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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

�台灣水資源面臨的六大問題台灣水資源面臨的六大問題台灣水資源面臨的六大問題台灣水資源面臨的六大問題

1.氣候變遷，降雨日數減少，連續不降雨日數增長，乾旱

季也愈長。

2.各地水庫淤積嚴重，有效貯存調節之容量愈趨減小。

3.自來水漏水率改善不彰，自來水管線老舊，漏水量持續

增加。

4.推動節約用水及產業用水回收利用，成效遲滯。

5.開發新水庫以調節水量，不易獲得民眾支持，且投資效

益不高。

6.生活用水因都市增加及工業用水量持續增加，供水量更

加不足。



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

�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

1.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利用為新生水水源，其水量來源穩

定，不受氣候影響，且可就近再利用。

2.污水及廢水回收為次級用水利用，在國內推動已超過十

五年，成功用於近二百個案例，普遍被接受。

3.污水再生為產業製程用水，其水質可優於自來水，自新

加坡於2004年實用化後，已普遍被各國接受應用。

4.產業廢水再生利用，在國內中、大規模回收再生利用及

工業區廢水模廠回收再生利用，已有十多件成功案例，技

術成熟，並發揮水資源利用效益。



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之背景

�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推動新生水源開發之時機

5.各種水回收再生利用之材料、設備之成本已大幅降低，

再生水成本甚至不比自來水水費高（扣除自來水純化費及

自來水費）。

6.除各產業自行再生回收利用外，分佈全國各地的中、大

規模都市污水處理廠及工業區廢水處理廠，皆具再生回收

就近利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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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台灣水資源台灣水資源台灣水資源台灣水資源台灣水資源台灣水資源台灣水資源--------水文與水量分配水文與水量分配水文與水量分配水文與水量分配水文與水量分配水文與水量分配水文與水量分配水文與水量分配

<150 km<150 km<150 km<150 km

CeCeCeCentral ntral ntral ntral 

MountainMountainMountainMountain

Area > Area > Area > Area > 

3000 m3000 m3000 m3000 m

River: Short with high slopeRiver: Short with high slopeRiver: Short with high slopeRiver: Short with high slope

Runoff into sea:24~48 hoursRunoff into sea:24~48 hoursRunoff into sea:24~48 hoursRunoff into sea:24~48 hours
�台灣地區降水量 930 億噸/年，用水量

180 億噸/年，用水量約為降水量之1/5，

然地形及氣候因素使台灣留不住水而現

缺水危機，尋求豐水暴雨期與枯水期之豐水暴雨期與枯水期之豐水暴雨期與枯水期之豐水暴雨期與枯水期之

穩定水資源管理對策穩定水資源管理對策穩定水資源管理對策穩定水資源管理對策為當前要務。

用水類別用水類別用水類別用水類別 民生民生民生民生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

年用水量 (億噸) 35353535 128128128128 17171717

日用水量 (萬CMD) 960960960960 (3500)(3500)(3500)(3500) 460460460460

再生水類別再生水類別再生水類別再生水類別 民生民生民生民生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

105年可再生總水量
(萬CMD)

253 253 253 253 476476476476 70707070

120年可再生總水量
(萬CMD)

340340340340 476476476476 87878787

資料來源: 廢污水廠放流水再利用潛勢及推動策略，2009 . 台灣地
區農業迴歸水再利用調查潛勢分析與營運管理之研究(1/2)，2008

提供大量供水潛力提供大量供水潛力提供大量供水潛力提供大量供水潛力



7

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 議題內容議題內容議題內容議題內容

1. 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生使用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生使用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生使用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生使用。。。。

2. 降低污染排放至承受水體降低污染排放至承受水體降低污染排放至承受水體降低污染排放至承受水體。。。。

3. 展現水之價值展現水之價值展現水之價值展現水之價值，，，，回收再利用能促進所有人了解真正水循環回收再利用能促進所有人了解真正水循環回收再利用能促進所有人了解真正水循環回收再利用能促進所有人了解真正水循環。。。。

