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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前言前言

一、 海水淡化在一個水資源規劃(water resources planning)工

作者的眼中應該就是一個淨水廠(自來水廠)，只是它的

原水是海水。

三、 水資源規劃的目標是用最經濟的手段，最輕微的衝擊為

用水者找到安全可靠(safe and reliable)的用水。用水戶(或

政府)也應該為“用水無虞”付出合理的費用。

二、 水利工程(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是水資源規劃的一

個重要工具。水利工程的教材與實踐中因為“隔行如隔

山”，很少談到海水淡化。因此，許多水利工程師都視

海水淡化為複雜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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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造水成本大幅下滑

全球淡化水累積產量成長趨勢

產量產量 價格價格

各國海淡廠單位淡化水成本

�� 專利消失專利消失

�� 節能技術躍進節能技術躍進

�� 材料技術進步材料技術進步

�� 規模擴大規模擴大

一、海水淡化近十幾年來蓬勃發展的原因

原資料來源：Lisa Henthorne, Aqua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Cost of Current Membrane Technology”, Water Reuse 

& Desalination Conference, Singapore, 2003.

貳、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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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南北半球陽光帶及沿海地區（美國加州、佛羅里達、德州、
澳洲、西班牙、以色列、新加坡、渤海灣、長三角、珠三角
等）人口、農業、工業用水量快速成長，水費也多能反應水
的價值

３. 傳統水源（水庫、攔河堰、越域引水、地下水等）開發不易
，時程太長，工程、生態、社會、政治成本過高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Monday, November 26, 2007, New York Times/ United Daily News摘自National Geographic, Sept.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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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節能技術，膜組產水效率

愈來愈佳，薄膜壽命愈來

愈長，供水時程短，水質

（水處理技術）愈來愈好

５. 具體數據證實生態衝擊輕

微（伯斯、沖繩、塞普路斯、

Carlsbad模廠等資料已問世）

６. 有些政府(澳洲，以色列)較能放手做事，

沒有太多“圖利”的顧慮，企業也較守規

矩，合約深具彈性，發展得特別快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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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業主
產量

(m3/day)
供水年份

日本沖繩 沖繩縣水道局 40,000      1997

日本福岡 福岡市水道局 50,000      2005

新加坡（Tuas） 新加坡公用事業委員會 + Sinspring 140,000     2005

新加坡（Tuas #2） 新加坡公用事業委員會 + Sinspring 318,500     2013

澳洲伯斯1廠（Perth #1） 西澳大利亞省（WesternAustralia） 144,000     2007

澳洲黃金海岸(Gold Coast) 昆士蘭省（Queensland） 125,000     2009

澳洲雪梨（Sydney） 雪黎市水務局（SydneyWater） 125,000     2011

澳洲伯斯2廠（Perth #2） 西澳大利亞省（WesternAustralia） 150,000     2011

澳洲墨爾本（Melbourne） 維多利亞省（Victoria） 450,000     2011

澳洲阿德雷德（Adelaide） 南澳大利亞省（South Australia) 150,000     2012

中國天津（大港）（RO） 天津市政府（Hyflux） 100,000     2012

中國天津（新區）（MED） 天津市政府（IDE） 100,000     2012

一、亞太地區運轉或規劃中之代表性萬噸級海水淡化廠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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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okuka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日本福岡海水淡化廠

地 點：日本九州福岡縣

占地面積：約46,000m2

建物面積：約16,000 m2

設施規模：日產50,000m3

主要淡化技術：逆滲透(RO)

取水方式：海底取水管

放流方式：稀釋後放流

建設經費：410億日圓

主要供水區域：福岡市

資料來源：福岡地區水道企業團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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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SingSpring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新加坡星泉海水淡化廠

地 點：新加坡Tuas 

占地面積：約60,000m2

設施規模：日產140,000m3

主要淡化技術：逆滲透(RO)

取水方式：海底取水管

放流方式：海洋放流

總經費：2億新加坡幣

主要供水區域：新加坡市自來水網

資料來源：新加坡星泉公司簡介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9

地點：澳洲雪梨

設施規模：

第一階段日產125,000m³

第二階段250,000 m³

淡化製程：逆滲透(RO)

取水方式：海底取水管

放流方式：海洋擴散放流

總經費：10億澳幣

供水對象：雪梨地區自來水系統

資料來源：Sydney Water 

D&WR Feb./Mar. 2009 Vol.18/4

18km輸水管線輸水管線輸水管線輸水管線

Sydney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澳洲雪梨海水淡化廠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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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yflux

天津大港天津大港天津大港天津大港天津大港天津大港天津大港天津大港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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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葡萄牙

法國法國法國法國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觀光觀光觀光觀光)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農業用水農業用水農業用水農業用水

地中海沿岸共計８廠地中海沿岸共計８廠

日產日產130130萬萬CMDCMD

運轉中運轉中運轉中運轉中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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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kelon 

地中海沿岸共７廠地中海沿岸共７廠

日產日產140140萬萬CMDCMD

運轉中運轉中運轉中運轉中

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

賽普勒斯賽普勒斯賽普勒斯賽普勒斯 敘利亞敘利亞敘利亞敘利亞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約旦約旦約旦約旦約旦約旦約旦約旦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Ha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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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ael Hadera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以色列海得拉海水淡化廠

