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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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叢書目錄
第一冊 總論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各國循環經濟之目標與藍圖

第三章 我國循環經濟之目標、藍圖與運作機制

第四章 課題與挑戰

第五章 結語

第二冊 循環經濟評估工具技術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物質流分析

第三章 生命週期評估

第四章 成本效益分析

第五章 風險評估

第六章 評估方法的整合及案例

第七章 結語

第三冊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生物循環模式

第三章 工業循環模式

第四章 有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

第五章 無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

第六章 行業應用案例

第七章 結語

第四冊 系統科技與商業創新

第一章 系統科技與循環轉換特性

第二章 系統科技在資源循環的應用

第三章 循環監測與控制運作

第四章 科技加成循環經濟的投資價值

第五章 商業創新與服務價值鏈

第六章 資源永續應用與關鍵契機

第七章 結語

V



VI



第三冊 資源及產品 
循環應用技術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三冊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



»» 執行摘要» ��������������������� 1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生物循環模式

»» 2.1» 生物層級應用»������������� 14

»» 2.2» 生化原料應用»������������� 16

»» 2.3» 生物能源應用»������������� 22

第三章» 工業循環模式

»» 3.1» 維修»����������������� 26

»» 3.2» 再使用»���������������� 29

»» 3.3» 再製造 / 翻修»������������� 34

»» 3.4» 循環利用»��������������� 40

»» 3.5» 綜合性循環模式»������������ 43

目錄 Content

IX



第四章» 有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

»» 4.1» 塑膠與橡膠»�������������� 47

»» 4.2» 食用油與礦油»������������� 58

»» 4.3» 有機污泥»��������������� 64

»» 4.4» 生質廢棄物（農業）»���������� 69

第五章» 無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

»» 5.1» 還原碴與氧化碴（煉鋼業）»������� 81

»» 5.2» 無機污泥»��������������� 85

»» 5.3» 底渣與土石（土地新生）»�������� 87

»» 5.4» 電子電器物品（貴金屬）»�������� 94

第六章» 行業應用案例

»» 6.1» 電子業»���������������� 99

»» 6.2» 紡織業»���������������� 104

»» 6.3» 能源業»���������������� 109

目錄 Content

X



»» 6.4» 土木營建業»�������������� 115

»» 6.5» 農業»����������������� 123

»» 6.6» 其他應用案例»������������� 129

第七章» 結語

目錄 Content

XI



»» 表 2.1» 生質高分子材料製造技術類型»������ 17

»» 表 2.2» 生質高分子材料製造技術»�������� 18

»» 表 4.1» 七大類塑膠類別»������������ 48

»» 表 4.2» 橡膠資源化技術»������������ 55

»» 表 4.3» 廢潤滑油回收處理技術»��������� 63

»» 表 4.4» 有機性污泥申報量»����������� 64

»» 表 4.5» 污泥減量之技術比較»���������� 65

»» 表 4.6» 我國污泥堆肥製品有害金屬成分限值»��� 67

»» 表 5.1» 還原碴再利用»������������� 82

»» 表 5.2» 氧化碴再利用前處理»���������� 83

»» 表 5.3» CNS»15310「瀝青鋪面混合料用鋼爐碴粒料」»

» 標準»����������������� 84

»» 表 5.4» 無機污泥申報量»������������ 85

»» 表 5.5» 二階段焚化底渣再利用處理技術»����� 89

»» 表 5.6» 營建剩餘土石方分類»���������� 90

»» 表 5.7» 營建剩餘土石方再生利用方法»������ 93

»» 表 6.1» 貴金屬主要回收的產業及產品»������ 99

表目錄

XII



»» 表 6.2» 弘馳貴金屬回收產業»���������� 100

»» 表 6.3» 佳龍科技貴金屬回收產業»�������� 101

»» 表 6.4» 各國底渣應用»������������� 117

»» 表 6.5» 營建剩餘土石方再生利用»�������� 118

»» 表 6.6» 建築剩餘土石方再利用»��������� 128

表目錄

XIII



»» 圖 1.1» 臺灣推動循環經濟願景»���������� 5

»» 圖 1.2» 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 6

»» 圖 1.3»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範疇»���������� 7

»» 圖 2.1»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安龍村有機農法»���� 12

»» 圖 2.2» 生物循環»��������������� 13

»» 圖 2.3» 層級應用下各階段木材加工應用»����� 15

»» 圖 2.4» 碳化技術流程示意圖»���������� 21

»» 圖 2.5» 生質物應用流向»������������ 22

»» 圖 3.1» 工業循環»��������������� 25

»» 圖 3.2» Ubag 再使用» ������������� 30

»» 圖 3.3» 能源與資源的整合利用»��������� 31

»» 圖 3.4» 丹麥卡倫堡產業共生範例»�������� 32

»» 圖 3.5» 德國企業推動能資源整合»�������� 33

»» 圖 3.6» 汽車產業二手零件再製造作業流程»���� 35

»» 圖 3.7» NISSAN汽車保險桿再製造»������� 36

»» 圖 3.8» 太平洋水泥廠AK系統»��������� 37

»» 圖 3.9» 產品與售後服務鏈結概念»�������� 38

»» 圖 3.10» 慧與科技再製造流程圖»��������� 39

圖目錄

XIV



»» 圖 3.11» 工業循環示意圖»������������ 40

»» 圖 3.12» 海洋垃圾製成環保紗流程圖»������� 41

»» 圖 3.13» 日本 ECO-SYSTEM»KOSAKA之»

» 金屬和蒸氣回收焚燒爐»��������� 42

»» 圖 3.14» 電腦之循環模式»������������ 43

»» 圖 3.15» 新公鋼鐵汽車回收拆解流程»������� 45

»» 圖 4.1» 臺灣石化及塑橡膠產業鏈»�������� 47

»» 圖 4.2» 塑膠循環再生流程»����������� 49

»» 圖 4.3» 寶特瓶循環再生»������������ 50

»» 圖 4.4» 瓶到瓶食品級聚酯回收»��������� 51

»» 圖 4.5» BOLON地毯»������������� 52

»» 圖 4.6» 廢輪胎回收»�������������� 54

»» 圖 4.7» 廢輪胎循環利用流程»���������� 57

»» 圖 4.8» 廢食用油流向管理»����������� 58

»» 圖 4.9» 廢食用油轉化生質柴油流程»������� 59

»» 圖 4.10» 廢食用油製成硬脂酸流程»�������� 60

»» 圖 4.11» 廢食用油製成肥皂流程»��������� 60

»» 圖 4.12» 廢食用油飼料添加流程»��������� 61

圖目錄

XV



圖目錄
»» 圖 4.13» 廢潤滑油處理流程»����������� 62

»» 圖 4.14» 生物碳產製及碳循環流程»�������� 70

»» 圖 4.15» 菱殼生物碳循環經濟»���������� 71

»» 圖 4.16» 稻鴨共生生物循環»����������� 72

»» 圖 4.17» 魚菜共生運作示意圖»���������� 73

»» 圖 4.18» 麥麩餐盤及披薩»������������ 74

»» 圖 4.19» 稻殼餐具製品»������������� 75

»» 圖 4.20» 食物染產品»�������������� 76

»» 圖 4.21» 生物精煉製程»������������� 77

»» 圖 4.22» 半田市生質能工業城市的»

» 產品產業化利用計畫»���������� 79

»» 圖 5.1» 煉鋼廠還原碴及氧化碴產生點»������ 81

»» 圖 5.2» 污泥材料化再利用流程»��������� 86

»» 圖 5.3» 焚化底渣之處理處置及資源再利用整體架構» 87

»» 圖 5.4» 焚化底渣資源化處理程序»�������� 88

»» 圖 5.5»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流程»�������� 91

»» 圖 5.6»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化分類處理»����� 92

»» 圖 5.7» 採礦流程»��������������� 95

»» 圖 5.8» 傳統金、鈀之粗煉、精煉製程»������ 96

XVI



圖目錄
»» 圖 5.9» 濕式環保剝金之浸泡除去焊錫»������ 97

»» 圖 5.10» 日鑛廢棄物處理及金屬回收»������� 98

»» 圖 6.1» 優勝奈米貴金屬剝除程序»�������� 102

»» 圖 6.2» 東京奧運 3C回收再製獎牌»������� 103

»» 圖 6.3» 廢寶特瓶再製球衣»����������� 104

»» 圖 6.4» 咖啡紗製程»�������������� 105

»» 圖 6.5» 生質聚酯衣»�������������� 106

»» 圖 6.6» Adidas 再生鞋款» ����������� 107

»» 圖 6.7» 荷蘭 Gumshoe» ������������ 108

»» 圖 6.8» 德國漢堡污水處理廠污泥再生應用現況»�� 109

»» 圖 6.9» 養豬場沼氣發電流程»���������� 110

»» 圖 6.10» 厭氧發酵反應器»������������ 111

»» 圖 6.11» 有機污泥產製生質柴油示意圖»������ 112

»» 圖 6.12» 廢食用油之去化»������������ 113

»» 圖 6.13» 不同柴油車產生的廢氣»��������� 113

»» 圖 6.14» 國內 2015 年 1至 5月廢食用油流向»��� 114

»» 圖 6.15» 污泥材料化各項途徑»���������� 115

»» 圖 6.16» 無機廢棄物可去化之管道»�������� 116

»» 圖 6.17» 環生方舟»��������������� 119

XVII



1 

執行摘要 

一、目標 

工業革命後，科技與經濟的高度發展，在舊有線性經濟思考下，地球的

資源與能源被快速消耗，造成地球環境負荷日益嚴峻，且生產銷售過程與消

費使用後所剩餘的物質被視為廢棄物處置，使其價值無法充分利用與提升，

形成一種實質上的資源浪費。近年秉持著資源再生與能資源整合理念，在產

官學共同努力研發下，使相關處理技術發展日漸成熟且具可行性之應用，過

去已有許多針對各項資源循環技術相關議題研究探討之專題報告，惟欠缺

理論概念與執行成果之整合，爰此，期望藉由將各項資源技術歸類，整合理

論與實際應用之觀念，建構國內優質循環經濟運作體系，便於後續循環經濟

推動之參考。 

二、範圍 

本冊主要為撰寫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著重相關技術之蒐集，以彙整過

去發展成熟之技術為主，因此採用文獻蒐集為工作執行方法。首先確立本冊

各章節的主題，藉由國內外相關網站、期刊、雜誌及中技社等網路與書籍文

獻的蒐集，撰寫生物循環模式、工業循環模式、有機循環應用、無機循環應

用及行業資源化應用之技術使用與運用案例。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主要以蝴蝶圖各層級概念，搭配目前迫切

解決之相關議題與行業應用案例，側重技術面之蒐集。 
第一章前言，首先以緒論簡述本冊「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之撰寫

背景及目的，再針對二到六之章節內容作一簡單概述。 
第二章生物循環模式與第三章工業循環模式，是以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提出之循環經濟蝴蝶圖概念進行撰寫，第二章首先介紹生物循環
之基本概念，其次針對生物層級、生化原料及生物能源等三方面進行觀念與

應用技術之說明；第三章時則介紹工業循環之基本概念，再針對維修、再使

用、再製造/翻修及再生利用等四方面進行觀念與應用技術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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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種實質上的資源浪費。近年秉持著資源再生與能資源整合理念，在產

官學共同努力研發下，使相關處理技術發展日漸成熟且具可行性之應用，過

去已有許多針對各項資源循環技術相關議題研究探討之專題報告，惟欠缺

理論概念與執行成果之整合，爰此，期望藉由將各項資源技術歸類，整合理

論與實際應用之觀念，建構國內優質循環經濟運作體系，便於後續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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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行業資源化應用之技術使用與運用案例。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主要以蝴蝶圖各層級概念，搭配目前迫切

解決之相關議題與行業應用案例，側重技術面之蒐集。 
第一章前言，首先以緒論簡述本冊「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之撰寫

背景及目的，再針對二到六之章節內容作一簡單概述。 
第二章生物循環模式與第三章工業循環模式，是以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提出之循環經濟蝴蝶圖概念進行撰寫，第二章首先介紹生物循環
之基本概念，其次針對生物層級、生化原料及生物能源等三方面進行觀念與

應用技術之說明；第三章時則介紹工業循環之基本概念，再針對維修、再使

用、再製造/翻修及再生利用等四方面進行觀念與應用技術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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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有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與第五章無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則是

針對臺灣目前具迫切性解決與優先處理之生質物廢棄物（農業）、有機污泥

及塑膠橡膠等有機資源問題，與還原碴與氧化碴（煉鋼業）、無機污泥及電

子電器物品（貴金屬）等無機資源問題進行循環應用技術之說明。 
第六章行業應用案例，針對臺灣重要的行業，如農業、紡織業、能源業、

土木業、電子業及其他等六個行業面向之實際應用案例介紹。 

三、內容 

「循環經濟」是以天然資源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同時滿足需求變化及避免資源的浪費，並於建構資源循環體系時，創造出額

外的經濟附加價值。資源循環應以「廢棄物是被錯置的資源」觀念，提倡搖

籃到搖籃的循環理念，發展新穎、環保、綠能之產品與製程，強調過程中新

產品、新製程、新市場之開發，使資源循環轉化為正面積極的產業，創造經

濟、社會、環境保護與綠色能源之實質效益，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以落實

所謂「資源再生與循環經濟」。 
臺灣廢棄物處理的展望從廢棄物管理到資源化管理為趨勢及思考方向，

從新世紀眼界，創建搖籃到搖籃的資源回收再利用與物料供應系統，並於未

來強化技術面、法規面、經濟面、管理面、市場面與宣導面等資源循環六大

面向之途徑與程序，以零廢棄全回收作為政策及目標展望未來。 
為此我國以推動循環經濟的模式來提升工、商與人民的需求，在過去幾

年中我國在產業的發展中，將循環經濟相關方法、技術、制度、國際標準和

管理系統引進國內推動，在完善的物流體系與豐沛的科技人才支持下，正持

續地以循環經濟發展的四項要素：「技術發展」之技術篩選與資源投入、學

研機構技術開發、動態產業共同參與；「法規規範、經濟誘因」建立法規、

認證制度，建立經濟誘因，引導國家轉型；「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供應鏈上

下游的配合，跨行業合作夥伴，政府和政策配合；「商業模式、消費行為」

引導消費者以「使用」取代「購買」為關鍵因素，並輔導與環境建構、產業

的轉變及消費者的積極參與，來實踐循環經濟中各階層的應用，創造一個經

濟、環境與社會共榮共存的時代。 
 

3 

面對溫室氣體之管制，循環經濟之推動已蔚為趨勢，在工業無機循環部

分，未來仍面臨技術、經濟與政策面諸多之挑戰，另延伸生產者責任亦為啟

動資源再生二次革命之最佳契機。另有機資源生物循環部分，如何強化既有

設施加以有效利用，加速跨部會之協調與整合以及提高誘因，促進生質能源

之開發亦為未來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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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業、電子業及其他等六個行業面向之實際應用案例介紹。 

三、內容 

「循環經濟」是以天然資源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同時滿足需求變化及避免資源的浪費，並於建構資源循環體系時，創造出額

外的經濟附加價值。資源循環應以「廢棄物是被錯置的資源」觀念，提倡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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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溫室氣體之管制，循環經濟之推動已蔚為趨勢，在工業無機循環部

分，未來仍面臨技術、經濟與政策面諸多之挑戰，另延伸生產者責任亦為啟

動資源再生二次革命之最佳契機。另有機資源生物循環部分，如何強化既有

設施加以有效利用，加速跨部會之協調與整合以及提高誘因，促進生質能源

之開發亦為未來重要之課題。 

執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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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工業革命後，科技與經濟的高度發展，快速地消耗地球的資源與能源，

造成地球環境負荷日益嚴峻。近年更是受到氣候變遷行動趨勢之影響，在公

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及巴黎協定後，全球環境保護議題備受關

注。我國是一個天然資源極度缺乏的國家，因此為了降低產業生產成本及原

物料取得之風險，政府秉持著「資源再生」及「能資源整合」的理念，輔導

產業循環使用資源，建構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之產業環境，促進產業互利共生，

讓物質全循環達到零廢棄，藉以提升產業綠色生產力，讓臺灣產業逐步邁向

循環經濟1。圖 1.1為臺灣推動循環經濟之願景。 

 
圖 1.1 臺灣推動循環經濟願景2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為追求經濟成長之目標，從產品設計到製造都是

以搖籃到墳墓的一次性使用概念進行，當自然資源經由開採、加工、製造、

使用、拋棄及污染的單向線性經濟之路發展，在生產銷售過程與消費使用後

所殘留之物質，多被視為廢棄物處置，使其價值無法充分利用與提升，形成

                                                      
1 游振偉、顏鳳旗、張添晉，臺灣循環經濟與產業共生之效益剖析，經濟部永續產業發展
期刊 vol.78，2017年 01月。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2018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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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實質上的資源浪費，將會使資源有限的地球面臨嚴重的物資耗竭、全球

暖化、氣候變遷與生態破壞等環境問題。因此依據目前循環經濟發展趨勢，

我們需拋開傳統「獲取─製造─使用─丟棄」之線性經濟發展模式並且重新建
構由搖籃到搖籃的嶄新模式概念，以一種可恢復與可再生的零廢棄物產業

體系，利用「養分管理」觀念，從產品設計階段就構思產品的結局，讓物資

得以持續循環。循環經濟著重於再生恢復、使用可再生能源、拒用妨礙再利

用之有毒化學物質，並以「循環」概念為基礎，透過重新設計材料、產品及

商務模式來消除廢棄物，增加原物料的使用價值，減少浪費及對環境的負擔，

使資源更有效率地被利用。透過再製造、再利用，將使廢棄資源轉為可再利

用之物質，從中萃取出價值，作為新價值的來源，在其中可發現許多商業機

會、創業機會、就業機會及新的商業模式機會，讓原本要摧毀的價值被保留，

維持產品在生產過程中被疊加的各種價值，同時也可達降低環境衝擊3。圖

1.2為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差異。 

 
圖 1.2 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4 

臺灣由於日常生活中環境教育宣導完善及完整的法令配套，成功將環

保觀念深植人心，而民眾對於環保意識也因此逐漸成熟。在廢棄物管理的歷

程由早期以解決環境污染的管末處理，逐漸調整為源頭減量及回收再利用

為主。自 2003年起環保署提出「零廢棄」政策目標，以源頭減量及資源回
收再利用為兩大主軸5，在五大策略中有一項便是資源循環零廢棄，臺灣資

源循環產業範疇主要如圖 1.3所示。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範疇係依廢棄物管理

                                                      
3 經濟部工業局，2018年全國循環經濟創意競賽簡章，2018年。 
4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綠領人才培訓，循環經濟的多元價值與商機，2016年。 
5 財團法人中技社，資源循環經濟與產業發展，2015年 01月。 

7 

相關法令，從事以各類可資源化廢棄物為原料，將其再生利用為再生產品之

行業。其中包含公告再利用、共同清除處理、公民營清處理、及公告應回收

廢棄物處理等廠商。歷經產學各界近十年來共同的努力，我國工業廢棄物再

利用率從 2002年的 56%，已提昇達 80%，資源再生廠商已超過 1,600家，
其產值亦達 671億元。 

 
圖 1.3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範疇6 

臺灣為高科技進出口導向之國家，然而無天然礦源，且根據國內外物質

流相關研究，物料種類可分為四大類別，包含生質物類、金屬礦類、非金屬

礦類及化石燃料類等，國際間常使用直接投入物質（Direct Material Input，
簡稱 DMI）作為指標，包含國內所有開採並使用之物質以及進口物質。我
國的天然資源較為匱乏，大多仰賴國外進口，依據 2016年度 DMI資料顯示
約有七成來自進口，國內自產約三成，以四大物料分類來看，其中金屬礦

100%、化石燃料 99.81%、生質物 66.12%、及非金屬礦 23.5%來自進口，顯
示我國四大物料由國內自給之比率相當有限。 

                                                      
6 綠基會通訊，臺灣資源循環經濟之策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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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產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之不良品或是下腳料等，需做為事業廢

棄物申報，依據環保署資料顯示申報量自 2005年起呈逐年遞增趨勢，2007
年後趨於平緩或緩步下降，主要原因為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自 2000年成立
以來，逐年擴大列管應網路申報之事業，列管門檻逐年下修，使得事業廢棄

物申報量逐年增加，在 2007年列管對象確立後，申報量也趨於穩定。事業
廢棄物管理策略包括再利用、妥善處理以及越境轉移三大部分。此外為落實

零廢棄，達成廢棄物產生量最小化以及資源回收再利用量最大化之目標，將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與「廢棄物清理法」兩法於 2013年通過「資源循環
利用法」草案，並將管制權回歸環保署。融入產品生命週期之概念，從源頭

設計、製造、使用、回收以及再利用作全面性推動。 
近年來，許多國家已覺察納入資源循環再生的經濟模式有助於環境永

續發展，循環經濟的思維逐漸在全世界受到關注。各國政府及企業亦逐步投

入資源以加速循環經濟的體現，並在策略和產業創新上提出許多新的作為。

我國在過去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已經將循環經濟相關方法、技術、制度、國

際標準和管理系統引進國內推動，我國強項則是在資源回收方面已經成為

國際標竿，但是還有許多項目尚待努力。為達成「資源使用效益極大化」，

可透過提高物料利用效率，減少原生物料供應需求，達到提升資源生產力之

目標，可行策略包含推動易於循環的產品設計、延長產品壽命、提高生產流

程的能資源效率或促進能源回收以減少化石燃料使用；同時在考量「環境衝

擊影響極小化」之情況下，避免廢棄物以焚化或掩埋方式處理，強化回收循

環體系，並確保二次料及再利用產品品質以增加使用機會。以物質生命週期

觀點推動循環經濟發展各階段策略可分為生產、消費、廢棄物管理、二次料

市場 4大面向來擬訂推動策略及關鍵績效指標，共計 12項推動策略，主要
以塑膠、金屬、營建廢棄物、廚餘做為優先推動項目。 
至今我國在靜脈產業的管理領域，已累積多年經驗與成熟的產業技術，

環保署相關的法制、措施也逐步轉向符合資源循環利用之精神，例如針對一

般廢棄物進行回收處理工作的資源回收四合一制度；在事業廢棄物的部分，

也加強後端再利用產品管理之規範，對於與動脈產業的結合，近年也著手推

動搖籃到搖籃的平台及認證工作。臺灣自資源回收體系運作以來，錯置的資

源觀念已逐漸被產業所認同，近年更秉持資源再生與能資源整合理念，在產

9 

官學共同努力研發下，使相關處理技術發展日漸成熟且具可行性之應用，過

去針對各項資源循環技術相關議題探討之專題研究報告已小有成就，惟欠

缺理論概念與執行成果之整合，爰此，期望藉由歸類各項資源技術，整合理

論與實際應用之觀念，建構國內優質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之體系，便於後續循

環經濟推動之參考。 
本冊是以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提出之「循環經濟是具有可回復

性和可再生性，且其特性是於商品設計時，從物質單一整體價值鏈與跨域價

值鏈的系統，檢視各項經濟活動並建立資源循環圈」的蝴蝶圖概念，配合目

前需迫切解決之相關議題與行業應用案例，著重技術面與應用面之蒐集作

為工具書使用，期望俾益各界於經營管理中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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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物循環模式 

在全球氣候變遷、地球資源枯竭、自然環境的退化下，全球極需要一種

不同於以往的全新經濟發展策略，以有效解決目前全球面臨之種種困境，多

數國內外相關研究已證明投入循環經濟發展之效益與產業的可行性。生質

物是由各種動植物和微生物有機體，藉由光合作用將太陽能轉化為化學能

形式儲存於生物體中的能量形式，做為物質資源或再生能資源因其成分來

自天然動植物，所以使用過程對環境相較危害性較低，最後還可藉由直接或

間接掩埋的處理過程回歸自然體系，且其生長過程可減少溫室氣體中二氧

化碳的累積。 
生質物資源的應用領域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作為健康食品、食用油、

精油、香料、食品添加物等項目之糧食(Food)；第二種為應用於衣物、寢具、
汽車零件、斷熱材等項目之纖維(Fiber)；第三種是作為油渣、植物莖、加工
殘渣等項目之飼料(Feed)；第四種為應用於碳化或碳化（土壤改良劑、水質
浄化劑等）、堆肥等項目之肥料(Fertilizer)；第五種則是作為生質酒精、顆粒
燃料等項目之燃料(Fuel)。一般情況下會優先將生質資源應用於食用、衣著
等用途，當其他用途有應用瓶頸時，才會考慮排列順序最後的燃料能源化應

用 進行熱能回收(Thermal recovery)，以此降低生質材料所產生的最終處置
量或處理成本。 
生物循環模式中，主要倡導的是物質在自然界中的流動應用，產品應在

經過重複使用、堆肥、分解萃取、細菌發酵作用等方式後，能夠回歸到自然

界中成為資源的一種模式，讓所有資源都會被利用7。以圖 2.1為例，此模式
以有機農法為基礎，結合生活與農禽工作的循環模式，以人類活動產生之低

濃度污水、有機固體廢棄物及人類糞便等，直接或間接經過堆肥等方式，作

為農業用途使用，而農業活動產生之廢棄物則可以做為飼料供養殖使用，或

經過堆肥重新做為肥料使用，能源部分則以養殖之高濃度污水或農業有機

固體廢棄物進行沼氣發電供用戶使用。 

                                                      
7 黃育徵，循環經濟／剩食也可以變黃金，天下雜誌，2015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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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安龍村有機農法8 

綜上所述，生物循環模式是以生物原料為體系，多是由可在環境中分解

的物質組成，以生物層級而言，生質物原料通常會於多層次的梯級循環

(Cascades)中應用，盡可能使用其本身的價值，然而對梯級產業而言剩餘無
應用價值的廢棄生質物原料中，還存在含有提取價值之特別生化性質的成

分，可藉由生化萃取等技術作為原物料來源，最後可經由厭氧消化處理將廢

棄生物性原料轉化為堆肥及沼氣，並以肥料與能源的形式回歸生態圈9，如

圖 2.2所示。爰此，本章將分別以循環經濟之生物循環圖中的層級應用、生
化原料應用及生物能源應用等三層級進行介紹。生物層級應用中，主要是以

再利用的方式直接使用生質物作為原物料應用。生化原料應用中，主要是以

生物精煉之相關技術提取生質物中的非能源類化學品為主。最後生物能源

應用中，主要是將生質物以直接使用或間接萃取的方式，進行能源類相關產

品的生產製造。 

                                                      
8 陶曉怡，農村生活也能兼顧生態 探訪中國生態村–四川安龍，2013年 04月。 
9 財團法人中技社，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2015年 12月。 

13 

 
圖 2.2 生物循環10 

  

                                                      
10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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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物層級應用 

「層級應用」的概念一改過往廢棄物處置與加值應用的選項，在循環經

濟發展中層級應用之策略不僅能協助產業面對經濟與環境之挑戰，創新更

能節省成本及創造價值。生質物資源是只要有太陽光及水就可藉由光合作

用生産，是一個可再生的資源，且即使將其燃燒，也只是將取自大氣中進行

光合成所固定的二氧化碳再送回大氣中，對二氧化碳的増減不會有影響，具

碳中和(Carbon neutral)之優越性質。 
目前國內在生物循環模式之發展尚有進步空間，針對加強自然資源利

用效率的層級應用探討不多。但於現階段使用木材作為再生原料及木材廢

棄物處理的技術已經有不錯的發展，例如：從源頭投入廢棄木材作為板材原

料的技術，其由混合木料與塑膠所製成，被現行市場廣泛應用的「環保木材

塑膠複合材」。另外，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木材科學研究團隊，在 2017年
底提出一份報告，證實一種名為「層級應用(cascading)」的資源階段性應用
策略，可以有效降低木材從投入加工生產，至最終被完全消耗過程中的能源