4. 降低地下水之超抽降低地下水之超抽降低地下水之超抽降低地下水之超抽。。。。

5. 發展財務誘因以促進最佳之水回收再利用發展財務誘因以促進最佳之水回收再利用發展財務誘因以促進最佳之水回收再利用發展財務誘因以促進最佳之水回收再利用。。。。

6. 認知水為最重要資源之一認知水為最重要資源之一認知水為最重要資源之一認知水為最重要資源之一。。。。

7. 認知廢水回收再利用缺乏財務誘因認知廢水回收再利用缺乏財務誘因認知廢水回收再利用缺乏財務誘因認知廢水回收再利用缺乏財務誘因。。。。

8. 強化水資源與自然之保育強化水資源與自然之保育強化水資源與自然之保育強化水資源與自然之保育。。。。

9. 認知應付缺水之長期規劃是必要的認知應付缺水之長期規劃是必要的認知應付缺水之長期規劃是必要的認知應付缺水之長期規劃是必要的。。。。

10. 認同水回收再利用策略與推動該策略之相關作為認同水回收再利用策略與推動該策略之相關作為認同水回收再利用策略與推動該策略之相關作為認同水回收再利用策略與推動該策略之相關作為。。。。

�世界各國推動水再生利用時，所考量水再生之最
優先效益為「水再生可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水再生可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水再生可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水再生可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
生等高階用途使用生等高階用途使用生等高階用途使用生等高階用途使用」。。。。

全球水回收再利用前20項議題(EUREAU,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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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與定位角色與定位角色與定位角色與定位角色與定位角色與定位角色與定位角色與定位
� 開發新生水水源，可提昇台

灣供水穩定度、降低缺水威
脅。

� 推動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建
構循環型水資源管理系統。
強勢規範？經濟誘因？

� 政府積極正視新生水水源開
發，納入水資源開發之一
環？視為用水者開發自主水
源？

新生水水源開發新生水水源開發新生水水源開發新生水水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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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地區可再生水量，透過水再生及用水
效率提昇，將可提供將可提供將可提供將可提供10%10%10%10%總用水量總用水量總用水量總用水量之調配空間。。。。

1. 生活污水：10,000 CMD 以上之二級處理廠計有14座，
放流水計100萬CMD，提供3.5 億噸/年新生水水源(約為
翡翠水庫有效庫容量)。

2. 工業廢水：估計用水50%蒸發，30%廢水再生回收， 提
供2.7 億噸/年新生水水源(大於石門水庫有效容量) 。目
前回收水量5,000 CMD以上者，已有8廠正常運轉。

3. 農業排水：提昇灌溉效率與建立逐區代灌制度，推估
節省10%損失率，增加12億噸/年水資源。

以上三項策略合計可增加約以上三項策略合計可增加約以上三項策略合計可增加約以上三項策略合計可增加約18.218.218.218.2億噸億噸億噸億噸////年水資源年水資源年水資源年水資源，，，，將可將可將可將可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約約約約10%10%10%10%總用水量之調配空間總用水量之調配空間總用水量之調配空間總用水量之調配空間，，，，大大減少缺水之問題大大減少缺水之問題大大減少缺水之問題大大減少缺水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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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之關鍵問題，包括豐水期豐水期豐水期豐水期水源水源水源水源((((水權水權水權水權))))之合之合之合之合
理調配理調配理調配理調配及缺水期缺水期缺水期缺水期再生水系統之建置與運作再生水系統之建置與運作再生水系統之建置與運作再生水系統之建置與運作。

<<<<豐水調配豐水調配豐水調配豐水調配>>>>

<<<<未雨綢繆未雨綢繆未雨綢繆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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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再生利用，各國特色不同，美國、以色列、義大利等

以農業農業農業農業為主要用途，日本則為都市利用都市利用都市利用都市利用，新加坡利用於產產產產

業製程業製程業製程業製程，另各國亦因應區域水源要求，將再生水注入地下將再生水注入地下將再生水注入地下將再生水注入地下

或水庫用水作為補充水源或水庫用水作為補充水源或水庫用水作為補充水源或水庫用水作為補充水源。

CountryCountryCountryCountry WIUIWIUIWIUIWIUI RankingsRankingsRankingsRankings CMDCMDCMDCMD CMPMCDCMPMCDCMPMCDCMPMCD
% of total % of total % of total % of total 
waterwaterwaterwater

USAUSAUSAUSA 20-50% 1111 7,600,000 25,486 0.60.60.60.6

IsraelIsraelIsraelIsrael 100-500% 5555 1,014,000 166,230166,230166,230166,230 18.118.118.118.1(2)(2)(2)(2)

