算流程。而僅管目前有針對物質流

分析盤查測量方式的改善研究，但幾乎很少系統中流入與流出的物質流平

衡的誤差可以小於總流量的 10%。原則上，流量和濃度也可以直接在較大的
系統中被測量，如地域或是整個河流流域。無論如何，我們需要去評估現有

的資料是否可以達到所需的數據準確度，是否需要額外搜集其他資料19。 

(三) 評估總物質流量和存量(Assessment of total material flows and stocks) 

產品中的元素總量(𝑋𝑋)̇ ，可以直接透過產品質量(𝑚𝑚)與元素在產品中的
濃度或含量(𝑐𝑐)計算得到。計算公式如下： 

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𝑚𝑚𝑖𝑖̇ × 𝑐𝑐𝑖𝑖𝑖𝑖 
其中 
i=1,……k， 指產品種類 
j=1,……n， 指在該物種產品中所含元素的種類 
若欲盤查的 n 種元素存在 k 種不同的產品中之流量，則可製成一個

n×k 的矩陣。上式之結果可由下表 2.1表示，其中 G代表產品，S 代表元
素。 

表 2. 1 物質流盤查表20 

 

 

 

 

 

 
欲達到物質平衡，除了上述進流及出流量之估算外，亦需考量物質之存

量(stock)。目前主要有兩個方式可以估算系統內的存量：第一，直接計算存
量的大小或是透過存量的體積與密度來計算系統中的總存量，此方法通常

應用於存量不隨時間變動的系統中(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0.01)；另外一種方法是
針對存量快速變動的系統(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𝑚𝑚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𝑠< 0.05)，在這類系統中，存量的變

                                                      
19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20 Paul H. Brunner and Helmut Rechberger (2004). Practical Handbook of Materi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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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透過輸入與輸出隨時間變化的差值(𝑡𝑡0-t)來計算，其中𝑡𝑡0時間的存量已
知，假設𝑚𝑚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 與𝑚𝑚𝑜𝑜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𝑖和時間無關，利用下列公式可計算任何時間 t 的
存量(𝑚𝑚𝑠𝑠𝑖𝑖𝑜𝑜𝑠𝑠𝑠𝑠)。質量平衡的概念可應用於系統中所有程序及所有物質，造成
物質無法達到平衡的原因可能是某些物品的流量被忽略而沒有被納入系統，

或者是物質濃度的資料有誤。通常系統輸入與輸出的差值在 10%之內可被
視為合理的誤差21。 

 
四、結果與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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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流分析，可以瞭解主要物質的流量與流向、辨別主要環境排放源，同時找

出環境熱點。此外，亦可以分析物質流在環境與經濟上的成本效益，進行原

因探討與策略改善的擬定。研究最終的結果要以最簡練而易理解的方式呈

現出來。結果闡釋的目的是為了讓這些資料能夠清楚、好理解、可重複利用

並使其為可靠有價值的資訊。 
一般來說，做完物質流分析研究，主要會將結果呈現給兩類受眾：一為

物質流分析、生命週期及環境資源管理的技術專家，二為物質流分析的利益

相關人，利益相關人可能並不熟悉物質流分析，也不具備技術或科學背景，

但利益相關人通常更為重要，他們經常是決策者，可以決定政策或決策方向。

因此，物質流分析需要首先應以好理解的方式呈現，接者再整理出執行概要。 
如要撰寫技術性報告，以下有一些建議。第一頁包含摘要，其中不包含

任何技術術語，能讓一般公眾容易理解。接著，敘述研究的目標和目的，同

時整理相關知識，包括相關文獻回顧和先前研究。再接續的章節中，針對物

質流分析的整體流程給予完整說明：包括使用方法學、界定系統、資料取得、

評價以及不確定性的處理。其中，須明確說明所有資料來源，程序的可重複

性和透明度也相當重要。結果與討論則需同時呈現出具體數據結果與結論

說明。最後以一個總結完整扼要地說明整個研究，可以讓讀者快速地知道物

質流分析如何被執行完成。參考文獻則附在最後面，而為了要能夠重複執行
                                                      
21中技社. (2013) 永續資源管理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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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分析，在最後可以附上相關的數據表、附件、資料庫等等。 
若希望將分析結果效益最大化，運用圖表視覺化是很好的呈現方式。最

常見的方式為繪製流程圖(flowchart)，流程圖涵蓋了所有程序、存量和流量，
每一項都需要命名並量化。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知道各流量的重要性，流量的

寬度會根據實際物質量的比例來決定（意即物質量越大流量寬度越大）。這

類型的圖示方式，也被稱為 Sankey圖，是用來呈現物質、能源和金錢流。
Sankey 圖需要確定系統邊界以及流量和存量的單位。該圖也在系統邊界上
方顯示總輸入和輸出量，以及總存量變化等數值。這個方法讓讀者在觀看結

果時，可以確認系統中的物質是累積或是消耗，同時知道其來源、流向、存

量等資訊。 

2.3 物質流分析於循環經濟的應用 

物質流分析為環境管理領域中常用之分析工具。近年來，循環經濟的概

念日益蓬勃且受到矚目，各國政府都將循環經濟納入國家政策中，作為社會

轉型的重要目標；而許多企業與公司為達永續經營的目的，也紛紛投入循環

經濟的策略研究與路徑轉型。而物質流分析在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常

常作為前期的分析的工具。以下分別整理出在三種尺度下（國家層級、都市

產業層級、企業層級），物質流工具應用於循環經濟上之具體案例，最後再

總結物質流分析對於循環經濟之助益與功能。 

一、國家層級：應用物質流分析於循環經濟轉型路徑中 

近年來，隨著循環經濟的概念快速發展，各國政府紛紛提出國家轉型至

循環經濟社會的政策。例如，歐盟於 2015年提出「朝向循環經濟行動方案」
(EU Action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中國於 2015年提出「十三五計
劃」，其中循環經濟為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日本於 2017年對其早期之「循
環型社會」政策提出檢討，其中強化循環圈及實施循環經濟的相關計畫皆被

列為重點；而台灣政府亦提出之「產業五加二」政策，循環經濟即為發展目

標之一。可見循環經濟的概念在國際上紛紛被納入政策規劃中。  
在各國研擬轉型至循環經濟型態的過程，物質流分析工具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物質流分析有助於分析當前國家重要物質的流向與循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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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有哪些資源未被妥善利用、有哪些可回收材料被耗損丟棄了、以及現

有的物料存貨量為多少等等的關鍵資訊。 
以下以歐盟之循環經政策作為案例。 
歐盟委員會於 2018 年提出循環經濟套裝方案 (Circular Economy 

Package)，此方案是為了使 2015 年所提出之循環經濟行動方案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在這份套裝方案中，其一政策方案為「建構轉型至循環經濟的監測

架構」(A Monitoring Framework on progress 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22，在

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到物質流分析被用來作為監測與轉型至循環經濟的工

具之一。 
此份報告指出，在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中，監控關鍵趨勢(trend)和型

態(pattern)是用來釐清循環經濟中眾多因素如何相互影響的重要關鍵。這可
以幫助我們辨識有助於成功轉型的關鍵因子，並評估當前的方案或行動是

否需要加強改良。此報告中所提出之監測架構(monitoring framework)主要可
以分成兩個部分：其一為監測當前經濟體物質流動的情況，其二為使用一系

列能夠評估出循環經濟核心概念的指標作為判斷依據。 

(一) 監測當前經濟體之物質流 

要看一個經濟體是否朝向循環經濟發展，可以從觀測流入及流出此經

濟體之物質得知，而這就需要用到物質流分析作為工具進行盤查。下圖為經

盤查後所得之歐盟 2014年物質流圖。 
從圖 2.5中可以看到，此盤查主要將物質分成四大類：非金屬礦物、金

屬礦物、石化能源燃料以及生質物燃料，此圖顯示此四大類物料從其開採至

最終成為廢棄物的完整流向。 

                                                      
22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On a monitoring framework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COM(2018) 29.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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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分析，在最後可以附上相關的數據表、附件、資料庫等等。 
若希望將分析結果效益最大化，運用圖表視覺化是很好的呈現方式。最

常見的方式為繪製流程圖(flowchart)，流程圖涵蓋了所有程序、存量和流量，
每一項都需要命名並量化。為了讓讀者更容易知道各流量的重要性，流量的

寬度會根據實際物質量的比例來決定（意即物質量越大流量寬度越大）。這

類型的圖示方式，也被稱為 Sankey圖，是用來呈現物質、能源和金錢流。
Sankey 圖需要確定系統邊界以及流量和存量的單位。該圖也在系統邊界上
方顯示總輸入和輸出量，以及總存量變化等數值。這個方法讓讀者在觀看結

果時，可以確認系統中的物質是累積或是消耗，同時知道其來源、流向、存

量等資訊。 

2.3 物質流分析於循環經濟的應用 

物質流分析為環境管理領域中常用之分析工具。近年來，循環經濟的概

念日益蓬勃且受到矚目，各國政府都將循環經濟納入國家政策中，作為社會

轉型的重要目標；而許多企業與公司為達永續經營的目的，也紛紛投入循環

經濟的策略研究與路徑轉型。而物質流分析在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常

常作為前期的分析的工具。以下分別整理出在三種尺度下（國家層級、都市

產業層級、企業層級），物質流工具應用於循環經濟上之具體案例，最後再

總結物質流分析對於循環經濟之助益與功能。 

一、國家層級：應用物質流分析於循環經濟轉型路徑中 

近年來，隨著循環經濟的概念快速發展，各國政府紛紛提出國家轉型至

循環經濟社會的政策。例如，歐盟於 2015年提出「朝向循環經濟行動方案」
(EU Action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中國於 2015年提出「十三五計
劃」，其中循環經濟為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日本於 2017年對其早期之「循
環型社會」政策提出檢討，其中強化循環圈及實施循環經濟的相關計畫皆被

列為重點；而台灣政府亦提出之「產業五加二」政策，循環經濟即為發展目

標之一。可見循環經濟的概念在國際上紛紛被納入政策規劃中。  
在各國研擬轉型至循環經濟型態的過程，物質流分析工具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物質流分析有助於分析當前國家重要物質的流向與循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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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有哪些資源未被妥善利用、有哪些可回收材料被耗損丟棄了、以及現

有的物料存貨量為多少等等的關鍵資訊。 
以下以歐盟之循環經政策作為案例。 
歐盟委員會於 2018 年提出循環經濟套裝方案 (Circular Economy 

Package)，此方案是為了使 2015 年所提出之循環經濟行動方案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在這份套裝方案中，其一政策方案為「建構轉型至循環經濟的監測

架構」(A Monitoring Framework on progress 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22，在

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到物質流分析被用來作為監測與轉型至循環經濟的工

具之一。 
此份報告指出，在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中，監控關鍵趨勢(trend)和型

態(pattern)是用來釐清循環經濟中眾多因素如何相互影響的重要關鍵。這可
以幫助我們辨識有助於成功轉型的關鍵因子，並評估當前的方案或行動是

否需要加強改良。此報告中所提出之監測架構(monitoring framework)主要可
以分成兩個部分：其一為監測當前經濟體物質流動的情況，其二為使用一系

列能夠評估出循環經濟核心概念的指標作為判斷依據。 

(一) 監測當前經濟體之物質流 

要看一個經濟體是否朝向循環經濟發展，可以從觀測流入及流出此經

濟體之物質得知，而這就需要用到物質流分析作為工具進行盤查。下圖為經

盤查後所得之歐盟 2014年物質流圖。 
從圖 2.5中可以看到，此盤查主要將物質分成四大類：非金屬礦物、金

屬礦物、石化能源燃料以及生質物燃料，此圖顯示此四大類物料從其開採至

最終成為廢棄物的完整流向。 

                                                      
22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On a monitoring framework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COM(2018) 29.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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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2014年歐盟物質流圖23 

從流入端可以看到，每年進入歐盟各成員國的物料總共有 80億噸，其
中有 15億噸來自進口，58億噸來自國內開採，而僅有 6億噸物料是來自回
收。而從流出端來看，每年所生成之 22億噸廢棄物中，只有 6億噸進入回
收再利用系統，這代表其餘的約 15億噸廢棄物料完全無法再產生價值。從
這張圖可以看到，在增加物料回收作為二次物料再使用這個部分有很大的

改善與進步的潛力。 
透過物質流盤查，可以清楚綜觀當前經濟體的物質流向，並從中找出轉

型至循環經濟的潛力與空間。 

(二) 監測架構中評估循環經濟的系列指標 

歐盟委員會在監測架構中建立了 10個指標，這些指標是奠基於現存的
資源效率指標(Resource Efficiency Scoreboard)與原物料指標(Raw Material 
Scoreboard)再加以改良而成。這 10個指標建立的目的是為了觀測經濟體是
否朝向循環經濟發展，而物質流的盤查階段在指標計算上至關重要，因為每

                                                      
2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On a monitoring framework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COM(2018) 29.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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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指標會涵蓋不同的參數，例如：廢棄物總量、物料進出口量、產品生產

量、回收物料量等等，物質流盤查能夠提供監測指標完整的資料來源以供計

算與後續的評估。 
而此監測架構為了評估經濟體是否轉向循環經濟，這一系列指標根據

循環經濟行動方案(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主要從四個面向進行評
估，此四個面向分別為：生產和消費、廢棄物管理、二次物料以及競爭和創

新。 

 
圖 2. 6 歐盟循環經濟監測架構指標24 

表 2.2為為歐盟監測架構中的 10個指標之說明。 
1. 生產和消費階段涵蓋 4個指標：原物料自給自足、綠色採購、廢棄物
產生及食物浪費。生產和消費階段對於轉向循環經濟來說是至關重

要的，家戶及經濟部門需要減少所產生的廢棄物量，長期而言，這將

會提升歐盟的原物料自給率。 
2. 廢棄物管理階段涵蓋 2個指標：回收率以及特定廢棄物流。提升回收
率是轉向循環經濟的一種方式，這部分的指標主要關注於廢棄物是

                                                      
2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On a monitoring framework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COM(2018) 29.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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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夠循環回經濟系統持續創造價值。 
3. 二次物料涵蓋 2個指標：回收物料貢獻指標以及回收物料交易指標。
循環經濟為了要達到封閉循環，會希望物料或產品重新回到經濟體，

如此回收物料可以取代需要進行開採的原生自然資源，減少生產消

費時的環境足跡，同時提高未來物料供應的安全性。 
4. 競爭和創新涵蓋 2個指標：個人投資與工作總附加價值、回收與二次
物料創新專利指標。循環經濟有益於創造工作機會，同時能夠促進產

品再使用的工業技術提升與發展。 

表 2. 2 監測架構中之循環經濟指標 
指 標 名 稱 相 關 說 明 

生 產 和 消 費 

歐盟原物料自給自足指標 循環經濟需要解決供應鏈原物料之風險，特別
是關鍵物料之風險。 

綠色採購指標 公共採購占消費很大一部分，是能夠推動循環

經濟的施力點。 
廢棄物生成指標 循環經濟中，希望最小化廢棄物產生量。 

食物浪費指標 丟棄食物會產生負面的環境、氣候與經濟影

響。 
廢 棄 物 管 理 

整體回收率指標 增加回收率是轉型至循環經濟的一部分。 
特定廢棄物流回收率指標 此指標反映出回收關鍵廢棄物的進展。 

二 次 物 料 
回收料貢獻指標 在循環經濟中，二次物料常被用來做新產品。 

回收物料交易指標 交易可回收物料可以反應內部市場以及全球

參與循環經濟的重要性。 
競 爭 和 創 新 

個人投資與工作 
總附加價值指標 

此指標反映出循環經濟可以創造工作機會與

經濟成長。 

專利指標 循環經濟帶動之相關創新指標可以促進歐盟

的全球競爭力。 
*註：此系列指標更完整的說明與計算方式，請參考歐盟網站25 

 
此外，歐盟委員會另外提出了「關鍵物料與循環經濟的報告」(A Report 

                                                      
25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circular-economy/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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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26指出了關鍵的 27種物料，
同時評估關鍵物料的流向，以期利於循環經濟的發展。 
在這份報告中，歐盟委員會列出一份清單涵蓋 27種關鍵物料(Critical 

Raw Material, CRMs)，這些關鍵物料對於製造高科技產品或是促進創新至
關重要，27種物料之篩選，代表其對於技術進步及生活品質的提升為不可
或缺的資源，而同時這些物料面臨著經濟與供應上的風險。這份報告中，

除了應用物質流工具描繪出 27種關鍵物料的去向外，亦針對歐盟關鍵物
料之來源部門（礦業、掩埋場、電子電器設備、電池、自動部門、再生能

源、國防工業、化學肥料）與關鍵物料之間的關係做出分析與釐清。以下

以電池部門作為案例。 
根據電池的化學性質，在廢棄電池中的主要關鍵物料有銻(antimony)、

鈷(cobalt)、天然石墨(natural graphite)、銦(indium)和一些稀土元素。銻
(antimony)主要用於鉛酸電池，而因為近來電池新技術的開發，其使用量有
下降。而近年來，電池市場中鈷(cobalt)的含量相對上升，從 2005年全球鈷
用量的 25%上升的 2015年的 44%。而在天然石墨的部分，2010年約用了全
球含量的 10%在電池業上。在稀土元素中，約用了全球鑭(lanthanum)10%和
鈰(cerium) 6%於鎳氫電池上。如圖 2.7所示，可以清楚看到電池業所使用之
關鍵物料為何及其佔全球之比例。 

                                                      
26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Report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SWD(2018) 36.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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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7 2017歐盟關鍵物料評估：流入電池產品之關鍵物料27 

 

同時，報告中亦針對電池業所使用之主要關鍵物料：鈷(cobalt)及天然石
墨(natural graphite)，繪製出其簡化的 Sankey圖（如圖 2.8及圖 2.9），可以
看出關鍵物料在歐盟邊界內之流向狀況。 

 
 

 
 

                                                      
27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Report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SWD(2018) 36. European Commission. 

 

33 

 
圖 2. 8 歐盟邊界內電池產業主要材料鈷(Cobalt)之簡化 Sankey圖28 

 

                                                      
2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Report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SWD(2018) 36.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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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Report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SWD(2018) 36.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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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 歐盟邊界內電池產業主要材料鈷(Cobalt)之簡化 Sankey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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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歐盟邊界內電池產業主要材料天然石墨(Natural graphite)之簡化

Sankey圖29 

從上述歐盟轉向循環經濟所提出之兩份報告可以知道，物質流分析工

具可以幫助政府分析當前經濟體物料流動的狀況，同時可以為循環經濟監

測指標提供盤查數據，用以監測與評估社會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潛力，另外亦

可針對關鍵物料進行評估，同時促成更多新的政策與行動之制定。 
 

二、都市、產業層級：應用物質流分析於循環經濟轉型路徑中 

而在都市與產業層級，推動循環經濟時更關注於產業與產業間物料的

交換與流動，因此，物質流分析亦成為推動循環經濟的重要工具。以下分別

舉出兩個案例，其一為都市中產業與產業間朝向循環經濟設計的案例，另一

則為單一產業（紡織業）物質流運用的案例。 
 

                                                      
29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Report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SWD(2018) 36.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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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層級的循環經濟設計（產業共生） 

都市代謝(Urban Metabolism, UM)近來作為用以推動都市邁向循環經濟
的方式，期待透過都市代謝，讓都市有更多循環經濟的設計。都市代謝的研

究是用來評估一座都市隨時間的發展，並看都市中物質流動是如何受到不

同因子的影響，這些因子包括：生活方式、經濟和政治情況以及自然狀況。

都市代謝能夠提供去評估不同政策的影響，同時給予政策發展設定優先順

序。而物質流分析工具為都市代謝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 
其中一個案例為瑞典哥德堡市的工業共生計畫，其運用都市與地區性

的物質流分析作為工具30。 此計劃主要為了評估哥德堡市具潛力的二氧化
碳再使用狀況。這項計劃的主要要達成之目的有以下幾點：(1) 量化並確定
固定二氧化碳來源的位置 (2) 評估和識別含二氧化碳的煙道氣 (3) 量化目
前二氧化氮的使用 (4) 找出二氧化碳再使用的新機會 (5) 優先考量在當地
具有較大潛力的技術 (6) 確定二氧化碳可交換的群聚 (7) 找出遺漏的可能
機會。 
另一項研究是位於哥德堡市的東北地區，研究主要關注於農場活動的

循環度。其中，主要四個產品供應鏈的利益關係人已經和製造商、運送商和

消費者建立起地圖與連結。有五項資源被認定具有很大共享與循環的潛力

（此五項資源會關聯到六位利益關係人）。另一項在瑞典 Sotenäs 市的產業
共生計畫目前亦在運作，這項計畫讓建立起整個供應鏈的連結，提供有價值

的資訊給所有產業共生中分配和消費的利益相關人，此外，也讓其中的二氧

化碳可以更好的被保存。 
從以上的幾個案例可以得知，物質流工具在都市代謝研究以及都市轉

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可以帶來以下的效果與助益： 
1. 量化產品或材料的資源流向，而資源流向是作為循環經濟設計

(Circular Economy Design)的重要因素。 
2. 觀測不同經濟部門的分配流，包含特定的工業和其他使用者皆涵蓋
在內。如此可以很好辨識資源流的責任歸屬，同時資源流能夠轉向循

環經濟的貢獻者。除此之外，來自不同單位的流向可以被配對與連接，

                                                      
30 Kalmykova, Y., & Rosado, L. (2015). Urban metabolism as framework for circular economy 
design for citi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Resources Foru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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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9 歐盟邊界內電池產業主要材料天然石墨(Natural graphite)之簡化

Sankey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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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Report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SWD(2018) 36.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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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都市層級的循環經濟設計（產業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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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Kalmykova, Y., & Rosado, L. (2015). Urban metabolism as framework for circula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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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資源的循環度。 
3. 透過生命週期的觀點整體瞭解環境衝擊，此可以達成多目標的決策。 
4. 辨識出資源流向最重要的驅動因子。 
5. 對資源流向的趨勢進行分析。 
6. 用以評估循環經濟實施的效果，例如：透過計算特定部門或產業的
資源生產力指標（國內資源消耗/國民生產毛額），得知整體資源使用
的狀況。 

(二) 單一產業朝向循環經濟發展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EMF)在 2017年發表
之報告書「紡織業新經濟：重新設計未來的時尚」(A New Textiles Economy: 
Redesigning Fashion’s Future)中，使用物質流方法分析 2015年全球紡織業的
成衣流向，如圖 2.10。 

 
圖 2. 10 2015年全球紡織產業之物質流向31 

根據 EMF的分析，全球成衣製造業約投入 5300萬噸的纖維製造成衣，
其中 97%是來自原生物料（塑膠、棉花與其他），僅有約 3%是來自於再生
料，其中 2%是來自其他產業會收再利用廢棄物所得之物料，不到 1%是來
自紡織業本身封閉循環所得之再使用原料。而在整個製程中，有 12%的物料

                                                      
31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7) A new textiles economy: redesigning fashion’s futur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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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造中損失，而高達 73%的消費後紡織品(post-consumer)進入了掩埋場和
焚化廠，另外有 1%（約 50萬噸）成為塑膠纖維(plastic microfibers)釋放到
海洋中造成海洋污染。在回收部分，有 2%是回收處理廢衣過程中所造成的
損失，另外有 12%的紡織廢棄物進行降級回收，如：降級成為隔熱材料或抹
布等，而這些降級材料會進入其他產業中，不會真正回到紡織成衣業。據評

估，具有回收潛力的消費後紡織品沒有進入封閉循環系統中，會造成每年損

失超過 1000億美金。 
綜合上述，可以歸納得知，物質流分析可以作為都市產業共生或單一產

業朝向循環經濟發展的路徑中重要的分析工具。其具體量化出資源流向，除

了可以瞭解當前回收、封閉循環等現況外，更有助於產業提前提出更好的循

環經濟設計，同時辨識出重要的驅動因子與未來趨勢，對於朝向循環經濟發

展具有前期監測規劃之助益。 

三、企業層級：應用物質流分析於循環經濟轉型路徑中 

在企業層級，物質流分析亦是企業朝向循環經濟、永續發展的重要分析

工具之一。而因為企業及公司本身除了關注永續經營外，也會考量經營的成

本與利潤，因此結合成本之物質流成本會計(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常作為當前企業的管理分析工具。 
物質流成本會計主要是結合物質流(Material Flow)與成本(Cost)的數據，

清楚描繪企業製程中的物理流向/量及成本流向，讓企業能夠兼顧企業發展、
資源效率與生態環境三個面向，透過物質流讓企業掌握原物料、能源的流向，

同時透明化製程中企業容易忽略的原物料損失、與物料處理之成本。 
其中，須追溯的成本共有四類：材料成本、能源成本、系統成本及廢棄

物處理成本。材料成本包括製程過中所需的主要原料、二次物料及添加輔助

材料之成本；能源成本為電力及燃料成本；系統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設備折

舊等；廢棄物成本包括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之處理成本。與一般會計最

大的差別為，即便在傳統會計裡可知道有物質損失，但卻無法被清楚地分開

揭露，亦無法突顯物質損失的金額。然而物質流會計成本因為區分出個別物

質與其金錢流，能夠使企業容易追溯物質損失的源頭並進行評估管理。如日

本 Canon 企業針對相機產品進行物質流成本會計分析，從建立的成本流圖
中發現約三分之二的材料損失成本主要在磨碎階段(grinding processes)，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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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損失成本主要是由處理材料的污泥成本及處理廢水的成本占大宗。若

要降低污泥之成本，其提出可以透過使用與供應商合作之另一種型態的鏡

片，以降低處理成本，詳細計算方式可參閱第四章。 
物質流成本會計能夠有效直指企業及公司製程中物料損失之階段，並

明顯呈現其所損失之金錢價值，有助於企業找出效率不良或成本過大之生

產階段，進行設備程序的優化，或尋找有助於降低環境與經濟成本之替代方

案。而在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中，物料的使用效率、生態效率、以及

產品價值皆須被納入考量，因此，此工具是十分有效且有利的企業環境管理

工具。 
物質流分析對於國家層級、都市層級或企業層級在轉型循環經濟的路

徑上，皆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工具。物質流分析應用於循環經濟包括以下幾

點功能： 
1. 盤查瞭解欲觀察目標（如：國家整體資源、單一產業、公司等）之資
源物質整體流向，瞭解系統狀況，以便找出關鍵因素並規劃轉型路徑。 

2. 透過物質流向圖，可找出目標系統內資源物質損耗的關鍵位置。物
質耗損嚴重的位置，亦是能夠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關鍵熱點，決策者可

針對此熱點規劃實施相關管理手段與策略（如：優化製程、訂定替代

方案），  
3. 透過物質流圖，能清楚辨識出資源流的源頭，以及其歸屬的單位或
部門。此有助於俯視系統全局，用以連接相關部門以其最大化資源再

利用率（如某部門之廢棄物可成為另一部門之原物料），增加資源循

環度。 
4. 辨識出驅動物質資源流向的驅動因子，以從循環經濟設計階段著手，
改善整體資源使用情況。 

5. 物質流分析之盤查，可作為評估循環經濟指標之資料來源，用以評
估標的系統當前的循環利用度 

6. 改良之物質流分析，如：物質流成本會計分析，可幫助企業評估其
物質流向與經濟價值，以期朝向循環經濟發展。 

物質流分析亦可結合其他工具，例如生命週期評估等，共同作為轉型至

循環經濟之管理分析方法。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二冊 循環經濟評估工具技術



 

38 

材料損失成本主要是由處理材料的污泥成本及處理廢水的成本占大宗。若

要降低污泥之成本，其提出可以透過使用與供應商合作之另一種型態的鏡

片，以降低處理成本，詳細計算方式可參閱第四章。 
物質流成本會計能夠有效直指企業及公司製程中物料損失之階段，並

明顯呈現其所損失之金錢價值，有助於企業找出效率不良或成本過大之生

產階段，進行設備程序的優化，或尋找有助於降低環境與經濟成本之替代方

案。而在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過程中，物料的使用效率、生態效率、以及

產品價值皆須被納入考量，因此，此工具是十分有效且有利的企業環境管理

工具。 
物質流分析對於國家層級、都市層級或企業層級在轉型循環經濟的路

徑上，皆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工具。物質流分析應用於循環經濟包括以下幾

點功能： 
1. 盤查瞭解欲觀察目標（如：國家整體資源、單一產業、公司等）之資
源物質整體流向，瞭解系統狀況，以便找出關鍵因素並規劃轉型路徑。 

2. 透過物質流向圖，可找出目標系統內資源物質損耗的關鍵位置。物
質耗損嚴重的位置，亦是能夠轉型至循環經濟的關鍵熱點，決策者可

針對此熱點規劃實施相關管理手段與策略（如：優化製程、訂定替代

方案），  
3. 透過物質流圖，能清楚辨識出資源流的源頭，以及其歸屬的單位或
部門。此有助於俯視系統全局，用以連接相關部門以其最大化資源再

利用率（如某部門之廢棄物可成為另一部門之原物料），增加資源循

環度。 
4. 辨識出驅動物質資源流向的驅動因子，以從循環經濟設計階段著手，
改善整體資源使用情況。 

5. 物質流分析之盤查，可作為評估循環經濟指標之資料來源，用以評
估標的系統當前的循環利用度 

6. 改良之物質流分析，如：物質流成本會計分析，可幫助企業評估其
物質流向與經濟價值，以期朝向循環經濟發展。 
物質流分析亦可結合其他工具，例如生命週期評估等，共同作為轉型至

循環經濟之管理分析方法。 

第三章  
生命週期評估



 

39 

第三章 生命週期評估 

3.1 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原理 

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是一個客觀的過程，用以評估
產品、製程、活動或者政策的相關環境負荷，透過確認及量化所使用的能源、

物質與環境排放，並且評估與執行可增進環境改善的機會。此評估包括產品、

製程、活動或者政策的整個生命週期，從開採、提煉、與處理原始材料；製

造、運輸與分配；使用/再使用/維護、回收、與最終處置於各階段之環境影
響（圖 3.1）。 

 
圖 3. 1 產品生命週期之質能流動圖32 

物質流和風險評估等其他評估工具雖可協助量化產品、製程、活動或者

政策對人類與環境之影響，然而仍舊無法考慮到從前處理、運送施工、使用，

到最終處置各階段對環境之影響。由產品的生命週期來看，原料取得、產品

製造、消費、循環利用與最終棄置過程中，能資源的投入與相關污染物的產

生，都是後續追蹤和盤查的重點。 
為量化連貫性污染源之危害，多數評估皆以生命週期評估其環境危害，

除了完整考慮評估標的物之整體生命週期外，其評估衝擊項目多樣，足以解

決各單位關心的各類環境衝擊，亦為現階段常見之政策環境評估工具。 

                                                      
32 Curran, M. A. (1996). Environmental Life-cycle Assessment. McGraw-Hill Press,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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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評估開始於 1960年，起初應用於原物料與資能源耗用的估算。
首次發表於 1963年World Energy Conference，由 Harold Smith估算產品等
能源需求量。爾後，較著名的應用為可口可樂公司於 1969年，比較美國境
內瓶罐材料之資源耗用及來自製程與能源煉製的污染釋放。此後，美國與歐

洲境內各國亦跟進，比較各公司產品之生命週期盤查33。生命週期評估的起

源與污染防治及能源需求有關，當時主要是企業界用來評估或改善其產品、

製程或活動對環境產生污染和耗能負荷的方法。 
至 1970 初，全球性模式被納入生命週期評估中34 35，用於預算因人口

變動之原物料與資能源耗用變化量。同期，生命週期評估廣泛應用於能源分

析，美國等國家因應石油危機之能源替代方案，如生質酒精等以生命週期為

基礎之淨能源效益36 37。1970年代，美國以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file 
Analysis (REPA)分析產品製程之資能源耗用與污染物釋放，而在歐洲則稱為
Ecobalance。大眾關注也激勵了各產業對自家公司的資訊盤查與資訊更新。
1970-1975 年，近 15 個 REPA 進行分析，而相關指引與標準方法也因應發
展(USEPA, 2006)，更進一步提供作為政策與決策之基礎38 39。此類評估方法

進階應用於評估石油耗竭、毒物管理與廢棄物管理等(USEPA, 2006)，且透
過環境衝擊類別量化各應用管理。 
現階段常用的生命週期評估方法是於 1990年發展地更為完整。1991年，

美國環境毒理及化學協會 (Th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SETAC)發表的“A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Life Cycle Assessments”
為首次國際生命週期評估標準化，且進一步量化物質流與能源流結果，將生

命週期評估技術從資源保育及能源耗損的評估，引用到全面污染預防的方

                                                      
33 U.S. EPA. (2006). Life Cycle Assess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34 Meadows, D.H.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Universe Book. 
35 Goldsmith, E. and Allen, R. (1972).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 
36 Chambers, R., Herendeen, R., Joyce, J. and Penner, P. (1979) Gasohol: Does it or doesn’t it 
produce positive. Net Energy Science, Vol.206, pp.790 – 795. 
37 Lewis, C. (1980). Energy Considerations of Biofuels Production. Biochemical and 
Photosynthetic Aspects of Energy Production. Academic Press. 
38 Gaines, L. (1981). Energy and Materials Use in the Production and Recycling of Consumer 
Goods Packaging.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U.S.A.. 
39 Lundholm, M. P. and Sundstrom, G. (1985).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etra Brik 
Carton and Refillable and Non-Refillable Glass Bottles. Tetra Brik Aseptic Environmental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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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逐漸將生命週期評估推向綜合型之決策分析工具。SETAC 將生命週期
評估定義為：生命週期評估是一個衡量產品生產或人類活動所伴隨之環境