損耗，並同時提高木材的利用效率。模擬木材層級應用的過程如圖 2.3所示。
研究人員將木材的物質生命週期設定從原木開始，最終燃燒產生能源結束，

過程中可產生出四種不同階段的產品，分別是：原木/單板產品、刨花板產
品、纖維產品及化學產品等。一般情況下，依市場的需求不同，業者可將木

材資源投入任一階段進行產品生產，但層級應用的概念是將四種不同的階

段串連在一起，從生產原木/單板產品開始，將生產後剩餘的資源經回收、
分類、處理後，重新使用於階段 1或投入階段 2（刨花板產品）進行生產，
再重複回收、分類、處理的過程，依序進入階段 3（纖維產品）與 4（化學
產品）直至最後燃燒產生能源11。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循環經濟的一種：比量販店還省的木材資
源層級應用，2018年 03月。 

15 

 
圖 2.3 層級應用下各階段木材加工應用12 

  

                                                      
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2018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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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物層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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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循環經濟的一種：比量販店還省的木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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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化原料應用 

生質物物料做為生化原料使用，在經過多重層級工、商業中應用後，會

殘留低價值與低質量的廢棄物質，然而因為其廢棄物質部分還是具有可使

用及可提取之價值成分，所以可供作為其他產品原料，進行更有效益之資源

化應用。一般所使用之材料多為農作物、草本或木本植物、農林畜牧業廢棄

物、廢油、果菜廢棄物等。近年由於傳統化石燃料資源的枯竭、全球暖化的

氣候議題及消費者環保意識抬頭，致使生質高分子材料的興起。生質高分子

材料主要以強調生物可分解特性，以下就生質高分子材料的生化原料應用

技術進行說明。 

一、生質高分子材料 

近年來在包裝、汽車、基礎設施、運輸軌道和電信等最終用途市場需求

的成長與新興經濟體的興起，使得高分子材料的使用持續成長，為目前主要

應用材料，根據國際市調機構 nova-institute 的統計資料顯示，2014 年全球
生質高分子材料產能已達 6,080萬噸。產能分佈以亞太地區為主要的生產中
心，占 43.4%，其次是歐洲和北美。影響生質高分子材料成長之因素取決於
全球油價的狀態，生質高分子材料在價格上無法與石化高分子材料競爭。最

初生質高分子材料的發展聚焦於其生物可分解特性，期望藉由生物分解的

方式，解決塑膠材料垃圾氾濫之問題。初期由於生物可分解之特性，材料結

構強度基本上相較石油基塑膠材料為弱，因此在注重性能的市場上開始出

現應用瓶頸。後期考量市場對性能之需求，在考量碳材料循環與碳排的環保

需求下發展出生物混合法，此類型材料的性能與石油基的材料相似，因此對

於進入既有的應用市場較具優勢。另外以生質原料製成的生質琥珀酸

(Succinic acid)在性質上與石油提製琥珀酸相似，可廣泛運用於石油基琥珀
酸的各類產品。生質高分子材料常被認為是從糧食作物中移轉出來，因此存

在著與民爭食的疑慮，所以現階段研究以聚焦農業廢棄物及垃圾廢棄物作

為原料開發轉化為生質高分子材料的技術。 
現階段生質高分子材料的製造技術以「生物+化學反應」、「發酵聚合 」

以及「生物混合」等三類型為主，如表 2.1生質高分子材料製造技術類型。 

17 

表 2.1 生質高分子材料製造技術類型13 
技術 內容 

生物+化學反應 
主要從生質原料蔗糖、玉米澱粉等經生物的發酵反應

後得到如 Latic Atic 生質單體，再經化學的聚合反應
合成生質高分子材料，應用最多的技術。 

發酵聚合 主要利用如澱粉、纖維素生質原料，經生物發酵與直

接聚合後生成如 PHA之生質高分子材料。 

生物混合 
主要應用如 PTA石化合成的單體原料與如 Bio–PDO、
Bio–EG 等生質單體原料，經聚合反應後成為部分生
質高分子材料，應用於許多包裝產品當中。 

  

                                                      
13 陳明君，生質高分子材料應用發展現況(上)，工業技術研究院，2017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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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陳明君，生質高分子材料應用發展現況(上)，工業技術研究院，2017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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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生質高分子材料之發展，又可分為以下七項技術。如表表 2.2
生質高分子材料製造技術。 

表 2.2 生質高分子材料製造技術14 
技術 內容 

澱粉基 

從玉米、小麥、馬鈴薯、木薯和水稻等可再生自然資源提取

的澱粉所衍生而來。澱粉基高分子材料有熱塑性澱粉和澱粉

共混物兩個主要品項。 
1. 熱塑性澱粉：以糊化植物澱粉為基礎，具有超

過 75 %的直鏈澱粉含量，且可在現有的塑膠製造設備上
加工。澱粉含量高之產品具親水性，與水接觸會崩解，常

會添加增塑劑生產，提高性能和高生物分解性的熱塑性

材料。 
2. 澱粉共混物：以雙螺桿擠出機中混合澱粉類成

分和脂肪族聚酯來製作澱粉/脂肪族聚酯共混物。溫度和
生物質壓力條件使得澱粉被破壞並且組合形成熱塑性熔

體。此外，聚合物的結晶緩慢將會導致性能隨時間變化，

用澱粉與脂肪族聚酯混合以改善加工性和生物可分解

性。澱粉還可以與其他材料混合，包括聚乳酸(PLA)、聚
丁二酸丁二醇酯(PBS)和聚乙烯醇(PVOH)，以產生一系列
不同的機械性能和特性。 

纖維素 

醋酸纖維素(cellulose acetate)是纖維素以醋酸或醋酐在催化
劑作用下進行酯化，而得到的一種熱塑性樹脂，又稱纖維素

醋酸酯。醋酸纖維素是纖維素生物可分解膜的主要成分，薄

膜主要性能特點是具有良好的透濕性、熱封範圍廣，相較其

他生質高分子材料更堅固和定向、無靜電、易於處理、光澤

透明、耐熱性與折疊性好、天然高阻氣性和耐油脂等，短時

間內也可在水中分解。 

生質物 
直接提取 

生質高分子材料多數都是使用農作物為原料，因此為了消除

與民爭糧的疑慮，轉以利用農作物剩餘的廢棄物進行生產或

將垃圾掩埋廢棄物作為原料轉化為可生物分解塑膠的方法。

另外開發可分解生質塑膠的方法，以重新設計無害的大腸桿

菌遺傳密碼來分解垃圾掩埋場廢棄物並將其轉化為生質塑

膠。 
生物衍生

單體合成 
以衍生自乳酸的可生物分解聚合物聚乳酸(PLA)技術為主，由
100 %可再生玉米、甜菜、小麥和其他富含澱粉產品組成的資

                                                      
14 陳明君，生質高分子材料應用發展現況(上)，工業技術研究院，2017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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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內容 

源，具有與石化基塑膠相似的性能，本身也有良好的力學性

能、熱塑性和生物可分解性及易於加工等優點，是一種可廣

泛應用的高分子材料。PLA 與現有的石化塑膠相比，具有非
常好的光學性能、物理性能與力學性能以及阻透性能，可以

製成具有特定的、不同機械性能的技術，如注射成型、片材

擠出、吹塑、熱成型、薄膜和纖維紡絲。在未來發展上側重

於強化 PLA 機械性能的添加劑開發，來解決自然狀態下 PLA 
的熔體、衝擊、阻擋強度和耐熱性不足之缺點。 

石化產品

合成的生

物可分解

聚合物 

目前用於脂肪族-芳香族共聚酯的物料主要來自石化原料，已
商業化使用的合成生物可分解聚酯類型包括 PBAT、PBS、
PBSA、PBSC、PBST、PTMT 和 PCL。合成聚酯與其他石化
基聚合物在需長時間才能分解，但於連續暴露於水和微生物

侵襲的適當條件下即會迅速分解為二氧化碳和水，但其熔點

為 60°C，不適用於熱塑性應用。 

石化產品

合成的生

物可分解

聚合物 

另透過結合脂肪族聚酯和芳香族聚酯來生產脂肪族-芳香族
共聚酯(aliphatic-aromatic co-polyester，AAC)，在聚合物鏈中
引入脂族單體（己二酸）使聚合物的材料性質保持可接受的

方式（例如，結晶範圍的熔點仍然在約 100℃）來進行 PBT
改性，使其易堆肥或可生物分解。AAC分為兩大類。一種是
高度無定形的，賦予與常規 LDPE共聚物相當的柔韌性和清
晰度。第二種是更具剛性的半結晶聚酯，其性能與 PET、PP
或 PS類似。未來趨勢是以發展由琥珀酸和 1,4-丁二醇合成的
可生物分解的高分子材料 PBS的關鍵技術，因生質琥珀酸與
石化琥珀酸具有化學等價性且環境足跡較低。 

天然/轉
基因生物

直接生產 

目前聚羥基鏈烷酸酯(PHA)技術是由細菌發酵生成的不同結
構的生物可分解的脂肪族共聚聚酯，利用植物發酵中的葡萄

糖（例如甘蔗）的細菌體內合成，其結晶度可以被操控，可

提供廣泛的機械性能和阻隔性能，並為柔性和剛性包裝提供

了巨大的潛力。另外亦可使用包括纖維素、植物油、有機廢

棄物、城市固體廢物和脂肪酸多種可再生的廢棄物原料，經

過各種細菌於 48小時發酵後將細胞濃縮、乾燥並以丙酮或氯
仿溶劑萃取進行分離和純化，然後加入醇（例如甲醇）使 PHA 
沉澱並使用沉澱法回收。PHA 未來發展以美國 Newlight 
Technologies 公司開發之樹脂功能化技術為趨勢，以空氣和
溫室氣體（如甲烷和二氧化碳等）作為原料結合在一起而製，

在性能與成本上能夠與傳統商用塑膠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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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陳明君，生質高分子材料應用發展現況(上)，工業技術研究院，2017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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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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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能與成本上能夠與傳統商用塑膠競爭。 

第二章   生物循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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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內容 

直接投入

石化製程

具生質含

量的化學

原料 

生質塑膠材料的化學結構單元包含單乙二醇(MEG)、對二甲
苯(PX)、生質丁二烯(biobutadiene)、生物琥珀酸(bio-succinic 
acid)和 2,5-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 (polyethylene furanoate, 
PEF)，該類化合物將生物基材料的可持續性與傳統石化優越
的性能結合，在塑膠和包裝產業上有良好的發展。目前商業

化並用於直接投入的以 30%的可再生原料所組成的 PET 為
主。在澱粉混合物部份，可再生原料的比例則約在 25-70%之
間，PLA 混合物的比例則在 30-65%之間。另聚羥基鏈烷酸酯
(PHA)和 Braskem 的綠色 PE 則分別具有 90-98%和 95-98%
的可再生原料成份。 

1. Bio-PE（微生物 PE 或“綠色”PE）：聚乙烯(PE)
傳統上是石化原料經催化劑、壓力和高溫下透過乙烯聚

合而成。而 Bio-PE 由微生物發酵產生的乙醇脫水製造
而成，原料來源為甘蔗、甜菜、玉米、木材、小麥、玉

米等作物。優點為可直接投入傳統石化製程中，應用和

回收與傳統石化聚乙烯相同。 
2. Bio-PET：PET由 30%單乙二醇(MEG)與 70%

精對苯二甲酸(PTA)兩種主要原料生產，其中對二甲苯
(PX)是關鍵前體。而 MEG 由生質物而來，是現階段市
場上廣泛使用的 30% Bio-PET（生質 MEG 是由巴西甘
蔗生產的乙醇而來）。 

3. PEF：該技術為荷蘭 Avantium 公司所有，利
用其 YXY 技術取得呋喃乙酸酯(PEF)的合成並獲得專
利，該化學催化技術允許具經濟規模生產生物基聚乙烯

呋喃甲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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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化技術 

碳化反應本質上屬熱裂解反應，熱裂解系統通常利用窯爐、蒸餾器或其

他專業設備，在隔絕空氣或通入少量空氣的條件下，利用熱能切斷生質物大

分子中的化學鍵，使之轉變為低分子物質的過程，熱解過程中的碳氫化合物

都可轉化為能源形式，同時也會產生可燃性合成氣排出，此氣體可透過回收

系統收集進行燃燒再利用，作為熱裂解設備之熱能來源的提供，以此達到能

源自我供應與零廢棄效果。依反應時間的長短可區分為快速熱裂解與慢速

熱裂解，快速熱裂解會產生較多之生質油等液體物質；而慢速熱裂解則會有

較多合成氣的產生。其碳化過程如下圖 2.4所示。 

 
圖 2.4 碳化技術流程示意圖15 

  

                                                      
15 In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https://biochar-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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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內容 

直接投入

石化製程

具生質含

量的化學

原料 

生質塑膠材料的化學結構單元包含單乙二醇(MEG)、對二甲
苯(PX)、生質丁二烯(biobutadiene)、生物琥珀酸(bio-succinic 
acid)和 2,5-呋喃二甲酸乙二醇酯 (polyethylene furanoate, 
PEF)，該類化合物將生物基材料的可持續性與傳統石化優越
的性能結合，在塑膠和包裝產業上有良好的發展。目前商業

化並用於直接投入的以 30%的可再生原料所組成的 PET 為
主。在澱粉混合物部份，可再生原料的比例則約在 25-70%之
間，PLA 混合物的比例則在 30-65%之間。另聚羥基鏈烷酸酯
(PHA)和 Braskem 的綠色 PE 則分別具有 90-98%和 95-98%
的可再生原料成份。 

1. Bio-PE（微生物 PE 或“綠色”PE）：聚乙烯(PE)
傳統上是石化原料經催化劑、壓力和高溫下透過乙烯聚

合而成。而 Bio-PE 由微生物發酵產生的乙醇脫水製造
而成，原料來源為甘蔗、甜菜、玉米、木材、小麥、玉

米等作物。優點為可直接投入傳統石化製程中，應用和

回收與傳統石化聚乙烯相同。 
2. Bio-PET：PET由 30%單乙二醇(MEG)與 70%

精對苯二甲酸(PTA)兩種主要原料生產，其中對二甲苯
(PX)是關鍵前體。而 MEG 由生質物而來，是現階段市
場上廣泛使用的 30% Bio-PET（生質 MEG 是由巴西甘
蔗生產的乙醇而來）。 

3. PEF：該技術為荷蘭 Avantium 公司所有，利
用其 YXY 技術取得呋喃乙酸酯(PEF)的合成並獲得專
利，該化學催化技術允許具經濟規模生產生物基聚乙烯

呋喃甲酸酯。 
  

21 

二、碳化技術 

碳化反應本質上屬熱裂解反應，熱裂解系統通常利用窯爐、蒸餾器或其

他專業設備，在隔絕空氣或通入少量空氣的條件下，利用熱能切斷生質物大

分子中的化學鍵，使之轉變為低分子物質的過程，熱解過程中的碳氫化合物

都可轉化為能源形式，同時也會產生可燃性合成氣排出，此氣體可透過回收

系統收集進行燃燒再利用，作為熱裂解設備之熱能來源的提供，以此達到能

源自我供應與零廢棄效果。依反應時間的長短可區分為快速熱裂解與慢速

熱裂解，快速熱裂解會產生較多之生質油等液體物質；而慢速熱裂解則會有

較多合成氣的產生。其碳化過程如下圖 2.4所示。 

 
圖 2.4 碳化技術流程示意圖15 

  

                                                      
15 International Biochar Initiative，https://biochar-internation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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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物能源應用 

當生質物經由原物料流進行階層使用後，所剩餘之極低應用價值的部

分，其實還是具有可提取價值之化學性質成分，因此藉由生物化學轉化可將

各種廢棄生質物資源做為生物能源原物料。生物能源在未來是一項取代傳

統能源最重要的研發技術，多以植物來生產並供應熱能與電力，研發生物能

源後可降低石油、天然氣與煤礦的消耗；且生物能源若適當處理將不會產生

溫室氣體，也可填補自然資源（如太陽能與風力發電）能源生產不足之缺口，

其兼具環保價值與能源經濟效益的農產加工產品，目前許多先進國家已發

展此技術並大量種植相關作物以獲得能源。其產品範圍，包括生物酒精、生

物柴油、生物燃氣、生物甲醇、生物油料等生物性燃料以及生質能。圖 2.5
為生質物應用流向。 

 
圖 2.5 生質物應用流向16 

一、生物酒精(Bioethanol) 

係指從非石化有機物之甘蔗、馬鈴薯、玉米、穀類作物、糖類與澱粉類

作物中，提煉出乙醇再轉化為燃料或是燃料添加物使用，依據不同種類的製

造原料，轉化成酒精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在歐盟內目前僅有法國核准生物酒

精作為燃料物質使用，德國則預計於 2008年底前，以免徵生物酒精燃料稅
的方式，來推廣生物酒精的利用，未來將以每年 10 萬到 15 萬公升不等的
方式，逐年增加生物酒精的使用量。在巴西的酒精生産量為 1,580萬千公升
是世界的首位，主要以甘蔗製造酒精，其中的 80%做為國内消費的燃料用，
具體的應用方法是在汽油中添加 25%左右的生質酒精混合使用，於 2006年
巴西所販賣的新車中 80% 都有使用酒精作為能源。而僅次於巴西的美國為

                                                      
16 Nick Nagle Allison Ray Garold Gresham，Biochemical Feedstock Interface，2015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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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降低對石油的依賴，積極的尋求推廣替代能源，其中就有主要為玉米的原

料生質酒精項目，儘管酒精生産量達 1,400萬千公升，然而擬在 10 年以内，
降低 20%汽油消費量為目標下，消費量還是很高，無法滿足其國内的需求。 

二、生物柴油(Biodiesel) 

係指利用油菜籽油所提煉出的甲醇，進一步發展成柴油動力車輛所需

燃料。生物柴油相較於一般柴油可大量減少煤煙、CO2、碳氫化合物與浮塵

的排放量。根據 Heidelberg 能源與環境研究所(Institut fur Energie- und 
Umweltforschung Heidelberg GmbH, ifeu)的實驗結果，1公升的生物柴油，可
減少 202 公升的 CO2排放量，故每推廣 1 公頃的油菜田耕作面積，可減少
約 2.2噸的 CO2排放量，或可節省 1,500公升石油的消耗量(Situationsbericht 
2004：58)。此外，油菜生長期的 CO2排放量與吸收量相等，將有助於全球

氣候變遷的穩定性。 
生物柴油除具有兼顧生態與經濟的雙重優點，亦包括高潤滑性、低燃點、

低污染性與易分解性等物理特性。其中，高潤滑性則可延長機動車輛的壽命，

使汽車引擎的磨損率降低 6%；而生物柴油的高辛烷含量且不含硫化物，除
可提高燃料的氧化效率與可燃性，更可減少有毒物質的排放，相較於普通柴

油所能排放的致癌廢氣，如多環碳氫化合物等有害物質，至少可減少一半的

廢棄污染。此外，在一般土壤或水中環境，98 %的生物柴油可在三週內自然
分解，減輕了對環境造成的負擔。 
目前德國已核准約三百萬輛生物柴油轎車上路，同時在生物柴油的供

應通路上，2003年已有 1,593家加油站供應生物柴油。相關的配套措施，包
括在 2008年底前，將採取生物燃料免徵燃料稅的鼓勵措施，以提高生物柴
油的市場佔有率，預計將由 2003年的 0.5%（約 110萬噸），預估至 2005年
止將成長為 2%，到 2010年時估計其市佔率可提高至 2.75%(Situationsbericht 
2004：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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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ick Nagle Allison Ray Garold Gresham，Biochemical Feedstock Interface，2015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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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降低對石油的依賴，積極的尋求推廣替代能源，其中就有主要為玉米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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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202 公升的 CO2排放量，故每推廣 1 公頃的油菜田耕作面積，可減少
約 2.2噸的 CO2排放量，或可節省 1,500公升石油的消耗量(Situationsbericht 
2004：58)。此外，油菜生長期的 CO2排放量與吸收量相等，將有助於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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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 2008年底前，將採取生物燃料免徵燃料稅的鼓勵措施，以提高生物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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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燃氣(Biogas) 

係指利用糞水或有機廚餘的發酵，提煉出可燃的生物氣體，再進一步轉

換成發電燃料，故可將傳統作為肥料用途的有機廢棄物，提升為具經濟價值

的能源產品。目前德國總計有 20萬座以生物燃氣為主的發電設施，其中農
業生物燃氣發電廠約 1,900座，總發電量達 250兆瓦(Megawatt)。此外，德
國在可再生能源市場激勵計畫(Marktanreizprogramms Erneuerbare Energien)
中，2003年的總經費為 1.9億歐元，其中 4,360萬歐元（約佔 23%）係用以
補助與推廣生物燃氣的相關設施(Nachwachsende Rohstoffe- Programm zur 
Forderung von Forschungs-, Entwicklungs- und Demonstrationsvorhaben, 2003)。 

四、生質能(Bioenergy) 

係指以木材或整株作物作為能源載體，利用直接燃燒來產生電力或熱

能，具可燃性的再生原料，包括農業廢物與殘渣、森林廢棄木、劣質木材、

增生木材、生長期短的木材、樹皮、麥稈或稻草等(Verordnung uber die 
Erzeugung von Strom aus Biomasse, 2001)。目前德國每年的能源消耗為 14,300
拍焦耳(Petajoule, Peta=1015)，其中 2.5% 的能源供應係來自於生質能與生
物燃氣。未來生質能的供應比例，將可提高至 10% 左右。進言之，每年林
業與木材加工業所產出的森林廢棄木材、劣質木材與增生木材，約可提供

640拍焦耳(PJ)轉作為熱能與發電用途；生物燃氣每年可提供 220拍焦耳(PJ)，
而其他能源作物的供應量為 460拍焦耳(PJ)，故生質能在生物能源產業的發
展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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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業循環模式 

工業循環體系多是指人造之化合物、合金等生物不可分解的物質產品，

產品由內而外依照維修/共享/延長壽命、再使用/再分銷（二手）、再製造/翻
修、回收再利用的循環模式應用，在越內層的層級中，產品可於最低成本及

環境影響下，以最少的工序再次運用產品物料的價值，盡可能保留產品在人

造系統中之最高價值的使用及最有效率的能、資源利用17，如圖 3.1所示。
爰此，本章將分別以循環經濟蝴蝶圖之工業循環的維修、再使用、再製造/
翻修、循環利用等四層級進行介紹。 

圖 3.1 工業循環18  

                                                      
17 財團法人中技社，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2015年 12月。 
18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三冊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



25 

第三章 工業循環模式 

工業循環體系多是指人造之化合物、合金等生物不可分解的物質產品，

產品由內而外依照維修/共享/延長壽命、再使用/再分銷（二手）、再製造/翻
修、回收再利用的循環模式應用，在越內層的層級中，產品可於最低成本及

環境影響下，以最少的工序再次運用產品物料的價值，盡可能保留產品在人

造系統中之最高價值的使用及最有效率的能、資源利用17，如圖 3.1所示。
爰此，本章將分別以循環經濟蝴蝶圖之工業循環的維修、再使用、再製造/
翻修、循環利用等四層級進行介紹。 

圖 3.1 工業循環18  

                                                      
17 財團法人中技社，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與關鍵議題，2015年 12月。 
18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第三章   工業循環模式



27 

一、維修咖啡館 

維修最大的阻礙是技能不足，因為社會並不重視維修，所以逐漸變成一

種流失的技能，以致於許多時候被丟棄的物品只是不知道如何修理。就 2009
年阿姆斯特丹首家維修咖啡館的成功推行，促成了維修咖啡基金會的啟動，

且在短短幾年裡已於西歐建立共 1,128個組織，該場所提供一個免費的空間，
讓專家志願者幫助訪客修復破損的物品或教授維修知識及經驗。希望藉由

將維修知識與經驗傳承，讓物品可以使用更長的時間。此舉不僅減少能資源

的耗費，也促使人們以新的角度看待物品，再次欣賞他們的價值，成為社會

永續發展的重要元素。自 2011年以來，這個非營利組織為荷蘭本地團體以
及其他希望創辦自己的維修咖啡館的國家提供專業支援。19 

二、維修資訊整合網站 

許多物品的維修並不困難，只要指示充足誰都可以成為維修達人。以下

圖 3.5 國外知名維修網站 IFIXIT 為例，最初以手機拆解發跡，讓人瞭解手
機殼下的零件，並提供相關維修資訊，尤其是他接受民眾投稿，因此該網站

上如今也有包含手機、相機、家用電器等多達 9千多種設備之維修指南，使
用者可在上頭找到 3 萬多本維修手冊、10 萬種解決方案。反觀國內，雖可
在網路上搜尋到許多維修資訊，但由於太過分散、缺乏整合，導致想動手修

理時無法即時找到解答，因而降低維修的意願，若能建置一個維修資訊整合

平台，提供各式物品之拆解指南、維修技術、零件資訊與問題討論，想必可

帶動維修風氣，也透過資訊回饋來促使政府和產業訂定維修制度或改變產

品設計。20 
  

                                                      
19 Repair Café網站，https://repaircafe.org/en/。 
20 IFIXIT網站，https://www.ifix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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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維修 

多數現代工業營運都是基於線性模式生產，在全球物質資源日益稀缺

下，線性的採取、製造和處置方式並不具可持續性，易造成系統內產生太多

的浪費。事實上，僅在歐洲，平均一年中每人消耗的 16噸材料中就有 6噸
成為廢物（歐盟委員會，2014 年）。根據聯合國 2017 年全球電子廢棄物監
測報告顯示，全球電子廢棄物產生量於 2016年達 4,470萬公噸，相較 2014
年增加 8%，是各種廢棄物中增幅最大的種類，預估至 2021年時，全球電子
廢棄物將達到 5,220萬噸。雖然臺灣家戶的資源回收率是全球典範，但因缺
乏土地資源，預計在 2年內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將達到飽和，在垃圾無處去的
情況下，唯有從源頭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有效利用資源才是解決垃圾危機的

根本方式。 
儘管越來越強調永續的資源管理，最近德國的 Öko-Institut 研究表明，

各種類型商品的產品生命週期正在逐漸縮短，短的產品壽命減少產品從搖

籃到墳墓的旅程，導致更多的浪費。為此，將線性經濟改造成「循環經濟」

使物品不再被當作廢棄物而是未來的資源，正逐漸成為當今的顯學。透過工

業與生物循環方式，讓物品在消費後可從不同路徑回到使用者手中，路徑越

小表示消耗的能資源越少，其中最小且最有效率的路徑就是維修。 
物品被丟棄後，先經過收集、拆解、精煉等過程，耗費大量能資源與勞

力才能回到原料形態，再經過加工、組裝、運送等過程才能重新回到賣場。

然而更理想的作法是透過維修就能在短時間讓物品得以繼續使用，很多時

候電子產品僅需簡單清潔或更換保險絲、開關、電線等部分零件就能讓功能

回復正常。如小家電經常需更換的溫度保險絲，一條僅 10～20元，只要具
備一些維修知識，就能經濟實惠地立即延長電子產品的壽命，可惜社會上缺

乏維修風氣和系統，無形中造成許多資源浪費，以下介紹幾個國外推行的維

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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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到墳墓的旅程，導致更多的浪費。為此，將線性經濟改造成「循環經濟」

使物品不再被當作廢棄物而是未來的資源，正逐漸成為當今的顯學。透過工

業與生物循環方式，讓物品在消費後可從不同路徑回到使用者手中，路徑越

小表示消耗的能資源越少，其中最小且最有效率的路徑就是維修。 
物品被丟棄後，先經過收集、拆解、精煉等過程，耗費大量能資源與勞

力才能回到原料形態，再經過加工、組裝、運送等過程才能重新回到賣場。

然而更理想的作法是透過維修就能在短時間讓物品得以繼續使用，很多時

候電子產品僅需簡單清潔或更換保險絲、開關、電線等部分零件就能讓功能

回復正常。如小家電經常需更換的溫度保險絲，一條僅 10～20元，只要具
備一些維修知識，就能經濟實惠地立即延長電子產品的壽命，可惜社會上缺

乏維修風氣和系統，無形中造成許多資源浪費，以下介紹幾個國外推行的維

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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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再使用 