JapanJapanJapanJapan 50-100% 9999 573,800 4,479 0.20.20.20.2

KoreaKoreaKoreaKorea 20-50% 13131313 430,000 9,024 0.80.80.80.8

ItalyItalyItalyItaly 20-50% 21212121 123,288 2,163 0.10.10.10.1

SingaporeSingaporeSingaporeSingapore 20-50% 27272727 75,000
<587,000><587,000><587,000><587,000>(4)(4)(4)(4)

17,44217,44217,44217,442 14.414.414.414.4 (3)(3)(3)(3)

WIUI: Water intensity use index. WIUI >20% indicated water stress problem. 
CMPMCD: m3/million capital .day。(2) (3) 分別指全球統計排名第二及第三。(4)統計至2009年資料。



12

� 國際水再生利用發展經驗：法規標準、水質可靠、公眾接

受及經濟誘因等為四大核心議題，缺一不可(Water 

Reuse, 2008)。台灣如何面對水再生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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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推動水再生之目前推動水再生之目前推動水再生之目前推動水再生之目前推動水再生之目前推動水再生之目前推動水再生之目前推動水再生之政策與推動計畫政策與推動計畫政策與推動計畫政策與推動計畫政策與推動計畫政策與推動計畫政策與推動計畫政策與推動計畫

� 「「「「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 ((((核定本核定本核定本核定本))))」」」」

◦ 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95959595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9191919日院臺經字第日院臺經字第日院臺經字第日院臺經字第0950080786095008078609500807860950080786號函核定號函核定號函核定號函核定

� 推動計畫推動計畫推動計畫推動計畫：：：：

◦工業節水及回收再利用相關計畫(2003-，工業局)

◦生活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相關計畫(2005-，環保署)

◦水再生利用產業科技發展計畫(2007-2011水利署)

� 營造產業發展環境 (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水再生利用產業)

� 再生利用潛勢調查 (放流水、農業排放水、地下水補注)

� 水再生利用模廠建置 (楠梓加工出口區楠梓加工出口區楠梓加工出口區楠梓加工出口區、福田、新竹、台南)

� 先期評估及技術研發(金門、馬祖、澎湖、雲林 ……)

� 人才培育及技術交流(多功能展示中心先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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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政策關鍵議題
�近10年來，政府透過水再生利用相關推動與發展計

畫，已顯著提昇產業與社會對水再生之重視與認同！

顯著提昇產業顯著提昇產業顯著提昇產業顯著提昇產業

與社會對水再與社會對水再與社會對水再與社會對水再

生之重視與認生之重視與認生之重視與認生之重視與認

同同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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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水再生推動水再生推動水再生推動水再生政策面政策面政策面政策面首要關鍵議題為首要關鍵議題為首要關鍵議題為首要關鍵議題為政府所扮演之角政府所扮演之角政府所扮演之角政府所扮演之角
色色色色。。。。

� 政府扮演之角色可為政府扮演之角色可為政府扮演之角色可為政府扮演之角色可為：：：：
� 水源開發者-主導取(導)水管線系統 (水源面)

� 供水者-主導整體供水系統(水源及水質面)

� 管理者-建置管理體系，協助產業發展(管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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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推動水再生目前推動水再生目前推動水再生目前推動水再生，，，，不同單位立場與觀點不同不同單位立場與觀點不同不同單位立場與觀點不同不同單位立場與觀點不同，，，，推動推動推動推動
水再生需檢討水再生需檢討水再生需檢討水再生需檢討再生水水權再生水水權再生水水權再生水水權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建立開發協調機制建立開發協調機制建立開發協調機制建立開發協調機制
� 新生水水源之水權(概念)屬地方政府，開發需建立協調機制。

� 提供新生水水源對地方之利基：增加供水彈性、有利招商均為
對地方之回饋。

� 現行水再生法令以水回收為主現行水再生法令以水回收為主現行水再生法令以水回收為主現行水再生法令以水回收為主，，，，積極性規範缺水地積極性規範缺水地積極性規範缺水地積極性規範缺水地
區與使用再生水區與使用再生水區與使用再生水區與使用再生水之法令尚未被建置之法令尚未被建置之法令尚未被建置之法令尚未被建置
�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灌溉事業管理規則、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建築技
術規則、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
制辦法。

� 相關回收率管制現況與水質標準。。。。



� 我國現行法規於水回收及再生利用之作為我國現行法規於水回收及再生利用之作為我國現行法規於水回收及再生利用之作為我國現行法規於水回收及再生利用之作為限於對回收率之限於對回收率之限於對回收率之限於對回收率之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未積極要求水再生利用率未積極要求水再生利用率未積極要求水再生利用率未積極要求水再生利用率。。。。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主要內容之重點主要內容之重點主要內容之重點主要內容之重點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
要點要點要點要點(94.10.06)