負荷的工具，不僅要知道整個生產過程的能源、原料及排放量所造成的影響

予以評估，並提出改善的機會和方法40。 
至 1990 後期，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將生命週期評估納入 ISO14000環境管理標準，以 ISO14040
附屬於其中。其內容強化了 SETAC提供之架構內容41 。ISO 14040和 ISO 
14044對生命週期評估之定義為：產品生命週期評估是研究一個產品在其生
命過程中，從原料的取得，到製造、使用和棄置等階段之環境衝擊。 
自 1990年至 2000年初期，鑑於生命週期評估的可比較性、多樣衝擊量

化以及生命週期思考（程序鏈結與間接衝擊，如能源），因此此方法常見於

政策環境評估中，用以量化各政策方案之環境衝擊與效益。各國也已陸續將

此應用徹底施行，如 2003年，Finnveden等人認為生命週期評估可應用於能
源政策環評中42；而 2009 年澳洲政府利用生命週期評估量化澳洲的農業發
展進行環境衝擊43；同年，英國政府亦利用生命週期規劃零廢棄之廢棄物管

理相關政策44 。其應用之所以被廣為接納，其主要原因為生命週期評估為系
統性且整合型評估方法。與目標相比較，政策環境評估中，生命週期評估為

建議工具之一45 。 
2010 年，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發布 ILCD handbook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中修正 ISO提供之生命週期
評估架構，用生命週期評估產品、政策、系統三大類；就產品評估中，生態

設計、環保標章與碳足跡等皆應用生命週期評估加以量化各產品對環境之

友善程度，提供給消費者作為購買的依據，更提供企業做為產品發展、改善

                                                      
40 SETAC. (1991). A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41 Azapagic, A. (1999). Life Cycle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rocess Selection. Design 
and Optimization.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Vol.73, pp.1 – 21. 
42 Finnveden, G., Nilsson, M., Johansson, J., Persson, A., Moberg, A., Carlsson, T. (2003).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applications within the energy sect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3, 91-123. 
43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09). Life Cycle Assessments: A useful tool for Australian 
agriculture. Rural Indust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44 Sound Resource Management Group, Inc. (2009). Environment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Waste Management Strategies with a Zero Waste Objective. 
45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6). Applying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DAC Guideline and Reference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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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銷的參考；就政策而言，預測及分析各政策方案執行時可能帶來之環境

衝擊與環境效益，甚至估算間接排放或抵扣之環境承載量，常見用於資能源

政策、環境管理策略等之政策規劃與公眾政策決策；而系統方面，常針對能

源系統或是綠色供應鏈等進行評估，藉以比較系統內部分單元變化所造成

之環境衝擊與效益差異46 。ILCD handbook於 2010年發布一系列指導文件，
包含生命週期評估的一般準則指引、生命週期盤查資料指引、生命週期衝擊

評估指引（現有生命週期衝擊評估方法學分析、生命週期衝擊評估模型和指

標的架構與要求）以及生命週期評估審查指引等文件。於 2012年，ILCD發
布一份參考報告，作為前述系列文件的總覽，為各文件的關聯性、相關文獻

和工具提供指引47。 

3.2 生命週期評估實施步驟 

1990 年 8 月，美國環境毒理與化學學會(SETAC)開始發展生命週期評
估技術，架構儼然成形，並成為 ISO14040之前身。在 ISO14040的規範中，
生命週期評估架構，包括四個步驟：目標與範疇界定 (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生命週期盤查分析(LCI)、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CIA)及闡釋
(interpretation)，如圖 3.2所示。 

                                                      
46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0a). General Guide Life Cycle 
Assessment-Detailed guidance. European Commission. 
47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2). The ILCD Handbook JRC 
Reference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43 

 
圖 3. 2 生命週期評估架構 

「目標與範疇界定」主要是將評估之目的及範圍加以釐清並予以定義，

使評估結果得以與預期之應用目標一致。包括系統邊界與其詳細程度，視作

業主題與其預期用途而定。生命週期評估作業的深度與廣度，視一特定評估

之目的而有顯著的差異。而「生命週期盤查分析」為生命週期評估的第二階

段，係關於作業的系統投入／產出數據之一項盤查清單，包含為符合所界定

的作業目的必要之數據蒐集，加以彙整與量化之階段。此階段涵蓋資料蒐集

與計算程式，將產品的相關投入與產出量化，包括資源使用及其與系統相關

的空氣、水體、土地之污染排放。「生命週期衝擊評估」為生命週期評估的

第三階段，生命週期衝擊評估之目的為提供附加的資訊，以協助評估產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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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整合盤查分析及衝擊評估等結果，以提供選用污染性較低之物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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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流程改善、或提升產品設計等生產決策之參考。生命週期評估架構的四個

步驟將在下面進行更詳細的敘述。 

一、目標與範疇界定階段 

確定評估目標是生命週期評估作業中首要的評估工作，需詳述研究的

源由及預期目標，透過評估源由與相關利害關係人，作為方案比較的基礎。

此階段亦需明列因評估目的而發生的限制，如衝擊項目限制、衝擊方法限制

與情境設定限制。 
不同的研究系統與範疇界定，可能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且不同產品

的生命週期系統之間的差異也相當大，因此與一開始必須先將研究的目標

與範疇給予清楚的界定，釐清生命週期評估結果之使用對象或訴求對象，並

注意要求其界定之目標與範疇應與預期結果之應用一致。 
為使評估結果與預期應用一致，需針對評估的目標及範疇加以定義。此

階段需考量：研究的系統、系統的功能、系統界限、功能單位、數據品質要

求、進行衝擊評估所使用的型態與評估範圍、假設條件、研究限制等。 
其中最基本要項是功能單位(functional unit)的訂定。上述多重工作中，

易由於各程序間分析與盤查資料尺度上的差異，造成整合程序評估的困難，

為使程序間流量估算單位一致，功能單位的設定因而因應而生(ILCD, 2010a)。
所謂的功能單位，通常是系統最後產出的實用單位，並且方便將結果標準化

之參數，例如一公噸地下水量或一公尺自來水管線，甚至是所使用一千瓦的

電力等，均可作為功能單位，以方便比較各系統或各產品對環境的衝擊。在

定義了功能單位之後，系統中的各項環境負荷和污染排放的衝擊才能有計

算和加總的基礎，而且也能做為不同產品之間比較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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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盤查分析階段 

 
圖 3. 3 生命週期盤查分析的要素48 

將評估目標內投入與產出(input & output)的資源使用與污染排放加以量
化與彙整。包括數據收集與計算程序。這些投入與產出包括與系統相關的能

資源使用及對空氣、水體及土地的排放，構成生命週期衝擊評估的輸入項目。

圖 3.3顯示生產過程與投入產出之對應關係。將系統的相關投入與產出予以
量化，從各製程原料、能源需求及產生的產品、副產品、廢棄物等詳細紀錄

之，其收集資料之範圍依目的與範疇而定，並對盤查資料作闡釋；反覆進行

盤查分析，以求更加瞭解，隨著對數據之蒐集與對系統的進一步了解，判斷

出新資料的要求與限制，因而調整數據蒐集程序以符合作業之目的；同時，

新的議題亦可能被鑑識出來，必要時需改變或修正其目的或範圍。這些資料

包括共通性資料、公用資料及製程資料等，透過模式分析即可運算出有關原

料開採、製造與分配、運輸、使用／再利用、回收及廢棄處理等階段之環境

負荷。 
 

                                                      
48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999).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技術比較與量化方法整合. 國立中興大
學法商學院資源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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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並非所有生命週期評估皆能包含以上各階段的完整資料盤查，必

須視目的與範圍而定。除此之外，也需要有資料的不確定性說明，對於地方

性的議題，特別是風險、可能成本等方面更需注意。 

三、生命週期衝擊評估階段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階段是以生命週期盤查分析之結果，評估量化潛在

衝擊之程度與範圍。透過產品生命週期中盤查各階段的能資源投入，以及最

終的產出或涉及的輸出，彙整後的盤查資料仍然無法指出此一方案或系統

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所以必須經由合理的分析過程，以確定這些實質的或

潛在的衝擊。衝擊評估可作為評估目標改善的評估工具、進行方案系統比較，

對於制定改善步驟的優先順序亦有所助益。此階段將盤查資料與特定環境

衝擊加以連結，然後對衝擊項目予以特徵化，進而量化其污染排放、環境負

荷對環境的潛在衝擊值。其評估模式如下，Si為衝擊類別 i的衝擊分數，Ej

為排放強度，eij為排放因子。 
 

Si =∑(eij × Ej)
𝑛𝑛

𝑗𝑗=1
 

將盤查結果對應至各項衝擊類別之潛在衝擊值，以特徵化模式計算各

類指標，以評估標的物潛在環境衝擊的重大性。其詳細程度，受評估衝擊項

目的選擇與採用方法，須視研究的目標與範疇而定。包括以下要項，整理於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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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類別、類別指標及特徵化模式選擇

分類

特徵化

LCIA特性說明

規格化

群組化

權重化

數據品質分析

 
圖 3. 4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階段的要項 49  

1. 衝擊類別、類別指標及特徵化模式選擇：選擇衝擊類別、衝擊指標
及特徵化模式。此步驟在目標與範疇界定階段已完成。 

2. 分類：將盤查結果分派至各衝擊類別及保護領域。 
3. 特徵化：將各衝擊類別的盤查數據換算成共同單位的衝擊類別指標
結果。 

4. 規格化：特徵化之後得到的單項衝擊類別指標結果，依照不同衝擊

                                                      
49 ISO 14040. (2006).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強制性要項 

選擇性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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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的衝擊。衝擊評估可作為評估目標改善的評估工具、進行方案系統比較，

對於制定改善步驟的優先順序亦有所助益。此階段將盤查資料與特定環境

衝擊加以連結，然後對衝擊項目予以特徵化，進而量化其污染排放、環境負

荷對環境的潛在衝擊值。其評估模式如下，Si為衝擊類別 i的衝擊分數，Ej

為排放強度，eij為排放因子。 
 

Si =∑(eij × Ej)
𝑛𝑛

𝑗𝑗=1
 

將盤查結果對應至各項衝擊類別之潛在衝擊值，以特徵化模式計算各

類指標，以評估標的物潛在環境衝擊的重大性。其詳細程度，受評估衝擊項

目的選擇與採用方法，須視研究的目標與範疇而定。包括以下要項，整理於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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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類別、類別指標及特徵化模式選擇

分類

特徵化

LCIA特性說明

規格化

群組化

權重化

數據品質分析

 
圖 3. 4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階段的要項 49  

1. 衝擊類別、類別指標及特徵化模式選擇：選擇衝擊類別、衝擊指標
及特徵化模式。此步驟在目標與範疇界定階段已完成。 

2. 分類：將盤查結果分派至各衝擊類別及保護領域。 
3. 特徵化：將各衝擊類別的盤查數據換算成共同單位的衝擊類別指標
結果。 

4. 規格化：特徵化之後得到的單項衝擊類別指標結果，依照不同衝擊

                                                      
49 ISO 14040. (2006).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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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給予權重，計算相對於參考資訊的大小。 
5. 群組化：以定性或半定量的方式進行衝擊類別的分選與排序。 
6. 權重化：將不同的環境議題整合成為一個綜合指數，可表示各衝擊
類別的重要性。 

7. 數據品質評估：以不確定性、敏感度分析等方法，提升評估結果的
可靠性。 

在確定環境衝擊類別之後，則應將盤查分析所得之資料重新指派和整

合，將相近之壓力因子(stressors)加以分類，壓力因子之概念主要乃藉由排放
量、排放潛值、預期的環境濃度和可能的曝露量等度量，將清單資料與盤查

結果和環境衝擊量化程序連結起來(SETAC, 1991)。 
在選定衝擊類別的分類方法之後，便是要將各壓力因子予以特徵化，特

徵化主要分析不同的壓力因子在各型態環境問題中之潛在衝擊，並量化成

相同的形式或是同單位的數量。而在特徵化的過程中，必須經過標準化

(normalization)的步驟以利加總，例如可將不同之溫室效應氣體之排放量轉
化為 CO2 之當量來表示，或是將不同之致癌化學物的排放量，用相對之致

癌風險值來代表。特徵化的方法可以應用在單一的衝擊類別之內，而無法用

在不同的衝擊類別之間，並且只能針對單一的排放介質進行，例如空氣、水、

土壤等介質。 
特徵化之結果主要為單一衝擊類別的值加總，但對於環境的整體衝擊

是每個衝擊類別的綜合結果，因此必須給予各類別環境衝擊相對的權重，以

得到整合性的衝擊指標，進而提供決策者較為完整的衝擊考量。不同的環境

衝擊類別之間彼此並沒有特定的連結，也不易利用市場價格作為比較的基

礎，目前較常用之方法如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衝擊分
析矩陣法(impact analysis matrix)、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等。上列
方法，都是針對人為主觀之價值判斷，在不違背理性邏輯思考的原則下，賦

予一相對價值的權重。當權重確定之後，則可以將此權重結合特徵化的結果，

得到綜合性的評價。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將盤查結果對應至各項衝擊類別，然後將衝擊項目

特徵化，以評估目標和方案的潛在環境衝擊，再進一步量化其環境負荷或污

染排放對環境的潛在衝擊值(ISO14040, 2006)。一開始是清楚界定欲評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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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類別及選用之衝擊指標，並將盤查結果分派至各衝擊類別當中，再將各

衝擊類別的盤查數據換算成共同單位的衝擊類別指標結果，即為特徵化的

步驟。特徵化之後得到的單項衝擊類別指標結果，依照不同衝擊類別給予權

重，計算相對於參考資訊的大小。最後將不同的環境議題整合成為一個綜合

指數，可表示各衝擊類別的重要性，做為衡量衝擊程度之分數值。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階段中，進階分析了功能單位所產生之危害。衝擊評

估方法的呈現多以衝擊類別，如 CML等解析評估目標物對環境之利害關係
50，或貨幣化，如 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EPS)。根據歐盟委員會
2010 年於 ILCD (ILCD, 2010b)彙整現在常見之衝擊評估方法與近期發展模
式，有如下 12種： 

1. CML 2002 51 
2. Eco-Indicator 99 52 
3. EDIP (1997-2003) 53 54 55 
4. EPS2000 56 57  

                                                      
50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0b). Analysis of exis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for use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51 Guinée, J.B., van den Bergh, J.C.J.M., Boelens, J., Fraanje, P.J., Huppes, G., Kandelaars, 
P.P.A.A.H., Lexmond, T.M., Moolennar, S.W., Olsthoorn, A.A., de Haes, H.A.U., Verkuijlen, E., 
van der Voet, E. (1999). Evaluation of Risks of Metal Flows and Accumulation i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30, pp. 47-65. 
52 Goedkoop and Spriensma. (2000). Eco-indicator 99, A damage oriented method for life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y report. 
53 Wenzel, H., Hauschild M.Z. and Alting, L. (1997).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products. Vol. 
1 - Methodology, tools and case studie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4 Hauschild, M.Z. and Wenzel, H. (1998).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products. Vol. 2 - 
Scientific backgrou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5 Hauschild, M. and Potting, J. (200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 
the EDIP2003 methodology. The Danish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56 Steen, B (1999a).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EPS).Version 2000-gener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CPM report.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7 Steen, B (1999b).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EPS). Version 2000-Models and data of the default method; CPM report.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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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給予權重，計算相對於參考資訊的大小。 
5. 群組化：以定性或半定量的方式進行衝擊類別的分選與排序。 
6. 權重化：將不同的環境議題整合成為一個綜合指數，可表示各衝擊
類別的重要性。 

7. 數據品質評估：以不確定性、敏感度分析等方法，提升評估結果的
可靠性。 
在確定環境衝擊類別之後，則應將盤查分析所得之資料重新指派和整

合，將相近之壓力因子(stressors)加以分類，壓力因子之概念主要乃藉由排放
量、排放潛值、預期的環境濃度和可能的曝露量等度量，將清單資料與盤查

結果和環境衝擊量化程序連結起來(SETAC, 1991)。 
在選定衝擊類別的分類方法之後，便是要將各壓力因子予以特徵化，特

徵化主要分析不同的壓力因子在各型態環境問題中之潛在衝擊，並量化成

相同的形式或是同單位的數量。而在特徵化的過程中，必須經過標準化

(normalization)的步驟以利加總，例如可將不同之溫室效應氣體之排放量轉
化為 CO2 之當量來表示，或是將不同之致癌化學物的排放量，用相對之致

癌風險值來代表。特徵化的方法可以應用在單一的衝擊類別之內，而無法用

在不同的衝擊類別之間，並且只能針對單一的排放介質進行，例如空氣、水、

土壤等介質。 
特徵化之結果主要為單一衝擊類別的值加總，但對於環境的整體衝擊

是每個衝擊類別的綜合結果，因此必須給予各類別環境衝擊相對的權重，以

得到整合性的衝擊指標，進而提供決策者較為完整的衝擊考量。不同的環境

衝擊類別之間彼此並沒有特定的連結，也不易利用市場價格作為比較的基

礎，目前較常用之方法如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衝擊分
析矩陣法(impact analysis matrix)、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等。上列
方法，都是針對人為主觀之價值判斷，在不違背理性邏輯思考的原則下，賦

予一相對價值的權重。當權重確定之後，則可以將此權重結合特徵化的結果，

得到綜合性的評價。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將盤查結果對應至各項衝擊類別，然後將衝擊項目

特徵化，以評估目標和方案的潛在環境衝擊，再進一步量化其環境負荷或污

染排放對環境的潛在衝擊值(ISO14040, 2006)。一開始是清楚界定欲評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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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類別及選用之衝擊指標，並將盤查結果分派至各衝擊類別當中，再將各

衝擊類別的盤查數據換算成共同單位的衝擊類別指標結果，即為特徵化的

步驟。特徵化之後得到的單項衝擊類別指標結果，依照不同衝擊類別給予權

重，計算相對於參考資訊的大小。最後將不同的環境議題整合成為一個綜合

指數，可表示各衝擊類別的重要性，做為衡量衝擊程度之分數值。 
生命週期衝擊評估階段中，進階分析了功能單位所產生之危害。衝擊評

估方法的呈現多以衝擊類別，如 CML等解析評估目標物對環境之利害關係
50，或貨幣化，如 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EPS)。根據歐盟委員會
2010 年於 ILCD (ILCD, 2010b)彙整現在常見之衝擊評估方法與近期發展模
式，有如下 12種： 

1. CML 2002 51 
2. Eco-Indicator 99 52 
3. EDIP (1997-2003) 53 54 55 
4. EPS2000 56 57  

                                                      
50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0b). Analysis of exis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for use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51 Guinée, J.B., van den Bergh, J.C.J.M., Boelens, J., Fraanje, P.J., Huppes, G., Kandelaars, 
P.P.A.A.H., Lexmond, T.M., Moolennar, S.W., Olsthoorn, A.A., de Haes, H.A.U., Verkuijlen, E., 
van der Voet, E. (1999). Evaluation of Risks of Metal Flows and Accumulation i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30, pp. 47-65. 
52 Goedkoop and Spriensma. (2000). Eco-indicator 99, A damage oriented method for life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y report. 
53 Wenzel, H., Hauschild M.Z. and Alting, L. (1997).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products. Vol. 
1 - Methodology, tools and case studie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4 Hauschild, M.Z. and Wenzel, H. (1998).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products. Vol. 2 - 
Scientific backgrou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5 Hauschild, M. and Potting, J. (200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 
the EDIP2003 methodology. The Danish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56 Steen, B (1999a).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EPS).Version 2000-gener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CPM report.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57 Steen, B (1999b).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iority strategie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EPS). Version 2000-Models and data of the default method; CPM report.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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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mpact 2002+ 58 59 60 
6. LIME  61 62  
7. LUCAS 63  
8. ReCiPe  64 65  
9. Swiss Ecoscarcity or Ecological scarcity 66  
10. TRACI 67 68  
11. MEEuP methodology 69 
12. USEtox 70 

                                                      
58 Jolliet, O., R. Müller-Wenk, J. C. Bare, A. Brent, M. Goedkoop, R. Heijungs, N. Itsubo, C. 
Peña, D. Pennington, J. Potting, G. Rebitzer, M. Stewart, H. Udo de Haes and B. Weidema (2004). 
The LCIA Midpoint-damage Framework of the UNEP/SETAC Life Cycle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9: 394-404 
59 Pennington, D.W., Margni, M., Amman, C. and Jolliet, O. (2005). Multimedia Fate and Human 
Intake Modeling: Spatial versus Non-Spatial Insights for Chemical Emissions in Western Europ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39, 1119-1128. 
60 Pennington, D.W., Margni, M., Payet, J., and Jolliet, O. (2006). Risk and Regulatory Hazard-
Based Toxicological Effect Indicators in Life-Cycle Assessment (LCA).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Vol. 12, pp. 450-475. 
61 Hayashi, K., Itsubo, N. and Inaba, A. (2000). Development of Damage Function for 
Stratospheric Ozone Layer Depletion - A Tool Toward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5, 265-172. 
62 Hayashi, K., Nakagawa, A., Itsubo, N. and Inaba, A. (2006). Expanded Damage Function of 
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to Cover Major Endpoints Regarding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11, 150-161. 
63 Toffoletto, C. Bulle, J. Godin, C. Reid and L. Deschênes (2007). LUCAS – A New LCIA 
Method Used for a CAnadian-Specific Contex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12, 93-102. 
64 Huijbregts M.A.J., Rombouts L.J.A., Ragas A.M.J., Van de Meent D. (2005b). Human-
toxicological effect and damage factors of carcinogenic and non-carcinogenic chemicals for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1, 181-244. 
65 Wegener Sleeswijk A., Van Oers L., Guinée J., Struijs J., Huijbregts M.A.J. (2008). 
Normalisation in product life cycle assessment: An LCA of the global and European economic 
systems in the year 2000.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390, 227-240. 
66 Frischknecht, R., Steiner, R., Braunschweig, A., Egli, N., Hildesheimer, G. (2006b). Swiss 
Ecological Scarcity Method: the new version 2006.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Balance, Tsukuba, Japan, 2006. 
67 Bare J.C. (2002). Developing a Consistent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by Using the U.S. 
EPA's TRACI Systems Analysis Branch, Sustainable Technology Division. National Risk 
Management Research Laboratory,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68 Bare J.C., Norris, G.A., Pennington D.W. and McKone T. (2003); TRACI, The Tool for the 
Reduction and Assessment of Chemical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6, 49-78. 
69 Kemna, R., van Elburg, M., Li, W. And van Holstein, R. (2005). MEEuP – The methodology 
Report. European Commision. 
70 Huijbregts, M., Hauschild, M., Jolliet, O., Margni, M., McKone, T., Rosenbaum, R.K., van de 
Meent, D. (2010). USEtox™- User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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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C(1991)將衝擊的範疇分為四大類：生態健康、人類健康、資源秏
用、以及三者所導致的社會福祉的傷害，而 ISO 14040則將資源使用、人類
健康、和生態效應三類列為建議評估的範圍。各種衝擊範疇事實上均涉及了

複雜的內容與過程，在評估分析的基本理念與層次上亦有極大差異，而且基

本上可規劃不同的系統範圍與架構。因此，較合理的分析為將衝擊領域分開

處理，以不同的系統解析方式和架構，分別建立獨立的指標與評估方法。 

(一) 衝擊分類與評估方法 

對於來自系統前後輸入輸出所產生的各類效應如何加以分類，其考量

的重點將影響分類的結果，並關係著其後的特徵化與評等的方法和結果。而

如何進行衝擊分類，常基於不同的環境理念、價值觀、或操作上的考量，有

不同的切入角度。 
LCIA方法中，常見的衝擊分類與評估的方式包括以下幾個方法71 72 ： 
1. 臨界體積導向 
臨界體積是指某一類別環境衝擊的釋放量，經稀釋至個別排放標

準後的總體積和。根據生命週期盤查分析結果要求環境介質，如空氣、

水等的體積須稀釋至符合法規對該項排放物的限制。例如某一物質分

別在水體和空氣的臨界體積，即為該物質經由各個不同排放路經所得

的臨界的水體或空氣體積總和。除了水體和空氣之外，常見的受評估衝

擊尚包括能源與固體廢棄物。能量的臨界體積為原料中所蘊涵的能量

總和；固體廢棄物則由衛生掩理場(landfill)中所占體積總量分別加以代
表。其特徵就是能夠將各項排放物的臨界稀釋體積相加總，用以表現衝

擊評估結果。 
此一評估模式使用較早，彙整不同來源之衝擊，不同性質的臨界體

積值，可再經由相似度和賦予權重的方式加整合，但應注意它衝擊評斷

的基礎仍在於排放濃度的標準，實際上缺乏環境總承載能力的概念，且

可能誤導以稀釋來掩飾環境衝擊事實為排放管制手段（國科會，1999）。 

                                                      
71 Hofstetter, P. (1998). Perspectives in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A Structured Approach to 
Combine Models of the Technosphere, Ecosphere and Valuespher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72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0b). Analysis of exis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for use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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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CIA Midpoint-damage Framework of the UNEP/SETAC Life Cycle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9: 394-404 
59 Pennington, D.W., Margni, M., Amman, C. and Jolliet, O. (2005). Multimedia Fate and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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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C(1991)將衝擊的範疇分為四大類：生態健康、人類健康、資源秏
用、以及三者所導致的社會福祉的傷害，而 ISO 14040則將資源使用、人類
健康、和生態效應三類列為建議評估的範圍。各種衝擊範疇事實上均涉及了

複雜的內容與過程，在評估分析的基本理念與層次上亦有極大差異，而且基

本上可規劃不同的系統範圍與架構。因此，較合理的分析為將衝擊領域分開

處理，以不同的系統解析方式和架構，分別建立獨立的指標與評估方法。 

(一) 衝擊分類與評估方法 

對於來自系統前後輸入輸出所產生的各類效應如何加以分類，其考量

的重點將影響分類的結果，並關係著其後的特徵化與評等的方法和結果。而

如何進行衝擊分類，常基於不同的環境理念、價值觀、或操作上的考量，有

不同的切入角度。 
LCIA方法中，常見的衝擊分類與評估的方式包括以下幾個方法71 72 ： 
1. 臨界體積導向 
臨界體積是指某一類別環境衝擊的釋放量，經稀釋至個別排放標

準後的總體積和。根據生命週期盤查分析結果要求環境介質，如空氣、

水等的體積須稀釋至符合法規對該項排放物的限制。例如某一物質分

別在水體和空氣的臨界體積，即為該物質經由各個不同排放路經所得

的臨界的水體或空氣體積總和。除了水體和空氣之外，常見的受評估衝

擊尚包括能源與固體廢棄物。能量的臨界體積為原料中所蘊涵的能量

總和；固體廢棄物則由衛生掩理場(landfill)中所占體積總量分別加以代
表。其特徵就是能夠將各項排放物的臨界稀釋體積相加總，用以表現衝

擊評估結果。 
此一評估模式使用較早，彙整不同來源之衝擊，不同性質的臨界體

積值，可再經由相似度和賦予權重的方式加整合，但應注意它衝擊評斷

的基礎仍在於排放濃度的標準，實際上缺乏環境總承載能力的概念，且

可能誤導以稀釋來掩飾環境衝擊事實為排放管制手段（國科會，1999）。 

                                                      
71 Hofstetter, P. (1998). Perspectives in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A Structured Approach to 
Combine Models of the Technosphere, Ecosphere and Valuespher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72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0b). Analysis of exis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ies for use in Life Cycle Assess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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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衝擊導向模式 
由於臨界體積模式無法滿足環境政策之不同課題，荷蘭 Leiden 大

學之 CML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以環境課題為考量所
發展，建立了衝擊項目的分類架構作為 LCIA之用，即所謂 CML的分
類系統。 
導致同一類環境衝擊之壓力因子可能有許多種，例如可能導致全

球暖化衝擊之壓力因子有 CO2、CH4及 N2O 三種，如以 100 年為一週
期，CH4對全球暖化的潛在衝擊會是等量 CO2的 11倍，N2O則會是等
量 CO2的 270 倍，可藉由此來比較所釋出的污染物濃度對全球暖化所
造成的衝擊程度（國科會，1999）。 
根據這套架構，更進一步發展出 Eco-Indicator 99 分類體系，並受

到廣泛的應用，主要包含之評估因子有人體致癌性、有機物呼吸效應、

無機物呼吸效應、氣候變遷、輻射量、臭氧層消耗、生態毒性、酸化／

優養化、土地利用及礦物消耗等十大評估因子。選用如此明確的環境衝

擊指標，主要為使衝擊與受衝擊之間的關係更為明確，但也可能因此限

制了衝擊來源。在 Eco-Indicator 99 中，為了實際操作考量，對於許多
模糊而難以評估的類別則未再予列入，僅將焦點放在污染一類衝擊上，

因此主要污染相關活動作為 LCA的衝擊評估方法，但也因其架構簡化，
而獲得眾多 LCA軟體的採用（國科會，1999）。 
3. 共通機制導向 
此一模式強調應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任何一種衝搫分類項下的盤

查因子必須基於一個共通的衝擊機制而整合，而且這些因子也可以相

互替換，故同一分類項只涉及一種機制。共通機制作為分類基礎固然有

利於共識的達成，使得分類的模式具備較高接受度，然而該模式僅能為

分類項的定義提出原則，卻無法為每一盤查因子同樣加以定義，因為如

此將牽連數以千計的機制，在操作上極為困難。在一般分類項中，毒性

類經常違反共通機制原則，成為經常爭議所在。 
4. 生態評點法(Ecopoint Method) 
改良自瑞士的臨界稀釋體積法，同樣以環境管制作為基礎。首先定

義環境資源對於當前污染程度或替代品的恢復能力，視為污染物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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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相對於實際流量的比值，稱之為生態乏值(ecological shortage)，生
態乏值是總污染與最大可容許污染兩者間量測生態因子，並計算產品

實際發生的污染物與生態因子的關係，將兩者的關係以生態評點的方

式表示。經由個別污染物的生態評點累計加總，同時給予固定的單一數

值。生態評點法已經能夠涵蓋所有衝擊類別，包括資源耗損與廢棄物棄

置至掩埋場的過程。情形分配不同數值，再依各項準則所分配的數值乘

以該項物質的負荷狀況，稱為環境負荷單位(Environmental Load Unit, 
ELU)，最後經加總過程即可量化整體環境衝擊。 

(二) 工具延伸－以風險為基礎之生命週期評估優缺點 

生命週期評估已成為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中的重要的應用工具73，其原因

為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可以囊括政策中所有的連續性污染源，預防危害轉移，

並依污染源之危害強度提供給決策單位作為參考。 
政策中探討之人體健康風險，生命週期評估方法中亦以衝擊類別內之

人體毒性因子量化健康衝擊。人體毒性因子估算過程中，針對評估標的物之

生命週期的功能單位排放總量造成之死亡數或致病數。其時間與空間因子

考量主要依據功能單位。人體損害因子概略可分為四個部分，釋放因子、暴

露因子、暴露反應與結果。其中，釋放因子與暴露因子應用於估算人體吸收

係數，而暴露反應與結果則應用於人體健康影響因子。最後再以吸收係數與

健康影響因子評估人體損害74  。人體吸收因子來自評估標的物功能單位內
所有污染物，且依功能單位量化暴露人口、時間、空間（受體特性）等；而

暴露反應，以各污染物之劑量反應結果作為基礎；結果呈現以致病、致死、

致癌等定性定量描述。而有別於人體健康風險評估之機率結果，生命週期評

估中多以 Years of Life Lost (YLL)、Years of Life Disable (YLD)、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ILCD, 2010c) 與 Cases（超過 50%致癌機率之
案例數）等呈現75。 

                                                      
73 Salhofer, S., Wassermann, G., Binner, E. (2007).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s an 
approach to assess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Experience from an Austrian case study.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eware, Vol. 22, 610-618. 
74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0c). Framework and 
Requirements for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odels and indicators. European Commission. 
75 Huijbregts, M., Hauschild, M., Jolliet, O., Margni, M., McKone, T., Rosenbaum, R.K., van de 
Meent, D. (2010). USEtox™- User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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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衝擊導向模式 
由於臨界體積模式無法滿足環境政策之不同課題，荷蘭 Leiden 大

學之 CML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以環境課題為考量所
發展，建立了衝擊項目的分類架構作為 LCIA之用，即所謂 CML的分
類系統。 
導致同一類環境衝擊之壓力因子可能有許多種，例如可能導致全