近年來環保議題開始在各國間受到重視，而在資源循環的議題中 3R的
概念：Reduction（減量）、Reuse（再使用）、Recycling（物料回收）已在世
界各地開始推行。因此再使用的概念越來越受到重視，藉由二手物品資訊交

換平台的建置，提升二手資源的循環利用效益，同時帶動資源循環產業的經

濟發展，除了能使各項物資的去化管道能夠更加多元外，亦可逐步降低資源

循環的成本，使推動作業更加順利。除了眾所熟知的民生用品二手市集外，

目前於工業上也正在發展二手市集，將工業廢料副產品變成可再利用原物

料的無限商機，以下列舉幾項再使用的相關案例。 

一、二手市場 

為促進二手材料再利用、減少物質浪費，民間組織合作在美國成立「國

家材料市集 National Material Marketplace」，目前已有超過 20個企業加入，
例如民眾耳熟能詳的 3M、通用汽車、Nike等公司，透過線上資料庫營運的
國家材料市集，建立新的循環供應鏈，將企業的廢料變成其他公司的新原料，

把廢棄物轉換成資源，讓一個廢棄副產物值的生命終點回復成原有價值，藉

由在使用或再分配的方式將原本廢棄物作為原料回到製程中，重新看待並

處理只是被降級的製程副產品，短期內可以省下事業廢棄物的處理成本，創

造新的收入來源。21 

二、Ubag 

近年來社會大眾的環保意識已經逐漸地提升，不過由於塑膠袋既便宜

又方便，因此大量使用塑膠袋的習慣還是充斥在人們的生活中。Ubag名字
的由來取自 Youbike的甲地租、乙地還的概念，希望環保袋能夠從不需要的
甲方中，過渡到有需要的乙方手上，不使其成為閒置的資源。在生活中或多

或少會有閒置的環保袋，這些環保袋常常只使用過一次或兩次就不再使用

了，但卻因為怕浪費而不忍心將其丟掉，因此若能將這些環保袋或紙袋提供

給商家，下一個就可以選擇使用 Ubag取代一次性的塑膠袋22。Ubag是一個

                                                      
21 The Materials Marketplace網站，https://pathway21.com/。 
22 妳好你好，熱血才能堅持——Ubag二手袋循環計畫，2018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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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分享站 

有時候雖然取得了維修資訊，卻發現沒有合適的工具，例如檢查各類電

器的保險絲時需以三用電表測量電阻或有些物品需要特殊規格的工具拆解，

但一般家庭中並不會有這些工具，而為了一次維修就買工具對於大眾來說

並不划算，因此若是有一個工具分享站，就可不必特別花費去買一個不常用

的工具。此概念與 Ubike和 Airbnb等近年興起的共享平台一樣，需要的只
是服務或物品的使用權，而不需要真的擁有他。在臺北市大安區就有一間

「古風小白屋」，負責人利用當地閒置空間，成立一個工具共享平台，提供

各式各樣的工具免費使用，也有熱心的志工協助維修，在這個空間「共享」

的不只是工具，更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四、城市維修地圖 

針對自己無法修理的物品，通常需要尋求專業的維修服務，但是許多維

修點經常隱身於巷弄中，有時僅是 1、2坪的小店，而且維修師傅通常較為
年長，不擅長與網路連結，因此要在地圖上搜尋適合的維修點著實不容易。

為了方便民眾即時找到維修點，於是「城市修理站」應運而生。自 2012年
底，該網站陸續蒐集大街小巷的維修店家資料，將資訊整合成一份修理地圖，

提供民眾查詢所在地附近的維修點。目前城市修理站共有 300 多個維修店
家資訊，分為 3C物品、家電、住宅、生活、傢具、交通等類別，當我們臨
時有修繕需求時，便可在修理地圖上即時找到維修點。為了加速修理地圖的

建立，城市修理站也歡迎大眾加入分享資訊的行列，市民皆可主動提供所在

地附近維修點之資，經核對後就會被標記在城市修理地圖上。 
循環經濟涵括各種循環路徑，但其中有許多路徑是牽涉到整個產業的

轉型，一般人或許覺得無力改變，惟獨維修可以讓大眾有機會實踐循環經濟，

他不僅扮演最有效且路徑最短的循環，更是串聯經濟、環境與社會的橋樑，

因為在維修的過程中，除了延長物品壽命，讓資源有充分的時間循環不息，

也讓民眾更懂得愛惜物品，進一步地說，維修代表的是一種關懷精神，一個

值得培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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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再使用 

近年來環保議題開始在各國間受到重視，而在資源循環的議題中 3R的
概念：Reduction（減量）、Reuse（再使用）、Recycling（物料回收）已在世
界各地開始推行。因此再使用的概念越來越受到重視，藉由二手物品資訊交

換平台的建置，提升二手資源的循環利用效益，同時帶動資源循環產業的經

濟發展，除了能使各項物資的去化管道能夠更加多元外，亦可逐步降低資源

循環的成本，使推動作業更加順利。除了眾所熟知的民生用品二手市集外，

目前於工業上也正在發展二手市集，將工業廢料副產品變成可再利用原物

料的無限商機，以下列舉幾項再使用的相關案例。 

一、二手市場 

為促進二手材料再利用、減少物質浪費，民間組織合作在美國成立「國

家材料市集 National Material Marketplace」，目前已有超過 20個企業加入，
例如民眾耳熟能詳的 3M、通用汽車、Nike等公司，透過線上資料庫營運的
國家材料市集，建立新的循環供應鏈，將企業的廢料變成其他公司的新原料，

把廢棄物轉換成資源，讓一個廢棄副產物值的生命終點回復成原有價值，藉

由在使用或再分配的方式將原本廢棄物作為原料回到製程中，重新看待並

處理只是被降級的製程副產品，短期內可以省下事業廢棄物的處理成本，創

造新的收入來源。21 

二、Ubag 

近年來社會大眾的環保意識已經逐漸地提升，不過由於塑膠袋既便宜

又方便，因此大量使用塑膠袋的習慣還是充斥在人們的生活中。Ubag名字
的由來取自 Youbike的甲地租、乙地還的概念，希望環保袋能夠從不需要的
甲方中，過渡到有需要的乙方手上，不使其成為閒置的資源。在生活中或多

或少會有閒置的環保袋，這些環保袋常常只使用過一次或兩次就不再使用

了，但卻因為怕浪費而不忍心將其丟掉，因此若能將這些環保袋或紙袋提供

給商家，下一個就可以選擇使用 Ubag取代一次性的塑膠袋22。Ubag是一個

                                                      
21 The Materials Marketplace網站，https://pathway21.com/。 
22 妳好你好，熱血才能堅持——Ubag二手袋循環計畫，2018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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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分享站 

有時候雖然取得了維修資訊，卻發現沒有合適的工具，例如檢查各類電

器的保險絲時需以三用電表測量電阻或有些物品需要特殊規格的工具拆解，

但一般家庭中並不會有這些工具，而為了一次維修就買工具對於大眾來說

並不划算，因此若是有一個工具分享站，就可不必特別花費去買一個不常用

的工具。此概念與 Ubike和 Airbnb等近年興起的共享平台一樣，需要的只
是服務或物品的使用權，而不需要真的擁有他。在臺北市大安區就有一間

「古風小白屋」，負責人利用當地閒置空間，成立一個工具共享平台，提供

各式各樣的工具免費使用，也有熱心的志工協助維修，在這個空間「共享」

的不只是工具，更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四、城市維修地圖 

針對自己無法修理的物品，通常需要尋求專業的維修服務，但是許多維

修點經常隱身於巷弄中，有時僅是 1、2坪的小店，而且維修師傅通常較為
年長，不擅長與網路連結，因此要在地圖上搜尋適合的維修點著實不容易。

為了方便民眾即時找到維修點，於是「城市修理站」應運而生。自 2012年
底，該網站陸續蒐集大街小巷的維修店家資料，將資訊整合成一份修理地圖，

提供民眾查詢所在地附近的維修點。目前城市修理站共有 300 多個維修店
家資訊，分為 3C物品、家電、住宅、生活、傢具、交通等類別，當我們臨
時有修繕需求時，便可在修理地圖上即時找到維修點。為了加速修理地圖的

建立，城市修理站也歡迎大眾加入分享資訊的行列，市民皆可主動提供所在

地附近維修點之資，經核對後就會被標記在城市修理地圖上。 
循環經濟涵括各種循環路徑，但其中有許多路徑是牽涉到整個產業的

轉型，一般人或許覺得無力改變，惟獨維修可以讓大眾有機會實踐循環經濟，

他不僅扮演最有效且路徑最短的循環，更是串聯經濟、環境與社會的橋樑，

因為在維修的過程中，除了延長物品壽命，讓資源有充分的時間循環不息，

也讓民眾更懂得愛惜物品，進一步地說，維修代表的是一種關懷精神，一個

值得培養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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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跳脫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圖 3.3為我國工業局積極推動的產業
間能源與資源整合利用為例，從鋼鐵業產生的氧可供造船業使用，造船業產

生的廢機油可供石油煉製業處理，而石油煉製業產生的氫氣又可供給鋼鐵

業使用，以持續循環之流程使這些本是廢棄或多餘的副產品，經過相互整合

之後可再創新價值。 

 
圖 3.3 能源與資源的整合利用24 

另一案例為圖 3.4聞名全球的產業共生廠丹麥卡倫堡，此產業生態園區
是以自然生態系統藉由共生作用達到「零廢棄物」的目標概念設置，在這個

產業生態化園區中，包含了火力發電廠、煉油廠、酵素廠、胰島素廠、石膏

廠、畜牧場、魚塭、污水處理廠及附近大型社區。園區內每一間工廠的殘餘

廢棄物或熱能，大都被鄰近廠商再利用成為生產的資源。在卡倫堡的產業生

態園區中，社區、畜牧場、魚塭取用發電廠的廢熱供保暖；酵素廠所產生的

酵母取代養豬場所需傳統飼料的大豆蛋白質；煉油廠及區內工廠運用電廠

的低壓蒸氣做為熱源，煉油廠經脫除二氧化硫所產生的 15萬噸石膏取代進
口天然石膏，脫去的硫用以生產硫酸，產生的可燃氣供電廠做為燃料；電廠

的飛灰運至水泥廠做為原料，煤渣做為鋪馬路的材料；區內藉由回收、再利

用，每年節省約 300萬噸的水，減少約 24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近 30年此

                                                      
24 陳文姿，工業局推廢料循環再利用年逾 380萬公噸，2016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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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民眾與店家的資訊平台，能夠將民眾收集到的環保袋和紙袋交給合作

商家，以達到重複利用及永續循環之目的，其模式如圖 3.2所示。 

 
圖 3.2 Ubag再使用23 

三、工業區能資源整合 

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6年也積極推動產業間的循環經濟，即便是多餘的、
附帶產出的或者不要的廢棄物都應將其視為可再使用之資源，同時也讓這

些即將廢棄的資源能夠有效地相互流通並且達到可再利用之價值，因此工

業局透過整合，讓工廠附帶產出的能源（如蒸汽、廢熱、熱水）與副產品（如

氫氣、氮氣、二氧化碳等），售予有需要的工廠。將不同產業群聚集，透過

物質、能源、水或是副產品的交換，共用基礎設施達成彼此的競爭優勢，降

低對生態的衝擊，減少處理廢棄物及生產的成本，達成產業共生。在規劃新

園區與工業區時，不再以低水費、低電費、租稅優惠吸引投資，而是有效盤

點工業區副產品與廢棄物，讓具互補性的產業進駐，設置公用管路，提升企

業之間連結意願，讓有需求的業者可以把別人的廢物當作自己的原料，讓工

                                                      
23 Sandra Lu，跟著 Ubag一起減塑吧!，Medium，2018年 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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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跳脫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的兩難。圖 3.3為我國工業局積極推動的產業
間能源與資源整合利用為例，從鋼鐵業產生的氧可供造船業使用，造船業產

生的廢機油可供石油煉製業處理，而石油煉製業產生的氫氣又可供給鋼鐵

業使用，以持續循環之流程使這些本是廢棄或多餘的副產品，經過相互整合

之後可再創新價值。 

 
圖 3.3 能源與資源的整合利用24 

另一案例為圖 3.4聞名全球的產業共生廠丹麥卡倫堡，此產業生態園區
是以自然生態系統藉由共生作用達到「零廢棄物」的目標概念設置，在這個

產業生態化園區中，包含了火力發電廠、煉油廠、酵素廠、胰島素廠、石膏

廠、畜牧場、魚塭、污水處理廠及附近大型社區。園區內每一間工廠的殘餘

廢棄物或熱能，大都被鄰近廠商再利用成為生產的資源。在卡倫堡的產業生

態園區中，社區、畜牧場、魚塭取用發電廠的廢熱供保暖；酵素廠所產生的

酵母取代養豬場所需傳統飼料的大豆蛋白質；煉油廠及區內工廠運用電廠

的低壓蒸氣做為熱源，煉油廠經脫除二氧化硫所產生的 15萬噸石膏取代進
口天然石膏，脫去的硫用以生產硫酸，產生的可燃氣供電廠做為燃料；電廠

的飛灰運至水泥廠做為原料，煤渣做為鋪馬路的材料；區內藉由回收、再利

用，每年節省約 300萬噸的水，減少約 24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近 30年此

                                                      
24 陳文姿，工業局推廢料循環再利用年逾 380萬公噸，2016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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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民眾與店家的資訊平台，能夠將民眾收集到的環保袋和紙袋交給合作

商家，以達到重複利用及永續循環之目的，其模式如圖 3.2所示。 

 
圖 3.2 Ubag再使用23 

三、工業區能資源整合 

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6年也積極推動產業間的循環經濟，即便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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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andra Lu，跟著 Ubag一起減塑吧!，Medium，2018年 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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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近年來許多國家皆感受到資源匱乏之嚴重性，因此也逐漸意

識到循環經濟之重要。圖 3.5為德國 BASF公司的 Ludwigshafen生產園區，
為了積極提升生產效率，並減少廢棄物料產生，實施一體化物流系統減少運

輸成本，將上游原料、中間產品在園區內直接轉換成高附加價值的終端產品，

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價值，也減少中間運輸次數及能源消耗，達到賦予將生

產園區產品價值極大化，對環境影響極小化。 

 
圖 3.5 德國企業推動能資源整合26 

  

                                                      
26 BASF/BASF Ludwigshafen網站，https://www.basf.com/glob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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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已廣泛運用於產業園區規畫及生產效率提升的設計，能有效降低能資

源耗竭及環境惡化的衝擊。 

 
圖 3.4 丹麥卡倫堡產業共生範例25  

  

                                                      
25 DANSK SYMBIOSECENTER (Symbiosis Center Denmark)，https://symbiosecenter.d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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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汽車產業二手零件再製造作業流程28 

在臺灣汽車拆解市場中可從三個面向獲取盈利，第一個是從車輛的汽

車引擎、轉向系統、傳統系統、懸吊系統以及車輛底盤等五大總成零件翻修

/再製造方面獲利；其次為分解玻璃、塑膠及各類金屬等擁有較高回收價值
之工業材料方面獲取；最後就是以政府對汽車拆解企業的回收補貼金。而日

本在 2002 年頒布《廢車回收利用法》並於 2005 年開始實施該法，各汽車
業者為響應該法都有進一步作法。以日本的 NISSAN 汽車為例，其回收舊
車的塑膠保險桿，以粉碎機進行粉碎後，除去表層塗膜後進行洗淨及乾燥程

序，再以選別機剃除不良品，再將其進行塑膠粒料的押出轉變成原物料，最

後再回歸汽車保險桿的製程中，製造出新的部件，如圖 3.7。 

                                                      
28 鄭日賢，循環經濟發展與再製造案例說明，源起科技股份公司，2015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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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再製造/翻修 

循環經濟是一個可恢復與可再生之產業體系，將循環概念應用於工業

面及生物面，以達零廢棄之目標。其中，循環經濟之重要的一環為再製造/
翻修，推動產業以再製造/翻修重組之方式，延續產品使用壽命，在產品設
計上導入循環再利用思維，提升產品價值。也可同時從政策面之稅負獎勵，

推動產業投入，達成產業循環經濟之目標。再製造與翻修應用於工業循環，

兩者雖概念相同，但實際應用及產品品質相異，以下針對再製造/翻修進行
說明。 

一、再製造 

再製造為一個分析產品零部件於全生命週期管理之系統，利用原有零

部件並採用再製造成型技術，使用零部件組裝形成全新之產品。包括在新產

品上使用經過再製造的舊部件，以及在產品的長期使用過程中對部件的性

能、可用性及壽命等通過再製造加以恢復和提升，從而使產品或設備在對環

境污染最小，資源利用率最高，投入費用最小的情況下重新達到最佳的性能

要求。再製造為零件之回收，回收對象為零件，產品原製造商將零件進行修

復後重新組裝成再製造產品，其經詳細檢測及測試，符合新產品規格後方能

進入銷售市場，故再製造產品之品質與新品無差異。 

(一) 汽車產業 

下面以汽車產業之再製造流程為例，首先由於舊件可能含有大量污漬、

生鏽與油污，因此需清洗毛胚(core)。隨後進行徹底拆解，將每個零件拆開，
以及檢查零件的受損程度，並按受損程度分類，完整無缺的零件，可進入組

裝環節；有些微損傷之零件可進行修復；若零件損壞嚴重則進入回收體系。

最後將完好無損之舊零件、已修復之零件以及部分新零件，重新組裝成再製

造產品27。如圖 3.6汽車產業二手零件再製造作業流程。 
 

                                                      
27 鄭日賢，循環經濟發展與再製造案例說明，源起科技股份公司，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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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鄭日賢，循環經濟發展與再製造案例說明，源起科技股份公司，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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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太平洋水泥廠 AK系統 

太平洋水泥廠運用水泥工廠之可持續性水泥產業特性，成立環境事業

部與產出業者展開合作，致力推動數無機廢棄物、副產物用於作為黏土及矽

石替代品。為了避免廢棄物對水泥品質、製程及周邊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每

三個月會進行化學成分分析。該廠的創新作法為將原二座水泥窯中之一座

改成好氧發酵系統，稱之為 AK系統(Applied kiln)，主要為活用水泥窯作為
垃圾資源化系統，成功轉型為一般廢棄物之前處理設施，此設施發揮好氧發

酵及破碎分選資源化功能，為再製造(Remanufacture)之具體展現。圖 3.8為
太平洋水泥廠 AK系統。 

圖 3.8 太平洋水泥廠 AK系統30  

                                                      
30 環保署廢管處，日本「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參訪報告，2018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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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NISSAN汽車保險桿再製造29 

                                                      
29 許鴻德，報廢車輛的終點站 BMW集團回收拆解中心揭密，車訊網，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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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慧與科技再製造流程圖32  

                                                      
32 慧與科技，https://www.hpe.com/t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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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翻修 

翻修類似於再製造，包含一些簡單的產品測試及重組，但其過程與品質

管理較再製造簡單許多，翻修之產品來源多為使用損壞或有缺陷產品，經重

組修復缺陷並檢查功能正常後可再使用。翻修可由非原製造商進行，修理商

家通常使用非原製造商生產之零件進行產品翻修，且無嚴格之檢查及測試，

故其產品之品質較再製造產品不穩定。例如美國蘋果公司將客戶有問題而

退回的產品經過重新檢查及經過檢修後以折扣價格進行出售。另一個則是

英國汽車技師 Edd China在各地收購可翻新的車款並進行一系列的整修，使
沉寂已久或即將報廢之車輛給予了新價值，並將其再次銷售於市場上。 
產業推動循環經濟之要素為將產品與服務鏈結，透過售後服務以達到

再使用、維修及再製造之目的，圖 3.9為產品與售後服務鏈結概念。 

 
圖 3.9 產品與售後服務鏈結概念31 

以慧與科技生產資訊設備為例，該公司將業務及營運轉向結合產品、服

務及節能等循環經濟模式，藉由再製造產品以達最大效益，其再製造有四項

規範：一、嚴格員工訓練及零件篩選。二、唯有通過嚴格篩選過之零件才能

再製造使用。三、產品出廠前須經詳細檢查與品質確認。四、再製造產品與

新品一樣的品質及售後服務保證。圖 3.10為慧與科技再製造流程圖。 

                                                      
31 慧與科技，https://www.hpe.com/t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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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慧與科技，https://www.hpe.com/t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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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保護意識抬頭與自然資源缺乏的現今，各國政府對於廢棄物的

回收再利用是相當的重視，廢棄物不僅是國家待處理的環境衛生問題，同時

也是物質資源的新來源，在加之其本身存在的價值與利益，對商業者具有一

定的吸引力，因此近年各國政府與企業都紛紛投入對於該方面的研究開發，

在兼具商業利益的同時，也盡到一份對於社會環境的責任。以下列舉幾個相

關案例進行說明。 

一、海洋廢漁網再製環保紗 

以 NYHI研發的海洋廢漁網回收再生製成之廢漁網環保紗為例，NY是
指海洋廢棄物的組成物尼龍的縮寫，而 HI 則是指海洋。其環保紗的製作，
是經過回收後清洗、切碎、熔融造粒、紡紗，最後再織成布，並提供給製造

商做成各式各樣的環保再生產品，如圖 3.12所示。 

 
圖 3.12 海洋垃圾製成環保紗流程圖34 

  

                                                      
34 Dio Hu，【NYHI】原創設計 TEE~進擊的海洋！廢漁網環保紗募資計畫，2016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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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循環利用 

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下，「循環利用」便是給予廢棄物「第二生命」的機

會，將各種廢棄物回收後透過現有的技術來改變本身物質的型態重拾本身

的利用價值，這不僅在節省能源的消耗以及減少開採所造成的污染，也使各

種物質在利用完畢後能夠加以回收再使用，且為了節約自然資源使用、落實

資源循環零廢棄，達成並秉持廢棄物產生量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利用量最

大化的概念，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與資源循環再生利用，以減輕環境負荷，

建立資源永續利用之社會。傳統的資源回收市場以回收產品廢棄物獲取同

等收益或更高的價值，現階段的資源回收不只是最終物品的回收，而是從搖

籃到搖籃的循環概念，讓企業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降低成本，使回收再造的

經濟效益極大化。工業循環如同生態系統，透過工業循環設計讓具有高價值

之合成物、金屬、礦物質與有毒物質等，得以在工業循環中循環再利用。圖

3.11為工業循環示意圖。 

圖 3.11 工業循環示意圖33 

                                                      
33 臺灣搖籃到搖籃平台，http://www.c2cplatfor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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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臺灣搖籃到搖籃平台，http://www.c2cplatfor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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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綜合性循環模式 

一、電子產品循環模式 

以電腦產品為例，當產品受損後以付費的方式經由該品牌公司客服維

修管道或民間維修店進行維修服務，待修理結束後經確認狀態即可；而於再

使用的部分則可透過二手市場購買功能完好的產品或周邊設備來使用；當

電腦設備的零件有損壞嚴重的情形時，可由廠商將回收進行再製造及翻修

的部分，待整頓完畢後即可使用；最後則是電腦產品無應用價值後，以回收

的方式，進行拆解、分類後送至各項類別之最終處理場處置，如圖 3.14 所
示。 

圖 3.14 電腦之循環模式36 

二、汽車回收模式 

以新公鋼鐵公司的汽車回收業為例，該廠主要是收購報廢汽車進行拆

解回收，汽車經由網路系統勾稽確認為合法汽車後，首先將潤滑油、燃油等

油品卸除，再進行輪胎、冷媒及鉛蓄電池等重要零件的拆除，然後再將還可

以使用的引擎、保險桿及車門等部件拆解，最後將廢車殼進行壓扁處置，以

                                                      
36 Renato lab，DESIGN A PERFECT FUTURE簡報，2018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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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電器產品金屬回收 

日本 DOWA集團整合建立成日本最大的冶煉及廢物回收業務，利用冶
煉技術處理電子產品及汽車等廢棄物。其子公司 DOWA ECO-SYSTEM 則

是將消費型電子電器產品和家電等設備中有價金屬的回收，使回收後的金

屬再投入市場中。而金屬和蒸汽回收焚燒爐，可將貴金屬從被處理廢棄物中

提煉出來。圖 3.13為該廠之金屬和蒸氣回收流程示意圖。 

 
圖 3.13 日本 ECO-SYSTEM KOSAKA之金屬和蒸氣回收焚燒爐35 

  

                                                      
35 馬小康、許景翔，電子廢棄物貴金屬回收再利用之綠循環經濟產業，臺灣化學教育，
2017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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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馬小康、許景翔，電子廢棄物貴金屬回收再利用之綠循環經濟產業，臺灣化學教育，
2017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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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玻璃之循環模式 

玻璃之循環路徑無法以維修或再製造/翻修的方式回到使用者手中，而
於再使用的階段，則以臺灣菸酒公司等在地大廠，進行之玻璃酒瓶回收消毒

後再作為盛裝容器使用，最後回收再利用階段，則可藉由春池公司等廢玻璃

處置機構回收處理，藉由技術處理製程回收再生材料，再作為玻璃、陶瓷/
釉料、輕質骨材/發泡玻璃、琉璃等加工製造材料，或是水泥/磚、瀝青、管
路回填等建築工程材料。下圖 3.16 為春池公司推行之玻璃循環經濟，以環
保整合與智慧轉型，打造玻璃新生命。 

 
圖 3.16 玻璃循環模式38 

                                                      
38 黃慧倫，誰?!先懂得下手閒置資源就掌握未來商機，破點 POINT，2017年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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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後續搬運及處理，最後將各項部件分類成無法再應用的事業廢棄物運至

最終處理機構、或可以資源化的部件經由其他回收處理體系進一步處置成

原物料回到製程中進行再製造、或是經由認證後可以繼續使用的堪用零組

件以二手零件的形式販售給個人、保修廠及其他國家作為再使用用途。下圖

3.15為新公鋼鐵汽車回收拆解流程。 

 
圖 3.15 新公鋼鐵汽車回收拆解流程37  

                                                      
37 新公鋼鐵有限公司，廢機動車輛拆解場評鑑報告，2018年 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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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有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 

有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以較大宗的塑膠與橡膠、食用油與礦油、有機污

泥及生質廢棄物為主，但亦可應用於其他種類的有機資源。 

4.1 塑膠與橡膠 

此小節針對塑膠及橡膠之有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進行分析及探討，臺

灣的石化工業以逆向整合方式發展，先建立下游加工業，再由國外進口石化

加工原料形成中游體系，最後興建輕油裂解廠供應石化基本原料，串成上中

下游完整的石化體系。石化及塑橡膠產業鏈上游為原油、由原油提煉而成之

輕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潤滑油，以及相關開採鑽探設備；中游

為上游原料經裂解產生之石化基本原料如乙烯、丙烯、丁二烯、苯、酚等，

以及上述原料再經聚合、酯化、烷化等化學反應後製成之塑膠、橡膠、人造

纖維等化學原料；下游為塑膠、橡膠、人造纖維等化學原料加工製成的各式

食衣住行中所用之日常用品，如塑膠製品、橡膠製品、清潔劑、人造纖維、

顏染料、接著劑、塑化劑、農藥及化妝品等，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圖 4.1為
臺灣石化及塑橡膠產業鏈。 

 
圖 4.1 臺灣石化及塑橡膠產業鏈39  

                                                      
39 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https://ic.tpex.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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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豐環保科技塑膠循環 

塑膠循環再生之流程如圖 4.2所示，首先將廢塑膠容器運至大型的回收
場、分類廠，使用紅外線設備判斷其物料屬性，分辨出其材質及顏色，經過

分門別類後，再將廢塑膠壓縮成每個大約 500公斤之瓶磚，然後將大型的瓶
磚運送到再生處理廠，進入多道揀選、粉碎、清潔的程序以確保原料品質，

再以高溫熱熔技術，將塑膠碎片熔成膏狀再經由過濾純化，去除雜質後進行

抽料造粒程序，最後製成「再生塑膠粒」。 

 
圖 4.2 塑膠循環再生流程41 

                                                      
41 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df-recy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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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塑膠 