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產業回收率產業回收率產業回收率產業回收率承諾建議值承諾建議值承諾建議值承諾建議值(7-90 %)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計施工編計施工編計施工編(第一七章綠第一七章綠第一七章綠第一七章綠
建築基準建築基準建築基準建築基準)(98.09.08)

316條條條條
…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者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者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者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利用系統者，，，，其其其其生活雜排水生活雜排水生活雜排水生活雜排水

回收再利用率回收再利用率回收再利用率回收再利用率應大於百分之三十應大於百分之三十應大於百分之三十應大於百分之三十。。。。

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用
水計畫書撰寫網要水計畫書撰寫網要水計畫書撰寫網要水計畫書撰寫網要

三三三三(二二二二)

˙̇̇̇全廠回收率之計算全廠回收率之計算全廠回收率之計算全廠回收率之計算(全廠回收率全廠回收率全廠回收率全廠回收率需需需需≧≧≧≧75％％％％)

˙̇̇̇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率製程用水回收率製程用水回收率製程用水回收率需需需需≧≧≧≧85

％％％％)

科學園區用水計畫書科學園區用水計畫書科學園區用水計畫書科學園區用水計畫書
撰寫網要撰寫網要撰寫網要撰寫網要

三三三三(二二二二)

˙̇̇̇全廠回收率之計算全廠回收率之計算全廠回收率之計算全廠回收率之計算(管理局要求管理局要求管理局要求管理局要求全廠回收率全廠回收率全廠回收率全廠回收率≧≧≧≧70％％％％)

˙̇̇̇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率之計算(管理局要求管理局要求管理局要求管理局要求製程用水回收率製程用水回收率製程用水回收率製程用水回收率
≧≧≧≧85％％％％)

˙̇̇̇冷卻水塔濃縮倍數需提升至冷卻水塔濃縮倍數需提升至冷卻水塔濃縮倍數需提升至冷卻水塔濃縮倍數需提升至6倍以上或其倍以上或其倍以上或其倍以上或其排放水需排放水需排放水需排放水需

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7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兩者擇一而行兩者擇一而行兩者擇一而行兩者擇一而行。。。。

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評估審議規範評估審議規範評估審議規範

(89.04.19)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
工業區全區工業區全區工業區全區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率用水總回收率用水總回收率用水總回收率（（（（含廠內用水回收含廠內用水回收含廠內用水回收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中水中水中水

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百分應至少達百分應至少達百分應至少達百分
之七十之七十之七十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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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再生利用於水再生利用於水再生利用於水再生利用於鍋爐用水鍋爐用水鍋爐用水鍋爐用水、、、、灌溉用水灌溉用水灌溉用水灌溉用水、、、、地下水補注及生活次級地下水補注及生活次級地下水補注及生活次級地下水補注及生活次級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均已有標準均已有標準均已有標準均已有標準，，，，部分水質項目並不易達成部分水質項目並不易達成部分水質項目並不易達成部分水質項目並不易達成。。。。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法規名稱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水質標準名稱水質標準名稱水質標準名稱水質標準名稱 水質標準類別水質標準類別水質標準類別水質標準類別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中華民國國中華民國國中華民國國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家標準家標準家標準

10231102311023110231
鍋爐給水與鍋爐水鍋爐給水與鍋爐水鍋爐給水與鍋爐水鍋爐給水與鍋爐水
水質標準水質標準水質標準水質標準

工業利用工業利用工業利用工業利用

農委會農委會農委會農委會

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
灌溉排水管灌溉排水管灌溉排水管灌溉排水管
理要點理要點理要點理要點

(91.12.13)(91.12.13)(91.12.13)(91.12.13)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92.11.07)(92.11.07)(92.11.07)(92.11.07)
農業利用農業利用農業利用農業利用

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
法法法法

(96.12.12)(96.12.12)(96.12.12)(96.12.12)
第七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二項

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
(98.07.28)(98.07.28)(98.07.28)(98.07.28)

環境利用環境利用環境利用環境利用

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
法法法法

(96.12.12)(96.12.12)(96.12.12)(96.12.12)

第三十二條第二第三十二條第二第三十二條第二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項項項

污水經處理後注入污水經處理後注入污水經處理後注入污水經處理後注入
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地下水體水質標準