地 點：以色列海得拉

設施規模：日產275,000m3

淡化製程：逆滲透(RO)

取水方式：海洋取水管

放流方式：海洋放流

供水對象：自來水系統

資料來源：www.water-technology.net

D&WR Aug./Sep. 2009 Vol.20/1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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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７廠共計７廠

日產日產7575萬萬CMDCMD

興建中興建中興建中興建中

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

洛杉磯洛杉磯洛杉磯洛杉磯洛杉磯洛杉磯洛杉磯洛杉磯

太平洋太平洋太平洋太平洋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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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bad Seawater Desalination Plant

美國卡爾斯巴海水淡化廠

地 點：美國加州卡爾斯巴市

設施規模：日產189,000m3

淡化製程：逆滲透(RO)

取水方式：電廠冷卻水*

放流方式：經電廠冷卻水稀釋後放流*

供水對象：聖地牙哥郡自來水系統

資料來源：Poseidon Resources

電廠共構（Co-location）

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貳、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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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水費沒有反映造水成本，，，，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讓新水源開發和水資源管理

日益困難日益困難日益困難日益困難日益困難日益困難日益困難日益困難

Country/City
averaged, in USD/m

3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度度度度 ))))

Hong Kong 0.92

Singapore 0.90

Barcelona 0.71

Ireland 0.67

Wellington, NZ 0.58

Taiwan 0.29

Water tariffs of countries (cities) with similar water

situation and compatible economic strength

參、參、在台灣推動海水淡化面臨的問題在台灣推動海水淡化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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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除了離島除了離島除了離島除了離島，，，，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除了離島除了離島除了離島除了離島，，，，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海水淡化在台灣本島過去

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一直被當作面臨缺水時的一個 ““慰藉工具慰藉工具慰藉工具慰藉工具慰藉工具慰藉工具慰藉工具慰藉工具””

� 沒有人願意支付海水淡化這個穩定水源的成本和現行

水費間的差額

Why?

� 大部分用水戶不相信會有無水可用的一天

� 許多有決策建議權的水利工程專家學者仍然堅信只有

繼續興建水庫、攔河堰或尋找地下水才能滿足持續成

長的需求

參、參、在台灣推動海水淡化面臨的問題在台灣推動海水淡化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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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天下雜誌 2009.8.122009.8.12--25 No42825 No428

曾文水庫歷年淤積情形曾文水庫歷年淤積情形曾文水庫歷年淤積情形曾文水庫歷年淤積情形

生活在台灣永遠會面臨
著大自然比較嚴峻的考
驗，我們擔心各大水庫
終將有被淤滿的一天，
地下水也不能再隨心所
欲的抽下去…………

肆、結語肆、結語



玉山主峰玉山主峰 El. 4,000mEl. 4,000m

翡翠翡翠
石門石門

集集攔河堰集集攔河堰

德基德基

湖山湖山

曾文曾文

南化南化

寶山寶山 (I & II)(I & II)

桃園海水淡化廠
(50,000 CMD↑) 

桃園海水淡化廠
(50,000 CMD↑) 

新竹海水淡化廠
(80,000 CMD↑)

新竹海水淡化廠
(80,000 CMD↑)

台中海水淡化廠(台中電廠)
(100,000 CMD↑)

台中海水淡化廠(台中電廠)
(100,000 CMD↑)

台南海水淡化廠
(100,000 CMD↑)

台南海水淡化廠
(100,00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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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圖例圖例圖例圖例圖例圖例圖例

命脈工業區命脈工業區命脈工業區命脈工業區命脈工業區命脈工業區命脈工業區命脈工業區

主要水庫主要水庫主要水庫主要水庫主要水庫主要水庫主要水庫主要水庫 (( 施工中施工中施工中施工中施工中施工中施工中施工中))

規劃中海水淡化廠規劃中海水淡化廠規劃中海水淡化廠規劃中海水淡化廠規劃中海水淡化廠規劃中海水淡化廠規劃中海水淡化廠規劃中海水淡化廠

願景海水淡化廠願景海水淡化廠願景海水淡化廠願景海水淡化廠願景海水淡化廠願景海水淡化廠願景海水淡化廠願景海水淡化廠

大型人工湖大型人工湖大型人工湖大型人工湖大型人工湖大型人工湖大型人工湖大型人工湖 ((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規劃中))

北桃海水淡化廠（林口電廠）

(50,000 CMD↑)

北桃海水淡化廠（林口電廠）

(50,000 CMD↑)

基隆海水淡化廠（協和電廠）

(50,000 CMD↑)

基隆海水淡化廠（協和電廠）

(50,000 CMD↑)

高雄海水淡化廠（興達電廠）
(100,000 CMD↑)

高雄海水淡化廠（興達電廠）
(100,000 CMD↑)

日月潭日月潭

鯉魚潭鯉魚潭

麥寮海水淡化廠(麥寮電廠)
(200,000 CMD)

麥寮海水淡化廠(麥寮電廠)
(200,000 CMD)

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我們最後只有循序漸進地採取「「「「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海吃海靠海吃海靠海吃海」」」」「「「「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海吃海靠海吃海靠海吃海」」」」

的水資源供給策略的水資源供給策略的水資源供給策略的水資源供給策略的水資源供給策略的水資源供給策略的水資源供給策略的水資源供給策略

肆、結語肆、結語

高屏攔河堰高屏攔河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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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