塑膠於日常生活中各方面之用途日益廣泛，使用量與廢棄量亦逐年上

升，回收塑膠為勢在必行之工作。美國塑膠工業協會於 1988年提出塑膠分
類標誌(Resin identification code)，將塑膠分為七種類別，依據不同聚合物類
別進行分類回收以方便後續處理，如表 4.1塑膠七大類所示。 

表 4.1 七大類塑膠類別40 

標誌 縮寫 聚合物 
名稱 用途 塑膠本色 

 

PETE或 
PET 

聚乙烯對

苯二甲酸

酯 

聚酯纖維、熱可塑性樹

脂、膠帶、寶特瓶、食用

油瓶等。 
白色或透明 

 

HDPE
或
PEHD 

高密度聚

乙烯 

瓶子、購物袋、回收桶、

農業用管、杯座、汽車障

礙、鮮奶瓶、運動場設

備、複合式塑膠木材。 

白色半透明 

 

PVC 
或 
V 

聚氯乙烯 
管子、圍牆與非食物用

瓶、保鮮膜、雞蛋盒、調

味罐等。 
無色透明 

 

LDPE或
PELD 

低密度聚

乙烯 

塑膠袋、各種容器、投藥

瓶、洗瓶、配管與各種模

塑的實驗室設備。 
白色半透明 

 
PP 聚丙烯 

汽車零件、工業纖維與

食物容器、食品餐器具、

水杯、布丁盒、豆漿瓶

等。 

白色半透明 

 
PS 聚苯乙烯 

自助式托盤、食品餐器

具、玩具、錄影帶盒、養

樂多瓶、冰淇淋盒、泡麵

碗、保麗龍等。 

無色透明 

 
OTHER 其他塑膠 

食品餐器具。如：聚碳酸

酯、聚乳酸、亞克力、*
美耐皿。 

無色透明 
*透明偏白 

                                                      
40 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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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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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遠東新世紀寶特瓶回收循環再生 

Pro-green®食品級回收聚酯粒(Recycled PET, rPET)以回收寶特瓶作為
原料，取代市面上傳統來自石化原料之製程，運用高科技回收技術及高溫熔

融製程技術，將廢棄寶特瓶再製成食品級回收聚酯粒(Recycled PET, rPET)，
再經過拉胚吹瓶後成為全新的潔淨寶特瓶，潔淨度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

局(FDA)食品級認證及 SGS溶出試驗，持續地供應國際飲品大廠 Coca Cola、
Pepsi、Danone 等，相較傳統石化原料所做的食品級聚酯粒，Pro-green® 碳
排放量減少 50%。不但減輕環境負擔，更實現瓶到瓶(Bottle to Bottle)的環保
概念43。圖 4.4為遠東新世紀瓶到瓶回收循環。 

 
圖 4.4 瓶到瓶食品級聚酯回收 

  

                                                      
43 臺灣永續能源基金會，第十屆臺灣企業永續獎—循環經濟領袖獎，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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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塑膠粒經過重金屬檢測及針對塑料的熔融指數、抗折度與比重等，

進行物性測試了解此再生塑料適合應用之產品，再依物性不同及製造商需

求，製造成新的產品，一般可廣泛應用於各種日常使用之塑膠製品。例如，

再生 PE種類：假髮、拉鍊鋸齒、包裝盒、填充棉、不織布聚脂布料等；再
生 PVC、PE、PP、PS：塑膠袋、環保袋、編織帶等；PS塑膠粒二次料：即
可拍相機外殼、衣架等硬質、易碎、不具彈性之塑膠再製品；PVC塑膠粒二
次料：人造皮革、電線覆皮；PP/PE塑膠粒二次料：垃圾桶、工具箱、腳踏
車踏墊、垃圾子車等具彈性塑膠再製品。圖 4.3為寶特瓶循環再生之過程。 

 
圖 4.3 寶特瓶循環再生42 

  

                                                      
42 zero.zero，https://blog.zerozer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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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zero.zero，https://blog.zerozer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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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橡膠 

橡膠屬於高分子材料，主要是由碳和氫兩種原子組成，橡膠硬度不高，

在常溫下具有彈性。橡膠可分為由橡膠樹幹切割口，收集所流出的膠漿，經

過去雜質、凝固、煙燻、乾燥等加工程序，而形成的天然橡膠生膠料；及由

石化工業所產生的副產品，依不同需求，合成不同物性的合成橡膠生膠料兩

種。而較常使用的有 SBR、NBR、EPDM、BR、IIR、CR、Q、FKM等，但
因合成方式的差異，同類膠料可分出數種不同的生膠，又經由配方的設定，

任何類型膠料，均可變化成千百種符合製品需求的生膠料。 
傳統的廢棄橡膠回收技術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機械方式以切斷、破碎或

研磨之方法將廢橡膠處理成適當尺寸之膠片或膠粉後，膠片可做為輔助燃

料進行能源再利用，而膠粉則可再製成橡膠、填料及複合材料用於輪胎、膠

帶、電纜、電線等，亦可與塑料併用，如聚乙烯、聚氯乙烯等，以提高性能

降低成本，作為物質再利用。另一種則可藉由脫硫塑煉技術破壞硫化膠化學

網狀結構再製成再生膠，具有高拉伸強度與扯斷伸長率及門尼粘度穩定的

特性，同時符合 RoHS環保標準，適用於各種輪胎，輸送帶，內胎，輪胎墊
帶，橡膠腳踏墊，鞋底膠片等橡膠製品。以下就目前國內較迫切之廢輪胎問

題進行說明，並介紹幾個相關的處理技術與案例。 

(一)國內廢輪胎現況 

廢舊輪胎不管在臺灣或國外都是一大問題，我國一年產生約 12萬公噸
廢輪胎，回收管道依產生源不同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由家戶或機車行、腳

踏車行等所產生之廢輪胎屬於一般廢棄物，可交由地方清潔隊負責清除。另

一類是為輪胎行及汽車維修業等屬於法定公告指定之事業，則應依照廢棄

物清理法之規定自行或委託清除。廢舊輪胎通常經由商會收受回收，除了出

口者不進入處理製程外，其餘廢棄輪胎皆進入處理機構內之製程進行前處

理後，再交由再利用機構進行應用。廢輪胎之回收處理方法可作為再生原料、

輔助燃料以及熱烈解，廢輪胎經熱裂解後產生裂解油(38%)、碳黑(28%)、鋼
絲(15%)、可燃氣(19%)。經由前述機制回收進入處理廠後，經破碎處理產生
膠片(粉)進行再利用，主要有三種再利用方法，分別為替代煤碳作為輔助燃
料、熱裂解成油及碳黑及磨成膠粉製成再生原料。國內目前之廢輪胎經破碎

處理產生之膠片(粉)有七成銷售給國內汽電共生廠、造紙業等作為輔助燃料；

52 

(三) 瑞典 Bolon塑膠回收再生 

Bolon創始人 Nils-Erik Eklund，在 60多年前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就有
將紡織廢料變成碎布地毯的永續發展概念，該創始人以長遠的視野跨越時

空看到現代的循環經濟。直至第三代的傳承者，為他的 2個孫女，她們進一
步提升公司從原本的生產製造商轉變為引領時尚和室內設計的創新領導者。

商業模式的改變依然不使該公司遺忘阿松登湖畔綠意盎然的環境對他們產

生的深遠影響，堅持瑞典在地製造以縮短物流和運輸，並全程控管製造品質，

製造不含鄰苯二甲酸酯的 PVC地板，各廠區採用地熱降溫系統，且不使用
破壞臭氧層的製冷劑，營運及製造均採用對環境友善的方式。圖 4.5為 Bolon
第一款採用回收材料製作的地板系列 Flow，該公司投入 9000萬克朗新建車
間，提昇 Bolon邁向更具永續性的企業轉變。近年更購入整套技術設備，主
要是將廢舊地板碾壓成顆粒，再經膠合與塑形後，作為新材料重新投入生產

製程。該建設也提供公司另一個領域的商業發展，主要是接洽其他製造商廢

料的接收處理事項。 

 
圖 4.5 BOLON地毯44  

                                                      
44 BOLON官方網站，https://www.bo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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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瑞典 Bolon塑膠回收再生 

Bolon創始人 Nils-Erik Eklund，在 60多年前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就有
將紡織廢料變成碎布地毯的永續發展概念，該創始人以長遠的視野跨越時

空看到現代的循環經濟。直至第三代的傳承者，為他的 2個孫女，她們進一
步提升公司從原本的生產製造商轉變為引領時尚和室內設計的創新領導者。

商業模式的改變依然不使該公司遺忘阿松登湖畔綠意盎然的環境對他們產

生的深遠影響，堅持瑞典在地製造以縮短物流和運輸，並全程控管製造品質，

製造不含鄰苯二甲酸酯的 PVC地板，各廠區採用地熱降溫系統，且不使用
破壞臭氧層的製冷劑，營運及製造均採用對環境友善的方式。圖 4.5為 B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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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提昇 Bolon邁向更具永續性的企業轉變。近年更購入整套技術設備，主
要是將廢舊地板碾壓成顆粒，再經膠合與塑形後，作為新材料重新投入生產

製程。該建設也提供公司另一個領域的商業發展，主要是接洽其他製造商廢

料的接收處理事項。 

 
圖 4.5 BOLON地毯44  

                                                      
44 BOLON官方網站，https://www.bo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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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化技術 

表 4.2為橡膠資源化技術，以下資源化技術主要是可以處理來自於橡膠
工廠（包含合成橡膠、橡膠製品）於製程中產生之廢膠、不良品、廢邊料，

以及機動車輛消耗產生之廢輪胎。 

表 4.2 橡膠資源化技術46 
名稱 簡介 

橡膠粒 /再
生膠製成 

本技術將廢橡膠經破碎、粉碎，使橡膠粉、鋼絲及纖維等材

料單離，再經磁選及研磨、篩選等使橡膠粉、鋼絲及纖維等

材料完全分離回收，可製得橡膠粒，部分較高品質廢橡膠可

再經精煉使橡膠粒子微細化，而增大橡膠的可塑性及黏性，

最後再經成型程序以製成再生膠。 

橡膠地磚

製成 

本技術經粗破碎及磨粉，使橡膠粉、鋼絲及纖維等材料單

離，再經磁選及風選，使上述材料完全分離回收。回收之橡

膠粉添加適量的膠合劑及著色劑，經膠合混練均質，再送入

加壓成型單元，可製成各種規格之橡膠地磚成品。 

發泡建材

製造 

本技術利用橡膠中所含之碳氫化合物，於加熱製程中揮發

逸出，使材質產生發泡效果而達成輕質之目的，可免除傳統

發泡劑之添加。為增加產品之抗張、耐衝擊與耐熱變形特

性，另行添加含雲母之填料。最後藉由擠型機經入料、加熱、

成型與冷卻等處理，產製發泡建材，或利用注模方式生產。 

微波裂解 

將廢橡膠置於反應器中並通入惰性氣體，避免氧化或燃燒

反應產生。其產生之微波藉由導向器分別導入內部與外側，

裂解反應（反應溫度小於 350℃）時緩慢旋轉、垂直往復移
動。為避免初期揮發性氣體凝結於反應器表面，可略微加熱

並於外部保溫，避免熱量發散。揮發性氣體抽離反應器後，

先經冷凝裝置回收凝結性物質，不凝性氣體則作為燃料氣

體。粒狀裂解物自反應器下側卸料，經磁選回收金屬物質後

可得到碳黑資源化產品。 

觸媒轉換 

先將廢橡膠經破碎處理至 2 英吋以下，再送入反應槽中與
AlCl3觸媒共同反應，為確保分解反應之效率，需攪拌並維

持 220-325℃之溫度。在高溫情況下，反應生成之碳氫化合
物與觸媒將以氣體形態排出，經冷凝處理後可回收工業用

之碳氫化合物。反應槽後側連接二次反應槽，以充分回收碳

氫化合物與反應觸媒。回收觸媒可回至製程使用，剩餘殘渣

則經冷卻、磁選、浮選與乾燥處理後，可產生高品質碳黑與

                                                      
46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訊網，https://riw.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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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成作為再生原料，近年政府推行廢輪胎橡膠瀝青鋪面，鋪面 1公里可去
化 20公噸之廢輪胎，橡膠瀝青與傳統瀝青相比，橡膠瀝青之防打滑度、平
坦度皆較佳，且可減少泥沙噴濺、減低車行噪音。目前政府已推廣鋪設並補

助六都環保局於轄內道路使用橡膠瀝青鋪面。圖 4.6為廢輪胎之回收。 

 
圖 4.6 廢輪胎回收45  

                                                      
45 吳孟兒，我國資源回收制度演進與現況簡報，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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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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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機動車輛消耗產生之廢輪胎。 

表 4.2 橡膠資源化技術46 
名稱 簡介 

橡膠粒 /再
生膠製成 

本技術將廢橡膠經破碎、粉碎，使橡膠粉、鋼絲及纖維等材

料單離，再經磁選及研磨、篩選等使橡膠粉、鋼絲及纖維等

材料完全分離回收，可製得橡膠粒，部分較高品質廢橡膠可

再經精煉使橡膠粒子微細化，而增大橡膠的可塑性及黏性，

最後再經成型程序以製成再生膠。 

橡膠地磚

製成 

本技術經粗破碎及磨粉，使橡膠粉、鋼絲及纖維等材料單

離，再經磁選及風選，使上述材料完全分離回收。回收之橡

膠粉添加適量的膠合劑及著色劑，經膠合混練均質，再送入

加壓成型單元，可製成各種規格之橡膠地磚成品。 

發泡建材

製造 

本技術利用橡膠中所含之碳氫化合物，於加熱製程中揮發

逸出，使材質產生發泡效果而達成輕質之目的，可免除傳統

發泡劑之添加。為增加產品之抗張、耐衝擊與耐熱變形特

性，另行添加含雲母之填料。最後藉由擠型機經入料、加熱、

成型與冷卻等處理，產製發泡建材，或利用注模方式生產。 

微波裂解 

將廢橡膠置於反應器中並通入惰性氣體，避免氧化或燃燒

反應產生。其產生之微波藉由導向器分別導入內部與外側，

裂解反應（反應溫度小於 350℃）時緩慢旋轉、垂直往復移
動。為避免初期揮發性氣體凝結於反應器表面，可略微加熱

並於外部保溫，避免熱量發散。揮發性氣體抽離反應器後，

先經冷凝裝置回收凝結性物質，不凝性氣體則作為燃料氣

體。粒狀裂解物自反應器下側卸料，經磁選回收金屬物質後

可得到碳黑資源化產品。 

觸媒轉換 

先將廢橡膠經破碎處理至 2 英吋以下，再送入反應槽中與
AlCl3觸媒共同反應，為確保分解反應之效率，需攪拌並維

持 220-325℃之溫度。在高溫情況下，反應生成之碳氫化合
物與觸媒將以氣體形態排出，經冷凝處理後可回收工業用

之碳氫化合物。反應槽後側連接二次反應槽，以充分回收碳

氫化合物與反應觸媒。回收觸媒可回至製程使用，剩餘殘渣

則經冷卻、磁選、浮選與乾燥處理後，可產生高品質碳黑與

                                                      
46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訊網，https://riw.tg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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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六都環保局於轄內道路使用橡膠瀝青鋪面。圖 4.6為廢輪胎之回收。 

 
圖 4.6 廢輪胎回收45  

                                                      
45 吳孟兒，我國資源回收制度演進與現況簡報，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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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彈性地磚 

駿隆橡膠工業向上游購買已處理過的廢輪胎，再針對不同的產品需求，

加工粉碎成橡膠「顆粒」或「粉末」再製成公園、健身房都可見到的彈性地

磚，在著手投入 SBR橡膠顆粒的市場時，也意外打開與德商的合作契機，
並學習到「染色技術」，成為全臺第一家研發各式染色的 SBR 橡膠顆粒47。

圖 4.7為該公司廢輪胎循環利用之流程。 

 
圖 4.7 廢輪胎循環利用流程48 

                                                      
47 回收綠報報，歐洲、日本搶著買！駿隆橡膠靠廢輪胎再生製品站上國際，2018年 05
月。 
48 駿隆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junlu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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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簡介 
鋼鐵等資源化產品。 

廢輪胎 
衍生燃料 

廢輪胎之熱值與燃燒後殘留之灰份較燃煤高與少，因此適

合作為需高熱能之水泥業或造紙業產業之輔助燃料。本技

術為廢輪胎再利用轉換成加工製造成替代燃料 TDF。製造
流程係將廢輪胎經粗碎後以乾燥、風選及破碎切割成尺寸

約為邊長 4～6公分大小之塊狀碎片，使廢輪胎體積減小，
以提高燃燒效率，產製 TDF。 

廢橡膠轉

化成氫氣 

本技術利用 Startech 電漿轉化系統將廢橡膠轉化為氫氣。
其製造流程最重要的步驟在於使橡膠置入氣密的電漿槽，

其電弧電漿火焰溫度高達 1,650℃以上，可破壞廢橡膠之分
子，產生熔融殘渣與高溫氣體。其熔融殘渣包括金屬及矽酸

鹽，由槽底排出並冷卻可回收再利用。槽頂之氣體經降溫、

過濾產生電漿轉化氣，再導入 Star Cell 氧化鋁薄膜分離系
統，可分離出純度達 99% 之氫氣，可提供燃料使用。 

微波裂解 

將廢橡膠置於反應器中並通入惰性氣體，避免氧化或燃燒

反應產生。其產生之微波藉由導向器分別導入內部與外側，

裂解反應（反應溫度小於 350℃）時緩慢旋轉、垂直往復移
動。為避免初期揮發性氣體凝結於反應器表面，可略微加熱

並於外部保溫，避免熱量發散。揮發性氣體抽離反應器後，

先經冷凝裝置回收凝結性物質，不凝性氣體則作為燃料氣

體。粒狀裂解物自反應器下側卸料，經磁選回收金屬物質後

可得到碳黑資源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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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彈性地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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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廢輪胎循環利用流程48 

                                                      
47 回收綠報報，歐洲、日本搶著買！駿隆橡膠靠廢輪胎再生製品站上國際，2018年 05
月。 
48 駿隆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junlu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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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廢橡膠置於反應器中並通入惰性氣體，避免氧化或燃燒

反應產生。其產生之微波藉由導向器分別導入內部與外側，

裂解反應（反應溫度小於 350℃）時緩慢旋轉、垂直往復移
動。為避免初期揮發性氣體凝結於反應器表面，可略微加熱

並於外部保溫，避免熱量發散。揮發性氣體抽離反應器後，

先經冷凝裝置回收凝結性物質，不凝性氣體則作為燃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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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轉酯化 

依臺灣石油管理法規定，生質柴油係指以動植物油或廢食用油脂，經轉

化技術後所產生之酯類，直接使用或混合市售柴油使用做為燃料者。目前料

源以使用廢食用油為主，部分使用國產大豆油與進口棕櫚油之能源作物為

原料進行摻配。圖 4.9為廢食用油轉化生質柴油流程51。 

 
圖 4.9 廢食用油轉化生質柴油流程52  

                                                      
51 陳維新， 生質物與生質能，高立圖書，2010年 07月。 
52 黃輝源，第 14章廢食用油資源化技術，產業減廢與資源再生簡報，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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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食用油與礦油 

一、食用油 

食用油基本是提取自動植物，由各種脂肪酸所組成，依照不同的來源，

可以製作出風味不同的豬油、牛油、橄欖油、亞麻子油與花生油等食品49。

國內每年供應 48萬公噸食用油，在經過家庭、餐飲業及食品製造業等相關
業者使用後，推估會產生 5.1到 7.8公噸之剩餘廢食用油副產物，目前廢食
用油的合法清除處理是由清潔隊及清除機構負責回收，最後再以送至再利

用機構或境外輸出方式，進行廢食用油的再利用處理50。圖 4.8為我國廢食
用油流向管理。 

 
圖 4.8 廢食用油流向管理 

廢食用油是一種資源化價值高的廢棄物，其再利用的管道多元，目前的

主要去化方式為再製成生質柴油外銷國外，部分國內自用；次要為以廢油甲

酯添加至燃料油的製程中；其他應用如再製成硬酯酸或作為製作肥皂的原

料等，以下介紹幾項廢食用油資源化管道相關應用技術。 

                                                      
49 陳世慧，【環保人回收物】廢潤滑油與廢食用油回收，經典雜誌，第 162期，2012年 01
月。 
5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驗證示蹤劑可輔助廢食用油流向管理，2016年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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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轉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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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陳維新， 生質物與生質能，高立圖書，2010年 07月。 
52 黃輝源，第 14章廢食用油資源化技術，產業減廢與資源再生簡報，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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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陳世慧，【環保人回收物】廢潤滑油與廢食用油回收，經典雜誌，第 162期，2012年 01
月。 
5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驗證示蹤劑可輔助廢食用油流向管理，2016年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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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飼料添加原料 

飼料中會添加 1～4 %的油脂，是為了增加其熱能及肥育效能，然其對
於廢食用油的品質要求相較更高，在添加應用前，須經過磅稱、採樣、化驗、

加熱、過濾、添加抗氧化劑等前處理程序後，才可混入飼料中使用57。如圖

4.12廢食用油飼料添加流程。 

 
圖 4.12 廢食用油飼料添加流程58 

二、礦油 

礦油是一種工業用油，多自礦物中提取，是一個複雜的碳氫化合物，經

高溫分餾、裂解與重組後可以提煉出汽油、柴油、煤油、潤滑油等油品59。

廢礦物油主要含有 C15-C36的烷烴、多環芳烴(PAHs)、烯烴、苯系物、酚類
等物質，一般而言，國內的再利用方式可分為再生油品煉製產品或作為焚化

爐等設備之輔助燃料。然因不同處理廠對於廢潤化油之處理方式也是不盡

相同，爰此，將廢潤滑油之各處理方式整理繪製成下圖 4.13所示。 

                                                      
57 陳維新， 生質物與生質能，高立圖書，2010年 07月。 
58 黃輝源，第 14章廢食用油資源化技術，產業減廢與資源再生簡報，2011年。 
59 陳世慧，【環保人回收物】廢潤滑油與廢食用油回收，經典雜誌，第 162期，2012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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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硬脂酸 

廢食用油為三酸甘油脂類，經化工流程後可分解為硬脂酸及甘油等工

業原料。先以水洗及添加白土去除水溶性與油炸屑等雜質，再加入鎳觸媒及

氫氣於高溫產生硬化油，並以水裂解分解成硬脂酸及甘油，最後經蒸餾提高

純度與色澤，即可製片包裝成品53。如圖 4.10廢食用油製成硬脂酸流程。 

 
圖 4.10 廢食用油製成硬脂酸流程54 

(三) 肥皂 

肥皂是油脂與鹼液產生皂化形成，其製作過程是將 20～30 %廢食用油、
15 %NaOH、20～30 %牛油、5 %香料及 20%水等材料，進行加熱混合攪拌，
再經鹽析後加工即可獲得成品55。如圖 4.11廢食用油製成肥皂流程。 

 
圖 4.11 廢食用油製成肥皂流程56  

                                                      
53 陳維新， 生質物與生質能，高立圖書，2010年 07月。 
54 黃輝源，第 14章廢食用油資源化技術，產業減廢與資源再生簡報，2011年。 
55 同 67。 
56 同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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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陳維新， 生質物與生質能，高立圖書，2010年 07月。 
58 黃輝源，第 14章廢食用油資源化技術，產業減廢與資源再生簡報，2011年。 
59 陳世慧，【環保人回收物】廢潤滑油與廢食用油回收，經典雜誌，第 162期，2012年 0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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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陳維新， 生質物與生質能，高立圖書，2010年 07月。 
54 黃輝源，第 14章廢食用油資源化技術，產業減廢與資源再生簡報，2011年。 
55 同 67。 
56 同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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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廢潤滑油回收處理技術61 
回收技術 回收方式 

薄膜白土
法 

主要以活性催化白土法，無須添加酸處理，因此不會有酸泥

及廢酸產生。其流程為在常壓下加熱蒸餾，去除廢油中水分

及輕質油氣，再藉由真空薄膜蒸餾分離廢油中殘留物，並添

加活性白土催化劑去除雜質與脫色，最後在進行全量過濾，

使回收再生油與油泥分離。 

溶劑萃取
氫化法 

主要是結合溶劑萃取與氫化法處理單元，雖再生油品品質佳，

但投資成本高，使用上較不普遍。其流程首先為脫水去除水

分及輕油，再進行丙烷萃取將廢油中無法被溶解的雜質分離

以淨化廢油便於後續處理，然後再將丙烷與廢油混合液進行

氫化處理，達成脫硫、脫氮、脫脂及芳香烴，分離氧化物、

脫色等淨化目的，穩定油之品質，最後依不同需求進行不同

規格之基礎油的分餾處理。 

薄膜氫化
法 

主要利用高效率薄膜蒸氣分離廢油與雜質，並藉由加氫淨化

廢油防止二次污染產生，有較佳的再生油品質。其流程是在

常壓下加熱蒸餾，脫除廢油中水分及輕油，並於真空下將廢

油中之氫質碳氫化合物蒸餾出來，然後於真空下以高溫薄膜

蒸發，快速的分離油中殘餘物，最後再進行氫化分餾，將氯、

氮、氧及硫之化合物去除，並使酸鹼、顏色及氣味達要求，

後續可以分餾處理進行油品分級。 

低溫批次
回收 

此法相較於上述更適合低操作及成本費用的少量小型工廠，。

其流程須先進行廢油分析，作為後續操作控制依據，首先加

熱至 86℃並維持溫度進行加藥處理，以添加凝集劑使雜質聚
集沉澱去除，並於不超過 90℃的真空蒸餾下，將水分或輕質
溶劑去除，再以 0.5～1.0μm孔徑進行過濾，就可獲得再生油
品，最後依客戶需求進行摻配調整即可。 

直接觸媒
氫化法 

主要藉由加氫淨化廢油，其操作費用低回收率高，代表性製

程為 KTI及 UOP。其流程先進行廢水及輕質油的去除，並藉
由真空蒸餾去除輕質碳氫化合物，再藉由薄膜物理或中和化

學方式，進行油與雜質的分離，最後再進行氫化處理，去除

氯、氮、氧及硫之化合物，改善酸鹼度、顏色及氣味等。 

                                                      
6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輪胎、廢鉛蓄電池及廢潤滑油回收體系調查分析暨成效檢討評
估，2009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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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廢潤滑油處理流程60 

為了避免廢潤滑油任意傾倒造成土壤及水污染，過去以輔助燃料的方

式作為其處理方法，但燃燒過程會產生嚴重的空氣污染，因此其回收處理是

有絕對的必要性。傳統廢潤滑油的酸白土法、蒸餾法及溶劑萃取法在回收處

理過程中，會產生廢酸及酸泥等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問題，因此逐漸不被使用，

而是改以無二次污染的薄膜白土法、溶劑萃取氫化法、薄膜氫化法、低溫批

次回收處理法及直接觸媒氫化法等技術，進行回收處理。以下表 4.3彙整無
二次污染之處理技術。 
  

                                                      
6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輪胎、廢鉛蓄電池及廢潤滑油回收體系調查分析暨成效檢討評
估，2009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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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輪胎、廢鉛蓄電池及廢潤滑油回收體系調查分析暨成效檢討評
估，2009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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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輪胎、廢鉛蓄電池及廢潤滑油回收體系調查分析暨成效檢討評
估，2009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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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污泥減量之技術比較63 
技術名稱 操作條件 優點及效率 
整合性好氧 
污泥水解 