(91.11.29)(91.11.29)(91.11.29)(91.11.29)
環境利用環境利用環境利用環境利用

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五條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建築物生活污水回建築物生活污水回建築物生活污水回
收再利用建議事項收再利用建議事項收再利用建議事項收再利用建議事項

(96.10.15)(96.10.15)(96.10.15)(96.10.15)
生活次級利用生活次級利用生活次級利用生活次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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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推動推動推動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之立法之立法之立法之立法，，，，作為推動水作為推動水作為推動水作為推動水
再生利用之依據再生利用之依據再生利用之依據再生利用之依據。。。。
� 公告缺水地區對開發行為有所限制，涉及人民權利之限
制。

� 再生水用途限制、水質標準訂定，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

� 再生水取供事業管線建設需公權力介入或協調。

� 設置新興水源發展基金，獎勵及鼓勵再生水開發。

�研訂研訂研訂研訂水再生政策目標水再生政策目標水再生政策目標水再生政策目標，，，，作為政策推動標的作為政策推動標的作為政策推動標的作為政策推動標的。。。。
� 120年120萬 CMD，再生水佔公共給水10%。

� 各用水標的(民生、農業、工業)水再生之目標。

� 政策目標之效力，政策目標納入新興水源發展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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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水再生建設模式推動水再生建設模式推動水再生建設模式推動水再生建設模式，，，，政府可政府可政府可政府可依廢污水之來源扮演依廢污水之來源扮演依廢污水之來源扮演依廢污水之來源扮演
水資源開發者水資源開發者水資源開發者水資源開發者、、、、供水者及管理者供水者及管理者供水者及管理者供水者及管理者之角色之角色之角色之角色，，，，透過採購透過採購透過採購透過採購
法法法法 ((((政府投資政府投資政府投資政府投資))))、、、、促參法促參法促參法促參法 ((((民間參與民間參與民間參與民間參與))))，，，，建構再生水系建構再生水系建構再生水系建構再生水系

統統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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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USA
(Orange County)

Israel

(Tel Aviv)

Japan

(Tokyo)

Singapore

自來水價
(NT$/m3)

41.5 44.2 61.5-140 34.1-45.5

再生水價

(NT$/m3)
≒21 農業用水≒15;

回收水≒4.5。

45-110 26

管理工具 自來水與再生

水由單一機構單一機構單一機構單一機構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調整供

水。(供水管供水管供水管供水管

理一元化理一元化理一元化理一元化)

減少使用公共給

水之農業用水量

可補充可補充可補充可補充1.2倍之倍之倍之倍之

回收水量回收水量回收水量回收水量。(優優優優

先水量調配先水量調配先水量調配先水量調配)

地方政府於建建建建

築法規築法規築法規築法規中要求

建置二元供水二元供水二元供水二元供水

之硬體。(行行行行

政措施政措施政措施政措施)

NEWater之

水價較低，

且無須繳納無須繳納無須繳納無須繳納

下水道費下水道費下水道費下水道費。

(價格工具價格工具價格工具價格工具)

�低自來水價如何推動再生水低自來水價如何推動再生水低自來水價如何推動再生水低自來水價如何推動再生水？？？？
� 推動水再生之國家地區推動水再生之國家地區推動水再生之國家地區推動水再生之國家地區，，，，再生水價均低於自來水價再生水價均低於自來水價再生水價均低於自來水價再生水價均低於自來水價。。。。
� 由由由由公正權威組織透過公開機制公正權威組織透過公開機制公正權威組織透過公開機制公正權威組織透過公開機制檢討水價結構檢討水價結構檢討水價結構檢討水價結構，，，，確保再生水確保再生水確保再生水確保再生水
之經濟誘因之經濟誘因之經濟誘因之經濟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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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檢討檢討檢討價格工具價格工具價格工具價格工具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
� 綜合檢討水價、水權費、水資源保育費、水污費、污水
下水道使用費等相關費率

� 檢討豐枯水期差別水價，以減少需求面用水，建立再生
水經濟誘因。

�善用善用善用善用政策工具政策工具政策工具政策工具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創造使用再生水之誘因
� 提供穩定供水、優先水量調配、行政措施、行政協助、
研發鼓勵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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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水優先回收至產生價值之產業再生水優先回收至產生價值之產業再生水優先回收至產生價值之產業再生水優先回收至產生價值之產業，，，，整體用水成本整體用水成本整體用水成本整體用水成本
分析顯示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分析顯示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分析顯示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分析顯示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