球暖化衝擊之壓力因子有 CO2、CH4及 N2O 三種，如以 100 年為一週
期，CH4對全球暖化的潛在衝擊會是等量 CO2的 11倍，N2O則會是等
量 CO2的 270 倍，可藉由此來比較所釋出的污染物濃度對全球暖化所
造成的衝擊程度（國科會，1999）。 
根據這套架構，更進一步發展出 Eco-Indicator 99 分類體系，並受

到廣泛的應用，主要包含之評估因子有人體致癌性、有機物呼吸效應、

無機物呼吸效應、氣候變遷、輻射量、臭氧層消耗、生態毒性、酸化／

優養化、土地利用及礦物消耗等十大評估因子。選用如此明確的環境衝

擊指標，主要為使衝擊與受衝擊之間的關係更為明確，但也可能因此限

制了衝擊來源。在 Eco-Indicator 99 中，為了實際操作考量，對於許多
模糊而難以評估的類別則未再予列入，僅將焦點放在污染一類衝擊上，

因此主要污染相關活動作為 LCA的衝擊評估方法，但也因其架構簡化，
而獲得眾多 LCA軟體的採用（國科會，1999）。 
3. 共通機制導向 
此一模式強調應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任何一種衝搫分類項下的盤

查因子必須基於一個共通的衝擊機制而整合，而且這些因子也可以相

互替換，故同一分類項只涉及一種機制。共通機制作為分類基礎固然有

利於共識的達成，使得分類的模式具備較高接受度，然而該模式僅能為

分類項的定義提出原則，卻無法為每一盤查因子同樣加以定義，因為如

此將牽連數以千計的機制，在操作上極為困難。在一般分類項中，毒性

類經常違反共通機制原則，成為經常爭議所在。 
4. 生態評點法(Ecopoint Method) 
改良自瑞士的臨界稀釋體積法，同樣以環境管制作為基礎。首先定

義環境資源對於當前污染程度或替代品的恢復能力，視為污染物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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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相對於實際流量的比值，稱之為生態乏值(ecological shortage)，生
態乏值是總污染與最大可容許污染兩者間量測生態因子，並計算產品

實際發生的污染物與生態因子的關係，將兩者的關係以生態評點的方

式表示。經由個別污染物的生態評點累計加總，同時給予固定的單一數

值。生態評點法已經能夠涵蓋所有衝擊類別，包括資源耗損與廢棄物棄

置至掩埋場的過程。情形分配不同數值，再依各項準則所分配的數值乘

以該項物質的負荷狀況，稱為環境負荷單位(Environmental Load Unit, 
ELU)，最後經加總過程即可量化整體環境衝擊。 

(二) 工具延伸－以風險為基礎之生命週期評估優缺點 

生命週期評估已成為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中的重要的應用工具73，其原因

為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可以囊括政策中所有的連續性污染源，預防危害轉移，

並依污染源之危害強度提供給決策單位作為參考。 
政策中探討之人體健康風險，生命週期評估方法中亦以衝擊類別內之

人體毒性因子量化健康衝擊。人體毒性因子估算過程中，針對評估標的物之

生命週期的功能單位排放總量造成之死亡數或致病數。其時間與空間因子

考量主要依據功能單位。人體損害因子概略可分為四個部分，釋放因子、暴

露因子、暴露反應與結果。其中，釋放因子與暴露因子應用於估算人體吸收

係數，而暴露反應與結果則應用於人體健康影響因子。最後再以吸收係數與

健康影響因子評估人體損害74  。人體吸收因子來自評估標的物功能單位內
所有污染物，且依功能單位量化暴露人口、時間、空間（受體特性）等；而

暴露反應，以各污染物之劑量反應結果作為基礎；結果呈現以致病、致死、

致癌等定性定量描述。而有別於人體健康風險評估之機率結果，生命週期評

估中多以 Years of Life Lost (YLL)、Years of Life Disable (YLD)、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ILCD, 2010c) 與 Cases（超過 50%致癌機率之
案例數）等呈現75。 

                                                      
73 Salhofer, S., Wassermann, G., Binner, E. (2007).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s an 
approach to assess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Experience from an Austrian case study.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eware, Vol. 22, 610-618. 
74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fe Cycle Data System (ILCD). (2010c). Framework and 
Requirements for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odels and indicators. European Commission. 
75 Huijbregts, M., Hauschild, M., Jolliet, O., Margni, M., McKone, T., Rosenbaum, R.K., van de 
Meent, D. (2010). USEtox™- User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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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知，部分研究將風險概念納入生命週期評估中(risk-based LCA)，
冀能因此強化生命週期評估之精確性及仔細度(Udo de Haes et al., 2006; 
Flemström et al., 2004)，加強生命週期評估中釋放機制的吸收係數(intake 
fraction) (Matthews et al., 2002)。吸收係數的概念為單位時間排放量之總人
體吸收量，污染物濃度、暴露率、暴露人數在此因子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用以修正污染釋放與暴露受體的關係(Nishioka et al., 2006)。以風險為基礎
之生命週期相關研究中，污染物於介質傳輸多以均質介質模擬，如應用

CalTOX 模擬污染物於均勻介質中達平衡後之環境濃度(Huijbregts et al., 
2005)。 
然而，以風險為基礎之生命週期評估雖已發展多時，但文獻中也指出生

命週期分析不足以提供時間與空間特性於政策所產生之衝擊，即使時空於

政策中變化之影響的重要性是眾所皆知(Finnveden al., 2003)。評估中之吸收
因子並無敏感受體之概念（以總暴露人口數估算），目前仍多以均質介質模

式支持吸收係數的估算，並無時間與空間概念。此外，受暴露人口因隨時間

變化之空間結果而變動，此三項重要因子無法從以風險為基礎之生命週期

評估獲得解決。 
因此於下一步的闡釋階段，評估中所面臨的限制與缺漏，需詳細的紀錄

與討論，並與評估結果相互對照分析。由於評估方法的侷限，是否有層面難

以著力而沒有探討。 

四、闡釋階段 

生命週期闡釋是合併盤查分析與衝擊評估的結果加以詮釋，整合盤查

分析與衝擊評估的觀察結果，或在生命週期盤查作業時，僅將盤查分析的觀

察結果與界定的目標與範疇整合一致的階段，不斷反覆審查與修正生命週

期評估範疇與蒐集資料本質與品質間之反覆對照過程。闡釋的結果需與研

究的目標與範疇一致，並以結論與建議的形式作為最終決策的參考。生命週

期評估除了量化各程序之釋出行為，亦可將優於環境之行為考量在內。生命

週期評估架構中，目標與範疇界定與盤查分析皆依評估目標而異，以描述現

況直接分析評估標的。最後再闡釋各階段結果並統整各階段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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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命週期評估於循環經濟的應用 

生命週期評估是傳統的企業環境管理工具，發源於 1960年代，並在 1997
年成為國際標準 ISO14040。生命週期評估是評估新創環境績效的常用方法，
對於循環商業模式的評估特別適用，因為循環經濟需要系統性的觀點76 。生
命週期評估用於評估某一產品（或服務）從取得原材料，經生產、使用至廢

棄的整個過程（搖籃到墳墓），對於環境所造成的整體衝擊。 
結合經濟面向的成本分析，將外部成本貨幣化，發展「生命週期成本分

析」(Life Cycle Costing)，結合生命週期評估及成本與效益的觀念，計算公
司內部的成本（如傳統的會計成本）及外部的環境成本，對企業決策者而言，

以經濟上的數值作為溝通的方式，更有利於比較與決策。另外，生命週期評

估也結合社會面向，發展生命週期社會衝擊評估，雖然方法學還不如生命週

期評估成熟，但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投入。 
WBCSD(2016)建議企業在導入循環商業模式前，應採用生命週期評估

相關的工具，進行環境、社會、經濟三面向評估該循環商業模式是否真的達

成永續。環境面即是用生命週期評估來進行系統性的評估、社會面向則是利

用生命週期社會衝擊評估或相關的工具、經濟面向則可善用自然資本議定

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生命週期成本分析，並結合古典貼現現金流量
模型(DCF)，來計算循環經濟所提倡的今日資源在未來的成本及收入，並根
據關鍵變量和機率，結合蒙特卡羅模型作為補充，計算報酬的統計分佈。 
生命週期評估早期的發展，是以搖籃到墳墓的線性經濟思維來進行分

析，在循環經濟的框架下，則可以繼續利用生命週期評估的評估方法，擴大

邊界來評估搖籃到搖籃的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衝擊，並結合不同的情境設

定（不同的循環模式）。瑞典一研究也應用生命週期成本分析，設定兩種不

同的循環情境（買回及租賃模式），來與線性經濟的成本進行比較，其結果

顯示兩種循環情境的成本都優於線性經濟77 。 
企業應用生命週期評估來分析評估產品的永續性已經相當成熟，但應

用到循環經濟的原則及框架中，此方法學仍有許多待發展討論的地方。2016
                                                      
76 WBCSD. (2016). Unlocking More Value with Fewer Resources: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circular economy. 
77 Haskovec, N. (2016). Modelling and analysis of cost based economic performance for 
implementing Circular Economy approach in an industrial pro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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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知，部分研究將風險概念納入生命週期評估中(risk-based LCA)，
冀能因此強化生命週期評估之精確性及仔細度(Udo de Haes et al., 2006; 
Flemström et al., 2004)，加強生命週期評估中釋放機制的吸收係數(intake 
fraction) (Matthews et al., 2002)。吸收係數的概念為單位時間排放量之總人
體吸收量，污染物濃度、暴露率、暴露人數在此因子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用以修正污染釋放與暴露受體的關係(Nishioka et al., 2006)。以風險為基礎
之生命週期相關研究中，污染物於介質傳輸多以均質介質模擬，如應用

CalTOX 模擬污染物於均勻介質中達平衡後之環境濃度(Huijbregts et al., 
2005)。 
然而，以風險為基礎之生命週期評估雖已發展多時，但文獻中也指出生

命週期分析不足以提供時間與空間特性於政策所產生之衝擊，即使時空於

政策中變化之影響的重要性是眾所皆知(Finnveden al., 2003)。評估中之吸收
因子並無敏感受體之概念（以總暴露人口數估算），目前仍多以均質介質模

式支持吸收係數的估算，並無時間與空間概念。此外，受暴露人口因隨時間

變化之空間結果而變動，此三項重要因子無法從以風險為基礎之生命週期

評估獲得解決。 
因此於下一步的闡釋階段，評估中所面臨的限制與缺漏，需詳細的紀錄

與討論，並與評估結果相互對照分析。由於評估方法的侷限，是否有層面難

以著力而沒有探討。 

四、闡釋階段 

生命週期闡釋是合併盤查分析與衝擊評估的結果加以詮釋，整合盤查

分析與衝擊評估的觀察結果，或在生命週期盤查作業時，僅將盤查分析的觀

察結果與界定的目標與範疇整合一致的階段，不斷反覆審查與修正生命週

期評估範疇與蒐集資料本質與品質間之反覆對照過程。闡釋的結果需與研

究的目標與範疇一致，並以結論與建議的形式作為最終決策的參考。生命週

期評估除了量化各程序之釋出行為，亦可將優於環境之行為考量在內。生命

週期評估架構中，目標與範疇界定與盤查分析皆依評估目標而異，以描述現

況直接分析評估標的。最後再闡釋各階段結果並統整各階段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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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命週期評估於循環經濟的應用 

生命週期評估是傳統的企業環境管理工具，發源於 1960年代，並在 1997
年成為國際標準 ISO14040。生命週期評估是評估新創環境績效的常用方法，
對於循環商業模式的評估特別適用，因為循環經濟需要系統性的觀點76 。生
命週期評估用於評估某一產品（或服務）從取得原材料，經生產、使用至廢

棄的整個過程（搖籃到墳墓），對於環境所造成的整體衝擊。 
結合經濟面向的成本分析，將外部成本貨幣化，發展「生命週期成本分

析」(Life Cycle Costing)，結合生命週期評估及成本與效益的觀念，計算公
司內部的成本（如傳統的會計成本）及外部的環境成本，對企業決策者而言，

以經濟上的數值作為溝通的方式，更有利於比較與決策。另外，生命週期評

估也結合社會面向，發展生命週期社會衝擊評估，雖然方法學還不如生命週

期評估成熟，但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投入。 
WBCSD(2016)建議企業在導入循環商業模式前，應採用生命週期評估

相關的工具，進行環境、社會、經濟三面向評估該循環商業模式是否真的達

成永續。環境面即是用生命週期評估來進行系統性的評估、社會面向則是利

用生命週期社會衝擊評估或相關的工具、經濟面向則可善用自然資本議定

書(Natural Capital Protocol)、生命週期成本分析，並結合古典貼現現金流量
模型(DCF)，來計算循環經濟所提倡的今日資源在未來的成本及收入，並根
據關鍵變量和機率，結合蒙特卡羅模型作為補充，計算報酬的統計分佈。 
生命週期評估早期的發展，是以搖籃到墳墓的線性經濟思維來進行分

析，在循環經濟的框架下，則可以繼續利用生命週期評估的評估方法，擴大

邊界來評估搖籃到搖籃的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衝擊，並結合不同的情境設

定（不同的循環模式）。瑞典一研究也應用生命週期成本分析，設定兩種不

同的循環情境（買回及租賃模式），來與線性經濟的成本進行比較，其結果

顯示兩種循環情境的成本都優於線性經濟77 。 
企業應用生命週期評估來分析評估產品的永續性已經相當成熟，但應

用到循環經濟的原則及框架中，此方法學仍有許多待發展討論的地方。2016
                                                      
76 WBCSD. (2016). Unlocking More Value with Fewer Resources: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circular economy. 
77 Haskovec, N. (2016). Modelling and analysis of cost based economic performance for 
implementing Circular Economy approach in an industrial pro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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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瑞士舉辦的第 63屆生命週期評估研討會，主題即為「生命週期評估可
以如何協助循環經濟的推動？」，主要探討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學如何擴大

應用到循環經濟的框架裡。在方法學上提出待深入思考及研究面向有二：在

目前的線性經濟仍主導的商業模式中，生命週期評估目標可能與循環經濟

目標有所衝突；有害物質的循環如何評估其衝擊及風險，方法學仍待發展78。 
在目前的線性經濟仍主導的商業模式中，生命週期評估目標與循環經

濟目標可能有所衝突—最資源循環的選項並非是環境衝擊最小的選項。在
企業層級的研究已經看到相關的研究，尤其是在包裝材料的研究，例如輕量

型的包材可能環境衝擊較小，但卻不一定會容易循環；循環經濟提倡生物分

解的包材，但其環境衝擊不一定比較小；將廢棄物當成能源可能在生命週期

評估來看衝擊較小，但卻是循環經濟的最下策。有一項研究比較飲料包裝的

57 種方案，結果顯示環境衝擊最小的選項，並不是最循環的方案79 。如果
生命週期評估的評估結果與循環經濟有衝突，那就不應該導入該循環方案。

但 EMF強調，應該將系統的改變納入評估裡，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仍是建
立在今日的混合能源與資源管理系統中，如果未來完全移轉到循環經濟--完
全使用再生能源，如此一來，因回收而需額外增加使用的能源需求（等於是

乾淨能源），就不會變成限制回收的環境衝擊。也因此用生命週期評估來評

估方案時，企業層級的研究應該要包含巨觀層級的系統改變組態。 
此外，製程去化（除去有毒有害物質）是從廢棄物管理轉移到資源管理

中最關鍵的議題。但在循環轉型過程中，充滿混合的型態，如何透過生命週

期評估去評估既有線性生產消費系統中的有害物質重複再利用的衝擊及風

險，例如計算多種材料的使用衝擊當改變物質的品質產生變化時等，這是生

命週期評估仍須待開發研究的部分。 
另外，關於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於產品服務系統的評估也仍待發展，目前

的研究仍不多。Kjaer et al. 80  在其文章中回顧產品服務系統的環境量化工
具相關文章，從 2000-2015 年間，僅有 11篇期刊，顯示關注及研究都不多。

                                                      
78 Haupt, M. and Zschokke, M. (2017). How can LCA support the circular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22(5), 832-837. 
79 Kägi T., Dinkel F. (2014). Ökobilanz Getränkeverpackungen - Gesamtbericht. Carbotech AG. 
80 Kjaer, L. L., Pagoropoulos, A., Schmidt, J. H., & McAloone, T. C. (2016). Challenges when 
evaluating product/service-systems through life cycle assessmen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20, 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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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生命週期評估來分析產品服務系統的挑戰主要是產品服務系統是一個

系統，整合產品與服務，並非單純的產品；故雖然用生命週期評估來評估單

一產品的應用在產業界已經相當成熟，但來評估類似產品服務系統這樣的

服務系統仍是較少，而且不同的整合系統的功能目的不一樣。使用生命週期

評估來評估產品服務系統，會遇到的挑戰有參考系統的定義及界定、功能單

位的設定、系統邊界的設定。 
綜上所述，成功推行循環經濟的關鍵在於是否導入生命週期思維在經

濟活動中。生命週期評估應用於產業界能夠提供永續性和循環度的部分解

答，其中一項是透過生命週期評估以定量的方式尋找低衝擊的選項，例如生

產技術與能源的選用；另外一點是利用生命週期思維以定性的方式探索新

商機，利用系統性思維從不同階段探尋新商機和策略。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循

環經濟提倡的再生能源轉型，透過生命週期評估解析再生能源的衝擊來源。

以及導入生命週期思維在商業模式中，依照生命週期的演進，探討各階段合

適的商業模式。 

一、定量探尋循環經濟低衝擊選項 

再生能源被視為是對環境友善的能源，但是於生產與使用過程中，亦可

能對環境產生衝擊。因此能夠以生命週期評估做為工具，了解再生能源的哪

些環節對於環境具有影響。 
例如圖 3.5之研究比較太陽能各環境衝擊項目的顯著性。可看到 PV太

陽能板在生產階段對環境的主要衝擊是化石燃料消耗、無機物呼吸道效應、

礦物資源消耗、生態毒性與致癌毒性，而許多衝擊項目是因化石燃料的使用

衍生出來的。無機物呼吸道效應與氣候變遷的衝擊程度皆受化石燃料使用

的影響。生態毒性與致癌毒性的衝擊主要來自生產過程的廢棄物排放，例如

熔渣。PV太陽能板的生產需要稀有金屬，因而造成礦物資源消耗的高衝擊
81。由此可窺見循環經濟重視再生能源使用的根本原因，當使用再生能源支

持生產活動時，能省去化石能源使用本身以及衍生的衝擊，而這往往占了相

當大的比例。 
 

                                                      
81 Zhong, Z. W., Song, B., and Loh, P. E. (2011). LCAs of a polycrystalline photovoltaic module 
and a wind turbine. Renewable Energy, 36(8), 2227-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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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瑞士舉辦的第 63屆生命週期評估研討會，主題即為「生命週期評估可
以如何協助循環經濟的推動？」，主要探討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學如何擴大

應用到循環經濟的框架裡。在方法學上提出待深入思考及研究面向有二：在

目前的線性經濟仍主導的商業模式中，生命週期評估目標可能與循環經濟

目標有所衝突；有害物質的循環如何評估其衝擊及風險，方法學仍待發展78。 
在目前的線性經濟仍主導的商業模式中，生命週期評估目標與循環經

濟目標可能有所衝突—最資源循環的選項並非是環境衝擊最小的選項。在
企業層級的研究已經看到相關的研究，尤其是在包裝材料的研究，例如輕量

型的包材可能環境衝擊較小，但卻不一定會容易循環；循環經濟提倡生物分

解的包材，但其環境衝擊不一定比較小；將廢棄物當成能源可能在生命週期

評估來看衝擊較小，但卻是循環經濟的最下策。有一項研究比較飲料包裝的

57 種方案，結果顯示環境衝擊最小的選項，並不是最循環的方案79 。如果
生命週期評估的評估結果與循環經濟有衝突，那就不應該導入該循環方案。

但 EMF強調，應該將系統的改變納入評估裡，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仍是建
立在今日的混合能源與資源管理系統中，如果未來完全移轉到循環經濟--完
全使用再生能源，如此一來，因回收而需額外增加使用的能源需求（等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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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Haupt, M. and Zschokke, M. (2017). How can LCA support the circular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22(5), 832-837. 
79 Kägi T., Dinkel F. (2014). Ökobilanz Getränkeverpackungen - Gesamtbericht. Carbotech AG. 
80 Kjaer, L. L., Pagoropoulos, A., Schmidt, J. H., & McAloone, T. C. (2016). Challenges when 
evaluating product/service-systems through life cycle assessmen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20, 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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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生命週期評估來分析產品服務系統的挑戰主要是產品服務系統是一個

系統，整合產品與服務，並非單純的產品；故雖然用生命週期評估來評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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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設定、系統邊界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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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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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Zhong, Z. W., Song, B., and Loh, P. E. (2011). LCAs of a polycrystalline photovoltaic module 
and a wind turbine. Renewable Energy, 36(8), 2227-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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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PV太陽能板生產階段之標準化衝擊 82 

了解一種再生能源產生的衝擊後，亦可比較不同再生能源發電之環境

衝擊，圖 3.6是 PV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機在生產階段的環境衝擊。從此篇
研究可觀察到在生產階段 PV太陽能板的環境衝擊遠大於風力發電機。風力
發電機只有礦物資源消耗及土地占用的環境衝擊些微較 PV太陽能板高。因
為風力發電機的生產過程需要較多的銅、鐵和鋼等金屬，礦物資源消耗成了

風力發電機生產過程中最大的環境衝擊項目。 
 

                                                      
82 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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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PV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機生產階段之標準化衝擊比較83 

 

二、定性探尋循環經濟新商機 

此波探討循環經濟，強調重新思考創造價值的方式。循環經濟的核心價

值為讓資源盡可能維持其最高的價值，即更有效率的持續使用資源，同時創

造經濟價值。「資源」是一個統稱，其在生命週期不同的階段，會以不同的

型態呈現，主要可分為原物料（生產階段）、產品（使用階段）、廢棄物（廢

棄階段）84 。 
2014 年開始，許多國際智庫及研究機構，因應實務需求，紛紛提出各

種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類型。目前國際上最積極推動循環經濟的五大國際

研究組織或商業顧問公司分別為 Accentur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EMF), Forum for the Future, Circle Economy, British Standard Institute (BSI)。 
五大組織亦特別針對企業這個層級提出商業模式類型。五大組織相同

處主要包含三項，顯示這三項要素對於發展循環商業模式的重要性：展現生

命週期思維、傳統資源回收仍為核心、共享經濟模式納入循環經濟範疇。各

組織大抵皆以生命週期思維來提出商業模式，顯示生命週期之於循環經濟

                                                      
83同 81。 
84中技社.(2016). 台灣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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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五大組織提估的循環商業模式中，皆有涵蓋的模式是資源回復，

也就是傳統的資源回收，包含回收服務及廢棄物資源化的技術，可看出傳統

認知中的資源回收概念，仍在循環經濟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因其產業發展相

對成熟，且無限循環仍有其物理限制，因此資源回收模式是封閉系統中不可

或缺的一環。共享經濟的商業模式出發點雖然並非為了循環經濟而產生，但

其概念符合循環經濟提升資源使用效率，並創造價值；且因其技術發展及消

費者接受度提升有利於推動循環經濟，目前各家也都將共享平台的概念—
善用閒置資產來創造經濟價值—納入循環經濟的範疇中85 。 

EMF86 在 2013年提出重新思考創造價值的原則，說明企業可以在哪些
環節創造價值，並說明這些價值帶給企業的價值內涵。(1) 循環越小越有價
值(2) 循環越久越有價值(3) 跨產業循環增加價值(4) 源頭越清潔越有價值。
這四大價值是指經濟價值，透過最大化、最佳化資源的使用，結合創新的服

務產生額外的利潤，同時省下新資源開採、製造的成本。以 EMF的價值創
造原則及生命週期階段來定位循環商業模式的機會，整合於圖 3.7。 
  

                                                      
85洪佩瑩.(2018). 企業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的轉型流程及工具評析.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
研究所學位論文. 
86 EMF. (2013). Towards Circular Economy Vol1, Economic and business rationale for an 
accelerated transition.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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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循環商業模式於各生命週期階段的價值創造 

欲評估產業實行循環的經濟效益，首先須得知效益的來源，因此必須找

出產業有哪些循環潛力。可透過了解產業所生產之商品或服務的整個生命

週期，從原料開採、製程設計與規劃、包裝、運輸、廢棄，甚至考慮到未來

可用的科技等環節找出能夠節省成本及增加收益之處。 
Accenture為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因應循環經濟的趨勢，2014年提出以

生命週期為思考的循環商業模式，其分類及呈現最清楚明瞭，讓企業更直覺

思考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可採取的策略及商業模式，故較多組織採用

Accenture來說明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87 88。同時，Accenture 也分析哪些類
型的產業較適合哪一種商業模式，企業可視自己在價值鏈中的位置來採取

行動。 
Accenture 將生命週期分為七個階段：設計及原料採購、生產製造、物

流配送、銷售、使用、壽命結束、逆物流，透過分析 120個成功提升資源生
產力的商業個案，歸納出五類循環商業模式：(1)循環供應(2)資源再生(3)延
長產品壽命(4)共享平台(5)產品服務系統，彙整於圖 3.8及表 3.1。 

                                                      
87 WBCSD. (2017). CEO Guide to the Circular Economy. 
88中技社.(2015). 循環經濟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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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BCSD. (2017). CEO Guide to the Circular Economy. 
88中技社.(2015). 循環經濟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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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Accenture 的循環商業模式89 

  

                                                      
89 Accenture. (2014). Circular Advantag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and Technologies to 
Create Value in a World without Limits to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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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Accenture的循環商業模式90 

商業模式 概念要素 適合企業類型 

循環供應 

 選用再生能源 
 選用生質材料 
 選用可完全回收再循
環的工業材料，以取

代一次性使用的材料 

仰賴大量稀缺資源、或產生

大量碳足跡的產業 

資源回復 

 事業廢棄物回收再製
為二次料或能源 

 家戶廢棄物資源回收
再製為二次料或能源 

製程中會產生大量副產品或

廢棄物的企業 

延長產品壽命 

 維修服務 
 再製造產品及零組件 
 轉售：二手市場 

資本密集的B2B企業（例如
工業機械設備），或兩代產

品差異不大、透過零組件更

換即可的B2C企業，以及讓
消費者能以某種程度互換產

品的B2C企業 

共享平台 

 共享平台：透過資訊
及交易平台，在使用

階段來提升各種閒置

資產的使用率 

工廠稼動率低或產品使用率

較低的企業 

產品服務系統 
 租賃服務 
 成效給付的定價機制 
 所有權轉移 

產品維運成本較高並且擁有

維修技術優勢的製造商 

資料來源：Accenture, 2014; 本冊彙整 

1. 循環供應：是指在生命週期的最源頭—設計及原料採購階段—就應
思考未來在整體系統裡面的循環度，才能讓整體的供應鏈健康循環。

該商業模式中，強調選用再生能源、採用可進入生物循環的生質材料、

或可完全回收再進入工業循環的工業材料，取代一次性使用的材料。

循序漸進，企業不再選用稀缺資源當作原材料，將能大幅降低採購風

險；加上適合生產方式及回收系統，可以有效達到減廢並提升資源使

效率，進而開拓新市場。該商業模式適合仰賴大量稀缺資源、或產生

大量碳足跡的產業。 

                                                      
90 同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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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再生：發生在兩個階段—製造階段及產品壽命結束階段，分別針
對製程中的下腳料、廢棄物及消費終端的廢棄物，思考其回收再創經

濟價值的可能性，讓廢棄的資源再度回到循環中。目前已存在作法包

含產業共生建立工廠間廢棄物交換機制及「搖籃到搖籃」的產品設計。

該商業模式適合製程中會產生大量副產品或廢棄物的企業，透過具

成本效益的方式回收再製，將能降低成本或創造新商機。 
3. 延長產品壽命：包含維修服務、轉售及再製造。維修服務的價值創造
來自同一個產品從使用者再回到使用者，恢復產品的價值又創造了

維修服務；轉售則是指從使用再回到銷售市場，例如二手市場；再製

造則是在壽命終了時，可以拆解有用的零組件再回到製程中，例如行

之有年的中古車市場。該商業模式適合資本密集的 B2B 企業（例如
工業機械設備），或兩代產品差異不大、透過零組件更換即可的 B2C
企業，以及讓消費者能以某種程度互換產品的 B2C企業。 

4. 共享平台：透過資訊及交易平台，在使用階段來提升各種閒置資產的
使用率，例如汽車共乘、Uber、Airbnb、工具共享圖書館等，解決了
設備閒置、稼動率高，提升資源生產力，創造新的使用者價值。此商

業模式適合工廠稼動率低或產品使用率較低的企業。結合網路及智

慧科技所引領的新消費者使用習慣，共享平台將能大力推動循環經

濟的發展。 
5. 產品服務系統：企業透過租賃，或依使用量計價的交易機制，將提供
產品的使用作為一種服務，而非買賣產品本身。這會促使生產者再製

造時，將生產重心從產量轉移品質，延長產品壽命，強化產品功能，

並設計出不易故障、容易維修的產品。企業擁有產品所有權，而消費

者有使用權，進而促使整封閉循環在企業內部得以建立，產生節省能

源及服務營收，產品服務系統則可應用在生命週期每個環節。該模式

適合產品維運成本較高並且擁有維修技術優勢的製造商，能轉型提

供維運服務，提供消費者更好的服務體驗。 
其中，Accenture 的商業模式也可區分為由製造端驅動及銷售端驅動。

循環供應、資源再生、延長產品壽命三類，較容易由製造端來驅動；而共享

平台及產品服務化則較易由銷售端來驅動（中技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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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是一個常見的決策方法，當政
府或私人企業要決定一件政策或措施時，常用此方法來比較不同的可能方

案(alternatives)，以該結果協助決定最終決策。從字面上很容易得知，成本
效益分析就是在比較成本與效益，一般來說，當效益大於成本，這個政策或

方案就會被認為為可行，而當有多種可行方案時，就進一步比較哪一個的淨

效益更大，作為最終決策的參考。所以成本效益分析是用來完整評估一項政

策或一個產品所需要的成本，以及可帶來的收入或效益，然後進行比較，提

供決策決定。分析上有兩個重點，第一，評估所涵蓋的時間與範圍。例如一

個產品的成本，要從開採算到消費，還是要從製造算到廢棄，當然，成本與

效益的計算時間與範圍要一致。而且通常一個產品或政策的使用時間很長，

若要考量未來的成本跟效益，就需要所謂現值(present value)的比較。第二，
社會效益、環境效益不容易評估。在私人企業中，成本與效益（利潤）從會

計成本就可以計算得知，但用於政府公共政策或者要把一個產品的環境效

益一併納入時，這時候從會計成本跟收入就無法計算，而需要其他的評估方

法。社會效益或環境效益的量化需要採用其他的方法將其價值(value)價格化
（即貨幣化 monetization），若此效益無法量化，則可能導致做出非最佳選擇。
在效益無法完整量化的情況，可以利用成本最小化當作決策準則，也就是成

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或者將減少或節省多少成本當作
效益的產出，也是另一種考量方式，這亦是物質流成本會計(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的目的之一。 
成本效益分析也是循環經濟中常用工具之一91。它可以將循環經濟概念

所轉換的主張作法，將在預期的固定時程間，對經濟、社會、環境各方面的

影響用系統性的方式將其成本與效益貨幣化，以選擇出效益最大、成本最小

的最佳方案。不過此方法的缺點也是貨幣化的過程，因為要將各方面的影響

轉換成單一種測量單元（金錢）並不容易，另外還必須考慮時間因素，需將

                                                      
91 Iacovidou E., et al. (2017) pathway to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mplex value assessment of resources recovered from wast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68: 1279-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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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現(discounting)因子考量進貨幣化過程。雖是如此，目前國際推動循環經
濟，尤其需要說服企業乃至整個社會從線性經濟轉型為循環經濟，必須說明

其經濟性更佳、更具永續性，仍需要仰賴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將轉型循環經

濟的結果以貨幣化呈現。如同所有公共政策，其效益大於成本，或者成本最

小者，政府或企業才願意投資。 

4.1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原理 

成本效益分析的重點即將所有成本與效益項目逐一貨幣化後，再來進

行比較，因此貨幣化是此分析方法的重點。然而要比較的各種項目，可能是

在不同時間的投入與產出，例如今年投入 100萬元，後年投入 200萬元，而
利益是發在 10年後，因此要在最開始的規劃上應用成本效益方法，就需要
考慮金錢的“時間性”。有句話叫錢會越放越薄，這就是金錢的時間性。現在
的 100萬元，不等於明年的 100萬元，甚至，現在的 100萬元到明年的價值
變得更少，這就是錢變薄了的說法。因為理性人會有時間偏好，比起未來會

選擇現在，因此要保證未來的 100萬元，需加入利率，例如利率 5%，所以
明年的 105 萬元就等於在今年的 100 萬元價值。也因此，在成本效益分析
方法中，需要將各時間的成本效益換算為某特定的價值才能比較，一般也就

是換算呈現在的價值，因此稱為現值(present value)。現值的概念反映金錢的
時間性，提供一比較基準。 
最廣泛的利率使用是複利，所以本冊直接以複利介紹現值的計算。如上