此系統主要為好氧處理單

元及污泥水解等單元組合 
1.較傳統程序減量 30% 
2.SRT增長，可達 60% 

整合性厭氧 
污泥水解 

厭氧處理單元、好氧處理

單元及污泥水解等單元組

合而成 

1.有效減少污泥產量 50% 
2.水解污泥改變污泥特性 

S-TE可溶化酵
素 

污泥減量技術 

反應消化槽溫度維持於
50℃-60℃ 

1.過剩污泥幾乎為零 
2.嗜熱菌代謝快，縮短停留
時間 

3.成本為傳統活性污泥 1/3
或 1/2 

4.對於中溫性致病菌有殺菌
效果 

Awant Green 
污泥消化技術 

將剩餘污泥控制到高溫狀

態 

1.生物污泥可在 2天的消化
時間內，達到 62%的
BVSS削減率 

2.污泥累積削減率可達 75%
以上 

3.高溫好氧污泥減量產生之
溫室氣體 (GHG) 僅厭氧
處理之 1/6 

好氧消化 

1.曝氧耗電量高 
2.細胞合成，殘餘污泥體
積大，低溫效率低 

3.水解時間較長，系統體
積大 

揮發性固定物 
去除率約 50 % 

厭氧消化 

1.除 CH4及 CO2產生外，

需機械攪拌加強混合效

果 
2.需隔離、加熱及覆蓋等
設 

3.污泥停留時間長，消化
槽大 

揮發性固定物 
去除率約 40～50 % 

高效率有機污

泥生物減量 

1.以特殊水解劑取代微生
物分泌的酵素進行污泥

水解 
污泥減量達到 50～70 % 

                                                      
63 張添晉，污泥源頭減量及處理現況簡報，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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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機污泥 

一、國內有機污泥之現況 

根據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之統計，西元 2015年及
2016年有機污泥申報量約為 30萬噸，其中顯示目前約有 20萬噸的有機污
泥是以委託或共同處理之方式進行處置，其次有約 7 萬噸的有機污泥是以
自行處理的方式處置。表 4.4為有機性污泥申報量。 

表 4.4 有機性污泥申報量62 

 申報 
 
年度 

申報流向 前年 
貯存量 

(B) 

本年 
貯存量 

(C) 

貯存 
異動量 

(D)= 
(C)-(B) 

廢棄物 
產生量 

(E)= 
(A)+(D) 

再利用 自行 
處理 

委託或共
同處理 

境外
處理 

總計
(A) 

2015年 34,770 65,046 218,883 -- 318,699 27,758 45,959 18,201 336,900 

2016年 13,258 77,124 205,586 -- 295,968 45,959 52,950 6,991 302,959 

 

二、有機污泥減量技術 

有機污泥之前處理減量方法，可分為物理、化學及生物處理，物理性處

理主要改變物理性質減少污泥之含水率如加熱、加壓、研磨及超音波等，化

學處離包含改變酸鹼值及臭氧法等，生物處理如酵素、好氧消化、厭氧消化

及整合性污泥水解技術等。各項污泥減量技術之比較如表 4.5所示。 
  

                                                      
62 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https://wast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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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張添晉，污泥源頭減量及處理現況簡報，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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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https://wast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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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我國污泥堆肥製品有害金屬成分限值64 

(二) 物理處理（固化）技術 

目前國內物理處理（固化）之處理方式，大致為污泥混拌水泥添加化學

藥劑→澆模→養護→固化為混凝土塊或破碎成人工粒料，該處理技術需注
意之事項包含須確認處理已達安定無害化；業者是否未依許可內容添加水

泥或任意摻配各類污或任意摻配各類污泥及有機污泥之有機質與水泥拌合，

應注意可能會發生膨化現象造成裂縫，致產品品質不符規格，致產品品質不

符規格或使用後產品品質變差。 

(三) 焚化處理技術 

目前國內焚化處理之處理方式，大致以有機污泥與生活垃圾或事業廢

棄物混燒，利用熱值產生蒸汽，節省燃料使用，該處理技術需控制污泥含水

率且與垃圾充分混拌、進料系統應注意堵塞、摻配率有限，於投料前造粒為

佳。 

(四) 其他國家再利用現況 

根據歐盟成員國表示，重金屬含量越少越有利於污泥的循環再利用，因

為使用污泥做為肥料需要保證農業土地不遭受污染進而導致環境破壞，更

甚是影響食物之質量。在英國訂定的相關標準，主要包括污泥中各項有毒有

害物質、pH指標、污泥無害化、衛生化、穩定化處理後各項指標值，土地
類型及其性質的測定，處理後污泥的土地使用範圍，明確的規範再利用相關

法規。另在美國、德國及荷蘭等先進國家，污泥堆肥大多是由污水處理廠出

資及國家資助專業處理公司，進行產業化之經營，讓污泥處理和處置按照市

場經濟規律運轉，目前發展趨勢良好。而在日本、韓國以及歐美，有研究開

發封閉式發酵系統，以機械方式進料、通風和排料，自動化程度相當高、處

                                                      
64 張添晉，污泥源頭減量及處理現況簡報，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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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
(mg/kg) 25.0 2.0 150 100 1.0 25.0 1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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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名稱 操作條件 優點及效率 
2.水解污泥作為基質藉由
菌種 

3.增殖槽的設立，再將水
解污泥連同所培養的有

效菌匯入生物活性污泥

池 

微型動物 
減量技術 

1.自活性污泥曝氣池中分
離並經過消毒 

2.加裝乾燥劑防止水分對
VOC測定之影響 

四種微型動物對污泥減量

速率分別為 0.8、0.18、
0.54、0.1mgsludge/(mg-
Microfaunad) 

超音波高溫好

氧消化減量技

術 

1.超音波震盪水解 
2.溫度保持在 60至 65 ℃ 
3.提供曝氣 

1.破壞污泥細胞壁 
2.SRT 為 3 天時，可去除

55%以上之 VSS，減量效
率達 50%以上 

三、有機污泥循環利用之方式 

國內有機污泥大多數是經由委託或共同處理的方式，交由合法之再利

用機構進行後續處理，而在國外對於有機污泥的循環再利用也大致雷同，然

而還是有值得借鏡的做法，因此以下將介紹國內有機污泥主要使用之生物

處理、物理處理（固化）技術、焚化處理技術的再利用形式，與簡述其他國

家之現況。 

(一) 生物處理技術 

國內堆肥處理之流程大致為翻堆→發酵熟成（30～60 天）→風乾→篩
分→有機質肥料，主要接收非有害事業污泥，其產品需符合肥料品目取得肥
料登記證，並符合我國污泥堆肥製品有害金屬成分限值，才可販售予農會、

合作社或農民，該技術需注意之事項包含肥分三元素（氮、磷、鉀）以及碳

氮比、有機污泥作為其中一部分之原料，其利用需摻配其他資材共同處理，

過程中要注意發酵之異味逸散情形，避免造成其他的環境問題。表 4.6為我
國污泥堆肥製品有害金屬成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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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生質廢棄物（農業） 

在循環經濟體系中，分為生物循環及工業循環兩大區塊，由於產品本身

可能包含生物可分解與不可分解的材質，需要同時考量不同材料的循環再

利用，可經過生物和工業循環共生配合，借此達到資源的最佳利用。以農業

本身來說可自成生物循環體系，適合做為各產業生物廢棄物的「資源化平

台」，為生物循環及工業循環的重要核心。以造紙業為例，造紙為標準工業

產業，農業可生產造紙所需原物料，廢棄的纖維可再分解成為有機質資源供

農業使用。依照廢棄物性質之需求，應採用相對應之生物循環技術處理，根

據 EMF 在 2015 年的報告指出，在生物循環體系重要科技分別包含仿生科
技 (biomimicry)、堆肥技術 (composting)、藻類及微生物廢棄物處理場
(biofactories)、生物精煉(biorefinery)、厭氧分解(anaerobic digestion)、以及生
物可分解食物包裝材料(biodegradable food packaging)。以下針對目前較為重
要之有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進行介紹: 

一、高溫熱裂解（生物碳） 

生物碳為有機物在不完全燃燒或缺氧環境下，經高溫熱裂解後的固體

產物。森林大火後未燒盡的焦黑植體殘株，就是自然界製造的生物碳；而人

工碳更是不勝枚舉，像是木碳、竹碳、稻殼碳等都是。整個高溫熱裂解過程

即所謂的「碳化」或「乾餾」，除了產生固體的碳之外，同時也會產生包含

乾餾液（或稱醋液）及焦油等液體，與一氧化碳及其他可燃性之氣體。由於

生物碳的碳鏈為生物惰性不易生物分解，有研究指出其在自然環境下的半

衰期高達五百到一千年甚至更長，因此若將有機物燒成生物碳再存於土壤

中，可成為長期碳匯降低碳排量。生物碳為微鹼性、具有多孔性及高比表面

積，可中和酸性土壤、增加土壤的保水力及通氣性，並吸附土壤養分使之不

易流失。其大小孔隙也能作為土壤微生物的棲所，提高族群數量及多樣性，

維持土壤生態作用；若應用於受汙染的土壤中，則能暫時將汙染物吸附在孔

隙中，避免污染擴大。而生物碳因顏色較深，在冬季或早春時節適量添加，

可加深土色吸收太陽能，以增高土溫減緩寒害的程度。作為栽培介質材料，

生物碳耐腐性佳，可長期使用，並可吸附各種養分，慢慢釋出供給作物養分，

有助於延長肥效、減少肥料浪費。此外，經高溫熱裂解成生物碳的植物體中，

68 

理週期相較更短、日處理量也大，且污泥處理後質量穩定，容易有效利用並

有效控制臭氣和其他污染因素，在綜合效益上有良好的效果。從上述顯示污

泥的農地利用操作成本較焚化低、應用範圍可擴及森林地區，且有機肥料的

使用可改善土壤的結構、增加水涵容量與肥力、降低化肥的使用，降低對環

境的傷害，是值得研究發展應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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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案例以下圖 4.15 菱角作物為例，菱角作物之角仁為農人主要銷售
的產品，而廢棄的菱角殼則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進行如手工吊飾的製作、萃

取菱角作物上的色素作為染劑、或是以高溫裂解技術進行碳化後作為除臭

包或土壤改良劑使用等等。 

 
圖 4.15 菱殼生物碳循環經濟67 

                                                      
67 蔣珮伊、趙敏，【循環經濟】生物碳如何讓農業廢棄物不再令人嘆息，農傳媒，2017年
05月。 

70 

鹼性金屬元素像是鉀、鈣、鎂等，經碳化後成為作物容易吸收的形態，有助

於供給植物養分，尤其碳化的稻殼及稻草富含矽與鉀，可使植株健壯，不易

受病蟲危害。其他用途像是將生物碳磨成細粉，裹覆於速效型的肥料外，可

延長肥效；或作為微生物農藥或肥料活菌的載體，包裹於種子外，確保有益

微生物能接種於植物根部；亦可作為生物膜的載體，或作為水產養殖的水過

濾、畜產之廢水處理及廢棄物除臭等用途65。圖 4.14為生物碳產製及碳循環
流程。 

 
圖 4.14 生物碳產製及碳循環流程66 

                                                      
65 倪禮豐、范美玲、黃鵬，農業與節能減碳，豐年雜誌，第 6616期，2016年 08月。 
6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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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魚菜共生 

而生物循環除應用農業與畜牧業外，亦可與漁業結合。如魚菜共生是由

水產養殖(Aquaculture)和水耕栽培(Hydroponics)形成的一種傳統結合現代之
新型耕作方式，主要構成元素是魚、植物及硝化菌等組成的共生循環，如圖

4.17所示。讓魚幫忙種菜利用魚的排泄物，經過植物床裡硝化菌的轉化，變
成植物可吸收的肥料，而菜幫忙過濾魚的有毒排泄物，利用植物的根吸收氮

肥後，同時淨化水後再把乾淨的水送回魚缸，達到平衡的生態系69。 

 
圖 4.17 魚菜共生運作示意圖70 

 
  

                                                      
69 魚田式創意魚菜共生，魚菜共生到底是什麼呢？https://www.aquaponie-zen.com。 
70 生態綠，社企好物：myFarm城田魚菜共生健康農場─對地球最溫柔的農法，2017年 03
月。 

72 

二、生態農法 

(一) 稻鴨共生 

稻鴨共生概念最早來自日本，運用循環式生態有機養殖，在水稻田裡施

放一定數量的鴨隻，利用食物鏈的方式讓鴨子啄食雜草以及害蟲；而鴨隻的

排泄物成為有機肥，取代農藥和化學肥料，同時也減少餵食的飼料成本；在

水田間來回穿梭游動的鴨隻，腳蹼攪動田內泥土增進土壤含氧量，讓水稻能

吸收大量氧氣和養分，使稻株日益茁壯不畏病蟲害；若選擇養殖蛋鴨亦可成

為農場的另一收入。有別於一般有機、生態農業，無負擔農場透過生態相互

依存的養殖耕作方式，餵食鴨隻運用在地食材減少碳足跡，結合生物防治法

抵禦外來種福壽螺，並建蓋鴨舍以動物福祉方式養殖鴨隻，強調友善環境、

降低生態環境負擔的理念經營農場68，如圖 4.16所示。 

 
圖 4.16 稻鴨共生生物循環 

                                                      
68 陳研旻，返璞歸真 峨眉社區友善耕作，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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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陳研旻，返璞歸真 峨眉社區友善耕作，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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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臺灣，糠賜寶團隊投入製作以廢棄稻殼為主要原料的環保筷，將

稻殼經由磨碎加工後，壓製形成筷子。稻子筷不僅避免林木遭受濫砍濫伐，

還為大量農業廢棄物的稻殼，提供一個資源化的通路，且因稻殼本身具備天

然的抗菌成分，所以製程中完全不需加入化學藥品防止變質，讓大眾在食用

上更具安全性72。圖 4.19為稻殼原料製品。 

 
圖 4.19 稻殼餐具製品73  

                                                      
72 魏宜綸、江欣晏，用廢棄稻殼做的無毒環保筷，實踐稻田裡的循環經濟，社企流，2017
年 07月。 
73 糠賜寶官方網站，http://www.ehomeland.com.tw/。 

74 

三、可分解有機餐具 

飲食文化在人類社會中從民以食為天的語句，可見其重要地位，尤其在

亞洲從夜市、攤販、小吃店、飲料店、餐飲業等等可看出對飲食的重視，然

而隨著人們消費習慣的演進，在食用後所產生的塑膠袋、塑膠盒、紙盒等垃

圾問題隨之而來，而且因為業者所使用的盛裝容器材質多數都不易處理及

分解，因此如何解決垃圾衍生之問題，但又可保留容器的實用性與便利性就

成了一大課題。為了解決上述所產生之環境問題，在波蘭經營磨坊十年以上

的農夫 Jerzy Wysocki研發出以麥麩為成分製作而成的天然餐盤。麥麩即麥
皮，是小麥加工磨取麵粉后篩下的外皮副產品，主要成分是纖維、糊粉、一

些礦物質和維生素。將麥麩與水融合後進行加熱加壓可製成輕盈、結實的有

機材質。麥麩餐盤在廢棄處理相較簡單因其具有可生物分解性，而且更為特

殊的是其製造過程完全不使用化學物質和人工添加物，所以可作為食物供

應食用。2016年丹麥 Stella Polaris野餐音樂節，餐車廚師 Trung Tien Do 將
餐盤作為披薩的餅皮與食物餡料擺放在一起，製作成了麥麩披薩進行販賣。

圖 4.18為麥麩原料製品。 

 
圖 4.18 麥麩餐盤及披薩71  

                                                      
71 郭潔鈴，波蘭農夫研發可以吃的「麥麩餐盤」：全天然、30 天可分解，熱銷歐美 12 
國，社企流，201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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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魏宜綸、江欣晏，用廢棄稻殼做的無毒環保筷，實踐稻田裡的循環經濟，社企流，2017
年 07月。 
73 糠賜寶官方網站，http://www.ehomelan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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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為麥麩原料製品。 

 
圖 4.18 麥麩餐盤及披薩71  

                                                      
71 郭潔鈴，波蘭農夫研發可以吃的「麥麩餐盤」：全天然、30 天可分解，熱銷歐美 12 
國，社企流，2017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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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物精煉 

生物精煉(Biorefinery)是生質物轉化為其他各種產品或加工原料的轉換
過程。生質廢棄物可利用不同的製程技術產生化工原料、燃料及電力。近年

為了降低對石化原料的依賴性及提高對地球環境的友善，以生質物為原料

的生物精煉市場備受關注。概念上生物精煉與石化精煉之間大同小異，但生

物精煉相較於石化精煉，分佈廣、密度低，且大多數的生質物含水量都相當

高，而生物精煉之目的是將生質物全數轉化為化學品或能源，根據產物主要

可分為二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生物材料，其為以生物為原料所製造之材料，

例如用生物聚合物製成生物塑膠，或者是自甘蔗渣、林木廢棄物提煉重要化

學品；第二部份為生質能源，透過生物精煉將生質物轉成可供使用的能源，

第二代生質能源的製造，乃是使用木質纖維素(Lignocellulose)為原料製作生
質燃料，與醣類、澱粉類作物不同的是木質纖維素大量存在於地球上的草本

與木本植物，以及各式農業、木材與其他廢棄物之中，使得生質能(Bioenergy)
發展不需要大量使用現有的糧食作物，且因其來源多且廣，將可減緩糧食與

能源間的衝突，並延緩過度開墾問題76。圖 4.21為生物精煉製程。 

 
圖 4.21 生物精煉製程77 

                                                      
76 泛科學，生物精煉概述(一)：生物精煉與石化精煉，2012年 04月。 
77 林錫金，循環經濟中之生質精煉產業分析，管理知識中心，2017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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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染 

廚餘、蔬果廢棄物和剩食之廢棄數量相當的龐大，此問題對於大部分國

家而言是一個需要被關注和解決的議題。在香港由張駿霖創立的染樂工坊

與剩食紮染工作坊是其鑑於香港之剩食議題，從而以食物設計發想將剩食

製作成染料。在收集廚餘、蔬果和剩食廢棄物後經由清洗與消毒後才可製成

染料，再以鹽巴、糖和醋作為媒合劑調整顏色及深淺，其製作方法相似於植

物染，植物染是人類古老的染布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花、草、樹木、果實、

種子等材料與水混和進行加熱，提取出天然植物中的色素作為染液，相較於

化學染料產生的染布廢水或其他工業污染，其製作過程不會產生危害環境

和人體健康的物質，然而由廚餘、蔬果和剩食廢棄物作為原料，其處理及製

作過程並不易，因其各種廢棄物之處理方法都不相同，從簡單到複雜都需要

嘗試後尋找最適方法74。圖 4.20為剩食調製之顏色與產品應用。 

 
圖 4.20 食物染產品75  

                                                      
74 李沂霖，這位「食物設計師」把醜蔬果製成美麗的染料，重新定義廚餘的價值，社企
流，2017年 10月。 
75 染樂工坊，https://dyelicioushouse.wix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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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李沂霖，這位「食物設計師」把醜蔬果製成美麗的染料，重新定義廚餘的價值，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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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染樂工坊，https://dyelicioushouse.wixsi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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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沼液：將其轉化為液體肥料，並供應給周圍的農場使用。並進行研究
將沼液應用於農業與工業，以及未利用之沼液經處理後排放。 

5. 沼渣（過量污泥）：乾燥後作為堆肥或燃料。堆肥用於毗鄰的植物工
廠和周邊農業。燃料可用於鍋爐燃燒等，以供應到縣內的工廠（如造

紙公司等）為主要。 

 
圖 4.22 半田市生質能工業城市的產品產業化利用計畫78  

                                                      
78 陳志洋，日本生質能工業城市發展介紹-以半田市為例，IEK產業情報網，2017年 12
月。 

78 

六、沼氣發電 

沼氣發電是藉由厭氧生物分解有機物（動植物或動物排泄物，大多利用

林漁農牧及民生廢棄物）成為生質沼氣(biogas)，其步驟包含水解、酸化及
甲烷化，生質沼氣可做為發電機的燃料以產生電力。此技術已在國外積極發

展，例如德國、法國、丹麥、日本、韓國、美國及加拿大等國，作有機廢棄

物的生質沼氣發電。德國由於國家能源政策目標明確，加上裝置標準化、模

組化設計等發展，使得生物廢棄物進行沼氣發電技術廣泛地被推廣，並將電

能應用於民生及工業，2012年德國境內已有超過 9,000座生質沼氣場，共發
電超過 40TWh。法國則預計在 2020年將有 1300個生物氣體設施，將可提
供 800萬戶家庭用電。丹麥之生質能源政策為大規模及區域性之沼氣工場，
利用沼氣發電供應廠區使用並將多餘電力回饋至市電系統。中國、尼泊爾及

泰國等開發中國家，則正推動農畜牧業廢棄物發電。以下就國際生質能案例

進行介紹。 

(一) 日本 

以日本半田市之生質能為例，半田市生質能最大項目為使用食物廢棄

物、家畜糞便排放等方式進行沼氣發電項目，此部分是與當地八洲建設株式

會社配合，共同建設發酵設備、發電機、水處理設備等基礎建設。在建設過

程中，因中央政府只補助設備費用，但維持事業營運的其他資金必須自行籌

措，將由地方政府單位與企業共同配合，並事先評估需投入之建設預算、產

品收益以及收益率，以確保產業化效益得以發揮，如圖 4.22 所示。半田市
生質能工業城市的產品產業化利用計畫如下： 

1. 電力：以固定價格購買制度將產生之電力販售給電力公司。當有災害
發生以致電力不足時，則可以向民眾提供電力作為緊急電源。目前日

本經常面臨再生能源發電無法利用電網傳到偏遠地區的問題。目前

再生能源業者和各地電力公司配合，由發電業者支付費用給電力公

司架設電線。 
2. 廢熱（熱水）：廢熱活用是日本努力推廣的技術之一，除了在現場使
用於發酵槽加溫外，還可作為鄰近植物工廠以及鄰近設施的熱源。 

3. 廢氣（二氧化碳）：經過處理後供應給鄰近植物工廠，作為農作物栽
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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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姆斯特丹 

位於阿姆斯特丹的 De Ceuvel的咖啡廳裡，廚餘殘渣和小便斗之尿液，
經過實驗室，分別變為有機堆肥和磷肥，成為蔬菜的養分；廚餘殘渣可經由

沼氣發電系統轉換成燃料，減少咖啡廳廚房中電和煤氣的用量。整個基地分

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在船屋頂上的溫室實現物質和能源的循環利用，透

過污水處理設施，從咖啡廳和辦公空間的廢棄物得到氮磷等肥料，栽種供給

於咖啡廳的食物；第二部分則是都市生物精煉廠，蒐集園區內的各種廢棄物，

包含排泄物、廢棄物、雨水、污水等，透過清潔科技再次轉化成乾淨的水源

或肥料，重新進入園區內使用；第三部分則是將展示中心用廢棄建材建置，

並於屋頂上設置了太陽能板，供給園區的基本用電需求；最後第四和第五部

分，則以回收建材打造的船屋社區和咖啡廳，則透過生態廁所和其他處理設

施，將廢棄物送至都市生物精煉廠，將資源經過處理後再循環利用，如圖 4.23
所示79。 

 
圖 4.23 De Ceuvel的資源再利用模式80

                                                      
79 桃竹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https://tcmeerc.epa.gov.tw/。 
80 CHRIS MONAGHAN，OPENING THE CLEANTECH PLAYGROUND，2016年 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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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無機資源循環應用技術 

無機資源項目眾多，包含金屬及非金屬，現以產生量較大的為例，說明

相關的應用技術，包括還原碴與氧化碴、無機污泥、底渣與土石，及電子電

器物品等四項，但不僅止於此，其他無機資源亦有相當循環利用的潛力。 

5.1 還原碴與氧化碴（煉鋼業） 

電弧爐煉鋼爐渣為電弧爐煉鋼製程中所產的副產物，依冶煉過程可分

為電弧爐煉鋼氧化碴（以下稱氧化碴）及電弧爐煉鋼還原碴（以下稱還原碴）

兩大項。國內現今電弧爐煉鋼廠每年約生產 1,000萬公噸粗鋼，亦產出約計
120 萬公噸氧化碴及 30 萬公噸還原碴，此二者均為事業廢棄物，其再利用
管理應符合「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辦理，圖 5.1為煉
鋼廠還原碴及氧化碴產生點。 

 
圖 5.1 煉鋼廠還原碴及氧化碴產生點81 

                                                      
81 電弧爐煉鋼還原碴資源化應用技術手冊，經濟部，200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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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碴 

氧化碴經處理後可應用於工程或產品原料，其處理方式依經濟部之「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規定，氧化碴再利用前，於再利用

機構應先經破碎、磁選及篩分等處理程序，以達到工程所需之材料品質規格。

表 5.2為氧化碴再利用之前處理技術。 

表 5.2 氧化碴再利用前處理83 

名稱 處理技術 

破碎 

係指利用外力的施予，令大塊的氧化碴碎裂，使其顆粒大小

及級配符合工程需要，並利於用磁選機去除高含鐵成分。目

前國內普遍使用機械破碎方式，利用破碎機具，以震動或槌

擊等方式進行處理。 

磁選 
係利用電磁原理回收氧化碴內含鐵物質，如殘鋼等，該類含

鐵物質經過精製後可用於工業用途，且於後端再利用時可避

免鏽蝕情形發生。 

篩分 
係指將已經完成破碎與磁選處理程序的氧化碴，利用篩分機

篩成不同粒徑規格的粒料。氧化碴經過該程序後，可供作工

程粒料使用。 

電弧爐煉鋼製程中所產之氧化碴，經破碎、磁選及篩分等處理後，材料

品質可符合 CNS 15310「瀝青鋪面混合料用鋼爐碴粒料」等標準要求，且氧
化碴的物理性質與天然粒料相近，又具質地較硬、比重大與耐磨等特性，極

適合應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對此，將氧化碴替代天然粒料作為瀝青混凝土

的粒料使用，除能滿足道路品質要求外，更可降低天然資源開採與耗費，可

達工程品質維持及廢棄物資源化的雙贏局面。 
而依據民國 2016 年 6 月 20 日「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所修訂公告版本，氧化碴之再利用產品除水泥外，至少每月應送經依標準法

                                                      
83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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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還原碴 

各廠的助熔劑材料與使用量均不相同，即使生產同樣的鋼種所產出還

原碴的化學成分也不盡相同；化學成分有差異時比重也會不同，範圍在 2.80
～3.42之間。還原碴主要構成礦物為 2CaO‧SiO2（β, γ 型）、2CaO‧Al2O3‧SiO2、

2CaO‧MgO‧2SiO2、12CaO‧7Al2O3、MgO‧2SiO2、MgO、CaO 等。還原碴因
具有粉化的細小顆粒且化學成分與煉鐵另一種高爐水淬爐石渣相似，應可

朝附加價值較高的水泥材料的應用方向發展。目前鋼渣的應用方面大致可

作為以下幾種資源化處理。表 5.1為還原碴再利用途徑。 

表 5.1 還原碴再利用82 
再利用途徑 方法 

水泥砂漿及 
混凝土之添加料 

煉鋼爐碴具有水化活性，因此可添加 10～15 %煉鋼爐碴做為
普通矽酸鹽水泥的添加料，而且對其特性並無不良的影響。
鋼碴應用於水泥添加料前應作安定化處理，先消解 f-CaO 及
MgO 成分或降低至規範標準之下，才可搭配飛灰、高爐石粉、
廢輪胎粉作為添加料。 

煉鋼爐碴白水泥 
還原碴除含有大量 C3S、C2S 外，並具有很高的白色度，若與
鍛燒石膏及少量添加劑混合，並且經過研磨後即可調配出符
合標準的白水泥材料。利用還原碴製成白水泥，具有低耗能、
高效益及投資低等多項優點。 

道路基材與 
回填工程材料 

煉鋼爐碴抗壓強度高，經過適當浸水安定化後，性能趨於穩
定，具作為工程回填材料或道路面層下之基材，如控制低強
度材料(CLSM)等。而因爐碴具有活性，遇水能結成板塊狀，
極適用於有水池或潮溼區域之築路工程。惟此種用途對於爐
碴之粒徑要求需介於 4.76 μm <粒徑<300 μm，且粉化率以不
超過 5%為限。 