� 以生活污水再生作為製程純水成本約12-15元/噸，管線成本

約6元/噸(福田案例，管線長27.7公里，輸送水量14萬

CMD)，合計成本約18-21元/噸。

� 以工業廢水再生為製程純水成本約20-30元/噸(中鋼南亞、

台塑、台化、中油、楠梓加工區案例)。

� 工業區用水成本大於30元/噸(自來水價+純化成本＋排水納

管成本)。

� 推動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推動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推動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推動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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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都市污水再生至RO純水，投資與操作投資與操作投資與操作投資與操作成本約為成本約為成本約為成本約為
12121212----15151515元元元元////噸噸噸噸(未計管線成本)。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水再生程序水再生程序水再生程序水再生程序 規模規模規模規模 (CMD)(CMD)(CMD)(CMD) 操作成本操作成本操作成本操作成本
(NT$/m(NT$/m(NT$/m(NT$/m3333))))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技術參考 SF+Cl2 >20,000 5-7 不計管線成本。

技術參考 SF+MF/UF+Cl2 >20,000 7-9 不計管線成本。

技術參考 SF+MF/UF+RO+Cl2 >20,000 12-15 不計管線成本。

NewaterNewaterNewaterNewater SF+MF/UF+RO+UVSF+MF/UF+RO+UVSF+MF/UF+RO+UVSF+MF/UF+RO+UV >24,000>24,000>24,000>24,000----
228,000228,000228,000228,000

7777

Orange Orange Orange Orange 
countycountycountycounty

SF+MF/UF+RO+UVSF+MF/UF+RO+UVSF+MF/UF+RO+UVSF+MF/UF+RO+UV 237,000237,000237,000237,000 12.312.312.312.3

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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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水再生程序 再生量
(CMD)

用途 成本
(NT$/m3)

折舊(年)

中鋼 UF＋RO
UF＋RO＋IE

4,500
9,000

冷卻/製程用水

鍋爐用水

17.3
26.6

15

南亞 MF+RO 1,500 製程用水 30-40 8

台塑 MBR 1,100 補充冷卻水 25.9 15

台化 MBR＋RO＋IE 6,000 製程用水 25.5 -

中油 MBR＋RO＋IE 3,900 純水系統 30 20

楠梓加
工區

UF＋RO 1,800 製程用水 11.1 (不含折
舊)

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經濟關鍵議題

�將工業廢水再生至RO純水，投資與操作成本約為投資與操作成本約為投資與操作成本約為投資與操作成本約為20202020----
30303030元元元元////噸噸噸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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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使用標的再生水使用標的再生水使用標的再生水使用標的主導水再生技術之走向主導水再生技術之走向主導水再生技術之走向主導水再生技術之走向

� 再生水用途分類，依使用標的分為四大類：工業利用、

農業利用、環境利用、生活次級利用。

�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生活污水處理廠放流水與處理廠放流水與處理廠放流水與處理廠放流水與工業廢水工業廢水工業廢水工業廢水處理廠放流水處理廠放流水處理廠放流水處理廠放流水，，，，

水質差異顯著水質差異顯著水質差異顯著水質差異顯著，，，，使用技術之觀點與成本不同使用技術之觀點與成本不同使用技術之觀點與成本不同使用技術之觀點與成本不同。。。。

� 生活污水 Cond.<500 μS/cm, COD<15 mg/l (福田廠)

� 工業廢水 Cond.<5000 μS/cm, COD<100 mg/l(工

業廢水因產業別之不同，雖均符合放流水標準，但水質

之差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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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水使用之標的回收水使用之標的回收水使用之標的回收水使用之標的

主導水再生技術之主導水再生技術之主導水再生技術之主導水再生技術之

走向走向走向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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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水利用關鍵水質項目再生水利用關鍵水質項目再生水利用關鍵水質項目再生水利用關鍵水質項目，，，，無機性鹽類無機性鹽類無機性鹽類無機性鹽類扮演技術選扮演技術選扮演技術選扮演技術選

用核心用核心用核心用核心，，，，有機性物質有機性物質有機性物質有機性物質明顯影響技術之穩定明顯影響技術之穩定明顯影響技術之穩定明顯影響技術之穩定。。。。

� 工業利用-冷卻：TDS (Cond.), SiO2,硫酸鹽類，氯化

物。

� 農業利用-灌溉：Cond., TN, 硫酸鹽類，氯化物, 

SAR。

� 環境利用-補注地下水：BOD, TDS, 氨氮，氯鹽，硫酸

鹽，氯化物，硝酸鹽氮。

� 雙薄膜系統雙薄膜系統雙薄膜系統雙薄膜系統((((Double membrane system)Double membrane system)Double membrane system)Double membrane system)成為成為成為成為