所述，如果現在有 100萬元，年利率為 5%，明年將可以得到 100萬+100萬
*5%=105 萬元。而第三年可以繼續得到 105 萬元+105 萬元*5%=110.25 萬
元。所以複利的公式為：當現在有 C元，年利率為 i，則 C元在未來第 t年
的價值為 Ct： 

𝐶𝐶𝑡𝑡 = 𝐶𝐶 × (1 + 𝑖𝑖)𝑡𝑡 
所以，如果要把第 t年的價值 Ct換算成現在的價值，現值 PV為： 

PV = 𝐶𝐶t
(1 + 𝑖𝑖)𝑡𝑡 

這個時候，年利率 i，可以視為未來價值的折現率(discounting rate)。 
當決定好要評估的所有成本與效益的項目，就可以將所有項目的金錢

價值換算成同一基準的現值，然後進行比較與分析。最直接的決策，就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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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那個方案，成本效益評估指標，常見的計算與決策準

則有： 
(一) 淨現值(NPV, net present value) 
將各期淨效益之現值加總，若僅看單一政策或產品是否可推行，以淨現

值大於零為決策準則;若比較多種方案，以淨現值較大者為佳，為決策準則。 
公式如下： 

NPV =∑(𝐵𝐵𝑡𝑡 − 𝐶𝐶𝑡𝑡)
(1 + 𝑖𝑖)𝑡𝑡

n

𝑡𝑡=0
 

其中， 
NPV=整體淨現值 
Bt= 第 t年總效益 
Ct=第 t年總成本 
n=預期年限 
i= 折現率 
1. 益本比(B/C ratio, benefit-cost ratio) 
同樣以現值比較，但採用所有效益之現值總和除以所有成本之現

值總和，當益本比大於一時，表示整體效益大於整體成本，該方案值得

投資。當多種方案比較時，以益本比越高者為佳。 
公式如下： 

B
C =

∑ [ 𝐵𝐵𝑡𝑡
(1 + 𝑖𝑖)𝑡𝑡]

𝑛𝑛
𝑡𝑡=0

∑ [ 𝐶𝐶𝑡𝑡
(1 + 𝑖𝑖)𝑡𝑡]

𝑛𝑛
𝑡𝑡=0

 

2. 內部報酬率(IRR,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內部報酬率就是當淨現值為零的折現率，若 IRR 與折現率要高，

表示可以投資。當多種方案比較時，選擇 IRR較大者為佳。 
公式如下： 

∑ (𝐵𝐵𝑡𝑡 − 𝐶𝐶𝑡𝑡)
(1 + 𝐼𝐼𝐼𝐼𝐼𝐼)𝑡𝑡 = 0

n

𝑡𝑡=0
 

3. 還本期(Payback period) 
如同字面意思，還本期為投資的總成本等於總效益的時間，計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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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現(discounting)因子考量進貨幣化過程。雖是如此，目前國際推動循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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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𝐶𝑡𝑡 = 𝐶𝐶 × (1 + 𝑖𝑖)𝑡𝑡 
所以，如果要把第 t年的價值 Ct換算成現在的價值，現值 PV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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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𝑖𝑖)𝑡𝑡 

這個時候，年利率 i，可以視為未來價值的折現率(discounting rate)。 
當決定好要評估的所有成本與效益的項目，就可以將所有項目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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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那個方案，成本效益評估指標，常見的計算與決策準

則有： 
(一) 淨現值(NPV, net present value) 
將各期淨效益之現值加總，若僅看單一政策或產品是否可推行，以淨現

值大於零為決策準則;若比較多種方案，以淨現值較大者為佳，為決策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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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𝑡=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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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預期年限 
i= 折現率 
1. 益本比(B/C ratio, benefit-cost ratio) 
同樣以現值比較，但採用所有效益之現值總和除以所有成本之現

值總和，當益本比大於一時，表示整體效益大於整體成本，該方案值得

投資。當多種方案比較時，以益本比越高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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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部報酬率(IRR,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內部報酬率就是當淨現值為零的折現率，若 IRR 與折現率要高，

表示可以投資。當多種方案比較時，選擇 IRR較大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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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還本期(Payback period) 
如同字面意思，還本期為投資的總成本等於總效益的時間，計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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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回收所需要的年限，即為還本期。還本期越短越好，為決策準則。通

常決策者會有一個最大的還本期限，若還本期小於該預期最大期限，則

可能選擇投資。當多種方案選擇時，會在最大還本期限內選擇還本期最

短的方案。 
公式如下： 

∑𝑩𝑩𝒕𝒕 −∑𝑪𝑪𝒕𝒕 = 𝟎𝟎
𝑻𝑻

𝒕𝒕=𝟎𝟎

𝑻𝑻

𝒕𝒕=𝟎𝟎
 

其中， 
T=還本期 

有時候若效益不容易評估，可採用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當作決策準則，也就是選擇成本最小的方案。其概念是效益或目的
相同時，採用成本現值較低的方案做為決策。 

(二) 最小成本原則： 

Min ( ∑ [ 𝐶𝐶𝑡𝑡
(1+𝑖𝑖)𝑡𝑡]

𝑛𝑛
𝑡𝑡=0  ) 

上述成本效益分析之決策準則很明顯，選擇效益大於成本的那個方案，

然而，上述計算中，因為有時間因素隱含在成本以及效益裡，所以需要以折

現率來計算現值，再利用現值進行比較。這裡就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折現率

如何決定？此數值的決定對於評斷方案具有重要影響力，尤其考慮年限越

長，此數值的影響越顯著。若折現率選擇不當，可能導致決策錯誤92。通常

折現率的選擇會考量現在與未來社會大眾的時間偏好，以及機會成本，但並

沒有一致性的定論。原則上，有關折現率的建議有三大類：第一類是使用連

續兩期消費替代率，第二類是使用私人部門的資本投資報酬率，第三類則為

前面兩類的加權平均。但是折現率的高低會明顯影響決策選擇，所以不同計

畫採用的折現率變異極大93。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 2006 年研訂「公共
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中」，對於折現率的選擇說明為：

「公共建設之社會折現率的選擇，常引用政府借款利率、社會機會成本率、

                                                      
92 顏如玉 (2014) 公共建設成本效益分析之社會折現率探討，財稅研究，43:1， 頁 149-
162。 
93 蕭代基、鄭惠燕、吳珮瑛、錢玉蘭、溫麗琪 (2002) 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理論、方
法與應用，俊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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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活動民營企業內部報酬率等，目前折現率選擇仍未達成共識，通常使用

政府借款利率，爰經濟效益分析之貼現率，可參酌中長期公債平均殖利率訂

定之」。顏如玉(2014) 94整理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折現率，從 1.789%至 10%
不等，即使是同一類型計畫，社會折現率也會不同，如某捷運計畫採用 3%，
其他交通建設計畫多採用6%。而最多計畫採用的社會折現率是 3%以及 6%。 

一、成本效益分析的限制 

成本效益分析雖然可以系統性完整地提供方案的成本與效益，但在使

用上仍有一些基本限制，例如無法量化的項目、折現率的不確定、以及市場

價格不易衡量時，需藉由影子價格等。基本上成本效益分析在技術層面上有

以下幾點限制95： 
成本效益的結果只是決策者考慮的因素之一，其結果不一定成為決策，

只是提供決策者做判斷的一種準則。 
從不完全的資訊所得到的成本效益，可能會忽略某些項目，尤其是不易

量化的效益與間接產生的效益，甚至可能引起錯誤的結論。 
成本效益分析沒有採用機率計量的技術來處理不確定因素或風險。 
若有主觀判斷的歧異，可能因著眼處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通常公共投資產出不能以市價衡量，而評估影子價格96更增添困難度。 
成本效益分析時假定計畫本身以外的價格都維持不變，屬於部分均衡

分析法(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94 同 92。 
95 郭昱瑩 (2005) 決策幫手：成本效益分析之概念與實務，T&D飛訊第 30期，頁 1-18。 
96 影子價格(shadow price)，最初來自於最佳線性規劃問題，當限制條件中某資源增加一個
單位，目標函數就增加了一定單位，用來顯示不同資源對目標的真實價值變化量，或者說

邊際貢獻量，這個邊際供限量就是該資源的影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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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回收所需要的年限，即為還本期。還本期越短越好，為決策準則。通

常決策者會有一個最大的還本期限，若還本期小於該預期最大期限，則

可能選擇投資。當多種方案選擇時，會在最大還本期限內選擇還本期最

短的方案。 
公式如下： 

∑𝑩𝑩𝒕𝒕 −∑𝑪𝑪𝒕𝒕 = 𝟎𝟎
𝑻𝑻

𝒕𝒕=𝟎𝟎

𝑻𝑻

𝒕𝒕=𝟎𝟎
 

其中， 
T=還本期 

有時候若效益不容易評估，可採用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當作決策準則，也就是選擇成本最小的方案。其概念是效益或目的
相同時，採用成本現值較低的方案做為決策。 

(二) 最小成本原則： 

Min ( ∑ [ 𝐶𝐶𝑡𝑡
(1+𝑖𝑖)𝑡𝑡]

𝑛𝑛
𝑡𝑡=0  ) 

上述成本效益分析之決策準則很明顯，選擇效益大於成本的那個方案，

然而，上述計算中，因為有時間因素隱含在成本以及效益裡，所以需要以折

現率來計算現值，再利用現值進行比較。這裡就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折現率

如何決定？此數值的決定對於評斷方案具有重要影響力，尤其考慮年限越

長，此數值的影響越顯著。若折現率選擇不當，可能導致決策錯誤92。通常

折現率的選擇會考量現在與未來社會大眾的時間偏好，以及機會成本，但並

沒有一致性的定論。原則上，有關折現率的建議有三大類：第一類是使用連

續兩期消費替代率，第二類是使用私人部門的資本投資報酬率，第三類則為

前面兩類的加權平均。但是折現率的高低會明顯影響決策選擇，所以不同計

畫採用的折現率變異極大93。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 2006 年研訂「公共
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中」，對於折現率的選擇說明為：

「公共建設之社會折現率的選擇，常引用政府借款利率、社會機會成本率、

                                                      
92 顏如玉 (2014) 公共建設成本效益分析之社會折現率探討，財稅研究，43:1， 頁 149-
162。 
93 蕭代基、鄭惠燕、吳珮瑛、錢玉蘭、溫麗琪 (2002) 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理論、方
法與應用，俊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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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交通建設計畫多採用6%。而最多計畫採用的社會折現率是 3%以及 6%。 

一、成本效益分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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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的結果只是決策者考慮的因素之一，其結果不一定成為決策，

只是提供決策者做判斷的一種準則。 
從不完全的資訊所得到的成本效益，可能會忽略某些項目，尤其是不易

量化的效益與間接產生的效益，甚至可能引起錯誤的結論。 
成本效益分析沒有採用機率計量的技術來處理不確定因素或風險。 
若有主觀判斷的歧異，可能因著眼處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通常公共投資產出不能以市價衡量，而評估影子價格96更增添困難度。 
成本效益分析時假定計畫本身以外的價格都維持不變，屬於部分均衡

分析法(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94 同 92。 
95 郭昱瑩 (2005) 決策幫手：成本效益分析之概念與實務，T&D飛訊第 30期，頁 1-18。 
96 影子價格(shadow price)，最初來自於最佳線性規劃問題，當限制條件中某資源增加一個
單位，目標函數就增加了一定單位，用來顯示不同資源對目標的真實價值變化量，或者說

邊際貢獻量，這個邊際供限量就是該資源的影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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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本效益分析實施步驟與評估方法 

任何成本效益分析都可以從兩個步驟來進行97： 
1. 計算該計畫或方案各年的成本與效益出 
2. 將未來各年的成本與效益折算(discounting)成現值(present value)，然
後將它們加總起來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成本效益，應該要考量整個社會各層面的影

響，而不只是考量對某一單位或部門的影響。也就是說不只是計算私人成本

與效益，應以社會成本與效益做為評估準則。另外，還有折現率的使用如前

所述，使用上必須小心，尤其當牽涉的層面較廣時，各個利害相關者的折現

率可能都不同。 
但基本上，將須考量期限、範圍、影響的利害相關者都設定清楚後，只

要照上兩個步驟逐一計算即可。 
將價值轉換為價格，一般而言，對環境有益的價值較難轉換為價格，首

先須知道，價值可分為使用價值(use value)與非使用價值(non-use value)，前
者又可分直接使用價值與間接使用價值，直接使用價值就是直接獲取的價

值或利益，而間接使用價值則是間接獲得的價值或利益。非使用價值包括存

在價值以及遺產價值，前者是環境資源本身存在的價值，不管是不是可以從

中獲取利益，而後者是指可以遺留給後代，讓後代享有的價值。使用價值的

評估較容易，非使用價值則有不確定性以及主觀偏好問題，不容易評估。不

管是哪一種價值，要將其換算成貨幣價格時，可依市場價格來算，若無市場

資訊，就得用替代市場或假設市場的方式求出這些價格。 
成本部分，分為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固定成本如土地成本、設備成本

等初始成本，變動成本如隨生產增加的材料成本、藥品、水電等成本。通常

成本項目只要將所有支出項目列出，逐一調查計算即可。另外，在考慮環境

保護相關議題時，成本尚須考量外部性成本(external cost)，即該行為對其他
人事物的影響，非自己所付出的成本，而是其他人事物付出的成本。例如因

為某工廠排放汙水，導致下游淨水成本必須提高，或導致下游居民必須購買

淨水設備，這些額外付出的成本就是外部性成本。不過，外部性成本的計算

                                                      
97 Layard, R; Glaister, S (eds) (1994), Cost-benefit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6. ISBN 978052146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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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將被影響而多付出的成本項目列出並納入計算，原則上，成本項目的計

算比效益計算容易。 
效益部分，有些效益不易用市場價格表示，尤其環境品質的好與壞，如

何以價格表示? 當污染設備投入，空氣品質變好，其價值如何評估? 這時候，
就必須以替代市場價值或假設市場價值的評估方法來表示效益了。 
所以，不管是成本或效益，當所有評估項目逐一列出後，需計算這些項

目的價格，若有市場價格，應優先採用市場價值評估法，若無才考慮其他方

法，說明如下： 

一、市場價值評估法(market valuation method) 

所謂市場價值，就是用市場上的產品價格來估算的方法，成本項目的市

場價格可直接代入，如材料、人事費等，但效益的市場價格除了實質利潤外，

其他環境效益的市場價格，則利用影響到的層面所對應的產值、成本、所得

等的變化來表示該效益。也就是以市場財貨的供給與需求面被影響的變動

情況，推估環境效益的經濟價格，例如環境品質改善，造成產品產量增加，

此增加的數量乘上產品價格，就是環境品質改善的效益。或者使得產品成本

下降，那下降的成本也是環境品質改善的效益。 

二、替代市場價值評估法(surrogate market valuation method) 

當某一決策受影響的層面無法直接以市場價值來評估時，可考慮使用

替代市場價值法，顧名思義，不是直接以產品變動，而是以替代品來推估，

這裡的替代品，不單是物質，還可以是特徵、行為等有形或無形的替代品。

常見的替代市場價值評估法有三種，本冊僅作概念介紹，詳細執行步驟與推

估方法、函數內容，可參考蕭代基等(2002) 98以及駱尚廉等(2007)99： 

(一) 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 

特徵價格法的概念就是將一種產品拆解成各項特徵，各項特徵組合成

該商品的價值。因為環境影響可能不是影響到整個產品的改變，但會影響到

該產品的某項特徵，就可以利用這個特徵變動來替代環境效益。例如，房地

                                                      
98 蕭代基、鄭惠燕、吳珮瑛、錢玉蘭、溫麗琪 (2002) 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理論、方
法與應用，俊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99 駱尚廉、蕭代基 (2007) 環境經濟分析，曉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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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Layard, R; Glaister, S (eds) (1994), Cost-benefit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6. ISBN 978052146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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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蕭代基、鄭惠燕、吳珮瑛、錢玉蘭、溫麗琪 (2002) 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理論、方
法與應用，俊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99 駱尚廉、蕭代基 (2007) 環境經濟分析，曉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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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價格受到周遭環境影響，附近有公園、河岸第一排、環境品質優良、景

色優美，都會影響房價。所以可以利用這些特徵價格推導出環境效益。不過

這個方法需要大量的資料數據，才能夠把特徵價格函數算出來，而計算出特

徵價格函數後，還需估算消費者對某特徵的邊際隱含價格，因為每個消費者

就自身需求與價值觀不同，對於各種特徵的願付價格並不相同，所以須調查

消費者的邊際隱含價格。最後才能得到環境品質特徵的需求函數。這個需求

函數得到後，就可推估不同環境品質水準下的福利變動差異，作為環境效益。 

(二) 旅行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 

旅行成本法是最早被用來評估非市場價值的方法，把人們在自然環境

中進行遊憩活動得到的滿足轉換成自然資源的價格，也就是將自然資源提

供的「服務費用」替代自然資源或是環境品質的價格。這個價格不能只用門

票，因為門票只是象徵性的收取清潔費，甚至大部分地方是不用門票的。所

以旅行成本法是把消費者願意到某遊憩地點所付出的花費、潛在的成本都

加總起來，例如交通成本、食宿費用、使用遊憩設施費用、入場費用、以及

時間成本等。因為個別消費者到某遊憩區的距離遠近就不同，交通工具選擇

不同，因此此方法也需大量的調查資料，才能求出旅遊需求函數。旅遊需求

函數可分個人或遊憩區，個人旅遊需求函數就是蒐集個別民眾到某旅遊地

點的次數、成本、社經變數等。而遊憩區旅遊需求函數，則需蒐集全國各地

民眾到某旅遊地點的次數、成本、社經變數，但以各地每人的旅遊頻率為應

變數。當旅遊需求函數求出後，以不同環境品質下，造成旅遊需求改變的福

利變動，就是環境品質改善的效益，如下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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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不同環境品質的旅遊需求函數（斜線面積即環境改善效益） 

(三) 趨避行為法(averting behavior method) 

趨勢行為法的基本概念是因應某環境品質惡化所採取的避免支出

(averting expenditure)，增加花費來避免、減輕、預防環境負面影響，例如買
口罩、空氣清淨機對抗空污或買淨水設備增加水質安全等，或者購買醫藥產

品、增加保險費用，甚至搬家、出國等終極趨避行為來遠離惡化環境，這些

因應的趨避行為，都可以算做環境效益經濟價值的替代品，用來評估環境效

益。通常這會跟健康風險有關，也就是為了改變健康風險所願意付出的價格，

執行上需估算出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再以環境品質變化進行效益推估。 

三、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當無法經由消費者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獲得市場價值與替代市場價值

時，可利用假設性市場來推估，簡單來說，就是假設有這樣一個市場存在時，

消費者會願意付出的價格，因此這個方法著重在建立假設性市場，讓受訪者

了解此市場的各種特性，然後透過問卷方式了解受訪者在該假設市場願意

購買或付出的價格，獲得消費者對該環境資源或特性的願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 WTP)。由於受訪者不是真的要實際付出金額，因此此價格會存在一
些偏誤情況，所以在設計上必須使受訪者對於假設市場中的消費行為感覺

更真實、更接近實際消費狀況。使用 CVM方法必須注意偏誤問題，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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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誤有四類：策略性偏誤(strategic bias)、假設性偏誤(hypothetical bias)、問
卷設計偏誤(questionnaire design biases)以及嵌入偏誤(embedding bias)，相關
內容詳見蕭代基等(2002) 100。 

4.3 成本效益分析的應用 

荷蘭的循環經濟報告指出101，循環經濟的推動預估會為荷蘭帶來 73億
歐元的價值，占了 1.4%的全國 GDP，並創造 54000個工作機會。除此之外，
循環經濟帶來的其他外部影響包含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7150 kt，減少土地使
用 2180 km2，減少淡水使用量 7億 m3，以及減少原料使用 100,400 kt。這些
效益是用循環經濟可能創造出的結果來估算的，例如產品的使用次數增加

所創造出來的機會。但是，這不算是完整的成本效益分析，因為循環經濟裏

頭的各種轉變都需成本投入，不能僅單看產出效益。 
成本效益分析的應用很廣，前述已提到幾乎公共建設計畫在預算編列

時都須提出成本效益分析，來決定該公共建設是否值得推動。或者當有不同

方案進行比較時，決策者做政策決定時也常依據成本效益分析結果。而成本

效益分析應用在資源循環議題的，多以廢棄物管理為主，例如比較不同廢棄

物處理方法，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以及直接焚化或掩埋，哪種較佳? 這時可以
成本效益分析來決定。以下提出三個案例說明。 
另外，談到成本效益分析在循環經濟上的應用，必須提 MFCA-物質流

成本會計。物質流成本會計是結合物質流與成本的系統分析方法，以物質流

呈現物質材料在產品製造過程中的流動，提高物質使用效率以減少浪費，同

時加入成本資訊，呈現隨著物質流動的金錢流，所有浪費損失的物質材料都

將是成本的浪費。透過 MFCA 方法，可促使企業以節省成本的角度，減少
物質材料損失，除了協助達到物質永續目標，也可以透過減少成本而增加利

益。 

                                                      
100 蕭代基、鄭惠燕、吳珮瑛、錢玉蘭、溫麗琪 (2002) 環境保護之成本效益分析: 理論、
方法與應用，俊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01 Bastein, T., Roelofs, E., Rietveld, E., Hoogendoorn, A. (2013) Opportunities for a circular 
economy in the Netherlands. TNO, ISBN: 978-90-5986-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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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本效益分析應用案例 

以下舉三個案例呈現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應用。 

(一) 案例：不同類型廢棄物之最佳回收率分析 

紐西蘭環境部為了減少廢棄物最終棄置掩埋的數量，以各種方式推動

廢棄物減量，增加廢棄物回收為其中一種方式。但是回收工作需要額外成本，

回收越多成本越高，雖然也有效益，但效益基本上會逐漸遞減，因此他們以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分析幾種主要的廢棄物，如紙、塑膠、玻璃、有機廢棄

物（如廚餘）、建築廢棄物、輪胎、廢棄油等的最佳回收比例102。考量的成

本與效益如下圖 4.2所示，成本包含回收所額外需要的收集成本以及分類成
本，再減掉回收物的市場價格。效益部分考量掩埋場成本（含掩埋場的外部

性成本）、收集至掩埋場的成本以及其他效益，其他效益包含對消費者的直

接效益、對紐西蘭政府正面形象效益，這部分採用願付價格(WTP)估算。當
所有成本、效益項目都計算完成後，利用邊際成本效益的概念，就可得到最

佳的回收率。如下圖 4.3。從整體社會角度來看，當邊際成本越來越高、邊
際效益愈來越小，兩者交集時，可產生最適回收量。因各類廢棄物的掩埋外

部成本、回收物市場價格等不同，依此分析結果得到各廢棄物類別的最適回

收率，提供決策者參考。 

 

 
圖 4. 2 紐西蘭探討廢棄物最佳回收率之成本效益分析單元103 

                                                      
102 Covec (2007) Recycling: Cost Benefit Analysis. Prepared for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103 同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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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從邊際效益與邊際成本獲得最適數量104 

(二) 案例：工業廢棄物不同處理方式分析 

在南韓，工業廢棄物有 3.2%進到掩埋、48%為焚化、48.8%為回收，回
收後再繼續分為各種細部的回收程序作業。Kim and Jeong (2017) 105 以成本
效益分析評估五種可燃性工業廢棄物的處理方式，包括焚化爐、廢棄塑膠燃

料(refuse plastic fuel, RPF)鍋爐、廢棄塑膠水泥窯、廢棄物切碎後進到水泥
窯、廢棄物切碎後進到紙焚化爐。這個研究考慮廢棄物處理的整個流程，從

收集、運送、處理、能源回收、到最後的處置。該研究的分析流程如下圖 4.4。
除了 5種處理方式的比較外，處理量以兩種情境表示：第一種假設所有的廢
棄量都進到 5 種處理方式，雖然實際上不是所有處理方式來各自處理全部
的物質，此情境假設 30天的廢棄物產生量。第二種是以實際各種處理方式
所處理的廢棄物處理量，來計算經濟與環境成本分析。此研究討論的廢棄塑

                                                      
104 同 102。 
105 Kim J., Jeong, S. (2017)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st analysis of incineration and 
recovery alternatives for flammable industrial waste: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ustainability, 9, 
1638; doi: 10.3390/su909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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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燃料(refuse plastic fuel, RPF)鍋爐比例為 3.4%、廢棄塑膠水泥窯 1.2%、廢
棄物切碎後進到水泥窯 18.9%、廢棄物切碎後進到紙焚化爐 5.3%。 
此研究考量的經濟成本包含各處理方式的建置成本(construction cost)、

營運成本(operation cost)以及運輸成本(transportation cost)，環境成本是指因
運輸而產生的排放量，以不同的運輸車輛所排放的不同空氣汙染物系數乘

上預估的道路距離（公里數），以及各種不同處理方式所產生的固定汙染排

放量，然後再將這些不同的空氣污染物（包括懸浮固體物等）對環境的損害

成本計算出。效益部分，則是計算這些處理方式的燃料替代效益、蒸氣販賣

效益、RPF販賣效益。分析結果如下表，各處理方式的效益都比成本要少，
而總支出最少的為焚化處理方式，回收的各種處理方法則以廢棄塑膠水泥

窯的總支出最高。雖然焚化在效益上不比 RPF 鍋爐要好，但是焚化的經濟
與環境成本支出最少，所以影響最後總支出最低。 

 
圖 4. 4 Kim and Jeong (2017)成本效益分析應用程序106 

                                                      
106 Kim J., Jeong, S. (2017)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st analysis of incineration and 
recovery alternatives for flammable industrial waste: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ustainability, 9, 
1638; doi: 10.3390/su909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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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alternatives for flammable industrial waste: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ustainabilit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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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塑膠垃圾焚化與回收之成本有效性分析 

當環境效益不易估算時，也可以最小成本進行方案優劣比較。Gradus et 
al. (2017) 107  以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比較荷蘭家戶塑
膠垃圾以焚化或回收處理的差別。兩種方法各自有自己的效益與成本，而回

收處理的主要效益是減少 CO2 排放，以及產生製作成新的塑膠材料。但回

收的成本也會增加，因為收集、分類、回收處理都需要成本投入。焚化塑膠

垃圾的主要效益是能源回收，回收能源也就意味減少其他燃料的使用。不過

焚化的主要成本就在於需要一套可以將廢棄物轉換成能源的焚化廠，其建

設成本較高。本冊在比較焚化與回收的處理成本包含收集清運成本、淨處理

成本、以及能源回收的機會成本、塑膠回收的機會成本。分析結果回收塑膠

廢棄物的成本為每噸 767 歐元，比焚化的 561 歐元要高出許多。除了成本
外，兩種方法的 CO2排放明顯不同，回收每噸塑膠廢棄物的 CO2排放量為

1.66噸，比焚化的 2.82噸少。作者將前述兩種方法的成本差值以及 CO2排

放差值總和比較，計算出 CO2的隱性成本(implicit price)，也就是回收塑膠
廢棄物而減少每噸 CO2的影子價格為 178 歐元，這個價格遠高於歐盟碳交
易市場價格（每噸 6 歐元）。表面上看來回收塑膠廢棄物的成本大於焚化，
而且以減少 CO2 排放的價格來看，成本也高出市場價格。作者認為主要是

因為塑膠廢棄物的收集以及處理費用太高，因為要將塑膠單獨分開收集比

一般混和廢棄的收集成本高出 7倍。雖然回收塑膠可以再做成材料，但分析
結果顯示目前回收處理的成本還是太高。第二個原因是從回收塑膠廢棄物

所減少的 CO2排放量太少，以荷蘭家戶垃圾情況，若每戶每年回收塑膠，需

要 60年才抵上一次從阿姆斯特丹飛到洛杉磯的飛機航程排放量。透過這樣
的成本有效性分析，作者強調比起單純的增加回收量，更應鼓勵回收的品質，

將家戶源頭的分類做好，或者改善收集後的分類技術，才能減少收集與處理

成本。 
  

                                                      
107 Gradus, R.H.J.M, Nillesen, P.H.L., Dijkgraaf, E., Koppen, R.J. (2017)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for incineration or recycling of Dutch household plastic waste. Ecological Economics, 
135: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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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回收與焚化塑膠廢棄物之淨成本（歐元/噸）108 

成 本 回 收 焚 化 

收集清運成本 408 60 

淨處理成本 269 6 

能源機會成本 90 0 

塑膠機會成本 0 495 

總和 767 561 

表 4. 2 回收與焚化的二氧化碳排放（每噸 CO2/每噸塑膠廢棄物）109 

項 目 回 收 焚 化 

能源回收 0.65 2.60 

回收 0.20 0 

運輸 0.02 0.01 

能源機會排放量 0.78 0 

塑膠機會排放量 0 0.20 

總和 1.66 2.82 
 

二、物質流成本會計 (MFCA) 

物質流成本會計(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是一套基於系統
分析的計算工具，目的在計算並掌握企業製造產品過程中材料的損失，並以

金錢方式衡量，藉此指出材料損失所付出的成本，強調減少材料損失、提高

材料使用效率，從而減少因損失而浪費的成本，換句話說，即增加了整體利

益。傳統上，工程師著重在技術功能以及產品品質，管理者注重成本與利潤，

環保機關在意汙染物的排放、廢棄物的處理。各自雖有共同的目標，在於效

率的提升、經濟的發展、環境的保護，但各自在追求目標的同時，可能對另

一方有所衝突，例如技術的改良可能忽略成本的投入、追求降低成本，可能

                                                      
108 Gradus, R.H.J.M, Nillesen, P.H.L., Dijkgraaf, E., Koppen, R.J. (2017)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for incineration or recycling of Dutch household plastic waste. Ecological Economics, 
135: 22-28. 
109 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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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減少人事或設備，反而增加環境負荷，而環境保護希望尋求新的產品綠

色設計，但這對工程技術來說會造成負擔。在共同目標下，如何整合不同部

門的資源與需求，MFCA 提供了一種新的系統思維，達成整合的最佳目標
110，它可以讓工程師了解環境的影響、讓環保機關知道成本資訊、讓管理者

在技術、財務、環境三面向有全面的了解。MFCA不僅可以幫助企業從減少
材料中減少成本增加利潤，還可以促進清潔生產(clear production)的轉型，
最終對環境產生正面影響。 

(一) MFCA的發展 

MFCA的發展從德國開始，由日本發揚光大，並且在日本的推動支持下
成為國際標準 ISO14051。在 1990年代，減少物質材料以及能源的使用，已
經在經濟體系以及環境體系中逐漸推廣，當時基於物質材料的有限性，採用

流動成本會計(flow cost accounting)的方法來計算物質流動，最早以公斤當
作衡量單位。後來才把成本加進來計算，改以貨幣為衡量單位。德國

Augsburg環境管理學院(Institut for Managementund Umbelt, IMU) Wagner教
授等人於 2003年的著作一般被認為是最早的MFCA雛形111。 

2000 年日本引進德國此管理方法，進行研究並積極展開，並改用物質
流成本會計(MFCA)這個名稱。日本的貿易與工業省(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METI)資助案例研究，並提出MFCA的指導手冊112，將其認為是精

進日本企業發展的作法，由政府開始推廣。同時，2007 年日本向國際標準
組織(ISO)提出MFCA規範的申請，希望將MFCA這套做法標準化。2011年
ISO總部通過並正式公布實施，為 ISO14051。ISO14051說明MFCA的基本
架構，而MFCA第二個標準 ISO14052則為指導供應鏈的實際應用規範。 
我國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5年也提出產業實施MFCA的參考手冊，清楚

指出藉 MFCA 可提升企業經營獲利並兼顧環境永續，由適當管理方法之分
析與改善應用，達到減少成本浪費，幫助企業提出對能源、對環境的社會責

任做法，同時提升節能減碳、環境保護等綠色化產業形象，發展為國內企業

                                                      
110 Guenther, E. et al. (2015)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e looking back and ahead.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8, 1249-1254. 
111 Schmidt M., Nakajima, M. (2013)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s an Approach to Improve 
Resource Efficiency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Resources 2, 358-369. 
112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METI). Guide for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Ver.1); METI: Tokyo, Jap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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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提升競爭力之管理模式，視為幫助企業提升生產力的作法。生產有

Man, Machine, Material三個M的概念，一般精實生產強調前兩者，也就是
勞動生產力、機器生產力的提升，較少提到材料生產力的提升。而MFCA則
是以材料的資源生產力為切入重點，其目的也是以提升企業整體生產力為

目標113。 

(二) MFCA基本方法 

一般成本會計將所有成本全部計入產品成本，包含人事、設備、材料、

維護等各種成本併為一種成本。但 MFCA 在意的是物質材料成本，若將物
質材料成本從所有成本中獨立出來，可以清楚了解物質材料在產品製作上

的使用與損失，再從損失中尋求改進，減少物質材料損失就是增加利益了。

所以在 MFCA 中，與傳統成本會計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成本上的計算，為掌
握物質材料的使用，將成本區分為三類：材料成本、系統成本（能源成本可