軟土土壤改良 

用還原碴改良超軟弱質的浚渫土土質，還原碴與超軟弱質的
浚渫土混合，可以改良土壤的單軸抗壓強度增加。還原碴可
以增進改良土強度的機制為，還原碴所含尚未與水反應的
12CaO．7Al2O3 等鹽基性成分，其礦物相的水和反應可以增
進改良土的強度。 

建材製品 
將還原碴與飛灰一定比例混合，經過研磨至某一程度的細度，
加水拌合、成型、蒸汽養生與硬固等製造程式，即可視需求
產出不同規格的磚、瓦及預鑄混凝土版等建材，惟使用前需
控制 f-CaO 及 f-MgO 的含量與鹼性，以防爆開現象的發生。 

綠色膠結料 
按照還原碴的化學成分及特性，因介於水泥及高爐石粉間，
可以利用鹼激發方式，製作鹼激發膠結料(Alkali Activated 
Material，AAM)，或凝膠聚合物(Gel polymer，GP)，提昇還原
碴的經濟價值。 

                                                      
82 電弧爐還原碴安定化技術手冊，經濟部工業局，201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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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無機污泥 

一、國內無機污泥現況 

根據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所統計，西元 2015 及
2016 年無機污泥申報量如表 5.4 所示，可看出無機污泥產量遠高於有機污
泥，其再利用方式多元，使得無機污泥再利用比例遠高於有機污泥。 

表 5.4 無機污泥申報量85 

申報 
 
年度 

申報流向 前年 
貯存量 

(B) 

本年 
貯存量 

(C) 

貯存 
異動量 

(D)= 
(C)-(B) 

廢棄物 
產生量 

(E)= 
(A)+ (D) 

再利用 自行 
處理 

委託或共
同處理 

境外
處理 

總計
(A) 

2015年 538,959 51,729 364,166 -- 954,855 471,894 481,186 9,292 964,147 

2016年 450,989 73,624 367,687 35 892,335 481,186 632,701 151,516 1,043,851 

二、無機污泥再利用方式 

污泥材料化，將各類工業廢棄物依其特性歸類為灰與渣、污泥、金屬廢

料等 13類，目前已知各類工業廢棄物再利用佔總再利用量比例以灰與渣及
污泥類為主，佔總再利用量之 83.73 %。污泥材料化是將污泥或其焚化後產
生的灰渣，作為土木或建築材料，應用上可分為污泥磚、透水板、骨材及灰

渣水泥等方向。污泥經高溫焚化後之污泥灰渣，可去除水分與有機物，使灰

渣轉為安定化，解決重金屬溶出的問題且其體積與重量亦大幅減少，也可利

用污泥焚化之熱值；對污泥最終處理而言，不僅將灰渣作有效利用，並且達

到減量化之目標。 
目前國內已利用燒結技術將火力發電及淨水等產業所產生之無機污泥，

調配成適當比例，經過碾碎研磨後，與黏土充分混合及加入一定比例水分，

最後經由乾燥燒結等步驟製成磚。如圖 5.2所示。國內人工骨材再利用之研
究開發包括燒結型、冷結型、發泡型，但以廢水處理廠污泥為原料，採用冷

結型高壓成型製造人工骨材屬於開發階段。製造人工骨材所使用的材料包

括四大部分：無機性污泥、砂、水泥及污泥處理劑。 

                                                      
85 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https://wast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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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之實驗室認證機構所認可之實驗室，檢測一次產品品質，再利用機構並

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前將上一季再利用產品檢測報告提報當地

環保主管機關及經濟部。有關氧化碴應用於瀝青混凝土粒料使用，其材料品

質規格應依 CNS 15310「瀝青鋪面混合料用鋼爐碴粒料」標準辦理。如下表
5.3所示 CNS 15310 「瀝青鋪面混合料用鋼爐碴粒料」標準。 

表 5.3 CNS 15310「瀝青鋪面混合料用鋼爐碴粒料」標準84 
項
次 檢驗項目 品質標準 

1 
物
理
性
質 

粗
粒
料 

級配 CNS 15314或依需求另定 

粒料中軋碎顆粒
率(%) 

傳統混合料：≧40（1破碎面） 
開放級配摩擦層混合料： 
≧90（1破碎面） 
≧75（2破碎面） 

磨光性 預定交通量下具抗磨作用 

健度 硫酸鈉：≦12% 
硫酸鎂：≦18% 

洛杉磯磨損率 面層：≦40% 
底層：≦50% 

細
粒
料 

級配 CNS 15309或依需求另定 
細度模數變異 ≦0.25 
塑性指數 ≦4.0（適用於通過425μm試驗篩部分） 

健度 硫酸鈉：≦15% 
硫酸鎂：≦20% 

2 膨脹比 <0.5% 
經高溫冶煉過程產出的氧化碴，具有良好的抗磨損與硬度等特質由先

進國家經驗得知適當加工處理程序，作為道路材料的使用最合適又以瀝青

混凝土之粒具效益。在歐美及新加坡等國家使用瀝青混凝土道路的材料特

性 （如洛杉磯磨損 ），一般較天然砂石為優，可大提升鋪面使用年限，減
少鋪面維修及廢刨除料產生。在國內砂石供需失衡的市場環境下，以氧化碴

作為瀝青混凝土之粒料最能有效發揮氧化碴的適用性與價值。 
  

                                                      
84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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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無機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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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底渣與土石（土地新生）  

臺灣屬於地狹人稠的海島型國家，土地面積相對較小，資源多仰賴國外

進口，在經濟高度發展下，人們追求更高品質與便利的生活，然伴隨著繁榮

而來的大量廢棄物與天然砂石資源的快速消耗，使臺灣的環境負荷壓力日

益嚴峻。隨著使用時間與掩埋量的增加，最終填埋設施將面臨著不足的困境，

而近年由於經濟活動快速成長，天然砂石資源消耗迅速，且施工產生之剩餘

土石數量龐大，若能將底渣與土石做有效安排與利用，將可達成解決資源不

足與保護環境之目的。 

一、底渣再利用 

家戶垃圾經焚化、高溫燒結處理可達成垃圾體積減少及安定、無害的作

用，而其殘留之不可燃副產物謂之底渣，其主要組成成分包含金屬類、玻璃

類、陶瓷類及其他類物質，而目前我國之處置分為運往衛生掩埋場進行掩埋，

或是運送至再利用機構經前處理後進行再利用等兩種方式。圖 5.3為有關垃
圾焚化底渣之處理處置及資源再利用整體架構。 

 
圖 5.3 焚化底渣之處理處置及資源再利用整體架構87 

 

                                                      
8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使用手冊，2015年 07
月。 

86 

 
圖 5.2 污泥材料化再利用流程86 

國內廢水處理廠產生之無機性污泥，尚有不少具有資源化潛力之替代

原料的物理特性、工程特性，此種良好特性，可以製成人工骨材替代天然砂

石，同時亦可以依照骨材材料或工程需求強度，做不同程度的配比改良，達

到符合各種工程需求產品。污泥材料化之發展，已開發將焚化處理後之污泥

再利用製成人工骨材，環保水泥與環保磚之技術已成熟發展，並訂定相關管

理規範，以控管再生產品之品質與產品之銷售，不僅達到環境保護之目標，

並創造經濟價值。  

                                                      
86 張添晉，污泥源頭減量及處理現況簡報，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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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張添晉，污泥源頭減量及處理現況簡報，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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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二階段焚化底渣再利用處理技術89 

階段 方式 內容 

前
處
理 

機械物理 

主要是利用篩分、破碎、磁選分離、風選分離、渦

電流分選等設備，去除焚化底渣中易腐鬆動不適合

部分，及分離出鐵金屬、未燃物、非鐵金屬等物質，

並使焚化底渣再生粒料之粒徑規格符合後端用途

需求。 

進
階
處
理 

穩定化 
熟化 
水洗 

主要目的是為降低焚化底渣之重金屬溶出率，降低

焚化底渣再生粒料對環境形成二次污染。 

(1)熟化： 
藉由焚化底渣與空氣中二氧化碳反應，使焚化底渣

之重金屬組成發生碳酸化及礦化等作用，形成低溶

解性二次礦物，達降低重金屬溶出之目的，並具降

低異味之功效。 

(2)穩定化： 
透過噴灑磷酸鹽系、矽酸鹽系、硫化物系或螯合物

系等類之藥劑，其與焚化底渣中重金屬生成低溶解

度及穩定性高的化合物，達到降低重金屬溶出之目

的。 

(3)水洗： 
藉由水或摻有化學藥劑之液體，將焚化底渣中重金

屬及水溶性物質如氯鹽、硫酸鹽系與微細顆粒洗

出，達到降低重金屬及氯離子溶出之目的，亦具降

低異味之功效。 

  

                                                      
8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使用手冊，2015年 07
月。 

88 

依據環保署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主要分篩分、破

碎或篩選程序之前處理及視用途需要透過熟化、穩定化或水洗的方式降低

重金屬溶出之進階處理兩部分。分離之鐵金屬及非鐵金屬部分交由合格回

收商處理，而未燃物部分則可送回焚化廠或以其他方式處理，至於資源化產

品則可作為土木業建築材料之添加物，並視資源化產品分類用途，採相對應

之進階處理以達可應用之相關規範。圖 5.4為焚化底渣資源化處理程序。表
5.5為二階段焚化底渣再利用處理技術。 

 
圖 5.4 焚化底渣資源化處理程序88  

                                                      
8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使用手冊，2015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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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使用手冊，2015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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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為二階段焚化底渣再利用處理技術。 

 
圖 5.4 焚化底渣資源化處理程序88  

                                                      
8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使用手冊，2015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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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所指土石方為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建築物拆除工程

施工所產生之剩餘泥、土、砂、石、磚、瓦及混凝土塊，經暫屯、堆置可供

回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利用者，屬有用之土壤砂石資源，因此

若能有效再使用與再利用將可降低廢棄物的處理量，並減少天然資源的損

耗。圖 5.5為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流程。 

圖 5.5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流程  

90 

二、土石 

我國天然砂石骨材本就缺乏，時常依靠進口國外材料補足所需，然每年

都會產生大量的營建廢棄物，若能有效利用，將可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衝擊，

同時節省原生資源的消耗。建築物從興建、使用及拆除各階段，會產生營建

剩餘土石方及營建廢棄物兩種營建剩餘物。其中佔 85%的營建剩餘土石方
為主要營建剩餘物，其處理需根據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進行

處置，而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將全國營建剩餘土石方分類如表 5.6所示。 

表 5.6 營建剩餘土石方分類90 

代碼 內容 

B1 為岩塊、礫石、碎石或沙 

B2-1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 （ 土壤體積比例少於 30%） 

B2-2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 （ 土壤體積比例介於 30%至
50%） 

B2-3 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 （ 土壤體積比例大於 50%） 

B3 為粉土質土壤 （沉泥 ） 

B4 為黏土質土壤 

B5 為磚塊或混凝土塊 

B6 為淤泥或含水量大於 30% 之土壤 

B7 為連續壁產生之皂土 

                                                      
90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http://www.soilmov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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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http://www.soilmov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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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成分複雜，大致上可初分為砂石粒料、混凝土塊及磚塊、

土壤、粘土等，分類後之營建剩餘土石方再生利用對策如表 5.7營建剩餘土
石方再生利用方法。經分類處理後之資源有利出土方工地、收土方之土資場

及公部門查核督導之用，且可提高回收利用之價值。  

表 5.7 營建剩餘土石方再生利用方法91 

代碼 再生過程 產品型態 

B1 
清洗→軋製→研磨 
→篩分→儲存 

1.碎石粒料級配  
2.機製砂粒料級配 

B2 曝曬→混合→堆置或包裝 養分高，透水性良好的有機土壤 

B3、B7 清洗→篩分→曝曬→儲存 
1.剪力強度，普通至劣。 
2.夯實後半透水至不透水 
3.壓縮性為中、高 

B4、B6 成分分析→造粒→燒結 
→封裝圍束成版狀 

1.具表面光澤玻璃化的輕質粒料 
2.不同粒徑 
3.不同比重 
4.尺寸標準規格化 

B5 軋製→篩分→儲存 多角形塊狀級配料 

  

                                                      
91 杜明星，營建剩餘土資場申請設置審查、應有設施申報查核、營運管理及土石方再利用
之研究~以桃園縣為例~，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05月。 

92 

營建剩餘土石方於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程及整地刨除時產

生，經由運輸業者清運送往中間分類處理的土資場、既有處理場所及其他經

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最後則以剩餘土石方堆置處理場作為進行不可

再利用物質及餘土部分、金屬、木材、塑膠等再利用資源基本分類的基地，

剩餘土石方經分類完成，即可進行再生利用的後續工程處理，如圖 5.6營建
剩餘土石方資源化分類處理。 

 

圖 5.6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化分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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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不用的手機和電腦繳交至回收點，同時強制零售商負起回收產品的責

任，且瑞士的電子產品售價中，甚至包含了後續回收處理的費用。而在德國

則實施《電子電器産品流通、回收和有利環保處理的聯邦法》，嚴格規定電

子廢棄物的處理方法，以及相關罰則，例如廠商若違反條例，將不得販售違

規的產品，同時政府也建立更方便的回收機制，像是讓民眾可以自郵局網站

下載專門回收電子産品的郵寄包裹單，再直接從郵局寄出等，在多方的管道

下德國的電子廢棄物回收率於 2010 年超過了 45%，預計在 2019 年將達到
65%。如圖 5.7為採礦流程。 

 
圖 5.7 採礦流程92 

城市採礦的概念對於臺灣來說並不陌生，自 1998年起，為了促使垃圾
減量和建立資源回收制度，環保署便推動「資源回收基金」，督導大型企業

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並運用獎助及補貼機制，提供後端處理商與民眾回收

誘因。例如，廢電視機回收 1台可獲得約 379元的補貼，而光是 2014年就
                                                      
92 Masahiro, Oguchia; Shinsuke, Murakamib,; Hirofumi, Sakanakuraa,; Akiko, Kidaa, Takashi, 
Kameyac, Waste Management, 2011, 31. 

94 

5.4 電子電器物品（貴金屬） 

近年來廢棄電子及電器設備(WEEE)如電腦、電視台、冰箱和手機是全
球增長最快的廢棄物流，歐盟在 2005年產生大約 900萬噸廢棄量，並預估
到了 2020年將增長到 1,200萬噸以上，為了提高WEEE的環境管理和促進
循環經濟，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的收集及處理和回收電子產品的改善，歐盟設

立了兩條關於廢棄電子電器設備（WEEE指令）和關於在電子電器設備中使
用某些有害物質的限制指令（RoHS指令）法例。第一條WEEE指令（指令 
2002/96 / EC）於 2003年 2月生效，設立共同計劃，目的是提高WEEE的
回收再利用，2008年 12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修改指令，以應對快速增長的
廢棄物流，新的 WEEE 指令(2012/19/EU)於 2012 年 8 月 13 日起生效，於
2014年 2月 14日起實施。同時歐盟立法限制使用有害物質的電子電氣設備
指令（RoHS指令 2002/95 / EC）於 2003年 2月生效，該法律要求重金屬類
如鉛、汞、鎘、六價鉻和阻燃劑，如多溴聯苯(PBB)和多溴聯苯醚(PBDE)被
更安全的替代品取代，2008 年 12 月歐盟委員會提出修改指令，修改後的
RoHS指令(2011/65 / EU)於 2013 年 1月 3日生效，新指令回收目標為銷售
之電子設備的 45%，將自 2016年實施，2019年的第二階段目標為銷售的電
子設備的 65%，或WEEE產生的 85%，歐盟成員國將可以從這兩種方式來
選擇並衡量他們希望的回收目標。 
電子廢棄物中含大量貴金屬，於 1988年日本東北大學選礦製煉研究所

南條教授，提出「城市採礦」概念，認為電子廢棄物就是城市中的礦產，人

們不需要再去向大自然汲取新的資源，應善用這些廢棄物，從中回收或提煉

出稀有金屬，研究報告顯示電子廢棄物中提煉出的金、銀、鈀、銅含量遠高

於由原生資源礦所提煉出的含量，且全世界的貴金屬礦產分布在少數幾個

國家，而臺灣屬於天然礦產資源極度缺乏的國家，所以 PCB的貴金屬回收
對於臺灣而言更顯重要，將 3C電子垃圾轉化為城市礦山，將有利於降低臺
灣對於外來資源的依賴，因此為了取得這些隱身於城市中的礦產，從消費者

手中回收電子產品，已成為各先進國家積極爭取的戰略物資。為了取得這些

隱身於城市中的礦產，如何自消費者手中「回收」電子產品，成為許多國家

的執行重點，然而在積極追求回收效益的同時，如何藉由技術的精進來減輕

對環保的衝擊，也是必須兼顧的重要面向。以瑞士為例，該國立法要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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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能從溶液中有效回收錫，又不傷電子零件，因此貴金屬的回收純化更有

效率。依據優勝奈米的計算，一年處理 300噸，約可回收黃金 58公斤、錫
8.7噸與銅 13噸。圖 5.9為濕式環保剝金流程。 

 
圖 5.9 濕式環保剝金之浸泡除去焊錫94 

另外在日本的日鑛日立資源再生廠主要以轉式溫式複合精煉程序銅製

鍊工程之中間生產物及來自城市採礦含有貴金屬之回收原料進行高效率之

各種金屬回收。該廠主要以將產業廢棄物經高溫處理達到減量及無害化之

焚化爐及進行 E-waste貴金屬之循環回收利用之熔融爐為處理單元。 

                                                      
94 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uwin-na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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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約 112萬台的廢電視機，約可佈滿 547座籃球場，此制度推行 17年來，
全國資源回收率由 5.8%提高至 45.92%。 
傳統含金、鈀事業廢棄物之回收，是以破碎、氰化剝離、燒成製程、酸

溶解及電解進行再生處理，再由儀器分析成分將金、鈀液體送至回收精煉製

程中精製，最後以高溫熔解製取得金及鈀，如圖 5.8傳統金、鈀粗煉、精煉
製程。然因傳統強酸王水法、劇毒氰化物法或焚燒法，具有強酸性、腐蝕性

及毒害性，會對空氣、水體和土壤造成污染，並對人體產生危害。相較上述，

濕式環保剝金技術則備受矚目，主要是於室溫下透過浸泡回收廢棄印刷電

路板上的貴金屬，訴求回收過程安全、環保及低碳排放的處理方式。 

 
圖 5.8 傳統金、鈀之粗煉、精煉製程93 

在臺灣多家業者投入廢棄 PCB之處理及貴金屬回收，其中低碳排放量
的濕式剝金技術突破傳統高溫及強酸溶解方式，利用環保剝錫劑，以不破壞

物料的方式將元件與晶片從 PCB上剝離，再以浸泡或電解的方式將貴金屬
個別提煉出來。回收流程為利用環保剝錫藥劑剝除錫金屬，透過浸泡直接剝

除廢 PCB上的鍍錫，讓機板上的金屬器件與晶片可以快速拆卸並進一步分
類，而分類後廢料依據各原料特性使用不同的剝金劑來回收不同的金屬。此

                                                      
93 馬小康、許景翔，電子廢棄物貴金屬回收再利用之綠循環經濟產業，臺灣化學教育，
2017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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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日鑛廢棄物處理及金屬回收95 

 

                                                      
95環保署廢管處，日本「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參訪報告，2018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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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環保署廢管處，日本「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參訪報告，2018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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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業應用案例 

6.1 電子業 

臺灣由於缺乏金屬礦物原料，因此大部分仰賴國外進口金屬或國內廢

料回收。金屬回收產業從廢料供貨商開始，經過貿易進口商、代理商、港口、

拆解廠、回收公司、金屬加工廠等環節，完成資源的有效利用，其中金屬回

收公司成了一重要的儲水池作用，調節著金屬廢料的供需、物流。貴金屬主

要的回收產業有 IC半導體業、封裝及測試業、電腦週邊製造業、精密電子
及光電製造業等，包括各類不同的含有廢金屬回收的材料，如集成電路板、

合成材料廢金屬回收、電解銀、影像膠片以及其他含有金、銀、鉑、鈀和銠

等廢金屬回收成分的材料都成了回收加工的對象，特別是含有金、銀、鈀等

廢金屬回收成的電路板的市場規模近年來迅速成長。貴金屬主要回收的產

業及產品如下表 6.1所示。 

表 6.1 貴金屬主要回收的產業及產品 
產業 回收產品 

精密電子 
老化液、廢陶瓷電路板、廢電阻電容、廢 PC
板、廢金液(渣)、鍍貴金屬廢端材、下腳料及
觸媒、電信交換機料等混合廢五金等。 

光電製造業 

通訊及其他相關產業 

PC週邊製造業 
廢電腦主機(板)、廢螢幕（顯像器）、廢印表機、
廢電線電纜、廢電腦拆解之零件、廢光碟片、

廢儀表、廢塑膠、電子零組件廢料等。 

IC封裝及測試半導體業 
廢 IC、廢晶片、混合五金、銅鍍銀、鎳鍍銀、
銅下腳、鎳下腳、廢銀液、廢錫渣、廢銀渣、

廢塑膠、樹脂等。 

PC板製造及加工業 報廢板、廢 PCBA、鍍金板、錫邊料、銅邊料、
銅基板、鋁板、銅箔等。 

世界各國在廢棄 PCB再利用技術研究上，主要圍繞著金屬回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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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佳龍科技成立於 1996年 9月，為首家環保科技股票上市公司，專注於
「資源回收處理，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利用」之研究發展，服務範

圍涵蓋 IC半導體、PCB、電腦周邊、光電等相關資訊科技產業。該公司提
供 IT產業最完整的廢料處理及再資源化對策，並致力於全球佈局。除了擁
有自行回收及資源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能力外，更從日本、德國等國外引

進最先進技術與設備，目前已成為國內最具規模之專業電子廢料資源化處

理廠。自 1999年 8月通過環保署資源回管理基金會之廢資訊品處理廠遴選
後，依規定接受環保署基管會派員駐廠稽核認證，確保廢資訊物品之處理流

程。目前環保署公告回收項目為個人電腦主機、監視器及筆記型電腦，以及

陸續公告的廢印表機皆為應回收項目。而且該公司為貫徹環保理念，採用研

磨方式處理廢資訊物品，而避免依賴使用焚化與掩埋處理，進一步落實資源

再循環理念。該公司將電子廢棄物再利用，製成資源再生藝品，首先分別將

玻璃纖維、樹脂粉末與廢 CRT、玻璃顆粒進行細碎分選後添加固化劑，再進
行混合、成型、脫模、拋光等製程後，產出產品再行包裝。表 6.3為佳龍科
技貴金屬回收範疇。 

表 6.3 佳龍科技貴金屬回收產業97 
產業 回收產品 

IC半導體業 
廢 IC、廢晶片、混合五金、廢銀液、銅下腳、廢銀渣、樹脂 

封裝及測試業 
PC板製造 
及加工業 

報廢板、廢 PCBA、鍍金板、錫邊料、銅基板、銅邊料 

電腦周邊 
製造業 

廢電腦主機及周邊產品、廢電腦拆解之零件、電子廢料 

精密電子及 
光電製造業 老化液、廢陶瓷電路板、廢電阻、廢電容器、下腳料、觸媒、

廢金液(渣)、鍍貴金屬廢端材、含貴金屬廢端材 通訊及其他 
相關產業 

                                                      
97 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sd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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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PCB分解技術、廢棄 PCB脫除鹵素成分技術等三方面。若以 2010年
業者的技術，平均每六噸 IC板可煉出 1公斤黃金，黃金純度達 99.99%，回
收的廢電腦、電子產品的非金屬部份，可再生成為人造建材及藝術品，充份

達到物盡其用。以下針對幾家在臺灣對於貴金屬回收有專業技術的公司及

幾個相關應用案例進行介紹。 

一、弘馳股份有限公司 

隨著臺灣資訊與電子產業的成長，弘馳為國內電子事業廢棄物清除處

理的拓荒領導廠商，於 2002年創新採用事業廢棄物專業回收代工制度，抱
持不斷創新、挑戰、學習的經營理念，努力追求人文、產業經濟與環境管理

的良性互益發展。該公司主要是處理半導體工業、電子工業、電腦零組件工

業、材料工業、印刷電路板業、科技實驗室、電信通訊業、寶飾業、石化業

及其他產業之廢棄物。該公司專精於貴金屬回收再生技術，能將半導體、電

子等各類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貴金屬下腳料充分回收再生，為客戶創造

高附加價值的資源回收效益。在處理電子產業報廢品時，可分為固體與液體

兩大類，固體類在回收後會先行過磅、分類、判定資源再生價值，具再生價

值者則進入各項處理流程；不具再生價值者則進入無害化處理流程。該公司

把回收來的電子事業廢棄物，經過一連串完整的程序處理後，再將貴金屬提

煉成純度高且符合國際規定的相關金屬錠。表 6.2為弘馳貴金屬回收範疇。 

表 6.2 弘馳貴金屬回收產業96 
金屬 廢棄物來源 

稀有 面板藥水、半導體廢料、永久磁鐵、照明業廢料 

鉑 航太組件、晶片電阻、燃料電池、汽機車觸媒、電腦硬碟片 

鈀 製藥觸媒、電鍍藥水（活化劑）、樹脂、濾心、汽機車觸媒 

銀 飾品、積體電路、樹脂、濾心、太陽能業材料、不良電子產品 

金 電鍍藥水、積體電路、電路板下腳料、樹脂、濾心、不良電子產品 

                                                      
96 弘馳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sr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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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佳龍科技成立於 1996年 9月，為首家環保科技股票上市公司，專注於
「資源回收處理，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利用」之研究發展，服務範

圍涵蓋 IC半導體、PCB、電腦周邊、光電等相關資訊科技產業。該公司提
供 IT產業最完整的廢料處理及再資源化對策，並致力於全球佈局。除了擁
有自行回收及資源化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能力外，更從日本、德國等國外引

進最先進技術與設備，目前已成為國內最具規模之專業電子廢料資源化處

理廠。自 1999年 8月通過環保署資源回管理基金會之廢資訊品處理廠遴選
後，依規定接受環保署基管會派員駐廠稽核認證，確保廢資訊物品之處理流

程。目前環保署公告回收項目為個人電腦主機、監視器及筆記型電腦，以及

陸續公告的廢印表機皆為應回收項目。而且該公司為貫徹環保理念，採用研

磨方式處理廢資訊物品，而避免依賴使用焚化與掩埋處理，進一步落實資源

再循環理念。該公司將電子廢棄物再利用，製成資源再生藝品，首先分別將

玻璃纖維、樹脂粉末與廢 CRT、玻璃顆粒進行細碎分選後添加固化劑，再進
行混合、成型、脫模、拋光等製程後，產出產品再行包裝。表 6.3為佳龍科
技貴金屬回收範疇。 

表 6.3 佳龍科技貴金屬回收產業97 
產業 回收產品 

IC半導體業 
廢 IC、廢晶片、混合五金、廢銀液、銅下腳、廢銀渣、樹脂 

封裝及測試業 
PC板製造 
及加工業 

報廢板、廢 PCBA、鍍金板、錫邊料、銅基板、銅邊料 

電腦周邊 
製造業 

廢電腦主機及周邊產品、廢電腦拆解之零件、電子廢料 

精密電子及 
光電製造業 老化液、廢陶瓷電路板、廢電阻、廢電容器、下腳料、觸媒、

廢金液(渣)、鍍貴金屬廢端材、含貴金屬廢端材 通訊及其他 
相關產業 

                                                      
97 佳龍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sd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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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 PCB分解技術、廢棄 PCB脫除鹵素成分技術等三方面。若以 2010年
業者的技術，平均每六噸 IC板可煉出 1公斤黃金，黃金純度達 99.99%，回
收的廢電腦、電子產品的非金屬部份，可再生成為人造建材及藝術品，充份