典型標竿技術典型標竿技術典型標竿技術典型標竿技術，，，，廣泛用於高階用途之水再生廣泛用於高階用途之水再生廣泛用於高階用途之水再生廣泛用於高階用途之水再生。。。。

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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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BenchmarkBenchmarkBenchmarkBenchmark技術技術技術技術----Double membrane Double membrane Double membrane Double membrane 
systemsystemsystemsystem

GWRS, Orange County

NEWater, Singapore.



30

� Double membrane systemDouble membrane systemDouble membrane systemDouble membrane system
� 二級放流水先進流至MF/UF系統，接著才進入RO薄膜

與UV消毒系統。

� RO薄膜，微細之膠體與溶解性物質被去除，如二價離

子與部分一價離子。

� 消毒單元則設置於配水再利用前。

� 回收再利用之等級相當高，可應用於地下水補注、直

接與間接飲用、微電子產業程序用水及鍋爐用水等用

途上。

�技術關鍵在於技術關鍵在於技術關鍵在於技術關鍵在於薄膜材料薄膜材料薄膜材料薄膜材料、、、、進流水質管理進流水質管理進流水質管理進流水質管理與與與與

操作應變掌控操作應變掌控操作應變掌控操作應變掌控。。。。

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新生水水源開發之技術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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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再生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水再生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水再生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水再生利用技術評估系統----回收再利用用途回收再利用用途回收再利用用途回收再利用用途
Critical itemsCritical itemsCritical itemsCritical items 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Industrial

(Cooling)(Cooling)(Cooling)(Cooling)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irrigation)(irrigation)(irrigation)(irrigation)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Injected to GW)(Injected to GW)(Injected to GW)(Injected to GW)

ResidentialResidentialResidentialResidential

Solids (mg/L) Turbi.<2-20 NTU
SS<5-300

Turbi.<2-5 
NTU

Cond (μS/cm) 
/TDS (mg/L)

TDS<500-1000
Cond<300-1600

Cond.<750 TDS<800

Organic BOD<10-30 BOD<1
THM<0.15

BOD<10

Nutrients 
(mg/L)

NH3-N<10
TP<0.2-1

TN<3 NH3-N<0.1
NO3-N<10
NO2-N< ND

Ions (mg/L) Cl-<100-500
SO4

2-<50-600
SiO2<3-150
TH<50-700

Cl-<175
SO4

2-<200
SAR<6 
(meq/L)1/2

F-<0.8
Cl-<250
SO4

2-<250

Free 
Chlorine>0.1
Combined 
Chlorine >0.4

Metal (mg/L) Fe, Mn, Na Cu, Cd, Pb, Mn, 
Ni, Cr

Fe, Mn, Cd, Pb, 
Cr, Ni

Bacteria 
(CFU/100 ml)

TC<3-350 E.C.<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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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水殘留成份放流水殘留成份放流水殘留成份放流水殘留成份 水再生技術單元水再生技術單元水再生技術單元水再生技術單元

過濾過濾過濾過濾 MF/UF 吸附吸附吸附吸附 氧化氧化氧化氧化 逆滲透逆滲透逆滲透逆滲透
(RO)

電透析電透析電透析電透析
(ED)

離子交離子交離子交離子交
換換換換(IE)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

1. 無機性及有機性懸無機性及有機性懸無機性及有機性懸無機性及有機性懸
浮固體與膠體浮固體與膠體浮固體與膠體浮固體與膠體

� 懸浮固體懸浮固體懸浮固體懸浮固體 √√√√ √√√√ √√√√ √√√√ √√√√ √√√√

� 膠體膠體膠體膠體 √√√√ √√√√ √√√√ √√√√ √√√√ √√√√

2. 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
� 總有機碳總有機碳總有機碳總有機碳 √√√√ √√√√ √√√√ √√√√ √√√√

� 難分解有機物難分解有機物難分解有機物難分解有機物 √√√√ √√√√ √√√√ √√√√

� 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揮發性有機物 √√√√ √√√√ √√√√ √√√√