以跟系統成本一起算也可以分開計算）、廢棄成本。最後留在產品中的材料，

那就屬於正產品(positive products)的材料，反之，無法留在正產品的材料，
就視為損耗(loss)，或者稱作負產品(negative products)的材料。如圖 4.5。 
以物質流平衡來看： 

投入量=正產品量+負產品量 

透過 MFCA 找出負產品的總成本，就是企業要改善的目標，找出減少
負產品的方法，就可以節省負產品的成本，降低整體成本並增加利潤。 

                                                      
113 經濟部工業局 (2015)， 產業導入物質流成本會寄(MFCA)指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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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物質流中產品與廢棄材料的成本分佈114 

用一個簡單的案例來說明MFCA的計算： 
假設某產品生產鏈如下圖 4.6，需投入的材料有三種 X, Y, Z，各自單價

如圖所示。最開始投入 X材料 50公斤，Y材料 30公斤，但在生產線一所
生產的中間產品過程中，損失 X材料 10公斤。在第二個生產線需投入 Z材
料 20公斤，但製造過程損失 X材料 10公斤以及 Z材料 20公斤，最後產品
事由 X材料 30公斤以及 Y材料 30公斤組成，即正產品。而負產品（損失
的材料）則共有 X材料 20公斤以及 Z材料 20公斤。光是材料損失，就消
耗了 20*100+20*20=2400元，佔材料總成本（50*100+30*40+20*20=6600元）
的 36.4%。 
除材料成本外，MFCA 還包括系統成本、廢棄物處理成本、能源成本

（也可以跟系統成本一起計算），因此當浪費的材料越多，花費在負產品的

這些成本也越高。MFCA就是用結合物質流以及成本會計的方法，將隱含的
那些物質浪費與成本浪費發掘出來。節省材料，同時也就節省成本以及增加

利潤。上述案例的詳細成本計算表如表 4.3。總成本 10000元，花在最後產
品（正產品）的成本為 5900元，總負產品成本 4100元。 

                                                      
114 Schmidt M., Nakajima, M. (2013)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s an Approach to Improve 
Resource Efficiency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Resources 2, 35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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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FCA實例 

日本企業已經超過 300家進行MFCA，而且實際案例顯示MFCA確實
可以幫助企業省下驚人的成本，METI (2010)提供製造業、非製造業的MFCA
實際操作案例117，平均有 20%-30%的成本花費在負產品上，這些就是企業
尋求降低成本的關鍵。以日本著名的相機製造商 Canon 為例，它們在鏡頭
的製造上，發現在磨碎的程序中浪費了相當多的材料，在傳統的成本會計上，

只有有缺陷的產品才會被記錄，所以可能記錄到的成本損失為 1%。但產品
製造過程中，MFCA幫助看見不只是有缺陷的產品，透過物質流平衡，可以
將投入與產出量之間的差異展現出來，也就明白看到還有其他的材料損失、

廢棄物處理等成本（中間損失的材料會被視為廢棄物，當廢棄的材料越多，

廢棄物處理成本越高）。 

 
圖 4. 7 日本 Canon公司傳統產品管理與MFCA的比較118  

實施 MFCA 作法，可將看得到的正產品與被忽略的負產品區分出來，
而企業要著手努力的就是降低這些負產品的成本，以降低整體生產成本。如

                                                      
117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METI).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MFCA Case Examples; METI: Tokyo, Japan, 2010. 
118 Schmidt M., Nakajima, M. (2013)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s an Approach to Improve 
Resource Efficiency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Resources 2, 35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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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企業要著手努力的就是降低這些負產品的成本，以降低整體生產成本。如

                                                      
117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METI).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MFCA Case Examples; METI: Tokyo, Japan, 2010. 
118 Schmidt M., Nakajima, M. (2013)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s an Approach to Improve 
Resource Efficiency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Resources 2, 35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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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上方為運用傳統的生產管理方式，而下方圖是運用物質流成本會計
進行管理。在物質流成本會計的部分，其將產品的流向分成正產品(Positive 
products)與負產品(Negative products)，正產品代表實際完整可銷售的產品，
而負產品代表為銷毀、損失的產品耗損量。如此可以清楚看出物質的損失

(Material Losses)以及進入處理部門的比例。 
從成本流圖（圖 4.8）可以看出約有三分之二的材料損失成本主要發生

在磨碎階段(grinding processes)，而材料損失成本主要是由處理材料的污泥
成本以及處理廢水的成本占大宗。為降低污泥之成本，Canon公司與供應商
合作使用另一種類型的鏡片，以降低處理成本。 

 
圖 4. 8 Canon公司產品與物料損失之成本流向圖119 

此實驗研究之成果良好，因此爾後日本 Canon 企業正式引入物質流成
本會計作為管理工具。據統計，直至 2012年底，Canon共有 17家工廠皆使
用此工具。而從 2004 年至 2012 年因為物質流會計成本之分析與應用，共
省下 5100萬美元120。 
國內群創光電公司從 2010年開始成立團隊建立方法學，並導入在不同

廠，其位於中國廣東省的南海廠於 2012 年取得全世界第一張 ISO14051 證
書，並在 2013年取得全球第一張「MFCA物質流成本會計認證」，其 2014
年企業責任報告書中指出，群創光電導入 MFCA 後，在 2012-2014 年間減
                                                      
119 Schmidt M., Nakajima, M. (2013)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s an Approach to Improve 
Resource Efficiency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Resources 2, 358-369. 
120 同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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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原物料之創新作為，共減碳 2,800 噸，節省材料 840 噸，改善效益節省
1.48 億元。至 2017 年，於前段製程及背光元件的累計節材重量為 1,149.6
噸，減碳效益 3,161 tCO2e 121。 
另外，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122、泰國123以及越南124也將 MFCA 應用

在中小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馬來西亞的中小企業
佔了大約 97%，MFCA在 2010年引進馬來西亞，並在相關的計畫中開始嘗
試執行應用於 SME，以了解MFCA在馬來西亞推動的可行性。而泰國北部
地區除了少數幾間大型工業外，其他經濟體幾乎都是 SME，這些 SME以農
業、零售業、服務業、手工業為主，像是農產品加工以及手工業都使用大量

的自然資源，也產生大量廢棄物，在泰國北部許多省分都面臨垃圾問題以及

其他環境汙染問題，如燃燒廢棄物帶來的空氣汙染。因此 MFCA 系統被用
來幫助解決 SME的廢棄材料以及衍生污染。下圖 4.9為泰北某木材產品生
產工廠的物質流模型，分析結果發現近 70%的材料在裁切過程中被浪費，在
裁切、組裝、上色、裝飾、包裝等五個程序中，裁切的負產品材料成本、系

統成本、能源成本都比正產品高出兩倍以上，如下表 4.4。經MFCA分析，
該研究建議最佳的裁切方式，可將材料損失從近 70%減少到 54%125。 

                                                      
121 群創光電(2018)，2017群創光電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www.innolux.com/Files/CWSFiles/csr/2017_INX_CSR-tw0627.pdf 
122 Sulong, F., Sulaiman, M., Norhayati, M.A. (2015)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MFCA) 
enablers and barriers: the case of a Malaysi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8, 1365-1374. 
123 Chompu-inwai, R., Jaimjit, B., Premsuriyanunt, P. (2015) A combination of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nd design of experiments techniques in an SME: the case of a wood products 
manufacturing company in northern Thailand.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8,1352-1364. 
124 Nguyen, D.T.T. (2018) Is Japanese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Useful To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a Vietnamese Seafood Processing Company. In Ki-Hoon LeeStefan Schaltegger Eds: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pp 237-258. Springer, Cham. Print ISBN: 
978-3-319-70898-0. 
125 同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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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Accounting and design of experiments techniques in an SME: the case of a wood products 
manufacturing company in northern Thailand.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8,1352-1364. 
124 Nguyen, D.T.T. (2018) Is Japanese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Useful To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a Vietnamese Seafood Processing Company. In Ki-Hoon LeeStefan Schaltegger Eds: 
Accounting for Sustainability: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pp 237-258. Springer, Cham. Print ISBN: 
978-3-319-70898-0. 
125 同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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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泰北某木材工廠MFCA模型126 

表 4. 4 泰北某木材工廠MFCA結果127 

成本（泰幣） 裁 切 組 裝 上 色 裝 飾 包 裝 

材料成本 13,600 4,695 7,053 26,495 28,112 

正產品 4,300 4,394 7,053 23,846 28,112 

負產品 9,300 265 0 2,648 0 

系統成本 2,772 7,535 16,260 17,908 16,530 

正產品 855 7,020 16,260 16,118 16,530 

負產品 1,917 515 0 1,790 0 

能源成本 120 232 417 417 376 

正產品 37 216 417 376 376 

負產品 83 16 0 41 0 
註：此案例的廢棄物處理成本直接併入材料成本，不再計算。 

(四) MFCA實施程序 

MFCA的基本實施程序如下圖 4.10。程序步驟說明如下： 
1. 決定系統邊界：跟所有系統分析方法一樣，MFCA需要先決定分析邊

                                                      
126 同 123。 
127 同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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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可依照產品的生命週期來訂定，也可以僅考慮製程過程。分析範

圍由決策者與規劃者決定就好。但系統邊界不適合訂的太廣，因為後

續需調查所有投入產出的物質材料及成本資訊。若範圍太廣，可能也

沒有對應可用的資料。 
2. 建立物質流模型：確定適合的系統邊界後，就要建立邊界內物質與能
源等材料的流動模型(flow model)。在邊界內，物質材料如何流動分
佈是 MFCA 的重要步驟，但這時還不需要加入成本資訊，若執行到
此步驟，此步驟成果已經可以作為改善該系統的物質材料使用效率

的參考。 
3. 物質流平衡計算：流動模型建置完成後，把所有物質材料以及能源的
數值代入，包含流入流出以及貯存在某一單元（也可以稱為物量中心, 
Quantity Centers, QC）的數值。計算過程中若有實際盤查數值最佳，
若無也可透過一些合理的估算方式代替。此步驟的最主要目的是衡

量單元之間的物質流動量，但須注意符合物質平衡(material balance)
或質量守衡(mass balance)，因為所有的物質包括能源都不會無中生有
也不會消失，只會轉移，所以系統中物理性的投入量必需滿足輸出量。 

4. 物質材料的貨幣價格：當物質流平衡完成後，就把所有單元的投入、
產出都給予貨幣價格。MFCA對於貨幣成本分為幾種類別，以如上所
述，包括材料成本、系統成本、廢棄物處理成本。所以在各單元的投

入產出中，須標示出這幾類成本。 
5. 改善物質材料使用：上述四個步驟完成後，MFCA還沒結束，最後應
提出綜合檢討建議，摘要、評估、解釋上述物質成本模型的結果。把

這些結果拿給熟悉製程的專家，提出可行的改善機會與執行策略。有

時候還可以將這些改善策略套入模型中，重新計算物質流模型，用以

比較不同策略與現況的差異。 
6. 執行：從MFCA中得到減少成本的機會後，評估過後執行最佳策略。
然後如同所有管理原則，採用 PDCA(Plan-Do-Check-Act)，進行循環
式的持續精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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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MFCA實施程序 128 

                                                      
128 Christ, K., Burritt, R.L. (2015)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8: 1378-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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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風險評估 

5.1 風險評估方法原理 

風險評估是一道大眾健康問題的說明程序(interpretive process)，用以描
述污染物釋放後對人類或生態造成危害的可能；其中，污染源確定是減低環

境危害的首要工作。透過健康風險評估可以量化環境損害，更甚者可以回饋

至污染源，例如工廠、污染場址等，約束污染源之所有者，根據風險結果作

出有利環境的方案判定。風險評估主要用以評估有害物質對人體的健康衝

擊，以科學的方法評估現在和預估未來對人體健康可能發生危害的機會與

程度。針對一般的健康風險評估，其目的主要在鑑定是否應對受體所受之影

響採取管理措施，建立污染源與受體影響之因果關係，並界定污染源與受體

之間重要之連結途徑，並在種種環節與途徑之中，評估可行干預方案之適切

性與效率，以尋求適當而有效之管理方法。就有害物質管制而言，最初探討

食物、藥物與化妝品等直接與人體接觸之有害物質，食品與藥品相關單位之

有害物質管制陸續制訂至 1990年。而環保、工安衛與交通類，自 1970年也
開始針對相關毒化物進行管制，並開始風險評估的執行與應用129。 
美國環保署最早於 1970年代將風險評估納入環境管理工具，嘗試評估

污染物質在環境中的流布對人體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1980 年初，開始實
際將風險評估應用於量化水質內 64種污染物；1983年，美國國家研究院出
版“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ing the Process 130”，一
般被簡稱為“The Red Book”，報告中正式提出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的四大步驟，
包含危害性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劑量反應評估 (Dose-Response 
Evaluation)、暴露評估 (Exposure Assessment)與風險特徵描述 (Risk 
Characterization)，以此為藍本，世界各國均以此流程作為健康風險評估方法
之標準，至今各國仍將此報告奉為圭臬。 
自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發表的紅皮書(The Red Book)以來，風險評估成

                                                      
129 Robson, M.G. and Toscano, W.A., “Risk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7. 
130 NR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ing 
the Process,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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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Robson, M.G. and Toscano, W.A., “Risk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7. 
130 NR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ing 
the Process,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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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風險評估可量化環境危害的特性，足以作為環境管理之科學依據，

特別於環境相關策略中，包含環境品質管制、污染減量、環境預測評估與總

量管理等，期盼根據風險結果作出有利環境的方案選擇依據。其中環境品質

管制與污染減量多用於現有污染源之管理；環境預測評估用於預估新增污

染源可能發生之增量風險估算以及各替代方案可能造成的健康衝擊；而累

積性風險評估可運用於各項物質之總量管理。依上述彙整，下列將依序進行

風險評估應用之介紹。 
環境品質管制與污染減量多應用於單一且現有污染源之危害評估，且

此類應用也是風險評估最初期的評估目的。因此多數文獻中可發現風險評

估頻繁的被運用於焚化廠、污染場址、電廠等。自最初期的單一介質與暴露

136，中期為均質介質模擬與多暴露，到最近期的時間空間因子引入評估多介

質多暴露風險。2000 年後，多以後兩者評估特性（多介質多暴露）評估污
染源對鄰近居民的危害。2004 年，Menese 等利用 simple-compartment-
multimedia model評估焚化廠附近戴奧辛與呋喃對鄰近居民之致癌與非致癌
風險137；隔年，Glorennec等利用 CalTox的多暴露特性，評估歐盟焚化廠排
放標準對人體健康之效益或危害138。均質介質模式缺乏時間與空間因子，故

近期評估已將污染物隨時間變動之空間傳輸機制納入風險評估流程中，

Morra等將大氣擴散模式（ISCST3與 AERMOD）、移動污染源(CALINE)及
土壤地下水傳輸模式（HSSM與 GMS）結合地理資訊，評估仍在運作之工
業區內的鄰近居民經由多介質多暴露後的危害139。此類風險評估方法通常可

                                                      
“ Updated Principles for Risk Analysis,” Memorandum for the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from Susan E. Dudley, Administrator,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nd Sharon L. Hays, Associate Director and Deputy Director 
for Scienc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Washington, DC., 2007. 
136 Nouwen, J., Cornelis, C., De Fré R., Wevers, M., Viaene, P., Mensink, C., Patyn, J., 
Verschaeve, L., Hooghe, R., Maes, A., Collier, M., Schoeters, G., Van Cleuvenbergen, R., 
Geuzens, P., “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dioxin emissions from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s: the 
Neerlandquarter,” Chemosphere, Vol.43, pp.909-923, 2001. 
137 Meneses, M., Schuhmacher, M., Domingo, J.L., “Health risk of emissions of dioxin and furans 
from a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 comparison with other emission source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Vol.30, pp.481-489, 2004. 
138 Glorennec, P,; Zmirou, D.; Bard, D., “ Public health benefits of compliance with current E.U. 
emissions standards for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s: A health risk assessment with CalTox 
multimedia exposure mode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Vol.31, pp.693-701, 2005. 
139 Morra, P., Bagli, S., Spadoni, G., “The analysis of human health risk with a detailed procedure 
operating in a GI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Vol.32, pp.444-45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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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環境及公衛領域中一項重要的工具131。人們對於環境風險的思維起源自

對開發行為所可能產生之結果的效益評估，除了所欲達到的正面效益之外，

同時考量可能造成的負面效益，如發生的機會大小、出現的時機是否適當、

影響的程度大小、可能影響的對象等，風險代表著可能發生的負面效益及對

於結果的不確定性；所以健康風險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對人體所可能造成的

潛在傷害程度，及各種可能造成危害的方式、範圍與對象的探討。健康風險

可定義為是危害性和暴露程度的共同結果，如果缺少其中一項因素則可視

為沒有風險的存在 132。 
1984 年美國環保署因應“The Red Book”頒布“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Decision Making” 133 奠定美國環保單位風險評
估執行之基礎。此報告認為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應密切連繫且相互呼應，並

具體表現於政策中，有效表現風險評估之價值。此外，美國環保署亦建置了

Integrated Risk Information System(IRIS)，針對毒性化學物質進行致癌與非致
癌特性的定量分析。由 1980年代風險評估基礎的奠定，風險評估被廣泛的
應用於環境管理的議題，更甚加入了生態風險的概念進入環境管理的思維。

除了既有的空、水、土壤介質外，食物(Food Quality and Protection Act)與海
洋(Ocean Dumping Marine Protection Act)承載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健康問題也
囊括討論議題中。 

1990 年中期，歐盟與世界衛生組織亦採納“Red Book”的風險架構，提
供給各國參考 134。2000年後，風險評估方法的發展更為精確廣泛。其中為
了增進風險評估的精確性，特別將兒童與一般成人分開評估，以求特殊族群

暴露於相同污染源，卻承受不同之危害程度。除此之外，評估範疇內廣納污

染源、污染物等，企圖利用風險評估量化多數、多樣之危害，進而回饋污染

源管制。美國行政管理與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亦將風險
評估擴大使用於各項政府政策，如“Updated Principles for Risk Analysis” 135。 

                                                      
131 Omenn, G. S., “The risk assessment risk management paradigm. Risk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2007. 
132 Robson, M., & Ellerbusch, F., “Introduction to risk assessment in public health,” Risk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 2007. 
133 U.S.EPA,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Decision Making,”1984. 
134 NR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Science and Decision: Advancing Risk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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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風險評估可量化環境危害的特性，足以作為環境管理之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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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環境及公衛領域中一項重要的工具131。人們對於環境風險的思維起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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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體中分佈與風險結果，藉以提供整體性的風險顯示水中污染物減量與

水質管理間的關係，更有效地協助決策者水質管理的執行。2010 年，美國
卡內基美隆大學提出利用單位排放量之風險管理單一污染物之經濟活動，

企圖將風險結果回饋至產業結構變動與環境危害的關係，冀望決策者以環

保概念推動產業發展149。2011 年，生命週期風險評估則用以估算底渣再利
用相關策略推動時，可能造成的風險轉移150。而至 2012年，健康風險評估
進一步整合經濟模型(Input-Output Analysis)，其整合評估方法估算台灣境內
砷排放的原因主要為產品在台製造後出口以及因家戶需求而製造151。 

 

 

 

圖 5. 1 風險評估的焦點改變152 

綜觀上述風險評估的應用，評估方法中已由單介質延伸為多介質，單一

暴露途徑進而增廣為多暴露途徑，場址均質性也精緻為場址特定性。但除了

評估方法的演進與精緻外，健康風險評估的評估標的亦趨變化；自固定場址

                                                      
contaminant transport model,” Water Air Soil Pollution, Vol.200, pp.323-339, 2009. 
149 Rehr, A.P., Small, M.J., Matthews, H.S., Hendrickson, C.T.,“ Economic sourc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irborne chromium risk in the U.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in 
press), 2010. 
150 Shih, H.C and Ma, H.W., “ Life cycle risk assessment of bottom ash reuse,”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Vol.190, pp.308-316, 2011. 
151 Ma, H.W., Shih, H.C., Hung, M.L., Chao, C.W., and Li, P.C., “ Integrating input output 
analysis with risk assessment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 risk of arsenic,” Environment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46,pp.1104-1110, 2012. 
152 USEPA, Framework for cumulative risk assessmen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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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擬精細之污染源與其影響之受體間的衝擊關係。常用於評估土壤地下

水污染整治評估及燃燒焚化場危害現況等固定污染源的風險。 
除了用以現況外，風險評估於近年也常被用於環境預測評估中140，評估

預期或設計之開發行為，如焚化廠、電廠等，各項可行方案之增加風險量；

另一方面，為平衡發展疑慮與經濟效益，污染場址再利用（褐地），健康風

險為其發展的基本考量141142。針對此疑慮，陳怡君為此建立污染場址專一性

風險評估地圖評析方法，做為平衡環境風險與經濟誘因的污染場址再利用

的評估143。台灣於近期也有非常多此類風險評估之應用結果，如彰工火力電

廠業區144、中龍鋼鐵擴建工程145與六輕146等。為達風險評估流程於環境影響

評估之一致化，台灣也於 2010年四月因應環境影響評估公告「健康風險評
估技術規範」，可見台灣對風險應用於預防開發行為的環境危害是相當重視

的。 
近年來，風險評估更擴大應用於整體性且總量管理概念，其中囊括了累

積風險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風險評估。2003 年，美國環保署定義累積風險
(cumulative risk)，意即多樣污染源與污染物透過所有可能的暴露所造成的總
風險，其意涵改變了風險評估的焦點，自管制污染源到關心居民總危害衝擊

（圖 5.1）147。2008 年 NCR Strategic Hazards Identification Evaluation for 
Leadership Decisions提及區域風險概念，認為決策單位應考量區域尺度之風
險作為政策方案執行之依據。同年，B.Chen148利用污染傳輸模式模擬殺蟲劑

                                                      
140 Demidova, O., & Cherp, A., “Risk assessment for improved treatment of health considerations 
in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5(4), 411-429, 2005. 
141 O’Reilly, M. and Brink, R., “ Innitial Risk assessment screening of potential brownfield 
development sites,” Soil and Sediment Contamination, Vol.15, pp.463-470, 2006. 
142 Robinson, F. and Zass-Ogilvie, I.,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a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risks to health: a scoping study of north east England, Report produc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ealth Protection Agency North East,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es and regions Durham 
University, 2009. 
143陳怡君，應用風險地圖探討污染土地在生管理策略，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博士

論文，2013。 
14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彰工火力第一、第二號機發電計劃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7。 
145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第二階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系，2008。 
146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六輕五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說初稿，京華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2009。 
147 USEPA, Framework for cumulative risk assessment, 2003. 
148 Chen, B., “ Water pollution simulation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hrough a r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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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minant transport model,” Water Air Soil Pollution, Vol.200, pp.323-33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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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airborne chromium risk in the U.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in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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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USEPA, Framework for cumulative risk assessmen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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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第二階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中國醫藥大學健康風險管理系，2008。 
146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六輕五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說初稿，京華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2009。 
147 USEPA, Framework for cumulative risk assessment, 2003. 
148 Chen, B., “ Water pollution simulation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hrough a refined 

第五章 風險評估



 

97 

各單位在實施風險評估時的主要骨架。奠基於此架構之上，後續風險評估的

發展更因應不同的目的性考量，發展出更為精確與適用各情境之風險評估

實施步驟。 
美國國家研究院於 2008 年發表的 “Science and Decision: Advancing 

Risk Assessment”158中提出了用以提供決策者有效管理與解決問題的健康風

險決策架構，此架構同樣是基於紅皮書所述之四大步驟之上，擴增其架構邊

界，從界定問題與範疇作為起始，使風險評估具體執行之步驟呼應初始設定

的問題，最終根據評估之結果進行風險管理，提供決策者一個更全面的觀點。 
此章節將以美國國家研究院 2008年發表之架構（圖 5.2）作為說明風險

評估步驟之主軸，其中會將較多的篇幅著墨於第二階段之第二步驟，也就是

紅皮書所提出之健康風險評估四步驟，既能闡明基本的健康風險四步驟，又

提供讀者以決策者的角度思考更全面的風險評估實施方法。 

 
圖 5. 2 美國國家研究院 2008年提出風險評估之修正架構圖159 

                                                      
158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9). Science and decisions: advancing risk assessment.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5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9). Science and decisions: advancing risk assessment.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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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的污染場址或煙道排放）逐漸趨向於大尺度的總量管理及策略評估

（水質管理與經濟發展等）。由於評估標的的變化，評估問題的描述，管理

的規劃、處理方案的設計及危害性鑑定等也將因標的的性質而有很大的變

化。 
評估風險之後須針對相關影響因子進行管理，環境風險管理的目的在

於減少污染造成的危害以降低風險，是一種政策上的選擇，其手段可為污染

排放的技術改善 153，傳統上以減少排放為手段來降低環境的污染承載，然

而排放總量的管制並沒有考量污染傳輸的空間差異、人體的暴露途徑，甚至

是農產運銷等，這些均有可能造成人體健康的影響與風險 154 155 156，以區

域的角度來看，健康風險的來源除了各污染源的排放量之外，也與污染源的

位置和空間分布、傳輸的氣象條件和食品的跨區域產銷等有關，居民除了直

接受到當地的產業影響外，更會間接受到風險轉移的影響，由於健康風險受

到這些複雜的因素影響，如何衡量並制定有效的風險降低方案是一重要的

目標。 

5.2 風險評估實施步驟 

風險評估的基本架構起源於 1983 年美國國家研究院出版的紅皮書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ing the process”157，此份報

告將健康風險評估分成主要四大步驟，分別為危害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劑量反應評估(Dose-response Assessment)、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以及風險特徵闡述(Risk Characterization)。此架構為當今各國及

                                                      
153 Frey, H.C., and Hubbell, B., 2009. A Risk-based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Multi-pollutant Air Quality, Paper 2009-A-235-AWMA, Proceedings, 102nd Annu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Detroit, Michigan, June 16-19. 
154 Horvath, A., Hendrickson, C. T., Lave, L. B., McMichael, F. C., and Wu, T. S., 1995. Toxic 
emissions indices for green design and inventor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9: 86-
90. 
155 MacLeod, M., Bennett, D. H., Perem, M., Maddalena, R. L., McKone, T. E., and Mackay, D., 
2004. Dependence of intake fraction on release location in a multimedia framework, a case study 
of four contaminants in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Industry Ecology, 8: 89-102. 
156 Chen, P.C., Su, H.J., and Ma, H.W., 2013. Trace anthropogenic arsenic in Taiwan--substance 
flow analysis as a tool for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53: 13-
21. 
157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3).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ing the 
process.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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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況進行風險特徵化，或用以評估管理手段可能造成的風險影響？以及

哪種程度的不確定性分析和可變性分析是合適的？ 
此階段主要是用來確定後續風險評估所要考量的因素以及執行的複雜

度（包括不確定性分析等），同時確保風險評估的內容與第一階段的問題範

疇界定具有一致性，能夠吻合決策者的目標。 

(二)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 

此階段即為基礎風險評估的主要架構，分為危害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劑量反應評估(Dose-response Assessment)、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以及風險特徵闡述(Risk Characterization)四個步驟，以下進行分
述。 

1. 危害鑑定(Hazard Identification) 
危害鑑定是健康風險評估中的第一個步驟，其主要目的為：確認人

類暴露於某種污染物質後是否會對健康產生影響或造成傷害。 
而要確認特定污染物質會對人體產生何種健康危害，除了需要辨

識物質本身的物化毒理特性外，也需要知道此物質是以何種傳輸途徑

進入人體，而進入人體後又會與細胞之間產生何種交互作用與代謝機

轉。 
因此，危害鑑定主要要確認的部份有以下幾項： 

(1)  確認可能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的污染物質之種類 
(2)  確認並量化污染物質在環境中的濃度 
(3)  確認污染物質對人體健康所造成的毒性表現（包含：致癌性、急
性慢性毒性、生殖毒性、生長發育毒性、遺傳毒性等等） 

(4)  確認污染物質的釋放源、釋放途徑、以及在何種情況下毒性會在
受暴露的人體中反應出來 
其中，在確認污染物質對人體產生之毒性表現上，會需要相關環境

監測數據及研究作為資料來源。主要的資料來源包括流行病學研究、動

物實驗研究、短期試驗與分子結構比較，如下表 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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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架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問題形成與範疇界定(Problem 
Formulation and Scoping)、第二階段為計畫與執行風險評估(Planning and 
Conduct of Risk Assessment)、第三階段為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以下
將分述各步驟之具體實行內容。 

一、第一階段：問題形成與範疇界定(Problem Formulation and 
Scoping) 

此階段主要是為了確認可行的風險管理選項，主要以三個關注點作為

核心： 
1. 有哪些問題伴隨著現存的環境？ 
2. 如果現狀對人體或環境有害，有哪些手段可以改變現狀？ 
3. 在給定的決策脈絡下，需執行哪些風險與技術評估來評估找出可能
的風險管理選項？ 

由上述的三個核心問題可以知道，此階段首要任務為確認並建構現存

的問題，包含設想現存問題的嚴重與緊急性、哪些族群受體可能會受到影響、

對環境或人類的危害程度為何等等。確認完問題與範疇後，需思考哪些管理

的手段可以用來解決問題，最後為了提供決策者有效的資訊做出適當決策，

需要考量不同的技術與評估方法，進而給出可能的選項。 
此階段有別於傳統的架構，更關注於辨識出哪些「選項」可以降低對環

境或人體的危害或暴露，以及如何執行風險評估如何能夠評估出眾多選項

中較佳的選擇？此階段具體擬訂出問題與邊界的範疇，同時思考與規劃後

續階段該執行的步驟與方式。 

二、第二階段：計畫與執行風險評估(Planning and Conduct of Risk 
Assessment) 

此階段又可再細分為三個步驟：計畫 (Planning)、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效益確認(Confirmation of Utility)。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步
驟的風險評估即為 1983年美國國家研究院紅皮書所提出之健康風險評估的
四個主要步驟，因此將針對此四步驟做更詳盡的說明。 

(一) 計畫(Planning) 

此階段關注於：在給定的決策脈絡下，哪些因素需要納入風險評估以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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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良影響之最小劑量，也可以根據兩者之關係曲線得出在不同暴露

濃度下，所會造成的個體反應程度有何不同，進而推估所造成之人體健

康風險。 
一般來說，劑量反應的關係可以分成兩種：閥值效應(Threshold 

effect)與非閥值效應(Non-threshold effect)。例如致癌風險評估屬於非閥
值效應，而非致癌風險（如：慢性疾病）屬於閥值效應，以下分別敘述

兩者之差異。 
(1) 非致癌劑量反應評估（閥值效應） 
「閥值」代表的意涵為一個門檻，意即污染物需要超過某一特定的

劑量（門檻），才會對人體產生不良的影響。這代表劑量與危害反應間

存在一安全暴露劑量，只要暴露的劑量低於閥值，就不會對人體產生危

害。而通常在非致癌（如：肝損壞、發育毒性）的劑量反應中才會出現

閥值效應161。 
非致癌劑量反應評估如下圖 5.3所示。可以看到劑量與危害反應間

的曲線並無通過原點，其中未觀察到不良效應之劑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即代表閥值，然而在實驗上觀察 NOAEL
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常以可觀察到不良效應之最低劑量 (Lowest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LOAEL)來代替 NOAEL。而透過以下曲
線，以及考量推估過程中的不確定因子(Uncertainty Factor, UFs)，可以
得出參考劑量(Reference Dose, RfD)或參考濃度(Reference Concentration, 
RfC)用於後續風險評估的計算中。 

                                                      
161行政院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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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危害鑑定主要資料來源表160 

污染物質毒理

資料來源 
說    明 

流行病學研究

資料

(Epidemiologic 

Data) 

良好的流行病學研究是顯示特定物質與人體健康風

險關係之最有利的證據。然而現實中，因為環境中

污染物濃度低、暴露人數少以及暴露至影響健康的

潛伏期過程，造成此資料來源需要小心地闡釋，且

較難完整被使用。 

動物實驗研究 

(Animal-

Bioassay Data) 

此為危害鑑定中最有效的資料來源。此研究資料是

以動物實驗所得之結果推論於人類毒理健康研究

上，其精確性會受到實驗中的生物觀點與合理性所

影響。 

短期試驗 

(Short-Term 

Studies) 

此資料常用以篩選污染物質是否具有潛在致癌性，

或用以支持動物性實驗及流行病學之資料。此資料

特點為無需花費大量人力與時間資源。 

分子結構比較

(Comparisons of 

Molecular 

Structure) 

許多研究顯示化學物質的分子結構與致癌效果有

關，因此透過分子結構比較，可以瞭解污染物質可

能潛在的致癌性或對健康的潛在危害。但此資料在

證據權重上較低。 

危害鑑定確認了污染物質的種類、濃度與毒性表現，對於後續進行

的劑量反評估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如致癌非致癌影響）；而除了污染

物質的毒理特性外，對於釋放源、釋放途徑等的確認，可以回應到第一

階段的問題與範疇界定，為決策者提供有效的資訊，並修正系統邊界和

範疇。 
2. 劑量反應評估(Dose-response Assessment) 
劑量反應評估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確立暴露劑量與健康危害之間的