達到物盡其用。以下針對幾家在臺灣對於貴金屬回收有專業技術的公司及

幾個相關應用案例進行介紹。 

一、弘馳股份有限公司 

隨著臺灣資訊與電子產業的成長，弘馳為國內電子事業廢棄物清除處

理的拓荒領導廠商，於 2002年創新採用事業廢棄物專業回收代工制度，抱
持不斷創新、挑戰、學習的經營理念，努力追求人文、產業經濟與環境管理

的良性互益發展。該公司主要是處理半導體工業、電子工業、電腦零組件工

業、材料工業、印刷電路板業、科技實驗室、電信通訊業、寶飾業、石化業

及其他產業之廢棄物。該公司專精於貴金屬回收再生技術，能將半導體、電

子等各類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貴金屬下腳料充分回收再生，為客戶創造

高附加價值的資源回收效益。在處理電子產業報廢品時，可分為固體與液體

兩大類，固體類在回收後會先行過磅、分類、判定資源再生價值，具再生價

值者則進入各項處理流程；不具再生價值者則進入無害化處理流程。該公司

把回收來的電子事業廢棄物，經過一連串完整的程序處理後，再將貴金屬提

煉成純度高且符合國際規定的相關金屬錠。表 6.2為弘馳貴金屬回收範疇。 

表 6.2 弘馳貴金屬回收產業96 
金屬 廢棄物來源 

稀有 面板藥水、半導體廢料、永久磁鐵、照明業廢料 

鉑 航太組件、晶片電阻、燃料電池、汽機車觸媒、電腦硬碟片 

鈀 製藥觸媒、電鍍藥水（活化劑）、樹脂、濾心、汽機車觸媒 

銀 飾品、積體電路、樹脂、濾心、太陽能業材料、不良電子產品 

金 電鍍藥水、積體電路、電路板下腳料、樹脂、濾心、不良電子產品 

                                                      
96 弘馳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srt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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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 3C產品回收再製獎牌 

日本是在亞洲環保思維最先進的國家，剛好也是 2020年奧運的主辦國，
在積極準備舉辦奧運的相關事宜時，該國結合循環經濟的思維，宣布將在

2020 年主辦東京奧運時，以回收電子廢棄物來製作選手的獎牌，首次採用
100% 回收黃金所製作的金牌，預計將從廢棄手機中回收 42 公斤的黃金，
作為製作獎牌的原料。因此今年 2月奧運組織委員會宣布，將會設置手機回
收箱，鼓勵民眾捐出不需要的 3C產品，進一步支持該項行動，而東京市政
府也率先設置回收箱，吸引大量民眾帶著舊手機前往捐獻。圖 6.2為東京奧
運 3C回收再製獎牌。 

 
圖 6.2 東京奧運 3C回收再製獎牌99 

  

                                                      
99 桃竹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https://tcmeerc.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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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優勝奈米為了珍惜國家珍貴的環境資源，企業致力於製造環境友善產

品，以電子廢棄物為原料，回收貴重金屬再利用。以回收個人電腦、筆記型

電腦、電視機、手機等電子電器廢棄物為主要業務，透過一連串的回收處理

流程，自電子電器廢棄物中回收金、銀、銅、鈀、錫等重要金屬，回收貴重

金屬再利用。使用環境友善回收處理流程，其執行流程可參考下圖。並研發

處理設備 SnST-550A Tin stripper 可快速分離廢主機板金屬部分，以加速回
收程序。該處理設備已外銷美國、中國、新加坡與瑞士等國家。圖 6.1為優
勝奈米貴金屬剝除程序。 

 
圖 6.1 優勝奈米貴金屬剝除程序98  

                                                      
98 優勝奈米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uwin-nan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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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咖啡紗 

將咖啡織入纖維中是源於咖啡豆中的植物纖維孔隙多，可以吸附氣味

分子抑制異味，因此其吸濕除臭功能啟發了設計者的靈感，將咖啡渣添加到

製程中。然咖啡本身的纖維短，經過高溫碳化會產生許多孔隙，無法紡出製

衣用的強韌紗線，但與化學纖維混紡就足以提供良好的吸附功能；此外後續

更研發利用咖啡油脂製備功能性薄膜，一並應用於紡織品上。一件 T 恤只
需回收 3 杯咖啡的咖啡渣和 5 個寶特瓶就可製造，此布料不僅保有咖啡天
然除臭功能，且在 pH值、透氣度、雨淋、透濕性等測試皆經得起考驗102。

圖 6.4為咖啡製紗循環利用程序。 

 
圖 6.4 咖啡紗製程103 

                                                      
102 馬克斯，【抽絲剝繭】咖啡不僅能喝，還能穿在身上！咖啡衣有哪些專利？，智由博
集，2014年 12月。 
103 興采實業官方網站，http://www.singt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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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紡織業 

一、塑膠再生纖維 

一般衣服的質地和製作寶特瓶的原料大致上是一樣，都是經由石油聚

酯粒製造而成，因此只要將廢寶特瓶回收處理，經過再生程序還原成聚酯粒

後，以再生聚酯粒的產品型態經由融溶紡絲程序製作成再生纖維，再進行假

捻使纖維產生皺摺增加彈性及柔軟度，然後再將加工絲送至紡織廠進行整

經織布，其再生紗及再生布料可製作成鞋子、衣服、褲子或毛毯等產品100。

且平均 8支寶特瓶可製成一件球衣，而使用 70支寶特瓶，可製成一公斤再
生紡織紗，相較於用石油全新聚合抽紗，最高可減少 77 % 二氧化碳排放量，
及 84% 能源消耗。1公斤再生紗約可製作長 180公分、寬 150公分、重量
810公克的毛毯和 260公克成人 T恤各一件。圖 6.3為廢寶特瓶再製球衣。 

 
圖 6.3 廢寶特瓶再製球衣101 

                                                      
100 下課花路米，回收寶特瓶去哪裡?寶特瓶做衣服，公共電視，2015年 05月。 
101 劉力仁，環境與廢棄物(五)：世足戰「紗」場，臺灣把廢塑膠變成綠金，自由時報，
201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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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下課花路米，回收寶特瓶去哪裡?寶特瓶做衣服，公共電視，2015年 05月。 
101 劉力仁，環境與廢棄物(五)：世足戰「紗」場，臺灣把廢塑膠變成綠金，自由時報，
2014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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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didas再生鞋款 

2015年 Adidas與海洋環保機構 Parley for the Oceans共同合作發表一款
以完全使用回收的海洋塑料廢物製造的環保概念鞋，該產品的原料是由海

洋中廢舊漁網經過回收再生流程處理重新製作而成，此鞋款主要由鞋面和

鞋底底層兩部分構成，鞋底支撐結構是採用可回收的聚酯材料和刺網，透過

3D列印製作而成。隔年持續呼籲對於海洋塑料污染危害的重視，再次合作
推出新鞋款，主要由 95% 的海洋塑膠廢料和 5% 可回收聚酯纖維製作而成，
鞋帶、鞋身面料、鞋後跟織帶與鞋墊等，均以回收物質製作而成。Adidas與
Parley期望藉此翻轉傳統使用原生塑料的方式，減少產生廢棄塑料，改善塑
料對海洋環境的污染106。圖 6.6為 Adidas再生鞋款。 

 
圖 6.6 Adidas再生鞋款107 

  
                                                      
106 李鴻典，一雙利用 11個回收保特瓶 Adidas推再生鞋款，三立新聞網，2016年 11月。 
107 （上圖） 科技新報，變廢為寶，Adidas用海洋垃圾 3D列印跑鞋，2015年。（下圖） 
三立新聞網，一雙利用 11個回收保特瓶 Adidas推再生鞋款，2016年。 

106 

三、生質聚酯衣 

臺灣 PET年產能約 434萬噸，居全世界第三位，是臺灣塑化業最具競
爭力的品項。PET當中有 30%來自於 EG （乙二醇），70%來自於 PTA （對
苯二甲酸），其中 EG若以生質酒精為原料製造，則可製作成含有 30%再生
原料的 Bio-PET。遠東新世紀持續不斷投入生質原料的研發與創新，自行開
發生質材料生產技術。並於 2015 年協助可口可樂研發 100% Bio-PET 寶特
瓶，更於 2016年與美國知名公司 Virent合作，利用 BioFormPX® Paraxylene
製成 100%生質純對苯二甲酸(100% Bio PTA)與 100%生質乙二醇(100% Bio 
MEG)聚合成 100%生質聚酯纖維酯粒，再透過遠東新世紀及結合宏遠興業
和全家福三家關係企業之力，逐一突破抽絲、織布、染整後加工等各項製程

之技術瓶頸，研發產出全球第一件 100%生質聚酯衣，成功奠定遠東集團為
全球獨一無二的 PET Polyester 製造商之地位104。圖 6.5 為生質聚酯製作之
衣服。 

 
圖 6.5 生質聚酯衣105 

                                                      
104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遠東新世紀致力永續承諾 環保愛地球 全球第一件 100%生質
聚酯衣正式問市，2016年 04月。 
105 遠東人月刊，世界第一遠東集團 100%生質聚酯衣綠色材料再下一城，2017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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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didas再生鞋款 

2015年 Adidas與海洋環保機構 Parley for the Oceans共同合作發表一款
以完全使用回收的海洋塑料廢物製造的環保概念鞋，該產品的原料是由海

洋中廢舊漁網經過回收再生流程處理重新製作而成，此鞋款主要由鞋面和

鞋底底層兩部分構成，鞋底支撐結構是採用可回收的聚酯材料和刺網，透過

3D列印製作而成。隔年持續呼籲對於海洋塑料污染危害的重視，再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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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李鴻典，一雙利用 11個回收保特瓶 Adidas推再生鞋款，三立新聞網，2016年 11月。 
107 （上圖） 科技新報，變廢為寶，Adidas用海洋垃圾 3D列印跑鞋，2015年。（下圖） 
三立新聞網，一雙利用 11個回收保特瓶 Adidas推再生鞋款，2016年。 

106 

三、生質聚酯衣 

臺灣 PET年產能約 434萬噸，居全世界第三位，是臺灣塑化業最具競
爭力的品項。PET當中有 30%來自於 EG （乙二醇），70%來自於 PTA （對
苯二甲酸），其中 EG若以生質酒精為原料製造，則可製作成含有 30%再生
原料的 Bio-PET。遠東新世紀持續不斷投入生質原料的研發與創新，自行開
發生質材料生產技術。並於 2015 年協助可口可樂研發 100% Bio-PET 寶特
瓶，更於 2016年與美國知名公司 Virent合作，利用 BioFormPX® Paraxylene
製成 100%生質純對苯二甲酸(100% Bio PTA)與 100%生質乙二醇(100% Bio 
MEG)聚合成 100%生質聚酯纖維酯粒，再透過遠東新世紀及結合宏遠興業
和全家福三家關係企業之力，逐一突破抽絲、織布、染整後加工等各項製程

之技術瓶頸，研發產出全球第一件 100%生質聚酯衣，成功奠定遠東集團為
全球獨一無二的 PET Polyester 製造商之地位104。圖 6.5 為生質聚酯製作之
衣服。 

 
圖 6.5 生質聚酯衣105 

                                                      
104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遠東新世紀致力永續承諾 環保愛地球 全球第一件 100%生質
聚酯衣正式問市，2016年 04月。 
105 遠東人月刊，世界第一遠東集團 100%生質聚酯衣綠色材料再下一城，2017年 02月。 

第六章   行業應用案例



109 

6.3 能源業 

一、德國污泥沼氣發電 

沼氣發電利用燃燒沼氣所釋放出熱能推動發電機產生電力。污水處理

廠之沼氣來源由厭氧消化程序所產生，沼氣組成主要為甲烷、二氧化碳及少

量硫化氫等氣體。其中沼氣之甲烷含量約 50～80% 之間，所含熱值約 5,000
～8,000 kcal/m3。以德國漢堡污水處理廠為例，當德國當地垃圾填埋場禁止

進行污泥處理時，漢堡污水廠決定投資一高科技方案，將污水污泥與沼氣發

電互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乾燥和焚燒，VERA焚燒廠於 1998年投入運作，是
2000 年在德國漢諾威舉行的世界展覽展示項目。時至今日他仍然是處理廠
能源供應的支柱。漢堡在利用沼氣發電及污泥乾燥脫水的措施下，達到了

42% 的高發電效率。該污水處理廠年處理量 159 Mm3的污水會生成 1% 的
污泥，經過脫水及乾燥後體積縮小為原來 10% 的乾燥污泥，利用上述VERA
系統來做能源回復，該廠污泥再升應用情形如圖 6.8所示。 

 
圖 6.8 德國漢堡污水處理廠污泥再生應用現況109 

                                                      
109 水利署，能資源整合循環型水資源回收中心規劃之研究，2018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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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荷蘭 Gumshoe球鞋 

口香糖的生產是由天然樹膠或合成橡膠，透過混合糖或甜味劑、軟化劑、

香料、色素等材料完成的食品。在荷蘭街道上，每年可產生大約 150萬公斤
的口香糖垃圾，而當地政府每年都需要花費數百萬歐元來清潔，因此街道上

的口香糖一直是當地政府待解決的環境衛生問題，有鑑於此垃圾議題，

Publicis One和 Goice TEC共同開發一款名為 Gumshoe的球鞋，其橡膠鞋底
是以街上回收的口香糖為材料製作而成，希望以此呼籲市民關注口香糖垃

圾問題。圖 6.7為口香糖循環利用之鞋款。 

 
圖 6.7 荷蘭 Gumshoe108 

  

                                                      
108 愛范兒，限塑運動瞄準口香糖：荷蘭人用他做鞋子、英國人拿來做杯子，科技新報，
2018年 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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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國農業廢棄物之產熱發電 

法國洛克米內(Locminé)小鎮內有大片的農地和森林，主要的經濟產出
是農業食品工業，將蔬菜與肉類加工製造成罐頭，而木材廠廢棄的木頭、農

地淘汰的稻殼、屠宰場的糞便污水，甚至是附近社區的廚餘，都可以送進結

合生質能發電和木材鍋爐的「虎獅」工廠處理，該工廠在密閉的反應器中進

行發酵，將酸腐異味封鎖在反應槽中，每天處理重量高達 180噸的五十種不
同的垃圾，如此多樣的物料來源，雖然需要比較複雜的技術來處理不同種類

的有機物，但優點是可以不用擔心單一物料缺乏的問題，在經過共同消化處

理更可以提升沼氣中所含的甲烷濃度，增加廢棄物轉換成能源的效率，且剩

下的沼渣，經過脫硫、乾燥處理後，可以當作肥料，免費提供給附近的農民

施肥。圖 6.10為虎獅工廠厭氧發酵反應器。 

 
圖 6.10 厭氧發酵反應器112  

                                                      
112 黃筱歡，先別急著丟廚餘，你知道法國正流行用垃圾發電嗎？，關鍵評論網，2018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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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養豬場沼氣發電 

近年來隨著國際間溫室氣體減量議題的發酵及循環經濟發展日受重視，

養豬場的豬糞尿水已被視為資源，相關環保法規並已配合調整，除了允許回

歸農地作為肥分之外，亦希望能充分再利用豬糞尿水處理過程中所產生的

沼氣。現今臺灣有 7,681場養豬場，飼養豬隻共約 550萬頭，估計每天產生
的豬糞尿水約 11萬公噸，而我國目前多數畜牧業者對污水仍是採三段式處
理，在管理上以放流水標準進行管制，不僅要加裝污染防治設備，亦需要負

擔水污染防治費用，然鑑於畜牧糞尿具有資源化效益，可作為肥分資源利用，

經厭氣發酵處理後可以回收沼氣、沼液及沼渣，作為發電、燃料或肥料使用，

可以每度 5 元的躉售價格售予台電、且 50～300 頭之豬糞尿製成的肥料可
供每頃農地使用，最後亦可供給自場再利用，如店家用熱源、豬仔保溫、焚

化爐或發電等110。如圖 6.9所示。 

 
圖 6.9 養豬場沼氣發電流程111 

  

                                                      
110 經濟能源農業處，我國養豬場沼氣發電推動規劃，行政院網站，2016年 08月。 
111 王忠恕，我國養豬場沼氣發電推動規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報，2016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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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經濟能源農業處，我國養豬場沼氣發電推動規劃，行政院網站，2016年 08月。 
111 王忠恕，我國養豬場沼氣發電推動規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報，2016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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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廢食用油燃料化 

臺灣過去因食安問題，廢食用油的管理與控制備受關注，廢食用油經過

轉酯化工廠處理後，可產出廢油甲酯及生質柴油兩項產品，就廢油甲酯的部

分目前是藉由廢食用油去化平台，由轉酯化工廠進行油品的提煉處理，以廢

油甲酯的形式售予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燃料油的添加原料，最後銷

售給工業用客戶使用，如圖 6.12廢食用油之燃料油應用。 

 
圖 6.12 廢食用油之去化 

生質柴油的部分，環保署推出 100% 生質柴油，提供柴油汽車作為替代
燃料，然因過去生質柴油導致油路堵塞的問題，民眾對於使用上的信心較不

足。相較化石柴油，生質柴油容易完全燃燒，廢氣中的一氧化碳可減少 48%、
懸浮微粒減少 47%、硫氧化物減少 100%、多環芳香烴則減少 80%，對環境
保護有相當的效益，如圖 6.13不同柴油車產生的廢氣。 

 
圖 6.13 不同柴油車產生的廢氣114 

  

                                                      
114 陳文姿，廢食用油變潔淨能源 環署推 100%生質柴油，環境資訊中心，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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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國生質能發電 

德國 2000年提出再生能源法令(EEG)，強制電力公司以 20年的固定電
價，保障收購包括生質能在內之再生能源所產製的電力。另外，為了降低因

為種植像是玉米等之能源作物而搶走糧食用地的問題，德國政府從 2004年
開始，對以禽畜糞肥發電的生質能電廠，給予額外的獎勵金，也逐年提高保

證收購的價格。生質能為目前德國最主要的再生能源供應來源，在德國境內

有高達 8,000多座的沼氣發電廠，主要應用於供熱及交通運輸上，在電力方
面的供應，則是僅次於風能的第二大再生能源。根據德國官方電力市場資訊

網站(SMARD)於 2018 年 1 月的統計，光是靠著風力發電就可以滿足 85% 
的用電需求，再加上水力和生質能發電，正好能夠滿足所有的用電需求。 

五、美國有機污泥產製生質柴油 

美國西北太平洋實驗室(PNNL) 於 2014 年開始將下水道有機污泥進行
水熱液化處理研究，將其轉製成生質燃油。水熱液化技術不須預先乾燥污泥，

在溫度 300～350℃、壓力約 200 bar條件下，可將大分子固態有機物質分解
為小分子液體生質粗油，生質粗油若經過進一步加氫改質，可以製成汽油、

柴油甚至航空燃料，未來若能利用高含水率生質物料源進行水熱液化產製

生質燃油，將具有降低料源成本、提升國內生質能使用量等效益。圖 6.11為
有機污泥產製生質柴油示意圖。 

 
圖 6.11 有機污泥產製生質柴油示意圖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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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三冊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



113 

六、臺灣廢食用油燃料化 

臺灣過去因食安問題，廢食用油的管理與控制備受關注，廢食用油經過

轉酯化工廠處理後，可產出廢油甲酯及生質柴油兩項產品，就廢油甲酯的部

分目前是藉由廢食用油去化平台，由轉酯化工廠進行油品的提煉處理，以廢

油甲酯的形式售予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燃料油的添加原料，最後銷

售給工業用客戶使用，如圖 6.12廢食用油之燃料油應用。 

 
圖 6.12 廢食用油之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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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不同柴油車產生的廢氣114 

  

                                                      
114 陳文姿，廢食用油變潔淨能源 環署推 100%生質柴油，環境資訊中心，2015年 07月。 

112 

四、德國生質能發電 

德國 2000年提出再生能源法令(EEG)，強制電力公司以 20年的固定電
價，保障收購包括生質能在內之再生能源所產製的電力。另外，為了降低因

為種植像是玉米等之能源作物而搶走糧食用地的問題，德國政府從 2004年
開始，對以禽畜糞肥發電的生質能電廠，給予額外的獎勵金，也逐年提高保

證收購的價格。生質能為目前德國最主要的再生能源供應來源，在德國境內

有高達 8,000多座的沼氣發電廠，主要應用於供熱及交通運輸上，在電力方
面的供應，則是僅次於風能的第二大再生能源。根據德國官方電力市場資訊

網站(SMARD)於 2018 年 1 月的統計，光是靠著風力發電就可以滿足 85% 
的用電需求，再加上水力和生質能發電，正好能夠滿足所有的用電需求。 

五、美國有機污泥產製生質柴油 

美國西北太平洋實驗室(PNNL) 於 2014 年開始將下水道有機污泥進行
水熱液化處理研究，將其轉製成生質燃油。水熱液化技術不須預先乾燥污泥，

在溫度 300～350℃、壓力約 200 bar條件下，可將大分子固態有機物質分解
為小分子液體生質粗油，生質粗油若經過進一步加氫改質，可以製成汽油、

柴油甚至航空燃料，未來若能利用高含水率生質物料源進行水熱液化產製

生質燃油，將具有降低料源成本、提升國內生質能使用量等效益。圖 6.11為
有機污泥產製生質柴油示意圖。 

 
圖 6.11 有機污泥產製生質柴油示意圖113 

  

                                                      
113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濕料源熱化學液化技術開發計畫，2017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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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土木營建業 

一、污泥資源化 

參考日本針對污水處理所產生污泥進行大規模調查與利用可行性評估。

而污泥本身的水分佔比較大，經脫水處理後能夠經由燃燒爐、碳化爐與堆肥

化設施，產生建設材料、碳化燃料或是堆肥。未來除了再生水可提供新型態

的都市應用外，污水處理廠蒐集處理周邊的地區廚餘與生質廢料，所產生之

污泥可變成含磷肥料，或是固形燃料給發電廠使用。污泥材料化各項途徑如

圖 6.15所示。 

圖 6.15 污泥材料化各項途徑116 

  

                                                      
116 水利署，能資源整合循環型水資源回收中心規劃之研究，2018年 05月。 

114 

國際間對於廢食用油相當重視，以韓國為例，受政策影響無法進口生質

柴油，因此會以高價收購國外廢食用油，再由當地處理業者進行再製。而國

內製成之生質柴油則是銷售到要求以 100% 食用油製成之生質柴油為需求
的歐洲國家，做為車用燃料使用，由此可知臺灣處理業者產製之生質柴油的

技術與品質均達國際標準，若能供給本地廢食用油本地用，對我國是一大助

益。如圖 6.14國內 2015年 1至 5月廢食用油流向。 

 
圖 6.14 國內 2015年 1至 5月廢食用油流向115 

  

                                                      
11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城市油田，2015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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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各國底渣應用 

國家 規範 應用 

美國 

底渣運離垃圾資源回收廠前，須先進

行 TCLP判定是否為有害廢棄物，而
其貯存及清除處理皆由各州政府自行

訂定。 

道路與停車場底層鋪設、

瀝青鋪面粒料、混凝土粒

料、掩埋場覆土及人工魚

礁等。 

荷蘭 
據再利用政策研訂相關配套法規與標

準規範，並將垃圾焚化底渣再生粒料

訂定為市場可接受建築材料之一。 
道路、堤防及路基材料。 

法國 
針對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工

程之規範，須符合所規定之低污染材

料的標準。 

道路及堤防工程之級配

粒料替代物。 

德國 
要求焚化底渣須熟化三個月以上以減

少水分含量並使其充分熟化，使用前

須經過篩分及磁選並達到相關規定。 

道路基底層鋪設、土壤改

良劑、隔音牆填充材及加

工製成建材。 

臺灣 
依據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

方式，再利用前須經前處理，並視用

途採進階處理。 

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

層、基地填築及路堤填

築、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水泥混凝土、瀝青混

凝土、磚品及水泥生料

等。 

 
  

116 

二、無機廢棄物的去化管道 

(一)臺灣無機廢棄物的推廣應用 

臺灣每年可產生總量約 1180萬公噸的無機廢棄物，廢棄物排放的主要
來源是煉鋼業、焚化業及其他工廠，其中轉爐石約佔了 14%、氧化碴約佔
9%、還原碴約佔 3%、底渣約佔 8%、煤灰約佔 45%、污泥約佔 21%，各項
無機物質應適材適所，轉化為再生粒料資源應用於公共工程上，促進廢棄物

資源化，減少處理設施之興建壓力，做最有效的、高值化的去化應用。圖 6.16
為無機廢棄物可去化之途徑。 

 
圖 6.16 無機廢棄物可去化之管道117 

(二)底渣與土石的應用 

焚化底渣再利用處理技術近年來已相當成熟，國外在使用上亦相當普

遍，其廣泛運用於道路粒料、行道磚、混凝土粒料、隔音牆、防風牆、堤防、

人工魚礁建材等。表 6.4為彙整美國、荷蘭、法國及德國與臺灣可使用途徑。
表 6.5則為營建剩餘土石方再生利用方法。 
  

                                                      
117 賴瑩瑩，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8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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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花博綠建築 

臺北花博綠建築設計團隊以「全世界排碳量最低的建築物」為設計理念，

使用回收的鋼骨及 150 萬支回收寶特瓶製成的獨特「寶特瓶磚」建材，為
2010 年舉辦的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打造一座兼具環保、時尚、高科技的展
館—流行館。該展覽館具有易拆解、易搬遷的高機動性能。在溫度調節方面，
充分利用圓山獨特地理位置及特殊的船首尖面設計，引導東北季風氣流進

入，並配合水幕、瀑布、噴霧系統及寶特瓶磚的隔熱性質，能使室內溫度降

低 3至 6度。在光線方面，白天以寶特瓶磚具有的透光性，達到自然採光及
省電功效的目的，晚上時則利用建築物頂部加裝之太陽能板，於白天儲存的

電力來供應照明。流行館結合陽光、風與水等自然元素，傳達綠化愛地球的

概念，也是回收、環保再生的永續案例。圖 6.17為臺灣環生方舟。 

 
圖 6.17 環生方舟119 

  

                                                      
119 EcoARK 環生方舟，全球首座「碳中和」建築，室內 interior 201期，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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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營建剩餘土石方再生利用118 

代碼 產品型態 應用場合 

B1 
1.碎石粒料級配  
2.機製砂粒料級配 

1.營建混凝土粒料 
2.道路基層級配料 
3.背填級配料 

B2 
養分高，透水性良好的有機土

壤 美化工程 

B3、B7 
1.剪力強度，普通至劣。 
2.夯實後半透水至不透水 
3.壓縮性為中、高 

1.磚瓦場料源 
2.ML，OL做為填方料源 
3.MH，OH目前尚無法作為構
築材料 

B4、B6 

1.具表面光澤玻璃化的輕質粒
料 
2.不同粒徑 
3.不同比重 
4.尺寸標準規格化 

1.結構用輕質混凝土 
2.隔熱、防火隔間材料 
3.河川坡面保護工使用 

B5 多角形塊狀級配料 
1.受損舖面緊急回填料 
2.背填或填充材料 
3.混凝土替代粒料 

  

                                                      
118 杜明星，營建剩餘土資場申請設置審查、應有設施申報查核、營運管理及土石方再利用
之研究~以桃園縣為例~，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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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營建剩餘土石方再生利用118 

代碼 產品型態 應用場合 

B1 
1.碎石粒料級配  
2.機製砂粒料級配 

1.營建混凝土粒料 
2.道路基層級配料 
3.背填級配料 

B2 
養分高，透水性良好的有機土

壤 美化工程 

B3、B7 
1.剪力強度，普通至劣。 
2.夯實後半透水至不透水 
3.壓縮性為中、高 

1.磚瓦場料源 
2.ML，OL做為填方料源 
3.MH，OH目前尚無法作為構
築材料 

B4、B6 

1.具表面光澤玻璃化的輕質粒
料 
2.不同粒徑 
3.不同比重 
4.尺寸標準規格化 

1.結構用輕質混凝土 
2.隔熱、防火隔間材料 
3.河川坡面保護工使用 

B5 多角形塊狀級配料 
1.受損舖面緊急回填料 
2.背填或填充材料 
3.混凝土替代粒料 

  

                                                      
118 杜明星，營建剩餘土資場申請設置審查、應有設施申報查核、營運管理及土石方再利用
之研究~以桃園縣為例~，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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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荷蘭生態漂浮公園 