3. 溶解性無機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

� 氨氨氨氨 √√√√ √√√√ √√√√ √√√√

� 硝酸鹽硝酸鹽硝酸鹽硝酸鹽 √√√√ √√√√ √√√√

� 磷磷磷磷 √√√√ √√√√ √√√√

� 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 √√√√ √√√√ √√√√

4. 生物性成分生物性成分生物性成分生物性成分

� 細菌細菌細菌細菌 √√√√ √√√√ √√√√ √√√√

� 原生生物及胞子原生生物及胞子原生生物及胞子原生生物及胞子 √√√√ √√√√ √√√√ √√√√ √√√√ √√√√ √√√√

� 病毒病毒病毒病毒 √√√√ √√√√ √√√√

(From Metcalf and Edd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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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 後處理單元後處理單元後處理單元後處理單元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膠體及懸浮固體物膠體及懸浮固體物膠體及懸浮固體物膠體及懸浮固體物，，，，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 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

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技術評估系統技術評估系統技術評估系統----技術建議技術建議技術建議技術建議

� 都市污水再生利用於生活次級利用都市污水再生利用於生活次級利用都市污水再生利用於生活次級利用都市污水再生利用於生活次級利用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
質質質質、、、、BODBODBODBOD、、、、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並注意應無不適味道與外觀並注意應無不適味道與外觀並注意應無不適味道與外觀並注意應無不適味道與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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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前處理單元前處理單元前處理單元前處理單元 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 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主要處理單元 後處理單元後處理單元後處理單元後處理單元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膠體及懸浮固體膠體及懸浮固體膠體及懸浮固體膠體及懸浮固體
物物物物

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 溶解性無機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 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生物性物質

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水再生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技術評估系統技術評估系統技術評估系統----技術建議技術建議技術建議技術建議

� 工業廢水再生利用於冷卻使用工業廢水再生利用於冷卻使用工業廢水再生利用於冷卻使用工業廢水再生利用於冷卻使用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質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質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質須去除顆粒及膠體物質、、、、
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有機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及生物性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及生物性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及生物性物質溶解性無機物質及生物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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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污水來源不同廢污水來源不同廢污水來源不同廢污水來源不同，，，，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事業廢水水質特事業廢水水質特事業廢水水質特事業廢水水質特

性不同性不同性不同性不同，，，，社會接受度不同社會接受度不同社會接受度不同社會接受度不同，，，，影響其再利用用影響其再利用用影響其再利用用影響其再利用用

途途途途。。。。

� 以污水為水源之再生水，其用途以工業用水、

農業用水、生活次級用水、環境景觀用水及地

下水補注為限。

� 以廢水為水源之再生水，其用途以工業製程用

水或冷卻用水為主，作為生活次級與環境景觀

用水應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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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水再生利用風險控管觀念建立水再生利用風險控管觀念建立水再生利用風險控管觀念建立水再生利用風險控管觀念，，，，並納入並納入並納入並納入公眾參公眾參公眾參公眾參

與機制與機制與機制與機制，，，，導引社會瞭解與正確使用再生水導引社會瞭解與正確使用再生水導引社會瞭解與正確使用再生水導引社會瞭解與正確使用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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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外許多應用成功案例，已驗證技術之

可靠與普及，並由國內大型企業實廠大型企業實廠大型企業實廠大型企業實廠之應

用，建立水質可靠之信心。

�加強微量物質檢測加強微量物質檢測加強微量物質檢測加強微量物質檢測，掌握水質安全性。

�透過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環境教育法，推展水再生利用之觀

念，以建立社會對再生水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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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動面政策推動面政策推動面政策推動面

� 推動再生水水權公眾化，透過公權力使再生水

成為公眾之資源。

� 公告缺水風險高地區，推動水再生利用率。

� 對於工業區再生水系統之建置，推動獎勵民間

投資。

� 對於產業投資水再生，推動低利貸款鼓勵。

� 農業灌溉用水粗放性模式之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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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推動面經濟推動面經濟推動面經濟推動面

� 推動水價檢討機制，建立再生水經濟誘因。

� 推動使用再生水之穩定供水配套措施及研發鼓

勵。

�技術推動面技術推動面技術推動面技術推動面

� 持續推動技術應用性驗證，累積技術信心

� 推動關鍵技術與材料研發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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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度推動面接受度推動面接受度推動面接受度推動面

� 推動水再生利用風險控管公眾(專家)參與機

制。

� 透過環境教育法，推展水再生利用之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