關係。而知道兩者間的關係，我們就可以得知特定污染物質會對人體產

                                                      
160行政院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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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行政院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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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具體執行面上，要得出劑量反應評估圖，一般是用動物實驗的

結果推論到人類身上，然而因為動物實驗是採用高劑量進行（以確保曲

線得以建立），而人類實際狀況多暴露於低劑量之環境中，因此會經過

數學外插法進行校正。另外亦會針對物種的差異性，如體型、基礎代謝

率等進行校正。 
3. 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 
暴露評估的主要目的在於評估被污染物影響之受體目前或是不同

情境下所接受到的污染物劑量。 
「暴露」是一連串的動態過程。起始於污染排放源（如垃圾埋廠），

排出之污染物會被釋放到環境介質（如：空氣、水、土壤）中，經由環

境介質，污染物會進行傳輸或分解等變化。而經由傳輸的污染物會抵達

特定區域，此特定區域我們稱為暴露點或暴露區域。在暴露區域中的族

群（如人類）就是暴露受體，暴露受體會經由不同的暴露途徑（如：人

類會藉由呼吸、攝食或皮膚接觸）而接觸到污染物，使得受體吸收了污

染物的劑量，進而產生可能的健康風險。 
由上述過程，可以具體將暴露評估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 確認並界定欲評估之受暴露的族群 
(2) 確認標的污染物 
(3) 確認污染物之排放源 
(4) 評估污染物的傳輸與宿命：此階段需利用傳輸或宿命模式去推估
時間與空間中之污染物濃度。如：利用大氣擴散模式、多介質傳

輸模式模擬污染物經不同環境介質所存留的濃度。而傳輸模式的

選用、邊界條件的設定、模式參數的推估等皆是此階段需考量的

要點。 
(5) 確認暴露的途徑：此步驟是要確認受體與污染物的接觸方式。如
人類可能經由呼吸、攝食、皮膚接觸等不同路徑接觸到污染物。 

(6) 量化總暴露劑量：計算標的污染物經由環境介質傳輸，並透過不
同暴露途徑進入受體內的總量。此量化階段要考量的參數包括族

群受體的年齡、體重、性別等相關資料，以及不同暴露途徑下之

暴露時間長短、累積暴露期間長短、暴露濃度高低等等，進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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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有閥值之劑量反應圖162 

(2) 致癌劑量反應評估（非閥值效應） 
致癌劑量反應屬於非閥值效應，代表只要有污染物就會造成致癌

反應。如下圖 5.4所示，可以看到致癌之劑量反應圖為一條通過原點的
線，而其斜率稱為致癌風險斜率係數(Cancer Slope Factor, CSF)，此一數
值再乘上後續步驟求得之暴露強度，即可得到致癌風險。 

 
圖 5. 4 無閥值之劑量反應圖163 

 

                                                      
162行政院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 
163行政院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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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風險，一般來說，總致癌風險低於 10-6為可接受的範圍。 
(2) 非致癌風險 
對於非致癌風險，主要是計算平均每日暴露劑量(Average Daily 

Dose)與參考劑量 (Reference Dose)的比值，得出危害商數 (Hazard 
Quotient, HQ)，公式如下： 

𝐻𝐻𝐻𝐻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𝐴𝐴𝐴𝐴𝐷𝐷𝐷𝐷𝐷𝐷 𝐴𝐴𝐷𝐷𝐷𝐷𝐴𝐴)
𝑅𝑅𝑅𝑅𝐴𝐴(𝑅𝑅𝐴𝐴𝑅𝑅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𝑅𝑅𝑅𝑅𝐴𝐴 𝐴𝐴𝐷𝐷𝐷𝐷𝐴𝐴)  

再將各種污染物質經由不同暴露途徑造成之危害商數加總，可以

得到危害指數(Hazard Index, HI)，如下： 

𝐻𝐻𝐻𝐻 = ΣHQ 

若得出的危害指數小於 1，代表暴露會低於可能會造成不良反應的
閥值，預期不會造成顯著的傷害；而若危害指數大於 1，則表示會造成
非致癌的風險。 
所以風險評估基本的四個步驟：危害鑑定、劑量反應評估、暴露評

估及風險特徵闡釋在這個階段完成，並具體計算並闡釋出健康風險之

數值。 

(三) 效益確認(Confirmation of Utility) 

進行完主要風險評估四步驟後，接著要進行效益確認。效益確認著重在

以下三個問題： 
1. 風險評估是否涵蓋於計畫(Planning)中所要求的要素？ 
2. 風險評估是否提供足夠的資訊去區分每個風險管理的選項？ 
3. 風險評估是否經過同儕審查？ 
若此階段確認風險評估階段於合理合適且足夠去區分不同的風險管理

選項，則可進入最後風險管理的階段；若否，則需重新退回第二階段之計畫

步驟，重新審視風險評估所需的要素與架構。 

三、第三階段：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最後風險管理的階段，關注於以下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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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體的總暴露劑量。 
4. 風險特徵闡述(Risk Characterization) 
風險特徵闡述為風險評估中最後一個步驟，此階段的主要目的是

整合前三步驟所得之結果，針對暴露於特定污染物之受體，估算出可能

造成健康風險之預測數值。風險特徵闡述利用危害鑑定中得出的危害

物質清單，透過暴露評估得出受體經不同暴露途徑所接受到的暴露劑

量，並用劑量反應評估中所得之致癌風險斜率係數（CSR值）與非致癌
風險的參考劑量（RfD值）與參考濃度（RfC值），估算受體的健康風
險程度，並考量各步驟的不確定性因素，對於受體暴露於標的污染物做

造成之風險進行判斷與意義闡述。以下分別敘述致癌風險與非致癌風

險之計算方式。 
(1) 致癌風險 
致癌風險的計算方式有兩種，若於暴露評估中計算之結果為總暴

露劑量，可使用以下公式計算致癌風險：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總暴露劑量×斜率因子。 

舉例來說，若由暴露評估中算出受體經由個暴露途徑加總所得之

終生每日總暴露劑量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𝑚𝑚/𝑅𝑅𝑚𝑚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而劑量反應評估中得
出致癌斜率因子𝑆𝑆𝑆𝑆(𝑚𝑚𝑚𝑚/𝑅𝑅𝑚𝑚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1，則：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 × 𝑆𝑆𝑆𝑆 

若於暴露評估中所得之結果為污染物之濃度，則：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污染物之濃度×單位風險度。 

同樣道理，若暴露評估得出環境介質中致癌物質之濃度C (mg/L)，
而劑量反應評估中得出單位風險度 Unit Risk（單位風險度代表暴露於
每單位致癌物質會導致癌症的風險）則：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C ×  Unit Risk 

計算完欲評估之污染物質造成的致癌風險後，加總總數值可能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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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癌風險，一般來說，總致癌風險低於 10-6為可接受的範圍。 
(2) 非致癌風險 
對於非致癌風險，主要是計算平均每日暴露劑量(Average Daily 

Dose)與參考劑量 (Reference Dose)的比值，得出危害商數 (Hazard 
Quotient, HQ)，公式如下： 

𝐻𝐻𝐻𝐻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𝐴𝐴𝐴𝐴𝐷𝐷𝐷𝐷𝐷𝐷 𝐴𝐴𝐷𝐷𝐷𝐷𝐴𝐴)
𝑅𝑅𝑅𝑅𝐴𝐴(𝑅𝑅𝐴𝐴𝑅𝑅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𝑅𝑅𝑅𝑅𝐴𝐴 𝐴𝐴𝐷𝐷𝐷𝐷𝐴𝐴)  

再將各種污染物質經由不同暴露途徑造成之危害商數加總，可以

得到危害指數(Hazard Index, HI)，如下： 

𝐻𝐻𝐻𝐻 = ΣHQ 

若得出的危害指數小於 1，代表暴露會低於可能會造成不良反應的
閥值，預期不會造成顯著的傷害；而若危害指數大於 1，則表示會造成
非致癌的風險。 
所以風險評估基本的四個步驟：危害鑑定、劑量反應評估、暴露評

估及風險特徵闡釋在這個階段完成，並具體計算並闡釋出健康風險之

數值。 

(三) 效益確認(Confirmation of Utility) 

進行完主要風險評估四步驟後，接著要進行效益確認。效益確認著重在

以下三個問題： 
1. 風險評估是否涵蓋於計畫(Planning)中所要求的要素？ 
2. 風險評估是否提供足夠的資訊去區分每個風險管理的選項？ 
3. 風險評估是否經過同儕審查？ 
若此階段確認風險評估階段於合理合適且足夠去區分不同的風險管理

選項，則可進入最後風險管理的階段；若否，則需重新退回第二階段之計畫

步驟，重新審視風險評估所需的要素與架構。 

三、第三階段：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最後風險管理的階段，關注於以下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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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體的總暴露劑量。 
4. 風險特徵闡述(Risk Characterization) 
風險特徵闡述為風險評估中最後一個步驟，此階段的主要目的是

整合前三步驟所得之結果，針對暴露於特定污染物之受體，估算出可能

造成健康風險之預測數值。風險特徵闡述利用危害鑑定中得出的危害

物質清單，透過暴露評估得出受體經不同暴露途徑所接受到的暴露劑

量，並用劑量反應評估中所得之致癌風險斜率係數（CSR值）與非致癌
風險的參考劑量（RfD值）與參考濃度（RfC值），估算受體的健康風
險程度，並考量各步驟的不確定性因素，對於受體暴露於標的污染物做

造成之風險進行判斷與意義闡述。以下分別敘述致癌風險與非致癌風

險之計算方式。 
(1) 致癌風險 
致癌風險的計算方式有兩種，若於暴露評估中計算之結果為總暴

露劑量，可使用以下公式計算致癌風險：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總暴露劑量×斜率因子。 

舉例來說，若由暴露評估中算出受體經由個暴露途徑加總所得之

終生每日總暴露劑量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𝑚𝑚𝑚𝑚/𝑅𝑅𝑚𝑚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而劑量反應評估中得
出致癌斜率因子𝑆𝑆𝑆𝑆(𝑚𝑚𝑚𝑚/𝑅𝑅𝑚𝑚 − 𝑑𝑑𝑑𝑑𝑑𝑑)−1，則：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𝐿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 × 𝑆𝑆𝑆𝑆 

若於暴露評估中所得之結果為污染物之濃度，則：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污染物之濃度×單位風險度。 

同樣道理，若暴露評估得出環境介質中致癌物質之濃度C (mg/L)，
而劑量反應評估中得出單位風險度 Unit Risk（單位風險度代表暴露於
每單位致癌物質會導致癌症的風險）則：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𝑅 = C ×  Unit Risk 

計算完欲評估之污染物質造成的致癌風險後，加總總數值可能總

第五章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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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處理廢棄物後，所產生出來的殘餘物，也就是飛灰與底渣，其量也隨著

妥善處理率的提升而增加，如何處置飛灰與底渣就成了各國重視的問題。目

前國內因應資源化再利用，底渣用於道路鋪設或修補等相關應用，也因此成

為各國應用項目之重點。有鑑於上述等問題，各國已逐漸加強管理，並運用

多樣方法評估底渣應用時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 
風險評估可幫助估算底渣再利用過程對人類與環境之影響，對個別再

利用行為進行風險評估模式的驗證與評估，並進一步規劃具體之再利用政

策與管理策略。底渣再利用常見循環再利用與處理方式為底渣持續回收再

利用；焚化底渣應用於道路鋪設，鋪設後重新再利用；焚化底渣應用於道路

鋪設；焚化底渣掩埋處理。 
早期廢棄物經過焚化產生的飛灰及底渣多採直接掩埋方式處理，而其

中掩埋稅的徵收、飛灰與底渣需分開收集且被定義為有害廢棄物，使得飛灰

底渣一直是受到重視的廢棄物。然而隨著生活水準提升，廢棄物產生量也不

斷升高，受限於土地資源的限制，現有之掩埋場逐漸不敷使用，在 2000年
代許多國家逐漸立法規範以推動焚化灰渣的再利用。現今許多國家的灰渣

再利用率已佔有一定比例，特別在歐洲之丹麥、荷蘭與德國，應用比例皆已

到達 90%，其中荷蘭至今灰渣再利用率可到達 100%，多應用在道路、堤防
及路基材料，為利用率最高的國家。 
當然焚化灰渣因含有有害物質，無論在進行掩埋或是再利用之前都必

須進行前處理，以降低有害物質溶出濃度，以提高灰渣可利用性。其方法包

含物理與化學分離（篩分、磁選等）、固化/穩定化（熟化或穩定劑的使用）
及加熱處理（燒結與熔融等）。進行灰渣處理時，通常會合併兩種以上的方

法以確保灰渣品質。例如在進行底渣再利用時需先經篩分、破碎或篩選等前

處理，並視再利用產品分類用途需要，採穩定化、熟化或水洗等後續前處理，

處理後的底渣需通過 TCLP溶出測試方能再利用164。由文獻中可以見得，底

渣用於道路鋪設或修補等相關應用，是各國應用項目之重點，而各國也在底

渣用於道路上之應用有相對之措施及規範。 
確認了底渣於道路工程的適用性後，底渣再利用已在各國廣泛被應用，

                                                      
164 Sabbas, T., Polettini, A., Pomi, R., Astrup, T., Hjelmar, O., Mostbauer, P., Cappai, G., Magel, 
G., Salhofer, S., Speiser, C., Heuss-Assbichler, S., Klein, R., Lechner, P.,”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residues,” Waste Management, Vol. 23, pp.61-8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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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建議方案間有何環境與健康的效益？ 
2. 建議方案還會影響哪些決策因子（如成本、技術）？ 
3. 考量效益、成本及不確定性後的決策為何？合理依據為何？ 
4. 如何針對決策結果進行溝通？ 
5. 是否需要評估決策的有效性？ 
6. 如果需要評估決策的有效性，具體的該如何執行？ 
最後風險管理這個階段，便是針對各建議方案進行權衡與決策，以期做

出效益最大的環境管理決策。 
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三個階段，都需要讓給各階段內部及外部的相關

利益者能夠參與，而除了技術風險評估有自身的標準與指引，因此結果不可

妥協外，其餘部分都建議由決策者、技術專家及利害相關人共同參與進行最

終決策。 

5.3 風險評估於循環經濟的應用 

整理風險評估運用於循環經濟的文獻與案例中，可以將此部分的應用

分成兩類。其一為：在執行循環經濟的策略時（如：回收、再利用），其製

造程序對於相關受體（廠區內員工、鄰近周遭居民等）所造成之健康風險影

響；其二為：轉型至循環經濟的路徑中，廢棄物重新再製為新產品時，其中

的有害物質會伴隨流入經濟圈，造成潛在的環境與人體風險。以下分別就此

兩部分的應用提出具體的案例，並作更詳細的說明。 

一、執行循環經濟策略時，製造程序對相關受體之健康風險評估 

在執行循環經濟的策略中，常以回收(Recycling)、再製造(Reuse)等方式，
讓產品在進入最終階段時，可透過上述方式，延長產品的壽命，並使其進入

循環圈，創造最大的效益。然而，在進行回收與再製造的程序中，常常伴隨

著有害物質的產生，造成廠區內工作人員與廠區周圍居民的健康危害，以下

分別就底渣循環以及 PCB回收的案例作整理。 

(一) 底渣循環風險評估案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從 1991年推動執行「垃圾處理方案」以來，垃圾處
理已有顯著的績效，台灣地區之垃圾妥善處理率皆將近百分之百。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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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與管理策略。底渣再利用常見循環再利用與處理方式為底渣持續回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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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廢棄物經過焚化產生的飛灰及底渣多採直接掩埋方式處理，而其

中掩埋稅的徵收、飛灰與底渣需分開收集且被定義為有害廢棄物，使得飛灰

底渣一直是受到重視的廢棄物。然而隨著生活水準提升，廢棄物產生量也不

斷升高，受限於土地資源的限制，現有之掩埋場逐漸不敷使用，在 2000年
代許多國家逐漸立法規範以推動焚化灰渣的再利用。現今許多國家的灰渣

再利用率已佔有一定比例，特別在歐洲之丹麥、荷蘭與德國，應用比例皆已

到達 90%，其中荷蘭至今灰渣再利用率可到達 100%，多應用在道路、堤防
及路基材料，為利用率最高的國家。 
當然焚化灰渣因含有有害物質，無論在進行掩埋或是再利用之前都必

須進行前處理，以降低有害物質溶出濃度，以提高灰渣可利用性。其方法包

含物理與化學分離（篩分、磁選等）、固化/穩定化（熟化或穩定劑的使用）
及加熱處理（燒結與熔融等）。進行灰渣處理時，通常會合併兩種以上的方

法以確保灰渣品質。例如在進行底渣再利用時需先經篩分、破碎或篩選等前

處理，並視再利用產品分類用途需要，採穩定化、熟化或水洗等後續前處理，

處理後的底渣需通過 TCLP溶出測試方能再利用164。由文獻中可以見得，底

渣用於道路鋪設或修補等相關應用，是各國應用項目之重點，而各國也在底

渣用於道路上之應用有相對之措施及規範。 
確認了底渣於道路工程的適用性後，底渣再利用已在各國廣泛被應用，

                                                      
164 Sabbas, T., Polettini, A., Pomi, R., Astrup, T., Hjelmar, O., Mostbauer, P., Cappai, G., Magel, 
G., Salhofer, S., Speiser, C., Heuss-Assbichler, S., Klein, R., Lechner, P.,”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residues,” Waste Management, Vol. 23, pp.61-8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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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建議方案間有何環境與健康的效益？ 
2. 建議方案還會影響哪些決策因子（如成本、技術）？ 
3. 考量效益、成本及不確定性後的決策為何？合理依據為何？ 
4. 如何針對決策結果進行溝通？ 
5. 是否需要評估決策的有效性？ 
6. 如果需要評估決策的有效性，具體的該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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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風險評估於循環經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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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程序對於相關受體（廠區內員工、鄰近周遭居民等）所造成之健康風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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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底渣循環風險評估案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從 1991年推動執行「垃圾處理方案」以來，垃圾處
理已有顯著的績效，台灣地區之垃圾妥善處理率皆將近百分之百。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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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材質添加料，道路鋪設級配料，掩埋場最終覆土等，再利用底渣與民眾有

著密切的接觸168。底渣再利用在英國也逐漸被推行，除了在瀝青、水泥的添

加料，與道路鋪設的應用外，在道路維修的部分也利用底渣做掩埋管線的修

補工作169。目前國內也愈來愈重視資源化，底渣再利用也已經合法化，可應

用底渣於無筋混凝土添加料、瀝青混凝土添加料、磚品添加料、道路鋪設級

配料及掩埋場每日覆土 170。於再利用之推行過程中，底渣再利用的安全性

隨之漸成疑慮焦點。 
循環再利用策略評估中，需確認污染物毒理特性，確定污染物與污染源

之關係，並計算污染源釋放之濃度與量，以及確定評估量化工具，以利評估

執行之順利。例如選定底渣污染源中的重金屬及戴奧辛作為評估對象。 
首先受體分為一般居民及工作人員，利用風險評估確定居民於底渣相

關政策之致癌與非致癌之影響。再者，利用風險評估確定底渣再利用策略對

可能聘雇之工作人員危害，工作人員為特殊受體，工作人員可分為處理廠區

內工作人員及道路施工人員，評估底渣再利用相關工作對工作人員一生的

健康風險，確定相關策略中所造成之工作危害。 
風險評估流程中，將整個評估架構分為初步設定、輸入、污染物設定、

環境傳輸、暴露流程及最後的風險輸出，依各評估情境之污染源與受體的位

置關係分類。污染源與受體在同一區域內，可以直接影響受體的情境即為場

址內，如底渣再利用廠內員工所承受的污染，及底渣再利用應用區施工員工

所受到的危害皆屬於此類別。相對的，污染源與受體不在同一區域內，會經

由環境傳輸（大氣擴散或地下水傳輸），因受體與污染源距離不同而承受不

同危害時，此類為場址外，如掩埋場對鄰近居民的影響，與底渣再利用應用

區對鄰近區民的危害。 
接著，輸入的部份是指現況濃度的輸入。由於評估對象為底渣，評估其

應用項目主要為道路鋪設等相關工程，因此設定所有環境介質的濃度皆來

                                                      
168 Jackman, T.M., Roffman, H.K., “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From The Benefical Use of American Ash Recycling Corporation’s Treated Ash 
Aggregate,” Dow Environmental INC., dei project number 2581.000 ( 1995 ). 
169 Abbott, J., Coleman, P., Howlett, L., and Wheeler, P., “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Risk 
Associated with Use of Processed Incinerator Bottom Ash in Road Construction, ” BREWEB 
( 2003 ). 
170行政院環保署，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2003。 

 

108 

但各國對底渣再利用的政策規範，因國情不同也有所差異。於各國規範中多

以底渣再利用之前的評估項目為主，例如溶出測試或是底渣再利用前的特

性限制。但以底渣再利用實際狀況而言，僅以溶出測試或底渣特性的限制來

評估其再利用的可行性，是有所不足的。以下為幾點的缺失說明： 
1. 底渣的溶出行為會受到再利用地點環境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實驗
室的溶出測試僅能代表在平均環境狀況下的溶出行為。 

2.溶出試驗之結果無法實際反映出應用區影響之危害受體及影響範圍，
而無法顯示地區特定性。 

3. 有害物質溶出為底渣再利用時造成環境影響的最主要因素，然而如
再利用之能源耗用、底渣由處理地點運送至再利用地點過程時之有

害物質排放等，並未納入再利用之環境影響評估範圍。 
針對上述幾項缺失已有相關的研究在進行探討。1996年 Kosson等人165

利用溶出測試與再利用地點參數的結合，建立在不同再利用情境（例如進行

道路鋪設或作為骨材使用，各地點之不同土壤滲透程度等）下底渣的溶出模

型，以較接近實際使用狀況的方式進行再利用可行性的假設。近年來，挪威

利用基礎溶出特性與再利用地點特性進行再利用情境模擬，並結合污染地

區之風險評估，作為底渣再利用政策訂立之參考基礎166。挪威結合針對廢棄

物特性的歐盟標準與該國針對健康及生態衝擊標準作為底渣進行道路鋪設

之評估基礎，對污染物釋放的描述結合了底渣運送過程的污染排放，以及有

害物質對特定生物之暴露評估等，提供更明確且具參考性之底渣再利用政

策的基礎。 
自從底渣被檢測出含有相當比例 Si、Ca、Al、Fe的含量後，底渣被廣

泛運用至建材上 167。此後各國也採納接受其應用，特別是丹麥、荷蘭與德

國應用比例皆再利用處理流程也因利用項目的不同，而有不同之污染物釋

出情形。底渣在美國的應用用途很廣，包括瀝青或水泥的添加料、建築物保

                                                      
165 Kosson, D. S., van der Shoot, H. A., Eighmy, T. T., “An approach for estimation of 
contaminant release during utilization and disposal of municipal waste combustion residues, 
“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Vol. 47, pp.43-75 (1996). 
166 Petkovic, G., Engelsen, C. J., Håoya, A., Breedveld, G., “Environmental impact from the use 
of recycled materials in road construction: method for decision-making in Norway,”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Vol. 42, pp.249-264 (2004). 
167 Chen,Y.C., Ma, H.W., “ Model comparison for risk assessment: A case study of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Chemospere, pp. 751-761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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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Jackman, T.M., Roffman, H.K., “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From The Benefical Use of American Ash Recycling Corporation’s Treated Ash 
Aggregate,” Dow Environmental INC., dei project number 2581.000 (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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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Kosson, D. S., van der Shoot, H. A., Eighmy, T. T., “An approach for estimation of 
contaminant release during utilization and disposal of municipal waste combustion residues, 
“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Vol. 47, pp.43-75 (1996). 
166 Petkovic, G., Engelsen, C. J., Håoya, A., Breedveld, G., “Environmental impact from the use 
of recycled materials in road construction: method for decision-making in Norwa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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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Chen,Y.C., Ma, H.W., “ Model comparison for risk assessment: A case study of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Chemospere, pp. 751-761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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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間對鄰近居民依空氣傳播與地下水傳輸，透過飲用地下水、食物鏈與空

氣經攝食及吸入而造成危害。此外，底渣再利用應用區施工期間對鄰近居民

造成的危害，是藉由空氣中夾帶的土壤及氣體經吸收與吸入而造成。最後依

據上述之評估步驟，進行風險量化的工作，以了解不同底渣循環途徑對於民

眾健康風險的影響。對於廢棄物再利用的循環經濟策略，確認污染物的健康

風險具有其必要性，保障循環經濟對於大眾的益處。 

(二) 廢棄 PCB回收之風險評估案例 

根據統計， 2006 年全球廢棄的電子電器設備 (Waste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約有 20-50萬頓。而中國成為了電子廢棄物最
大的傾倒場所，全球約有 70%的電子廢棄物皆丟棄於中國。為此，中國頒布
了廢棄電子電器產品回收處理的法案，用以規範廢棄電子電器設備之回收

措施，並期待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而在廢棄電子電器設備的回收中，廢棄印刷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為重要的回收對象，因為幾乎每一個電子設備都有電子元件固定在
PCB 板上，PCB 板可經回收提取出金屬，如：金、銅、銀、鉛等，另有些
非金屬物質，如玻璃纖維、酚醛樹脂也可經過再加工製成其他產品。然而，

在回收 PCB的製造過程中可能產生對人體有害的風險，因此有研究針對中
國江蘇 PCB 回收的製造過程進行其對廠區工作人員的健康風險評估
(Mianquiang Xue et al, 2012)。 
根據其研究可知現今回收廢棄 PCB的技術已經成為了一條「粉碎-氣動

分離-靜電分選」的生產線。這樣的回收程序會產生廢棄的粉末，而廢棄粉
末中含有許多高毒性的物質，包括銅、鉻、鎘和鉛，若是暴露在這些毒性金

屬中，會對廠內工作者造成健康上的危害。因此，而 PCB版的回收需要適
當的處理，以避免環境污染並有效的回收有價值的材料。 
研究結果顯示，其廠內員工暴露於重金屬主要有三個路徑：攝入、吸入

和皮膚接觸。而其主要造成的風險可以分成非致癌風險，以及鉻與鎘造成之

可能致癌風險。在攝食部分，重金屬的危害商數(HQ)為：鉛>銅>鉻>鎘，危
害指數(HI)為 1.964。其中鉻、銅、鎘和鉛的危害指數分別占比為：0.82%、
26.58%、0.81% 和 71.79%。在吸入的部分，危害商數為：鉻>銅>鉛>鎘，危
害指數為 2.88×10-4，其中鉻佔比 66.6%，而銅佔比 20.14%。皮膚接觸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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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底渣（土壤）的部份，能夠利用底渣濃度估算至各介質之濃度，包含滲

出水、空氣揚塵及接觸底渣濃度。另外針對底渣再利用廠內能夠執行空氣採

樣實驗，監測出揚塵中重金屬濃度亦會作為輸入值，評估空氣中實際監測值

對廠內員工所造成的影響。而下列將依污染源與受體位置介紹風險評估之

差異。 
直接暴露：當情境評估其受體在於廠址內即為受體位置與污染源位置

於同一地方，則可以初步得知此受體所接受濃度為直接暴露於污染源環境

介質中的濃度。因此土壤（底渣）與空氣介質中的濃度直接來自底渣應用量

及其中所含各金屬之濃度。在情境中，底渣再利用廠內員工及底渣再利用應

用區施工員工即為受體在廠址內，因此可分為二部分探討。底渣再利用廠內

之員工，此污染來源為廠址內堆積之底渣量，再經由底渣內各金屬之含量及

濃度求得施工員工暴露濃度，包含土壤到揚塵、皮膚接觸底渣及誤食之土壤

量。其濃度來源有二，接觸底渣與誤食底渣來自公式換算之暴露量及濃度，

而吸入空氣為採樣檢測知空氣中粒狀污染物。而空氣中粒狀污染物中包含

有重金屬，應針對砷、鎘、鉻、銅與鉛作量化分析。此外，由於場址內是直

接影響受體，不會透過環境傳輸，所以並沒有設定環境傳輸的部分。 
而在底渣再利用應用區對施工員工的影響亦屬於直接暴露評估。由於

底渣再利用應用於道路鋪設，其污染源濃度來自道路鋪設量及各層鋪設深

度與底渣摻配量，後估算環境介質中的濃度，進而得知施工員工暴露量。 
間接暴露：如上所述當受體位置與污染源位置於不同一地方，污染物經

介質傳輸過程後至受體處污染物濃度。在情境中分別為掩埋場鄰近居民及

底渣再利用應用區鄰近居民。在掩埋場對鄰近居民的影響，除了污染源濃度

影響介質濃度外，由於污染源及受體位置並非在同一地方，因此可知各介質

濃度會因各介質傳輸後影響受體。掩埋場滲出濃度經透過地下水、空氣傳輸

等，甚至到食物鏈中累積，受體經由吸入、飲用、食入等暴露途徑吸收來自

污染源的有害物質。而在應用區方面，亦是相同的狀況，主要與掩埋場不同

在於初始污染源滲出濃度的差異。 
且在整個評估架構中，依受體接受污染源之不同，而會有不同的暴露途

徑。底渣再利用廠廠內員工與底渣再利用應用區施工員工會因土壤與空氣

的攝食、吸收與吸入而受到影響。而掩埋場鄰近居民與底渣再利用應用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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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間對鄰近居民依空氣傳播與地下水傳輸，透過飲用地下水、食物鏈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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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5 全球層級之簡化的循環經濟物質流圖171 

此情況會造成廢棄物流中的有害物質重新進入到環境或是技術圈

(technosphere)中。另外，除了新產品本身可能造成潛在的健康風險外，新的
回收處理路徑與傳統回收方式的不同，亦有可能使相關受體造成未知的暴

露與風險 (Veit Grundmann et al, 2013)。而以下針對上述廢棄物流再製程產
品之潛在風險提出兩個例子做說明。 

(一) 陰極射線管中之鉛 

電視機、電腦螢幕以及陰極射線管(CRT)之廢棄物經處理可以被研磨成
玻璃顆粒(granuluate)，而這些顆粒因為含有高含量的鉛，可能對於孩童的發
展或是生殖能力造成危害，因此其被「巴塞爾控制有害廢棄物越境與移動合

約」列為危險廢棄物。 
因為此廢棄物所研磨製程之玻璃顆粒中含有鉛，使得玻璃顆粒難以在

新的、安全的產品中被再使用。然而 CRT 顆粒有一項應用，是將它作為混
凝土中的骨料，取代天然砂土和石膏。此應用被認為是較為安全的做法，因

                                                      
171 Grundmann, V., Bilitewski, B., Zehm, A., Darbra, R. M., & Barceló, D. (2013). Risk-base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products in a circular economy at a global scale-Impacts of the FP7 
funded project RISKCYCL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 25(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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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危害商數的排序為：鉛>銅>鎘>鉻，危害指數為 6.10×10-2，其中鉛的風

險最高，佔 69.34%。銅、鉻和鎘的危害商數小於 1，代表非致癌的效應並非
太顯著。在四個重金屬中，鉛經由攝食途徑的危害商數超過參考劑量

(Reference Dose, RfD) 50.2倍，而造成此結果的原因，推測為因 PCB中有較
高濃度的鉛，因此其在粉碎和分離的程序中也較容易釋放。 
此外，在致癌風險方面，鉻的致癌風險較鎘高，鉻為 3.29×10-8、鎘為

1.61 × 10-9，但兩者皆低於閥值，這代表廠內員工的致癌風險是相對小的。 
整體來看，廠內員工所受到的致癌與非致癌風險皆不算太大，但透過攝

食途徑造成的鉛的危害商數較高，是需要注意的一環。從此案例可以看出，

健康風險評估在於執行循環經濟策略之製程中，可以扮演評估廠區工作人

員之健康危害的角色。 

二、廢棄物流再製成新產品，其潛在對於環境與人體之風險 

循環經濟的概念代表經濟體從以往的線性成長模式，期望轉變成為可

以重新創造價值的循環圈。而此概念期望原本的廢棄物流可以轉換成具有

價值產品流，再次進入經濟體中。然而，這樣的過程可能會產生一些潛在對

於環境與人體的風險。如下圖為全球層級之簡化的循環經濟物質流圖 （圖
5.5），可以看到在封閉循環的過程中，相關產品在回收再製造的過程，其中
的化學成分或其可能於製造過程中吸附之添加劑，如：PVC 中的穩定劑、
食品包裝中的增塑劑，可能在路徑中對環境與人體產生未預期的健康與安

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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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Grundmann, V., Bilitewski, B., Zehm, A., Darbra, R. M., & Barceló, D. (2013). Risk-base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products in a circular economy at a global scale-Impacts of the F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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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re-using)或回收(recycling)所產生的風險？包括未知的暴露途徑，及廢棄
物再製造後，其於未來生命週期中所可能帶來之潛在風險。因此當前需要發

展新的風險評估方法用以評估轉型至循環經濟中新產品可能產生的人體健

康風險。 
歐盟委員會於 2009 年至 2012 年執行了 RISKCYCLE (Risk-base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products in a circular economy at a global scale)計
畫，此計畫旨在管理在全球循環經濟體系中化學物質可能產生之風險。(Veit 
Grundmann et al, 2013)。此計畫指出，在未來發展相關方法時，有以下幾點
研究需求與差距需要注意： 