根據荷蘭官方數據統計，每年流入北海的塑料廢棄物約超過 1000立方
公尺，鑑於此環境問題，位於鹿特丹當地的再生島基金會(Recycled Island 
Foundation)，發起為期五年的環保行動，於河口設立漂浮垃圾攔截站收集塑
料廢棄物，在藉由過濾、分類，再利用熱壓、焊接及 3D列印等創新科技，
融入「循環」設計的概念，利用回收塑膠廢棄物為素材，在該市的萊因港

(Rijnhaven)、著名的漂浮亭旁，建造數座面積約 5平方公尺的農場、園圃或
休憩座椅區之六角形的回收塑膠漂浮小島，目前，連成約 140 平方公尺共
28座漂浮小島的設施空間122。圖 6.19為再生塑膠生態漂浮公園。 

 
圖 6.19 生態再生漂浮公園123 

                                                      
122 張芸翠，荷蘭港都的升級環境思維：讓河川塑膠垃圾重生，製成一座座「生態漂浮公
園」，社企流，2018年 08月。 
123 Recycled Park網站，http://www.recycledpark.com/。 

120 

四、TRASHPRESSO太陽能回收站 

由臺灣小智研發團隊 (Miniwiz)打造的太陽能垃圾回收站，
TRASHPRESSO是源自於「垃圾」(trash)與濃縮咖啡(espresso)的合體字，表
達的概念是要將寶特瓶「濃縮」成六角形的塑膠磚，只需約 5個寶特瓶左右
就能轉換一片磚，塑膠環則可製作成二十分之一片的磁磚。此為全球首創利

用太陽能，以每小時 50公斤的處理量，將寶特瓶等垃圾轉變成磚的移動式
回收站。其特點為無須外接電源，依靠太陽能儲蓄電力即可運作，且水足跡

為零，可經由過濾循環再次使用，主要處理步驟為切碎、洗淨、風乾、除濕

及烘烤成具實用價值之再生磚，該磁磚具有防水、耐用與美觀的實用或裝飾

性120。圖 6.18為寶特瓶再生磚。 

 
圖 6.18 塑膠磚121 

                                                      
120 陳建鈞，把垃圾變磁磚！臺灣團隊打造太陽能回收站一小時可處理 50 公斤寶特瓶，智
慧機器人網，2018年 04月。 
121 TRASHPRESSO網站，https://trashpresso.com/。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三冊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



121 

五、荷蘭生態漂浮公園 

根據荷蘭官方數據統計，每年流入北海的塑料廢棄物約超過 1000立方
公尺，鑑於此環境問題，位於鹿特丹當地的再生島基金會(Recycled Island 
Foundation)，發起為期五年的環保行動，於河口設立漂浮垃圾攔截站收集塑
料廢棄物，在藉由過濾、分類，再利用熱壓、焊接及 3D列印等創新科技，
融入「循環」設計的概念，利用回收塑膠廢棄物為素材，在該市的萊因港

(Rijnhaven)、著名的漂浮亭旁，建造數座面積約 5平方公尺的農場、園圃或
休憩座椅區之六角形的回收塑膠漂浮小島，目前，連成約 140 平方公尺共
28座漂浮小島的設施空間122。圖 6.19為再生塑膠生態漂浮公園。 

 
圖 6.19 生態再生漂浮公園123 

                                                      
122 張芸翠，荷蘭港都的升級環境思維：讓河川塑膠垃圾重生，製成一座座「生態漂浮公
園」，社企流，2018年 08月。 
123 Recycled Park網站，http://www.recycledpark.com/。 

120 

四、TRASHPRESSO太陽能回收站 

由臺灣小智研發團隊 (Miniwiz)打造的太陽能垃圾回收站，
TRASHPRESSO是源自於「垃圾」(trash)與濃縮咖啡(espresso)的合體字，表
達的概念是要將寶特瓶「濃縮」成六角形的塑膠磚，只需約 5個寶特瓶左右
就能轉換一片磚，塑膠環則可製作成二十分之一片的磁磚。此為全球首創利

用太陽能，以每小時 50公斤的處理量，將寶特瓶等垃圾轉變成磚的移動式
回收站。其特點為無須外接電源，依靠太陽能儲蓄電力即可運作，且水足跡

為零，可經由過濾循環再次使用，主要處理步驟為切碎、洗淨、風乾、除濕

及烘烤成具實用價值之再生磚，該磁磚具有防水、耐用與美觀的實用或裝飾

性120。圖 6.18為寶特瓶再生磚。 

 
圖 6.18 塑膠磚121 

                                                      
120 陳建鈞，把垃圾變磁磚！臺灣團隊打造太陽能回收站一小時可處理 50 公斤寶特瓶，智
慧機器人網，2018年 04月。 
121 TRASHPRESSO網站，https://trashpresso.com/。 

第六章   行業應用案例



123 

6.5 農業 

一、生物碳 

目前碳化稻殼大多以批次式悶燒生產，碳化條件不易控制，時間、溫度、

相對位置等都會影響碳的性質。民間應用中以彰化縣鹽埔鄉大有社區的「金

碳稻」為代表；研究機構則以花蓮農改場最早，於民國 2005年起開始進行
碳化稻殼應用研究及製作機具研發，2012 年取得專利後技轉予三升農機公
司。附掛裝置於現行燃糠式乾燥機，在「乾燥為主，碳化為副」的生產形態

下，提高稻殼附加價值。以台南市官田區位處嘉南大圳起源，坐擁豐沛水源

及沙壤土，農人在廣闊的溼地上進行菱角與稻米輪作。其中菱角耕作面積為

324公頃，產量佔全國七成，年產量約 6,800噸，最終實際留在官田的菱角
殼約 1,300噸，可燒製出約 90噸的菱殼碳量，在 2015年組成研發團隊，將
菱角殼燒成生物碳，混入堆肥或灑進田中，每噸處理費約新台幣 442元，焚
化處理則要約新台幣 2,462元。更名顯著的差異在於，菱碳一年可減碳約 375
噸，效果如同 1.1座大安森林公園，送進焚化爐每年卻會增加 885噸的二氧
化碳125。圖 6.21為菱殼產製生物碳。 

 
圖 6.21 菱殼生物碳126 

                                                      
125 蔣珮伊、趙敏，【循環經濟】生物碳如何讓農業廢棄物不再令人嘆息，農傳媒，2017年
05月。 
126 楊金城，淨化菱角田水質官田用菱碳，自由時報，2016年 10月。 

122 

六、東京都廢棄物埋立管理所 

日本東京都廢棄物掩埋處理場主要包括中央防坡堤內外以及新海面處

理場。東京都垃圾自江戶時代開始即以海岸作為掩埋場所，1994 年生活垃
圾和不可燃垃圾皆原封不動進行海岸及海中掩埋，致使可用之掩埋面積大

幅減少，1989年東京都 23區之垃圾達到歷史最高紀錄 490萬噸，為使掩埋
面積長期使用，開始進行廢棄物減量及中間處理措施，最後將焚化產生之灰

渣及部分營建廢棄物送至海面掩埋場，中央防坡堤內外側並利用甲烷氣體

（微型燃氣輪機 275 kw）及太陽能發電(20 kw)，進行能源回收，較大件之
一般廢棄物送至破碎處理設施進行破碎分類及物質回收，東京都為宣傳廢

棄物減量在中央防坡堤外設置大樓，一樓為環境學習中心，2016 年參觀之
人數達 5 萬 1 千人其中小學生 4 萬 6 千人，由於宣傳奏效，廢棄物大幅減
量，1989年垃圾送至掩埋場數量為 300萬噸，2016年已減至 45萬噸，目前
預估新海面掩埋場仍可使用五十年。圖 6.20為東京都江東區新填海地區。 

 
圖 6.20 東京都江東區新填海地區124  

                                                      
124環保署廢管處，日本「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參訪報告，2018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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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蔣珮伊、趙敏，【循環經濟】生物碳如何讓農業廢棄物不再令人嘆息，農傳媒，2017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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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環保署廢管處，日本「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參訪報告，2018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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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MultiHemp計畫 

歐盟於 2012年至 2017年間推動 MultiHemp 計畫，目的是將麻類作物
以生物精煉的模式進行全物利用(total utilization)開發，分別從麻類作物的花、
種子、葉片等部位，以生物精煉技術生產藥物、食品、布料等。圖 6.23 為
歐盟MultiHemp麻類作物生物精煉計畫。 

圖 6.23 歐盟MultiHemp麻類作物生物精煉計畫129 

                                                      
129 MultiHemp網站，http://multihemp.eu/。 

124 

二、生物精煉 

(一) 丹麥知名酵素公司 Novozymes 

Novozymes公司以玉米之玉米粒、玉米芯、玉米稈及玉米葉部位及廢棄
物作為原料，萃取可用之蛋白、澱粉、半纖維素、纖維素、木質素、灰/營養
素或其他成分，再經過生物精煉製造成豆腐與麵粉等食品、供牛、豬與雞之

高品質飼料、供汽車與烹煮燃料用之生質能源、製作容器及紙尿布等之可再

生材料或化學品等產品127。圖 6.22為丹麥知名酵素公司 Novozymes玉米生
物精煉計畫。 

 
圖 6.22 Novozymes玉米生物精煉128  

                                                      
127 陳枻廷、余祁暐、孫智麗，循環經濟於農業之應用與願景（農科新世紀），臺灣經濟研
究院，2017年 12月。 
128 Novozymes網站，https://www.novozymes.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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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陳枻廷、余祁暐、孫智麗，循環經濟於農業之應用與願景（農科新世紀），臺灣經濟研
究院，2017年 12月。 
128 Novozymes網站，https://www.novozymes.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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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污泥肥料化 

日本針對污水處理產生之污泥進行調查與利用可行性評估，而污泥本

身含有大部分的水分，經脫水處理後能夠經由燃燒爐、碳化爐與堆肥化設施，

產生建設材料、碳化燃料或是堆肥，未來除了再生水可提供新型態的都市應

用外，污水處理廠蒐集處理周邊的地區廚餘與生質廢料，所產生之污泥可變

成含磷肥料，或是固形燃料給發電廠使用。綜合上述污水下水道的能資源整

合可以分為再生水、熱能、污泥與沼氣，目前日本統計在能源與農地方面僅

利用了 25 % 的污水污泥，如果開發磷肥的話，整體開發年間可提供約 110
萬個家庭所需，由海外進口的磷就能夠減少 10 %。以日本宮崎縣為例，該
縣耗費 39年的時間，使下水道接管率達 85%，且設置六處委託由企業共同
參與興建、操作、經營之污水處理廠，讓專業團隊負責妥善處理該市鎮污水

之再利用，並以循環經濟理念，將廠區產生之污泥回收製成肥料，作為發電

燃料源。廠區的污泥處理方式是將其發酵後經過脫水、乾燥，製成肥料，並

以每公斤 3日圓賣給花店、園藝公司、農家、學校、社區或個人等。此外，
污泥也送入發酵槽消化，進行甲烷氣體收集，作為發電燃料，再賣給發電廠

商131。圖 6.25為日本宮崎縣的污水處理廠。 

 
圖 6.25 日本宮崎縣污水處理廠132 

                                                      
131 廖雪茹，〈北部〉日本考察污泥再利用竹縣將效法，自由時報，2017年 02月。 
1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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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歐盟 Funguschain計劃 

在歐洲各國每週會產生超過 5 萬噸的蘑菇廢棄物，這是該產業所需面
臨的環境挑戰，為此歐洲建立了一個「Funguschain」計劃，由荷蘭 Bio 
Detection System公司領導，並與 16個各國學術及公司單位共同參與執行，
此計畫旨在發展一種新的製程，運用微波技術從蘑菇廢棄物中來萃取抗微

生物劑、抗氧化劑、蛋白質、多元醇和多醣體，再將其運用於各類型食品業、

清潔業或塑料行業，最終目標是生產高附加值且含有抗微生物與環保的家

用清潔產品、生物塑膠製成的袋子與手套、或是用於老年人或運動員的飲食

之營養補充劑。圖 6.24為該研究從蘑菇廢物中提取之化合物。 

 
圖 6.24 蘑菇廢物中提取之化合物130  

                                                      
130Asociación RUVID, Biodegradable cleaning products and eco-friendly plastics from mushroom 
waste, Science Daily, Ju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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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其他應用案例 

一、再製造塑膠瓶 

臺灣綠色髮妝歐萊德與大豐環保科技，合作開發推出第一瓶以 100% 
HDPE回收再生製成的塑膠瓶作為洗髮精容器，過程利用兩支回收的大罐牛
奶瓶罐，再生製造成一支洗髮精之瓶器，且其製造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僅為其

他相同容量塑膠瓶的四分之一，並在印刷、包裝及文宣上採用植物性油墨及

使用 FSC。圖 6.26為歐萊德 100%再生塑膠瓶。 

 

 
圖 6.26 歐萊德 100%再生塑膠瓶134 

                                                      
134 歐萊德網站，https://www.orig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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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機土壤 

代碼 B2類別的土壤主要成分為砂質、沉泥、黏土及有機土的混合物，
回收土壤大部分可應用於園藝工程及植生綠化工程。業者依土壤黏稠性，採

用稻穀、甘蔗渣及木材屑，依適當配比與土壤拌合，混合成透水性高的土壤，

減少黏土的黏性，供應花農或園藝苗圃作為栽種花、草、樹木的土壤，依土

壤品質及植生種類，施加不同成分肥料及數量，包裝成袋或舖設於苗圃作為

土壤基材，大量提供有機土給花卉、樹苗，供不同園藝需求，這種類型的剩

餘土石方堆置處理場，分散於桃園、樹林、土城、中和等較為空曠的區域，

足以供應鄰近地區的需求量。表 6.6為建築剩餘土石方再利用。 

表 6.6 建築剩餘土石方再利用133 
代碼 產品型態 應用場合 

B2 養分高，透水性良好的有機土壤 1.園藝盆栽 
2.農田土質改良 

B4、B6 

1.具表面光澤玻璃化的輕質粒料 
2.不同粒徑 
3.不同比重 
4.尺寸標準規格化 

園藝用途、花土 

  

                                                      
133 杜明星，營建剩餘土資場申請設置審查、應有設施申報查核、營運管理及土石方再利用
之研究~以桃園縣為例~，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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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歐萊德網站，https://www.origh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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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杜明星，營建剩餘土資場申請設置審查、應有設施申報查核、營運管理及土石方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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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比一再製造寶特瓶 

加州環保新創公司以打造「一比一寶特瓶」概念進行再生製造，意味著

一整個寶特瓶的塑膠會成為另一個寶特瓶的原料，沒有任何一部分被送到

掩埋場包括標籤以及瓶蓋，因此將廢棄物轉為產品的過程中將不造成資源

浪費，不會像降級回收，讓回收再利用的物質無法恢復到他原始的品質，且

在再製造的過程中極有可能必須消耗更多的能源，因此也減少了碳足跡的

形成137。圖 6.28為一比一再製造寶特瓶。 

 
圖 6.28 一比一再製造寶特瓶 

  

                                                      
137 TVBS新聞，垃圾變黃金！加州新創寶特瓶「一比一」再生，2016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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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米糠環保容器 

波飛特為一家化妝品代工廠，專為各家品牌美髮商品、身體清潔保養品、

清潔用品等進行開發生產，後跨入經營自由品牌「O′LITE歐莉特」，研發對
人體天然、溫和且安全的洗髮沐浴配方及產品，並以友善環境為訴求。於

2015 年透過計畫的輔導資源，重新定位產品的環保訴求，協助將廢棄米糠
替代石化原料，製造可生物分解的產品容器，經測試後已可運用 30%的廢棄
米糠材料，並朝向使用 70%至 80%的廢棄米糠材質而努力，此研發不僅減
少石化塑膠的用料，也讓廢棄米糠轉換為有價值的資源135。圖 6.27 為生物
可分解之 PLA產品。 

 
圖 6.27 PLA瓶136  

                                                      
135 臺灣產業服務基金會，產業綠色成長推動計畫，經濟部工業局。 
136 林志鴻，波飛特 從對女兒的愛出發，經濟日報，2016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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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荷蘭 XXX3D列印公共座椅 

2016年荷蘭研究機構 AMS Institute推行再生都市計畫，在阿姆斯特丹
設立「Print Your City!」，由鹿特丹的「The New Raw」設計事務所主導，使
用當地市收集來之廢棄塑膠，製成顆粒和薄片等原料，再利用大型 3D列印
機製作傢俱、設備等公共設施，促進廢塑膠的回收再利用。以該計畫的第一

件 4人座椅子「XXX」作品為例，其使用相當於 2位當地市民一年約 46公
斤之廢棄塑膠的排放量，經由 3D列印技術製作出像是巨大瓦楞紙板扭轉構
成的一張大型搖搖椅，而且因為該產品以 3D列印製作而成，是能降低過程
中下腳料的產生。3D列印擁有極大自由的個人設計空間，可依喜好訂製外
型和功能，該計畫在推行永續利用概念的同時，也期盼讓一般民眾共同參與

相關的設計和製作，以此增加公民參與度及凝聚向心力140。圖 6.30 為廢塑
膠 3D列印製作之公共座椅。 

 
圖 6.30 廢塑膠 3D列印製作之公共椅子141 

                                                      
140 吳佳臻，Print Your City！荷蘭阿姆斯特丹永續計劃用「廢塑膠」3D 列印出公共椅子，
智慧機器人網，2017年 11月。 
141 Print Your City網站， https://printyour.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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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乳酸生質塑膠(PLA) 

聚乳酸是一種熱塑性脂肪族聚酯，生產聚乳酸所需的乳酸或丙交酯一

般使用玉米、木薯提取出的澱粉，甘蔗和甜菜等再生資源，提取的糖和秸稈

等提取的纖維素，經過發酵、脫水、純化等過程獲得乳酸。聚乳酸一般具有

良好的機械和加工性能，而聚乳酸產品廢棄後又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快速降

解。廣泛應用在生物醫學工程、包裝袋、農作物用薄膜、紡織纖維和容器類

等。廢棄的聚乳酸產品可經由自然分解、堆肥、焚化處理方式處置138。圖 6.29
為生物可分解之 PLA產品。 

 
圖 6.29 PLA塑膠盒及提袋139  

                                                      
138 維基百科，https://www.google.com/。 
139 陳文姿，有保存期限的塑膠袋？ 專家告訴你生物可分解塑膠冷知識，環境資訊中心，
2017年 02月。 

循環經濟系列叢書 第三冊 資源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



133 

五、荷蘭 XXX3D列印公共座椅 

2016年荷蘭研究機構 AMS Institute推行再生都市計畫，在阿姆斯特丹
設立「Print Your City!」，由鹿特丹的「The New Raw」設計事務所主導，使
用當地市收集來之廢棄塑膠，製成顆粒和薄片等原料，再利用大型 3D列印
機製作傢俱、設備等公共設施，促進廢塑膠的回收再利用。以該計畫的第一

件 4人座椅子「XXX」作品為例，其使用相當於 2位當地市民一年約 46公
斤之廢棄塑膠的排放量，經由 3D列印技術製作出像是巨大瓦楞紙板扭轉構
成的一張大型搖搖椅，而且因為該產品以 3D列印製作而成，是能降低過程
中下腳料的產生。3D列印擁有極大自由的個人設計空間，可依喜好訂製外
型和功能，該計畫在推行永續利用概念的同時，也期盼讓一般民眾共同參與

相關的設計和製作，以此增加公民參與度及凝聚向心力140。圖 6.30 為廢塑
膠 3D列印製作之公共座椅。 

 
圖 6.30 廢塑膠 3D列印製作之公共椅子141 

                                                      
140 吳佳臻，Print Your City！荷蘭阿姆斯特丹永續計劃用「廢塑膠」3D 列印出公共椅子，
智慧機器人網，2017年 11月。 
141 Print Your City網站， https://printyour.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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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乳酸生質塑膠(PLA) 

聚乳酸是一種熱塑性脂肪族聚酯，生產聚乳酸所需的乳酸或丙交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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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廢棄的聚乳酸產品可經由自然分解、堆肥、焚化處理方式處置138。圖 6.29
為生物可分解之 PLA產品。 

 
圖 6.29 PLA塑膠盒及提袋139  

                                                      
138 維基百科，https://www.google.com/。 
139 陳文姿，有保存期限的塑膠袋？ 專家告訴你生物可分解塑膠冷知識，環境資訊中心，
2017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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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3D列印電影眼鏡 

位於希臘的「The New Raw – plastic」工作營在 2016年邀請來自不同背
景的 27 位專家，一起研究希臘錫羅斯島(Syros)上的觀光塑膠垃圾污染現象，
最終開發出五種創新設計和經營理念，其中也包括 3D 列印之電影眼鏡。
圖 6.32為塑膠垃圾循環利用 3D電影眼鏡。 

 
圖 6.32 塑膠垃圾再製電影眼鏡144 

八、瓶蓋再生文具 

瓶蓋主要有 PE、PP材質，PP特性綜合 PET 與 PC具有可彎折、硬度
及挺度皆良好，在熱結合及厚度上非常穩定，適合作筆記本文具類、資料夾

類的板材使用。大愛感恩科技 2014 年與塑膠中心合作開發，使用回收的 2
號(HDPE)及 5號(PP)寶特瓶瓶蓋（藍、綠、白），製作環保文具用品。圖 6.33
為瓶蓋循環利用之文具製品。 

 
圖 6.33 瓶蓋再生文具145 

                                                      
144 張芸翠，荷蘭循環自造 The New Raw 3D列印傢俱 The XXX，2017年 12月。 
145 大愛感恩科技，http://www.daa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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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綠能足球 

德國馬牌輪胎於 2014年推出以回收馬牌輪胎再生製作的綠能足球，其
運用專利低溫碎化技術將回收的馬牌輪胎，經特殊皮革發泡與延壓技術製

造而成世界第一片再生橡膠皮革，以「高效能再製橡膠材料 Retyre」命名。
不同於傳統高溫輾壓的回收方式，Retyre可保留馬牌輪胎原有的優異性能 - 
高操控、抓地性及彈性，並在足球的運動過程中完整呈現特性，且產品經由

SGS檢測，安全無虞。該企業在積極拓展業務的同時，也致力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藉由實踐從搖籃到搖籃的工業環保理念，創造更深層的品牌價值142。

圖 6.31為廢輪胎循環利用之綠能足球。 

 
圖 6.31 綠能足球143 

  

                                                      
142 Car Stuff 人車事，德國馬牌輪胎贊助 2014世足賽，推出 Eco Football綠能紀念足球，
2014年 06月。 
14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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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Car Stuff 人車事，德國馬牌輪胎贊助 2014世足賽，推出 Eco Football綠能紀念足球，
2014年 06月。 
14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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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本 Nakadai垃圾分類回收廠 

Nakadai廠以收受一般廢棄物及部分一般事業廢棄物，該廠目前的經營
理念即思索如何減少廢棄物，且認定廢棄物為可用資源，透過維修及再製後

提供再使用，展示間內擺飾多樣回收維修或再製之二手物品，減少廢棄物產

生，經營者非常具有資源循環之理念，認為任何活動結束後所有使用之物質

皆應加以再使用或維修後再利用，另將一般廢棄物中之金屬及木質材料百

分之百回收再利用，亦將塑膠及破碎木材於現場製成垃圾衍生燃料，其餘一

般事業廢棄物亦多朝資源循環後妥善儲存供後續之安全處理。圖 6.35 為
Nakadai資源循環。 

 
圖 6.35 Nakadai資源循環148

                                                      
148環保署廢管處，日本「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參訪報告，2018年 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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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生物保麗龍 

該包裝產品是在2006年由美國紐約Ecovative公司的艾本．巴耶爾(Eben 
Bayer)和蓋文．邁金泰爾(Gavin McIntyre)，以蘑菇菌絲結合稻殼、蕎麥殼與
棉花籽等農作物廢棄物研發而成的菌絲體包裝物料。菌絲體為真菌的營養

生長部分，由許多分枝的菌絲組成，可以將生物殘渣分解，其製作程序首先

將農業廢棄物置於模型中，再以過氧化氫去除雜菌後，將平菇接種於基質上，

而生長中的菌絲體會與基質交結成緊密的網絡，最後再移除模型以高溫烘

烤阻止菌絲繼續生長就能成為包裝產品，其性質有別於常見的石化製保麗

龍，具有 100%可分解的特性146。圖 6.34為菌絲體與農業廢棄物產製的生物
保麗龍。 

 
圖 6.34 生物保麗龍147  

                                                      
146 黃育徵，循環經濟／剩食也可以變黃金，天下雜誌，2015年 08月。 
147 歐子進，數星期即可自然分解 IKEA研究用「蘑菇包裝」取代發泡膠，關鍵評論網，
2016年 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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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過去臺灣推動產業永續的發展，從傾棄、燃燒的廢棄物處置焚化、掩埋、

廢棄物越境處理的污染控制；回收處理、資源化的回收利用；限塑減量、寶

特瓶壓磚制度的減廢減容；限制汞使用量、溫室氣體減量的污染預防；綠色

工廠、環保標章、節能的清潔生產；稀有資源循環、再生利用的循環產業；

低碳社區、低碳城市的永續發展歷程中，可見後期著重以資源回收再利用為

主要方向，因此在該面向之相關技術、制度有一定的成就，然而在生物循環

及工業階層中的維修、再使用及再製造/翻修並不強調，因此在這些面向的
發展起步較晚，仍有許多尚待努力的地方，為此提出以循環經濟的模式來邁

向下一個循環環境的發展。 
在循環經濟的模式下，是延伸製造者的責任，在開採/原料製造、零件

製造及產品製造階段，帶入產業綠色化生產，使用清潔生產、節能減排及綠

色設計的概念，綠色設計應於服務提供階段，帶入單一材質、綠色包裝及組

裝合理化的思維；於最終處理時應有材質標示、危害標示及綠色的供應鏈。

在蝴蝶圖中，以越內層的使用對於資源使用效益極大化與環境衝擊影響極

小化是最好的應用。「循環經濟」是以天然資源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在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同時滿足需求變化及避免資源的浪費，並於建構資源循環體

系時，創造出額外的經濟附加價值。圖 7.1為循環經濟的特徵。資源循環應
以「廢棄物是被錯置的資源」觀念，提倡搖籃到搖籃的循環理念，發展新穎、

環保、綠能之產品與製程，強調過程中新產品、新製程、新市場之開發，使

資源循環轉化為正面積極的產業，創造經濟、社會、環境保護與綠色能源之

實質效益，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以落實所謂「資源再生與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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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循環經濟特徵149 

臺灣為天然資源缺乏的國家，大多仰賴國外進口，而商業也是以出口為

導向的發展，在工業、商業、人口急遽發展的現在，急需一個方案來解決現

今面臨的困境。我國廢棄物處理的展望是從廢棄物管理到資源管理為趨勢

及思考方向。從新世紀眼界，創建搖籃到搖籃的資源回收再利用與物料供應

系統，並於未來強化技術面、法規面、經濟面、管理面、市場面與宣導面等

資源循環六大面向之途徑與程序，以零廢棄全回收作為政策及目標展望未

來。為此我國以推動循環經濟的模式來提升工、商與人民的需求，在過去幾

年中我國在產業的發展中，將循環經濟相關方法、技術、制度、國際標準和

管理系統引進國內推動，在完善的物流體系與豐沛的科技人才支持下，正持

續地以循環經濟發展的四項要素：「技術發展」之技術篩選與資源投入、學

研機構技術開發、動態產業共同參與；「法規規範、經濟誘因」建立法規、

認證制度，建立經濟誘因，引導國家轉型；「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供應鏈上

下游的配合，跨行業合作夥伴，政府和政策配合；「商業模式、消費行為」

引導消費者以「使用」取代「購買」為關鍵因素，並輔導與環境建構、產業

的轉變及消費者的積極參與，來實踐循環經濟中各階層的應用，創造一個經

濟、環境與社會共榮共存的時代。 
 

                                                      
149 張添晉，循環經濟之內涵與發展，2015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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