1. 缺乏產品的化學相關數據 
2. 化學物質混合產生之風險 
3. 從材料或產品中釋放到的化學物質 
4. 缺少化學物質相關特性資料 
5. 缺少相關動物體之不確定性研究 
6. 需要提高可接受之替代方案 
7. 在WEEE的數據庫中缺少添加劑之資料 
8. 缺乏回收製成中特定之資料（如：效率、污染排放） 
然而目前在文獻與案例上，尚未發展出一套明確可以評估轉型至循環

經濟時，廢棄物流重新製造成新產品可能造成之危害的新風險評估方法。

我們可以透過相關研究補足上述研究上的不足，以期未來發展出一套新風

險評估方法，用以評估新產品在未來生命週期中可能對環境與人體產生之

潛在健康與風險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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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作法並沒有將鉛釋放到混凝土中。在歐盟與荷蘭的立法中，都允許含有

CRT顆粒的混凝土產品在市場中流通。 
然而，縱然在使用過程中是安全的，當其轉變為廢棄物時卻可能產生問

題。此類混凝土的廢棄物會被視為有害廢棄物，因為其包含了 CRT 顆粒。
因此，當 CRT 顆粒被重複使用於混凝土中，將會在未來產生三倍大體積的
有害廢棄物，且目前沒有可以再回收的選項。另外，因為健康顧慮，將含有

鉛的混凝土與未含鉛的混凝土混合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含有 CRT 顆粒的
混凝土需要與其他混凝土分開加工。然而，根據當前狀況，我們並沒有辦法

去辨別有害混凝土與無害混凝土，這將導致最後的廢棄物流可能是混合的，

造成其安全上的疑慮。 
從此例可明顯看到，目前可接受的安全與風險考量下，有可能會造成產

品未來生命週期產生無法承擔的風險。此例中，即為可能產生體積三倍多的

有害廢棄物，及混合有害無害的混凝土廢棄物172。 

(二) 橡膠廢棄物中之環芳烴 

許多橡膠廢棄物都含有環芳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而這
其中一些被確認為致癌物。目前，許多的廢棄輪胎被製成顆粒，作為足球人

造草皮場的填充料。在歐洲約有 13000 個合成草皮足球場和 47000 個迷你
足球場。大約 120噸的橡膠顆粒被用於此，而這些橡膠顆粒是來自約 20000
個廢棄論胎。此外，為了維護合成草皮足球場的品質，每年需要添加額外的

橡膠顆粒，因為有一大部分的橡膠顆粒會流失到環境中。從廢棄輪胎中製成

的橡膠顆粒，PAH 濃度可高達 19.8mg/kg，除了 PAH 以外，也包含了其他
的有害物質，如雙酚 A和二鄰苯二甲酸酯。 
從安全的觀點來看，在橡膠微粒中的 PAH和其他化學物質並不具有會

造成人體健康風險的疑慮，然而將橡膠為例作為填充足球場的填充料，就需

要更近一步地進行評估。 
綜合上述兩個案例，可以看到，在轉型至循環經濟的路徑中，我們要面

對的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適當的風險管理工具可以評估並控制從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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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評估方法的整合及案例 

6.1 評估方法的整合 

在循環經濟評估過程中，使用單一評估方法通常會侷限期其評估範疇

與目的，僅能針對特定層面進行探討，而若能評估不同方法的整合需求，將

多種評估方法整合成新的系統性工具，則更利於政策規範及準則制定。對於

循環經濟的轉型評估而言，不同的評估方法產出的評估結果大相逕庭，評估

結果又將連帶影響到轉型目標，因此挑選合適的評估方法亦為重要的一環。

以下重點整理物質流分析、生命週期評估、成本效益分析、風險評估等評估

工具的特性，同時闡釋相關評估工具整合後之評估結果。 
物質流分析是環境管理中的一項系統性評估方法，藉由釐清在一個特

定的空間及時間範圍內物質的流量(flow)、程序製程(process)、及存量(stock)，
透過清楚呈現目標物質完整的來源(sources)、去向(pathways)、中間轉換
(intermediate)及最終流向(final sink)，可以獲得完整一致的資訊，如：哪些資
源未被妥善利用、哪些可回收材料被耗損丟棄等關鍵資訊，常用來作為資源

管理、廢棄物管理及環境管理中的決策工具。若在環境管理上使用物質流分

析，其完整且系統性的物質流量流向分析結果除了可辨別主要環境排放源，

找出環境熱點外，協助訂定出不同情境後，再與不同評估工具整合，提供更

針對目標的評估結果做為參考，如：和生命週期評估整合後，生命週期評估

可完善物質流分析的闡釋程果，透過生命週期評估可量化目標物質流向的

環境衝擊，找出目前物質流對於各項環境衝擊的影響；和成本效益分析整合

後，可提供更進一步的決策參考資料，分析各情境經濟上的執行可行性，找

出最合適的情境；和風險評估整合後，風險評估可以豐富物質流分析的結果

闡釋，如果沒有風險評估，物質流分析僅簡單地展現許多物質流向，無法推

定與風險衝擊的關係，而風險評估可以量化這些物質流向的衝擊，找出目前

的物質流是否是潛在造成目標物暴露於高風險的原因。 
生命週期評估是指由產品、製程、活動或者政策的整個生命週期出發，

從開採、提煉、與處理原始材料；製造、運輸與分配；使用/再使用/維護、
回收、與最終處置於各階段中，確認及量化所使用的能源、物質與環境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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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其對於環境的影響，為現階段常見之政策環境評估工具。若在環境管理

上使用生命週期評估，除了可以完整考慮目標物的整體生命週期，量化連貫

性污染源之危害外，再加上量化的衝擊項目多樣，更可因而釐清眾多單位關

心的各類環境衝擊。透過與不同評估工具整合，更可依照目標需求，產出更

符合需求的成果以供決策，如：和物質流分析整合後，完整的物質流分析可

提供生命週期評估較完整的盤查數據，降低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的不確定性；

和成本效益分析整合後，可以發揮成本效益分析的特點—將評估目標物貨
幣化，跟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結果僅有環境衝擊相比之下，決策者得以參考經

濟面向的評估成果據以決定；和風險評估整合後，由於風險評估囊括時間和

空間的特性，將其納入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的概念中，可提供更加精確的評估

結果以供參考。 
成本效益分析是經由完整評估一項政策或一個產品所需要的成本、以

及可帶來的收入或效益，再將成本及效益進行比較產出結果，以此結果提供

決策，常見於當政府或私人企業要決定一件政策或措施是否實行時，用來比

較不同的可能方案，是一常見的決策方法。若在環境管理上使用成本效益分

析，除了可以將經濟、社會或環境的影響加以貨幣化，以選擇最佳方案，更

可以透過與其他評估方法的結合獲得更全面的評估成果，為決策者決定時

提供更多樣的參考資訊，如：和物質流分析整合後，可整體性地了解目標物

質的流量流向，除了可找出目標物質被浪費之處，以成本觀點更可呈現隨著

物質流動的金錢流，所有損失的目標物質都是成本，透過物質流分析，更可

設定不同的物質使用情境，由成本效益分析出最合適情境；和生命週期評估

整合後，可以發揮生命周期評估的特點，透過系統性的全面考量並量化環境

衝擊，可同時提供各方案中的環境衝擊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風險評估是評估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一種常見評估方法，

透過科學方法評估現在和未來對人體健康可能發生危害的機會與程度。健

康風險評估透過危害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劑量反應評估 (Dose-
response Assessment)、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以及風險特徵闡述
(Risk Characterization)等步驟，可建立污染源與受體被影響之因果關係，並
明確界定污染源與受體間重要之連結途徑，常被用來做為針對可能影響受

體的污染源，是否應採取管理措施的評估手段之一。若在環境管理上使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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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除了可釐清汙染物與被影響受體間之關係，透過與其他評估工具的

結合，更可以發揮風險評估本身的特點，如：和物質流分析整合後，由於物

質流分析可提供廣泛的污染源排放至不同環境介質的資料，因此可作為風

險評估中「暴露評估」之基礎，並能連結排放源與系統中的關鍵程序，使得

風險的貢獻來源更為清楚。產出結果理想上可評估出因目標物質排放所造

成之健康風險，並視評估結果為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風險，辨識出應優

先控制之物質流熱點，或評估出依照目前流量、存量，還剩多少安全餘裕；

和生命週期評估整合後，可以發揮生命周期評估的特點，透過系統性的全面

考量，提供更加精確的評估結果以供參考。  
各種評估方法的整合皆有其優點與困難，在系統性地整合評估工具

時，需要考量欲達成的目標和需求，具以選擇評估工具之外，最需要克服

的整合困難為設定系統邊界、功能單位時的一致性。舉例而言，在整合生

命週期評估與物質流分析時，由於生命週期的評估尺度較大，須謹慎設定

為物質流分析亦適用的系統邊界與功能單位，避免無法整合；在整合生命

週期評估與成本效益分析時，也需注意兩者功能單位必須相符；在整合生

命週期評估與風險評估時，由於生命週期評估可評估尺度較大，風險評估

則為具場址特定性的地方尺度，兩評估方法的適用尺度不同，再加上風險

評估若為生態環境風險，評估範疇更可能與生命周期評估範疇重複，因此

整合時應考量系統邊界及功能單位，避免重複計算問題。此外，亦有研究

整合三種以上的評估工具，如：物質流分析、生命週期評估及成本效益分

析進行整合性評估等等，其結合多種評估方法，可提供更詳細盤查資料，

以更完整的角度分析環境、經濟等面向，並可利用詳細數據做出完整假設

情境，提供最佳策略，不過因整合方法眾多，需要更確認各項評估方法之

系統邊界及功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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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其對於環境的影響，為現階段常見之政策環境評估工具。若在環境管理

上使用生命週期評估，除了可以完整考慮目標物的整體生命週期，量化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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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各類環境衝擊。透過與不同評估工具整合，更可依照目標需求，產出更

符合需求的成果以供決策，如：和物質流分析整合後，完整的物質流分析可

提供生命週期評估較完整的盤查數據，降低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的不確定性；

和成本效益分析整合後，可以發揮成本效益分析的特點—將評估目標物貨
幣化，跟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結果僅有環境衝擊相比之下，決策者得以參考經

濟面向的評估成果據以決定；和風險評估整合後，由於風險評估囊括時間和

空間的特性，將其納入傳統生命週期評估的概念中，可提供更加精確的評估

結果以供參考。 
成本效益分析是經由完整評估一項政策或一個產品所需要的成本、以

及可帶來的收入或效益，再將成本及效益進行比較產出結果，以此結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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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不同的物質使用情境，由成本效益分析出最合適情境；和生命週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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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可同時提供各方案中的環境衝擊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風險評估是評估有害物質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一種常見評估方法，

透過科學方法評估現在和未來對人體健康可能發生危害的機會與程度。健

康風險評估透過危害鑑定 (Hazard Identification)、劑量反應評估 (Dose-
response Assessment)、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以及風險特徵闡述
(Risk Characterization)等步驟，可建立污染源與受體被影響之因果關係，並
明確界定污染源與受體間重要之連結途徑，常被用來做為針對可能影響受

體的污染源，是否應採取管理措施的評估手段之一。若在環境管理上使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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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除了可釐清汙染物與被影響受體間之關係，透過與其他評估工具的

結合，更可以發揮風險評估本身的特點，如：和物質流分析整合後，由於物

質流分析可提供廣泛的污染源排放至不同環境介質的資料，因此可作為風

險評估中「暴露評估」之基礎，並能連結排放源與系統中的關鍵程序，使得

風險的貢獻來源更為清楚。產出結果理想上可評估出因目標物質排放所造

成之健康風險，並視評估結果為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風險，辨識出應優

先控制之物質流熱點，或評估出依照目前流量、存量，還剩多少安全餘裕；

和生命週期評估整合後，可以發揮生命周期評估的特點，透過系統性的全面

考量，提供更加精確的評估結果以供參考。  
各種評估方法的整合皆有其優點與困難，在系統性地整合評估工具

時，需要考量欲達成的目標和需求，具以選擇評估工具之外，最需要克服

的整合困難為設定系統邊界、功能單位時的一致性。舉例而言，在整合生

命週期評估與物質流分析時，由於生命週期的評估尺度較大，須謹慎設定

為物質流分析亦適用的系統邊界與功能單位，避免無法整合；在整合生命

週期評估與成本效益分析時，也需注意兩者功能單位必須相符；在整合生

命週期評估與風險評估時，由於生命週期評估可評估尺度較大，風險評估

則為具場址特定性的地方尺度，兩評估方法的適用尺度不同，再加上風險

評估若為生態環境風險，評估範疇更可能與生命周期評估範疇重複，因此

整合時應考量系統邊界及功能單位，避免重複計算問題。此外，亦有研究

整合三種以上的評估工具，如：物質流分析、生命週期評估及成本效益分

析進行整合性評估等等，其結合多種評估方法，可提供更詳細盤查資料，

以更完整的角度分析環境、經濟等面向，並可利用詳細數據做出完整假設

情境，提供最佳策略，不過因整合方法眾多，需要更確認各項評估方法之

系統邊界及功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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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冊第一章圖 1. 2 解析了循環經濟轉型下的簡易評估流程，在轉型過
程中訂定循環經濟願景後，鑒於循環經濟系統中同時囊括了環境與經濟兩

面向，再加上系統各環節及各種擬訂策略方案中可能因為物質、循環路徑的

差異，存在不同的衝擊、及效益，多數情況下常導致整體系統的成本效益與

環境衝擊隨之變化，為了確定合適的轉型策略方案，多數研究會藉由整合各

項評估工具分析出較完善的結果以供參考。本冊亦於 6.2節透過汙泥去化為
例，套入循環經濟轉型下的簡易評估流程進行評估，首先確立汙泥去化的循

環經濟願景，接著透過物質流分析深入探討目標物質—汙泥的流量流向、或
探討汙泥中有價物質（如磷）的流量流向，再藉由物質流分析所得到的資訊，

擬定可行的汙泥去化策略方案（如汙泥作為肥料使用、或汙泥作為燃料使用

等等），接著檢視評估欲達成之目標，選擇合適的評估方法後（如：生命週

期評估可系統性地評估環境衝擊；成本效益分析可由經濟角度切入；風險評

估可納入時間、地點的考量等）進行評估，以協助確立策略方案。 

6.2 循環經濟策略評估-以污泥去化為例 

近年來，由於污水處理量增加，且歐盟對其最終處置方式的立法日益嚴

格，污泥處理方式已成為熱門議題。污泥根據來源及性質，可區分為事業污

泥及下水污泥，事業污泥為製造業之廢水處理產出，又可分為一般污泥及有

害污泥，其主要產出行業包含紙漿製造業、用水供應業、皮革、毛皮整製業

等。下水污泥則主要由都市污水處理廠產出。據估計，2020年時歐盟 27國
將產生約 13百萬噸的下水污泥173。而台灣每年約產生近 300萬噸污泥，每
年總量增加約 20%，僅少部分(<15%)進行焚燒或農業用途，大部分仍採掩
埋方式，由於其中含有重金屬、病原體、致病微生物及其他有毒化合物，對

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因此，本冊以污泥作為案例評估對象，並分析不同

方法對污泥處理之評估案例。 
以下水污泥而言，過去國際間對於下水污泥之處理處置或資源再利用

之政策方向，大多從早期之掩埋處置。近年來，使用焚化處理下水污泥焚化

有增加的趨勢，然而雖採用此種方法可顯著減少體積，並具有回收磷和能源、

                                                      
173 Kominko, H., Gorazda, K., Wzorek, Z., Wojtas1, K. 2017.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ewage 
Sludge for the Production of Organo-Mineral Fertilizers. Waste Biomass Va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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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的優勢，但這種處理方法不符合循環經濟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回收

營養物質（特別是有機化合物和氮）的目標。因此歐盟強烈推動污泥的農業

土地利用可作為取代焚化。污泥土地利用指的是將由於循環經濟政策是節

省資源和環境友善型社會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利用下水污泥中揮發性有

機物及營養鹽等成份，經堆肥處理後，可轉換為肥料或土壤改良劑，作為改

良農地土質，其將污泥可視作二次物料，再利用於農業降低成本和原物料的

使用量，將可減少廢棄物產生並刺激經濟增長。另考慮到導致食品需求的預

期全球人口增長，預計未來幾年對化學肥料的需求將增加，因此使用下水污

泥作為替代資源有其必要性，據估計污泥中含有的磷可以覆蓋約 20％的農
業肥料需求 193。然而，此再利用方式主要問題包含肥力不足、污泥中重金

屬總量偏高、或可能含有有毒物質或病原體、微生物等，長期施作於農地中

可能對人體及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因此各國亦對其使用於農地立下諸多限

制及標準，常造成此使用方式受到限制。 
除土地利用，將污泥以好氧/厭氧消化或乾燥處理，以回收能源亦是廣

泛使用之循環經濟模式，並可達到污泥減量目的。污泥可視為一種生質燃料，

透過混燒發電，或製成錠狀固體燃料作為輔助燃料，可回收熱能或沼氣。然

其處理後之污泥亦須考慮其處理方式。其問題在於污泥本身含水率高且揮

發性固體含量低，使得熱值偏低，難以進行燃燒，且燃燒過程可能產生空氣

污染物，因此評估適當能源轉換技術處理污泥，亦為重要之環境課題174175。 
另外，污泥亦可材料化，其指的是污泥經燃料化後之焚化灰渣等，可再

利用作為水泥、磚瓦等原料或其他骨材。不過其推動最主要問題為成品可能

會有強度不足或含有中金屬，造成污染等問題，須謹慎評估其成分或進行前

處理。 
為評估污泥在循環經濟中適合之處理模式，已有許多研究利用生命週

期評估、成本效益評估、風險評估及物質流進行相關研究，同時也有整合多

種方法進行評估者，以下將依照不同方法進行說明。 
因應上述污泥循環經濟的策略，本節將其循環經濟策略分為 2個，如圖

                                                      
174江康鈺, 陳雅馨, 葛家賢, 呂承翰。2014。 都市下水污泥轉換能源技術之回顧與評析 工
業污染防治，128 (31)。 
175顏慧敏, 李孟翰, 陳志偉, 於望聖, 孫世勤, 朱敬平。 2014。 台灣都市污水處理廠污泥
減量與資源再利用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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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江康鈺, 陳雅馨, 葛家賢, 呂承翰。2014。 都市下水污泥轉換能源技術之回顧與評析 工
業污染防治，128 (31)。 
175顏慧敏, 李孟翰, 陳志偉, 於望聖, 孫世勤, 朱敬平。 2014。 台灣都市污水處理廠污泥
減量與資源再利用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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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所應用的評估工具如圖 6.2所示。一為成為肥料與沼氣，橫跨農業與能
源兩產業；另一為燃料與粒料，橫跨能源與建築產業。各評估方法已量化各

方案的部份效益與衝擊，下列將依不同策略方案之效益與衝擊一一說明。 

 

 
圖 6. 1 污泥循環經濟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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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 污泥循環經濟策略應用之評估工具 

一、污泥循環經濟策略一，污泥作為肥料使用 

圖 6.1中橘線流向即為污泥循環經濟策略一，主要是將廢棄污泥經處理
後用於農業，以增加土壤養分以及改善土質。污泥再製為肥料的過程中，伴

隨而生的沼氣可作為能源使用。因此可知，若排除事業污泥，降低污泥內有

害物質，減少過程中需再去毒化製程（源頭越清潔），後不需利用高溫及超

端處理製程（循環越小），將污染轉制為肥料，作為農業用途，橫跨農業與

能源。此策略可透過循環越小、跨產業循環與源頭越清潔三項原則創造價值。

都市下水污泥的性質與產量穩定，加上內涵營養鹽等特性，在處理過後利用

於土地復育或農地灌溉方面，因無須耗費額外的能量，又可省下部分肥料的

費用，具有降低成本，提昇資源使用效率之優點。 
歐盟下水污泥指令(86/278 / EEC)於 1986年通過，旨在鼓勵污泥應用於

農業，並規範其用途，以防止污泥中重金屬、致病菌等對土壤，植被，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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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類造成有害影響。然而隨著歐盟下水污泥產量隨著都市廢水處理指令

的實施而增加，且這 20年間亦增加許多污泥再利用於農業土壤的研究，歐
盟委員會認為必須考慮進行指令修正，因此委託 Milieu 公司、水研究中心
(Water Research Centre, WRc)和風險及政策分析公司(Risk & Policy Analysts 
Ltd, RPA) 協助歐盟進行相關策略評估176。他們根據文獻回顧、參考歐盟成

員國法規規範及跟利害相關者討論後，得出 5項指令修改方案，詳細項目如
表 6.2。所有方案中皆包含污泥土地利用（半固體污泥、半固體消化後污泥、
固體污泥與堆肥污泥）、焚化與掩埋，因不同方案而處理方式的佔比不同。 
方案一：繼續使用原指令，不做任何修改。 
方案二：導入更為嚴格的規範，尤其在重金屬、部分有機物及病原體的

標準，另外在污泥的應用、採樣及檢測也訂下更嚴格的規範。 
方案三：針對所有污染物，比起方案二訂下更為嚴格的標準並禁止將污

泥使用在部分農作物上。 
方案四：禁止污泥使用於農地上。 
方案五：廢除下水污泥指令 

  

                                                      
176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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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類造成有害影響。然而隨著歐盟下水污泥產量隨著都市廢水處理指令

的實施而增加，且這 20年間亦增加許多污泥再利用於農業土壤的研究，歐
盟委員會認為必須考慮進行指令修正，因此委託 Milieu 公司、水研究中心
(Water Research Centre, WRc)和風險及政策分析公司(Risk & Policy Analysts 
Ltd, RPA) 協助歐盟進行相關策略評估176。他們根據文獻回顧、參考歐盟成

員國法規規範及跟利害相關者討論後，得出 5項指令修改方案，詳細項目如
表 6.2。所有方案中皆包含污泥土地利用（半固體污泥、半固體消化後污泥、
固體污泥與堆肥污泥）、焚化與掩埋，因不同方案而處理方式的佔比不同。 
方案一：繼續使用原指令，不做任何修改。 
方案二：導入更為嚴格的規範，尤其在重金屬、部分有機物及病原體的

標準，另外在污泥的應用、採樣及檢測也訂下更嚴格的規範。 
方案三：針對所有污染物，比起方案二訂下更為嚴格的標準並禁止將污

泥使用在部分農作物上。 
方案四：禁止污泥使用於農地上。 
方案五：廢除下水污泥指令 

  

                                                      
176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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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本效益分析 

評估污泥土地利用的成本效益需計算污泥土地利用之內外部成本效益，

包含環境、經濟、社會三個面向，同時假設若標準加嚴，污泥將改為以焚化

或掩埋處置，因此一併計算焚化與掩埋成本效益。 
污泥土地利用其總成本不僅取決於處理的類型，還取決於必須處理的

污泥百分比。另外一些歐盟成員國因設定較高污泥污染物濃度標準，須採取

較高及技術，因此成本也會更高。該研究將污泥土地利用方法化分成四大類，

分別為半固體污泥土地應用、半固體消化後污泥土地應用、固體污泥土地應

用、堆肥污泥土地應用，其內部成本如下表。 
1. 從處理廠到儲存廠的運輸成本 
2. 儲存廠的投資和營運成本 
3. 從儲存廠到農民的運輸成本 
4. 對施肥設備的投資（農民使用自己的設備時可以省略） 
5. 撒播和耕作費用（農民使用自己的設備時可以省略） 
6. 分析污泥質量的費用 
7. 分析土壤質量費用 
8. 行政費用，例如污泥申報，與農民之協議和控制申請 
而在內部效益上，則包含對污泥處理者而言，選擇不同最終處置方式所

節省的費用及對農民而言，選擇較為便宜的污泥取代肥料施肥。 
而在外部成本效益方面，其主要造成之影響包含污染物揮發至空氣、污

染物排放至表面水體、污染物排放至土壤、氣味及運輸，而在外部效益方面

則為取代肥料。因此該研究針對人體健康影響、生態危害、氣候變遷三個層

面之衝擊並貨幣化。其整體成本效益如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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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內部效益上，則包含對污泥處理者而言，選擇不同最終處置方式所

節省的費用及對農民而言，選擇較為便宜的污泥取代肥料施肥。 
而在外部成本效益方面，其主要造成之影響包含污染物揮發至空氣、污

染物排放至表面水體、污染物排放至土壤、氣味及運輸，而在外部效益方面

則為取代肥料。因此該研究針對人體健康影響、生態危害、氣候變遷三個層

面之衝擊並貨幣化。其整體成本效益如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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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污泥土地利用總成本效益分析178 

項 目 半固體污泥

土地應用 

半固體消

化後污泥

土地應用 

固體污泥

土地應用 
堆肥污泥

土地應用 

內部成本-投資 68 68 74 120 
內部成本-營運 125 125 174 245 
內部效益 -肥料
取代 

-63 -63 -63 -63 

外部成本 2 11 7 13 
外部效益 -肥料
取代 

-6 -6 -7 -6 

總成本效益 126 134 185 280 

污泥焚化可分為單獨焚化及與其他都市廢棄物共焚化兩種形式，而焚

化爐通常是資金密集型的，可能只有在有大量待焚燒材料的基礎上才較準

確。以下為污泥焚化內部成本： 
1. 儲存系統的成本 
2. 焚化爐的成本 
3. 處理廢氣和其他焚化殘渣成本 
4. 營運成本 
5. 運輸到處理現場成本 
6. 質量控制 
焚燒的成本因應不同設計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對於單獨焚燒來

說，其敏感度估計相差約±50％）。另外，焚化污泥的能源回收對於廢棄物管
理替代方案具有重要影響，因其回收能源再販售出去的電力及熱力可帶來

額外收入。然而，目前能源回收的相關價格因不確定項高，無法用於電力/
熱力的收入計算。 
在焚化的外部成本效益方面，其產生之影響項目包含能源產出、空氣污

染物排放、廢水排放污染表面水體、焚化飛灰掩埋的滲出液土壤及水體污染

與視覺干擾。依照上表該研究依照能源產出、人體健康、生態危害、建築危

害、氣候變遷等六項衝擊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能源產出可帶來外部效益，其

他五項則會產生外部成本，最後綜整其內外部成本效益如表 6.4。 
                                                      
178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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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污泥焚化總成本效益分析179 
成本效益 單獨焚化 共焚化 

內部成本-投資 161 62 
內部成本-營運 213 228 
外部成本效益 37 41 
總成本效益 417 339 

最後為掩埋。雖然掩埋在過去為處理污泥的主要方法，然而因立法、土

地涵容量及資源循環等要求，污泥掩埋的量已逐漸減少。而掩埋污泥的成本

包含： 
1. 掩埋廠資本，包含現場評估、收購、現場開發、復原和善後處理。主
要變量將取決於場地的大小，因為場地收購是影響掩埋場成本的主

要因素之一。 
2. 營運成本：主要包含涉及勞動力成本及營運設備成本，也包含最終處
置和運輸前需要處理的污泥 
而在外部成本方面，其主要影響包含掩埋氣體排放至空氣、掩埋滲出液

排放至土壤、未處理或處理後滲出液排放至水體、運輸排放、氣味、視覺干

擾及運輸。該研究分別以人體健康風險、生態危害、氣候變遷作為評估類別，

最終總成本效益如表 6.5。 

表 6. 5 污泥掩埋總成本180 
成 本 效 益 歐 元 

內部成本-投資 44 
內部成本-營運 256 
外部成本 9 
總計 309 

計算完各個處理方式的成本效益，研究亦另外計算將污泥土地應用轉

換為掩埋或焚化之成本，並利用上述結果繼續評估各方案適宜性。其首先分

析各成員國受到新污染物濃度限制後，其污泥處理的達標率並假設污泥轉

化為掩埋或焚燒的比例，以重金屬、有機物、病原體分別計算其成本效益。

除基本情境方案一不另外做計算外，方案五全面廢除指令因不確定性高，亦

                                                      
179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180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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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污泥土地利用總成本效益分析178 

項 目 半固體污泥

土地應用 

半固體消

化後污泥

土地應用 

固體污泥

土地應用 
堆肥污泥

土地應用 

內部成本-投資 68 68 74 120 
內部成本-營運 125 125 174 245 
內部效益 -肥料
取代 

-63 -63 -63 -63 

外部成本 2 11 7 13 
外部效益 -肥料
取代 

-6 -6 -7 -6 

總成本效益 126 134 185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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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質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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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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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 污泥焚化總成本效益分析179 
成本效益 單獨焚化 共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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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180 Milieu Ltd, WRc and RPA. 2008.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sewage sludge 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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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計算。另外評估二、三、四方案時亦作兩個情境假設，情境一為採用各

方案中最高成本的指標，如方案二和方案三，其最高價格的成本為有機物的

限制；情境二則採用各方案中最低成本的指標，這代表只需要質量保證及要

求監測的情況。最終各方案成本效益如表 6.6可由結果看出，方案二和方案
三較方案四成本低許多，而方案二制定中等程度的污染物標準為成本最低

者。 

表 6. 6 各方案成本效益比較181 
情 境 歐盟總計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情境一 

現值 
(2010-
2020) 

2,174,438,000 4,540,742,000 7,964,555,000 

年成本 222,780,000 465,217,000 816,001,000 

情境二 

現值 
(2010-
2020) 

8,040,000 4,8242,000 7,964,555,000 

年成本 824,000 4,943,000 816,001,000 

(二) 環境衝擊分析 

以污泥應用於農業土壤使用，常令人較為擔心的是人體健康與生態衝

擊。而在台灣，張致信(2004)182評估下水污泥利用於農地灌溉的風險，其以

台灣河川流域為評估主體，評估流域範圍內農地施作污泥灌溉，所產生之風

險。該研究使用本土的參數，並參考美國環保署在 Part 503 中的濃度標準，
及國內污水處理廠污泥的檢測項目，選擇重金屬作為研究範圍，並接著依照

各金屬的釋放量、毒性、生物累積性與生物濃縮性大小，選定砷、鎘、鉻、

鎳、銅為評估標的。 
雖然重金屬在土壤中的濃度進行實地檢測，然而，難以評估其濃度有多

少是由污泥灌溉所貢獻。因此利用質量平衡公式，該研究求得農地土壤中，

因為污泥灌溉所導致的重金屬濃度。公式中污泥利用率(kg/ha/year)的設定是
假設污泥可替代 50%的含氮肥料，將作物每公頃所需的氮肥，除以污泥中的
含氮量推估。污泥於農地灌溉的使用年限，則考慮台灣國家未來整體發展及

                                                      
181 同 180。 
182 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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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可行的狀況，參考美國環保署假設，暫訂為 20年。而暴露族群則考慮
最敏感的農民，暴露年限亦定為 20年。 

 

Cs: 農地土壤中污染物濃度(mg/kg) 

t: 污泥灌溉至農地土壤之總年度(mg/kg) 

C: 污染物在污泥中的濃度(mg/kg) 

AR: 污泥利用率(kg/ha/year) 

MSH: 每公畝土壤質量（假設 20公分深 kg/ha） 

SP: 逕流滲出速率(％) 

K: 植物攝取率(％) 

RO: 土壤流失速率(kg/ha/year) 

i: 代表各種作物 

j: 代表各種金屬 
 

整體概念模式圖如圖 6.3，在環境介質方面，包含土壤、水及食物鏈，
在暴露途徑上，以土壤而言，包含皮膚接觸及誤食，水體方面則假設經過淨

水處理後（處理效率假設為 99%）作為飲用水的來源。食物鏈方面，則分為
攝食根類蔬菜、地面上作物、水果、牛肉、乳製品、豬肉與魚類。 

Csij*ROj-Csij*MSH*kj-Csij*MSH*SPj-Cj*ARiMSH 
dt
dCsij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二冊 循環經濟評估工具技術



 

132 

不做計算。另外評估二、三、四方案時亦作兩個情境假設，情境一為採用各

方案中最高成本的指標，如方案二和方案三，其最高價格的成本為有機物的

限制；情境二則採用各方案中最低成本的指標，這代表只需要質量保證及要

求監測的情況。最終各方案成本效益如表 6.6可由結果看出，方案二和方案
三較方案四成本低許多，而方案二制定中等程度的污染物標準為成本最低

者。 

表 6. 6 各方案成本效益比較181 
情 境 歐盟總計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情境一 

現值 
(2010-
2020) 

2,174,438,000 4,540,742,000 7,964,555,000 

年成本 222,780,000 465,217,000 816,001,000 

情境二 

現值 
(2010-
2020) 

8,040,000 4,8242,000 7,964,555,000 

年成本 824,000 4,943,000 816,001,000 

(二) 環境衝擊分析 

以污泥應用於農業土壤使用，常令人較為擔心的是人體健康與生態衝

擊。而在台灣，張致信(2004)182評估下水污泥利用於農地灌溉的風險，其以

台灣河川流域為評估主體，評估流域範圍內農地施作污泥灌溉，所產生之風

險。該研究使用本土的參數，並參考美國環保署在 Part 503 中的濃度標準，
及國內污水處理廠污泥的檢測項目，選擇重金屬作為研究範圍，並接著依照

各金屬的釋放量、毒性、生物累積性與生物濃縮性大小，選定砷、鎘、鉻、

鎳、銅為評估標的。 
雖然重金屬在土壤中的濃度進行實地檢測，然而，難以評估其濃度有多

少是由污泥灌溉所貢獻。因此利用質量平衡公式，該研究求得農地土壤中，

因為污泥灌溉所導致的重金屬濃度。公式中污泥利用率(kg/ha/year)的設定是
假設污泥可替代 50%的含氮肥料，將作物每公頃所需的氮肥，除以污泥中的
含氮量推估。污泥於農地灌溉的使用年限，則考慮台灣國家未來整體發展及

                                                      
181 同 180。 
182 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
文. 

 

133 

實際可行的狀況，參考美國環保署假設，暫訂為 20年。而暴露族群則考慮
最敏感的農民，暴露年限亦定為 20年。 

 

Cs: 農地土壤中污染物濃度(mg/kg) 

t: 污泥灌溉至農地土壤之總年度(mg/kg) 

C: 污染物在污泥中的濃度(mg/kg) 

AR: 污泥利用率(kg/ha/year) 

MSH: 每公畝土壤質量（假設 20公分深 kg/ha） 

SP: 逕流滲出速率(％) 

K: 植物攝取率(％) 

RO: 土壤流失速率(kg/ha/year) 

i: 代表各種作物 

j: 代表各種金屬 
 

整體概念模式圖如圖 6.3，在環境介質方面，包含土壤、水及食物鏈，
在暴露途徑上，以土壤而言，包含皮膚接觸及誤食，水體方面則假設經過淨

水處理後（處理效率假設為 99%）作為飲用水的來源。食物鏈方面，則分為
攝食根類蔬菜、地面上作物、水果、牛肉、乳製品、豬肉與魚類。 

Csij*ROj-Csij*MSH*kj-Csij*MSH*SPj-Cj*ARiMSH 
dt
dCsij

第六章 評估方法的整合及案例



 

134 

 
圖 6. 3 污泥灌溉農地概念模式圖183 

該研究評估大甲溪、高屏溪、淡水河、曾文溪及頭前溪五個流域，並分

為旱季與雨季評估。在五種重金屬中，僅砷為致癌物值，在各個流域致癌風

險值皆小於 10-7；而在非致癌風險中，五個重金屬皆小於 1，顯見病為具有
顯著健康風險。而以流域來看，均以曾文溪流域旱季具有較高的風險值。而

流域之間重要影響之敏感度因子不盡相同，在曾文溪流域方面，主要影響因

子為流域，在其他流域方面，則是以降雨沖蝕指數、土壤沖蝕指數及覆蓋因

子等影響較大。總致癌及非致癌風險如表 6.7。 
在風險貢獻度方面，以砷、鉻、鎳而言，攝入飲用水、皮膚接觸與誤食

土壤為主要風險貢獻途徑。其中，皮膚接觸與誤食土壤，乃因土壤中重金屬

含量較高，導致皮膚接觸與誤食風險值較高。而在攝入飲用水方面，雖重金

屬濃度已經過水體稀釋，然因每日飲水量相較於其他攝食途徑大，而具有較

高風險。另外鎘在魚體內的生物累積因子較高，使其在攝入魚類方面具有較

                                                      
183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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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另該研究亦建議污泥重金屬濃度如表 6.8，作為未來應用污泥灌溉
農地的參考標準。  

表 6. 7 五條流域健康風險184 
分類 致癌 非致癌 
水體 砷 砷 鎘 鉻 鎳 銅 

大甲溪 
旱季 2.77E-07 6.22E-04 3.29E-04 7.18E-05 1.09E-05 7.17E-06 
雨季 2.26E-07 5.02E-04 2.70E-04 6.34E-05 9.68E-06 6.93E-06 

高屏溪 
旱季 2.51E-07 5.57E-04 3.12E-04 6.22E-05 9.77E-06 6.88E-06 
雨季 2.40E-07 5.34E-04 2.65E-04 7.17E-05 1.08E-05 6.93E-06 

淡水河 
旱季 3.13E-07 6.96E-04 3.08E-04 8.47E-05 1.27E-05 7.80E-06 
雨季 3.07E-07 6.83E-04 2.90E-04 8.34E-05 1.24E-05 7.61E-06 

曾文溪 
旱季 4.33E-07 9.61E-04 7.11E-04 1.11E-04 1.54E-05 8.40E-06 
雨季 3.83E-07 8.52E-04 3.52E-04 9.66E-05 1.46E-05 8.26E-06 

頭前溪 
旱季 2.97E-07 6.61E-04 3.45E-04 7.60E-05 1.17E-05 7.65E-06 
雨季 2.66E-07 5.92E-04 2.88E-04 7.02E-05 1.08E-05 7.40E-06 

表 6. 8 建議之污泥澆灌重金屬濃度185 
金屬 台灣土壤濃度標準 mg/kg 研究污泥濃度建議值 mg/kg 

砷 4-15 2.7 
8 

鎘 0.05-0.39 13 
鉻 0.10-10 200 
鎳 2-10 200 
銅 12-20 800 

生態衝擊方面，Martin et al. (2012)186以生態風險探討污泥土地應用，其

主要關注污染物並非傳統重金屬、有機物等污染物，而在於新興污染物。污

泥應用於土地多年，因此針對污泥中重金屬等污染物對於土地的危害已有

許多研究，然而，因科技發展，都市廢水中逐漸含有藥品化合物，這些化合

物亦有可能對環境及人體造成危害。因此該研究首先研究不同污泥處理階

段（初級、次級、消化污泥和堆肥）污泥中藥物成分的濃度時間演變。接著

                                                      
184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85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86 Martín, J., Camacho-Muñoz, M.D., Santos, J.L., Aparicio, I., Alonso, E. 2012.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pharmaceutically active compounds alongside sewage sludge treatment. 
Risk assessment of sludge application onto soil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02: 1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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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3 污泥灌溉農地概念模式圖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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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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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另該研究亦建議污泥重金屬濃度如表 6.8，作為未來應用污泥灌溉
農地的參考標準。  

表 6. 7 五條流域健康風險184 
分類 致癌 非致癌 
水體 砷 砷 鎘 鉻 鎳 銅 

大甲溪 
旱季 2.77E-07 6.22E-04 3.29E-04 7.18E-05 1.09E-05 7.17E-06 
雨季 2.26E-07 5.02E-04 2.70E-04 6.34E-05 9.68E-06 6.93E-06 

高屏溪 
旱季 2.51E-07 5.57E-04 3.12E-04 6.22E-05 9.77E-06 6.88E-06 
雨季 2.40E-07 5.34E-04 2.65E-04 7.17E-05 1.08E-05 6.93E-06 

淡水河 
旱季 3.13E-07 6.96E-04 3.08E-04 8.47E-05 1.27E-05 7.80E-06 
雨季 3.07E-07 6.83E-04 2.90E-04 8.34E-05 1.24E-05 7.61E-06 

曾文溪 
旱季 4.33E-07 9.61E-04 7.11E-04 1.11E-04 1.54E-05 8.40E-06 
雨季 3.83E-07 8.52E-04 3.52E-04 9.66E-05 1.46E-05 8.26E-06 

頭前溪 
旱季 2.97E-07 6.61E-04 3.45E-04 7.60E-05 1.17E-05 7.65E-06 
雨季 2.66E-07 5.92E-04 2.88E-04 7.02E-05 1.08E-05 7.40E-06 

表 6. 8 建議之污泥澆灌重金屬濃度185 
金屬 台灣土壤濃度標準 mg/kg 研究污泥濃度建議值 mg/kg 

砷 4-15 2.7 
8 

鎘 0.05-0.39 13 
鉻 0.10-10 200 
鎳 2-10 200 
銅 12-20 800 

生態衝擊方面，Martin et al. (2012)186以生態風險探討污泥土地應用，其

主要關注污染物並非傳統重金屬、有機物等污染物，而在於新興污染物。污

泥應用於土地多年，因此針對污泥中重金屬等污染物對於土地的危害已有

許多研究，然而，因科技發展，都市廢水中逐漸含有藥品化合物，這些化合

物亦有可能對環境及人體造成危害。因此該研究首先研究不同污泥處理階

段（初級、次級、消化污泥和堆肥）污泥中藥物成分的濃度時間演變。接著

                                                      
184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85張致信, 2004. 污水再利用於農地灌溉之風險評估.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86 Martín, J., Camacho-Muñoz, M.D., Santos, J.L., Aparicio, I., Alonso, E. 2012.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pharmaceutically active compounds alongside sewage sludge treatment. 
Risk assessment of sludge application onto soil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02: 18-
25. 

第六章 評估方法的整合及案例



 

136 

評估消化污泥、堆肥污泥、施作消化污泥土壤及施作堆肥污泥土壤藥物對生

態風險的危害性。標的藥物化合物則共 16種，包含五種非甾體類抗炎藥（雙
氯芬酸，布洛芬，酮洛芬，萘普生和水楊酸）、兩種抗生素（磺胺甲噁唑和

甲氧芐啶）、一種 b-阻滯劑（普萘洛爾）、兩種脂質調節劑（氯貝酸和吉非羅
齊）、一種抗癲癇藥（卡馬西平）、四種雌激素（17α-乙炔雌二醇，17β-雌二
醇，雌三醇和雌酮）及一種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咖啡因），六種污泥及土

壤樣本來自西班牙 Seville 市。 
而生態風險評估則通過危害商數(RQ)進行評估，其方法為檢測污泥樣

本中每種藥物化合物的濃度值，與每種藥物的預期不會發生不利影響的濃

度(predicted no-effect concentration, PNEC)之間的比例。而土壤樣本的評估方
法則為根據施用於土壤的污泥中測得的濃度，估計一年後土壤中污染物濃

度(predicted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 PEC)，再跟每種藥物的 PNEC比較，
得到兩者間的比例。一般而言，不同 RQ值代表不同等級的風險，RQ值在
0.01到 0.1為低度風險，RQ值在 0.1到 1之間為中度風險，RQ值大於 1為
高度風險。 
在污泥濃度檢測方面，藥物濃度隨著初級、次級、消化後污泥及堆肥污

泥而下降，最終 RQ如圖 6.4，在消化污泥中，布洛芬、卡馬西平、17a-炔雌
醇、17b-雌二醇及吉非羅齊 RQ皆大於 1，17b-雌二醇更是高達 252.1，而在
施作消化污泥土壤中則僅 17b-雌二醇大於 1；在堆肥污泥中布洛芬、磺胺甲
噁唑、17a-炔雌醇、17b-雌二醇 RQ 皆大於 1，施作堆肥污泥的土壤則皆小
於 1，沒有生態風險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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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4 16種藥物化合物 RQ187 

二、污泥循環經濟策略二，污泥作為燃料使用 

Nadal et al. (2009)188利用健康風險評估結合成本效益評估，計算水泥廠

使用污泥作為燃料之環境衝擊。近年因下水污泥產量增加，在西班牙的

Vallcarca地區之水泥廠自 2003年開始，將污泥用於水泥廠作替代燃料，除
可達到循環經濟之功用，更可以減少燃料量和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得到經濟

效益。然而，居住在水泥廠周遭的居民對水泥廠營運產生健康風險疑慮，

2001及 2004年的調查報告顯示水泥廠附近居民有呼吸道和妊娠問題。因此
Nadal 等人假設水泥廠在 2003 年後有 20%的傳統燃料由污泥替代，評估該
水泥廠 2003年使用傳統燃料排放的致癌金屬 （砷、鎘、鈷、鉻）和 PCDD/Fs
和 2006年改用污泥作為二次燃料導致的人類健康風險等兩種情境。接著研
究利用成本效益評估，計算基線情境 2003 年及 2006 年污泥取代傳統燃料
                                                      
187 Martín, J., Camacho-Muñoz, M.D., Santos, J.L., Aparicio, I., Alonso, E. 2012. Distribu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pharmaceutically active compounds alongside sewage sludge treatment. 
Risk assessment of sludge application onto soil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02: 18-
25. 
188 Nadal, M., Schuhmacher, M., Domingo, J.L. 2009.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using sewage 
sludge as alternative fuel in a cement plant: a case study. Environ Sci Pollut Res 16:32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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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減少二氧化碳的經濟效益與健康風險造成的成本，評估污泥能源化之適

宜性。 
該研究健康風險評估方法採用風險指數，其首先採水泥廠附近土壤，檢

測重金屬及 PCDD/Fs的濃度，並以水泥廠附近 2個鄉鎮共 85,000居民做為
受體，其暴露途徑包含空氣吸入、皮膚接觸及土壤、揚塵食入。根據計算，

2003年和 2006年，PCDD/Fs的總環境暴露估計為 2.73×10-6和 5.23×10-6 ng 
I-TEQ kg-1 day-1，將暴露量與美國環保署口服斜率因子相乘計算風險指數，

結果顯示 2003年至 2006年期間，癌症風險指數從 3增加到 5，表示一百萬
人的成年人口中每年增加 0.04 例癌症病例。而在重金屬中，由金屬暴露引
起的總體癌症風險從 7.36×10-6降低至 2.76×10-6，表示重金屬的健康風險危

害在採用污泥做為替代燃料後有所下降。 
在二氧化碳排放部分，考慮水泥廠在高溫加工的程序中須要的能源約

為每噸水泥 120萬千卡，以年產量 150萬噸計算，所需能量估計為 1.8×1012

千卡。而以 2006年傳統化石燃料以污泥 20％替代，估計 2003年至 2006年
期間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144,000噸。 
健康風險以市場價格法進行貨幣化，以避免交通死亡所需付出之價格，

使用購買力評價、因環境污染死亡的死亡年齡調整，得出避免癌症死亡所需

付出之價格 145萬歐元，再乘以受體人口數 85,000，2006年相對 2003年可
減少 56萬歐元於健康風險成本。另外在二氧化碳價格方面，其價格訊息可
從競爭市場中獲得，然而，二氧化碳價格變化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多數

政策分析模型是以煤炭與天然氣結合循環的再發電成本中取得。另外，不同

國家存在不同的價格，該研究採用 2006年時，西班牙每噸二氧化碳的成本
約為 20歐元做計算，最終結果顯示二氧化碳減少排放之效益將達到 288萬
歐元。 
表 6.9為最終結果，如前所數，2006年採用污泥做替代燃料後，風險成

本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之成本亦會降低，預估可帶來 344萬歐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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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9 污泥能源化成本效益分析189 
成      本 

癌症 污染物 2003 2006 2003-
2006 

價格（百

萬歐元） 
食入 砷 3.70 1.80 -1.90 -0.234 
吸入 砷 0.51 0.17 -0.34 -0.042 

鎘 0/007 0.002 -0.005 -0.0007 
鈷 0.24 0.07 -0.17 -0.021 
鉻 2.90 0.72 -2.18 -0.269 

總金屬風險  7.36 2.76 -4.60 -0.566 
吸入 PCDD/Fs 0.029 0.063 0.03 0.0042 
皮膚接觸 PCDD/Fs 0.008 0.010 0.0014 0.00017 
土壤+揚塵食入 PCDD/Fs 0.002 0.002 0.0003 0.00004 
總PCDD/Fs風險  0.039 0.075 0.034 0.0044 
總污染物風險  7.40 2.84 -4.56 -0.56 

效      益 
二氧化碳排放量  720 576 -144 -2.88 

 

三、污泥綜合再利用 

除單獨評估能源化或土地利用的成本效益或環境衝擊外，若以都市或

國家尺度，可綜合應用上述兩項策略，以達最大效益與最小衝擊。 

(一) 案例 1 

Fu et al. (2017)190探討中國湖北襄陽市為處理城市中污泥，所設計的污

泥處理程序，其將污泥進行能源回收及土地利用，並分別進行環境、能源及

經濟評估。該程序包含熱水解、厭氧消化與甲烷捕捉及利用，利用將廚餘及

污泥共同進行處理，除可在厭氧消化階段產生大量甲烷進行能源回收，更可

以去除臭味、減少體積，產生穩定的處理後污泥產物，再利用製成生物碳或

將沼液施肥，並種植容器苗販售，除可避免污染土地、水及空氣，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亦可帶來經濟效益，整體流程如圖 6.5。該污泥處理系統一天約

                                                      
189 Nadal, M., Schuhmacher, M., Domingo, J.L. 2009.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using sewage 
sludge as alternative fuel in a cement plant: a case study. Environ Sci Pollut Res 16:322–328. 
190 Fu, X., Zhong, L., Jagannathan, V., Fang W., 2017. Sludge to energy: an environmental-
energy-economic assessment of methane capture from sludge in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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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9 污泥能源化成本效益分析189 
成      本 

癌症 污染物 2003 2006 2003-
2006 

價格（百

萬歐元） 
食入 砷 3.70 1.80 -1.90 -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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鎘 0/007 0.002 -0.005 -0.0007 
鈷 0.24 0.07 -0.17 -0.021 
鉻 2.90 0.72 -2.18 -0.269 

總金屬風險  7.36 2.76 -4.60 -0.566 
吸入 PCDD/Fs 0.029 0.063 0.03 0.0042 
皮膚接觸 PCDD/Fs 0.008 0.010 0.0014 0.00017 
土壤+揚塵食入 PCDD/Fs 0.002 0.002 0.0003 0.00004 
總PCDD/Fs風險  0.039 0.075 0.034 0.0044 
總污染物風險  7.40 2.84 -4.56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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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泥綜合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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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尺度，可綜合應用上述兩項策略，以達最大效益與最小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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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Nadal, M., Schuhmacher, M., Domingo, J.L. 2009.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using sewage 
sludge as alternative fuel in a cement plant: a case study. Environ Sci Pollut Res 16:322–328. 
190 Fu, X., Zhong, L., Jagannathan, V., Fang W., 2017. Sludge to energy: an environmental-
energy-economic assessment of methane capture from sludge in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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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料180-220公噸污泥、80-120公噸廚餘及長年累積未處理之污泥150,000
噸 （已於 2015年處理完畢）。產出則包含生物氣體、生物碳及肥料，生物
氣體一半會作為熱水解程序的能源，另一半則經過精煉壓縮後，成為壓縮後

天然氣 (compressed natural gas)，取代 6,000立方公尺/天之汽油作為計程車
的燃料使用；生物碳一天則可產出 55-60公噸，施用於農地增加土壤肥力。 

 
圖 6. 5 襄陽市污泥處理系統流程圖191 

1. 物質流分析 
Fu 等人利用物質流評估氮磷的流向，以了解氮磷在污泥處理系統

中帶來之環境衝擊與效益。通常，污泥消化後之沼液中總氮濃度約 300-
2000 mg/L，總磷濃度約 70- 200 mg/L，若不妥善處理，可能逸散至環
境中造成水體優氧化。因此根據襄陽市的污泥處理系統，其設計污泥中

80%的氮進入沼渣，隨後轉化為生物炭；而進入沼液的氮經過 Anammox
處理，可藉由將 NH4

*轉換為 N2及 H2移除，剩餘的氮則入生物碳。在

                                                      
191 Fu, X., Zhong, L., Jagannathan, V., Fang W., 2017. Sludge to energy: an environmental-
energy-economic assessment of methane capture from sludge in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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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方面，污泥中 80% 的磷會進入沼渣；而進入沼液的磷經過磷酸铵镁
沉澱後有 95% 進入生物炭土中，剩餘的磷留在沼液中被用於苗木的滴
灌或排入污水處理廠中，其物質流如圖 6.6。整體而言，襄陽市的污泥
處理系統可將 96% 的氮和 98% 的磷以可利用的方式進入了生物炭。
達到物質回收再利用功效，惟其成本仍須進一步評估。 

 
圖 6. 6 襄陽市污泥處理系統氮磷物質流192 

2. 生命週期評估 
另外，Fu 等人亦利用生命週期評估溫室氣體排放，由於襄陽市中

污泥處理所產生的沼氣、壓縮天然氣、沼渣和容器苗最終將成為產品，

因此襄陽市污泥處理系統需要同時考慮整體程式中和最終產品的溫室

氣體排放，其邊界包括：污泥處理過程中（污泥熱水解和厭氧消化）的

使用燃料的排放。最終產品所替代的能源或資源溫室氣體排放，如沼氣

替代化石燃料、壓縮天然氣替代汽油、生物炭替代化學肥料、容器苗的

碳匯等。在襄陽市污泥處理系統中，污泥及廚餘中的固態碳經過熱水解

和厭氧消化後，約有 50%的碳轉換沼氣，剩餘 50%的碳則仍以固態形

                                                      
192 Fu, X., Zhong, L., Jagannathan, V., Fang W., 2017. Sludge to energy: an environmental-
energy-economic assessment of methane capture from sludge in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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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存在於沼渣中，另亦假設污水處理廠距離污泥處理廠距離 50 公里，
估算往返一次運輸污泥的溫室氣體排放為 0.10 噸二氧化碳當量，假設
系統運行 21 年中可處置 22.7萬噸污泥，則共可產生 1.3萬噸二氧化碳
當量。另外，襄陽市處理系統在 21年營運期間可產生約 4,500 萬 m3車

用壓縮天然氣，可替代近 6 萬 m3車用汽油，減少約 14 萬噸二氧化碳
當量排放，其結果如圖 6.7。且使用天然氣可減少氮氧化物(NOx)、一氧
化碳(CO)和碳氫化合物(HC)的排放，改善空氣品質。 

 
圖 6. 7 襄陽市溫室氣體排放193 

3. 成本效益分析 
而在經濟效益評估方面，因有政府補助與融資，目前效益約大於成

本，其主要成本包含污泥處理成本、廚餘垃圾處理成本、清潔能源調節

基金、稅金、財務費用、間接費用，共約 3,050元，效益則包含污泥處
理補貼、廚餘處理補貼、車用壓縮天然氣銷售收入及生物碳、容器苗銷

售收入，約為 3,140 元，總成本效益約可得到 90萬元收益，其結果如
表 6.10。 

                                                      
193 Fu, X., Zhong, L., Jagannathan, V., Fang W., 2017. Sludge to energy: an environmental-
energy-economic assessment of methane capture from sludge in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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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0 襄陽市污泥處理系統成本效益分析194 
成本 （萬人民幣） 效益（萬人民幣） 

污泥處理成本 1,580 污泥處理補貼 1,830 
廚餘垃圾處理成本 270 廚餘處理補貼 260 
清潔能源調節基金 20 車用壓縮天然氣銷售收入 970 
稅金 90 生物碳銷售收入 80 
財務費用 240   
間接費用 850   
總計 3,050 總計 3,140 
總成本效益 90 

(二) 案例 2 

另外，Mills et al. (2014)195以生命週期評估最有效率之污泥能源化及土

地利用程序，其結合厭氧消化、熱水解、氣體至電網、裂解等程序，回收能

源，並將處理後污泥應用於農地。其共將程序分成五個方案如下。 
1. 傳統厭氧消化 (Anaerobic Digestion, AD)，結合汽電共生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 CHP)並將處理後污泥應用於農地。 
2. 熱水解程序 (Thermal Hydrolysis Process , THP)加上厭氧消化，再結
合汽電共生並將處理後污泥應用於農地。 

3. 熱水解程序加上厭氧消化，結合氣體至電網程序 (Gas to Grid, GtG)
並將處理後污泥應用於農地。 

4. 熱水解程序加上厭氧消化，結合汽電共生，處理後污泥進行乾燥成為
燃料 

5. 熱水解程序加上厭氧消化，結合汽電共生，處理後污泥進行乾燥成為
燃料再進入汽電共生系統裂解。 
傳統厭氧消化最常見的系統為中溫細菌厭氧消化，其為一種涉及不同

的細菌族群的複雜的生物性過程。其典型處理程序為污泥濃縮後，在進入消

化槽前加熱至 35-40℃，一般而言污泥停留時間為 12至 30天。最終的消化
產物會脫水至含 20％乾固體左右之污泥餅並運出回收利用至農田。 

                                                      
194 Fu, X., Zhong, L., Jagannathan, V., Fang W., 2017. Sludge to energy: an environmental-
energy-economic assessment of methane capture from sludge in Xiangyang City, Hubei Province. 
195 Mills, N., Pearce, P., Farrow, J., Thorpe, R.B., Kirkby, N.F. 2014. Environmental & econo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current & future sewage sludge to energy technologies. Waste 
Management 34 18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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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傳統厭氧消化能源回收效率不佳，需要高資本且資本密集，因此許

多國家開始改良傳統厭氧消化程序，熱水解加上厭氧消化為目前最廣泛使

用之程序，熱水解使用高溫(165℃)和高壓(7 barg)，在將污泥送入厭氧消化
槽前處理 30分鐘以將污泥破壞並增溶，該程序亦可均質化污泥，使其更易
消化，並增加甲烷生成及將污泥消化成較小體積。熱水解要求高階熱能的和

額外的電能，與傳統厭氧消化相比，熱水解要求的高階熱能通常高於汽電共

生系統所產生之能源。 
氣體至電網旨在清理並將所有厭氧消化產生之生物甲烷注入氣體網絡。

該程序的缺點在於整體程序中所需的熱量（例如熱水解）不再由廢棄物來源

供應，須通過燃燒沼氣或購買天然氣補充，而廢棄物產生之沼氣產電或熱能

通常為吸引大量投資的主要原因。汽電共生雖為更廣泛使用之電力生產方

式，其易於運輸，並可與許多程序結合，然而其電力的發電效率最多只有 42
％。氣體至電網的程序轉化效率遠高於汽電共生(> 95％)，但沼氣替代天然
氣的相對環境負荷排量要小於沼氣發電排放化石燃料的電量。 
另外在處理後污泥再製成燃料方面，為了獲得厭氧消化後殘留在污泥

中的化學能，污泥可以被燃燒或乾燥以生產固態燃料。然而，其成分及使用

必須符合符合焚化指令(Waste Incineration Directive, WID)，其相對於一般燃
料有較高濃度的銅、鋅和灰分，使其成為一項挑戰，但通過控制原生污泥的

質量，或改變原生污泥和活性污泥的混合比例，這些問題可獲得解決。 
一旦生產出乾燥產品，處理後污泥就有其他使用選擇，例如具有高能量

轉化效率（大於 85％）的熱解和氣化技術，然後可用於汽電共生中。這些
程序中唯一剩餘的副產品是生物炭，它具有環境穩定性，可作為土壤調節劑

有效使用，或可用作礦物回收來源。 在合適的條件下，熱解比氣化生產濃
縮合成氣具有優勢，因為它更適合於汽電共生。在這種情況下，來自熱裂解

的汽電共生廢熱未被利用，因為使用上的複雜性。 然而，使用高階廢熱於
熱水解程序可產生蒸汽並取代天然氣，作為輔助燃料具有可行性。 
整理以上方案及程序，整體研究系統邊界如圖 6.8，而生命週期評估方

法則採用 GaBi，其評估指標包含氣候變遷潛力、光化學臭氧生成潛力、優
養化潛力、酸化、非生物耗竭 （元素）及非生物耗竭 （燃料）。經過盤查、
特徵化及權重後。另該研究亦計算五個方案之成本，包含投資成本及營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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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並以此計算內部投資報酬率，包含有補助及沒補助兩種情境，因補助有

其不確定性。最終結果則是將整體環境衝擊、最受關注的氣候變遷潛力、內

部投資報酬率 （無補助）及內部投資報酬率 （有補助）排名進行加總，其
結果如表 6.11，方案四位總積分為 18，為最適宜之選擇。 

 
圖 6. 8 污泥能源化生命週期系統邊界196 

 

                                                      
196 Mills, N., Pearce, P., Farrow, J., Thorpe, R.B., Kirkby, N.F. 2014. Environmental & econo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current & future sewage sludge to energy technologies. Waste 
Management 34 18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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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1 污泥能源化方案評估結果197 

方 案 
總環境

衝擊 

氣候變遷

潛力 

內部投資報酬率

（無補助） 

內部投資報酬率

（無補助） 
總計 

方案一 2 2 1 2 7 

方案二 3 3 2 3 11 

方案三 1 1 5 1 8 

方案四 5 5 3 5 18 

方案五 4 4 4 4 16 

(三) 案例 3 

除土地利用與能源化，污泥亦可再利用於建材，Hong et al. (2009)198評

估在下水污泥濃縮脫水後，日本常見的六種處理情境，包含基礎情境，即脫

水後未加上其他處理程序，與脫水後加上堆肥、焚化、乾燥、焚化飛灰熔融

及脫水污泥熔融等五種不同處理程序，並同時假設下水污泥經 6 種程序處
理後會進入後續處置，包含掩埋、農業利用 （土壤改良劑）與再利用於建
築材料。該研究雖著重於污泥處理程序之評估，然而因其同時將處理後污泥

再利用納入整體評估範疇，因此本冊亦予以探討。Hon等人將 6種情境亦分
開評估有經過消化及沒經過消化的兩種情境，共 12種程序，如圖 6.9。不同
處理情境各有其優劣，如消化、焚化、焚化飛灰熔融及脫水污泥熔融可回收

能源，但焚化會產生戴奧辛、呋喃及飛灰等污染物，因此需要用生命週期評

估 12種情境所造成之環境衝擊，作為循環經濟決策依據。 
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其功能單位採用 1 噸乾固體物的管理，系統邊界則

包含重金屬及戴奧辛排放、能源使用量、能源回收、運輸及基礎建設（包含

機械運轉、建設及電力投入），方法上採用 USES-LCA，指標則採全球暖化
潛力、酸化潛力、人體毒性潛力、土地利用等四項，全球暖化潛力包含 CO2、

CH4及 N2O排放，酸化潛力包含 NOx及 SOx排放，人體毒性潛力則包含戴
奧辛及重金屬排放。最終結果顯示 （如圖 6.10），經過消化程序其環境衝擊

                                                      
197 同 196。 
198 Hong, J., Hong, J., Otaki, M., Jolliet, O. 2009.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 for sewage sludge treatmentprocesses in Japan. Waste Management 29: 69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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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未經過消化程序小，因其可有效減少污泥體積。而 6種程序中，僅經過脫
水的情境在土地利用指標有較高衝擊，乾燥對全球暖化及酸化有最高衝擊，

焚化飛灰熔融有最高人體毒性衝擊。整體而言，僅經脫水、焚化及焚化飛灰

熔融劇有較低環境衝擊，而以個別程序來看，農業利用在酸化潛力上衝擊最

高，同時與焚化、脫水污泥熔融有較高人體毒性衝擊。研究同時也有做生命

週期成本評估，以僅經過脫水之處理程序成本最低，焚化及焚化飛灰熔融則

成本最高。 
不過該研究並未探討各程序產生之污泥處理後產物的性質，在做掩埋、

農業利用及再利用為建材時皆用相同盤查數據，也未假設 3 種最終處置量
的比例，後續若要進行循環經濟決策仍須做進一步探討。 

 
圖 6. 9 污泥處理程序系統架構199 

 

                                                      
199 Hong, J., Hong, J., Otaki, M., Jolliet, O. 2009.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 for sewage sludge treatmentprocesses in Japan. Waste Management 29: 696-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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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0 污泥處理程序生命週期評估結果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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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The goods of today are the resources of tomorrow at the 
resource prices of yesterday 

 (The performance Economy, Walter Stahel, 2010) 

 
循環經濟的精神即WALTER STAHEL所提產品責任的精髓，點出如何

看待資源與產品，又如何從中穩定資源價格；延至廢棄物扮演其中的角色與

價格破壞的可能性以致降低資源價值。循環經濟提倡縮小循環、延長循環、

跨產業加值循環以及極致清潔思考創造價值的方法，以重新： 
1. 構思產品與市場 
2. 定義價值鏈的生產力 
3. 促進地方群聚發展 
其關鍵最佳資源儲藏足以穩定資源價值，然資源儲藏可能因應資源的

來源與人類被賦予的權力而異。資源的來源不僅自自然原生礦產或資源，應

納入民眾手生活週邊存在的潛在資源。而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以求源源不

絕且從中創造共享價值；因此政府、企業、消費者有哪些權力，該如何突破

舊思維的困境，以循環經濟擺脫當前的危機即為各面向該思考的問題。 
然而當前我們面臨貫穿時間的不確定性，同時為兼顧不損人又利己利

人的原則，當下需判斷創造共享價值的路徑與改變時，探索與規劃過程中的

評估方法實為重要，企盼透過事前的評估得以降低執行時可能遇到的錯誤，

亦提供各關係人事前溝通的平台與資訊。本冊提出物質流分析、生命週期評

估、成本效益分析與風險評估四項評估方法，以評估各種路徑與改變可能聯

動的物質流向分析及其可能造成的各項環境衝擊，以完整產品責任的界定

與責任輕重的評估；進而探究前述路徑改變時可能帶動的成本與效益變化，

及預先評估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轉移，以完善循環創新轉型探索資訊，提供

溝通平台與依據。 
雖無法抵達未來先行享受共享價值，或承擔危害風險，但我們希望透過

事先評估與機會探索，評估突破困境，擺脫危機的同時可能需負擔的成本與

危害，讓我們可以獲得足夠的資訊以衡量得與失，減少未來走冤枉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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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s of today are the resources of tomorrow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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