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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南竿三期海水淡化廠南竿三期海水淡化廠南竿三期海水淡化廠南竿三期海水淡化廠」」」」係為了穩定馬祖南竿地區未係為了穩定馬祖南竿地區未係為了穩定馬祖南竿地區未係為了穩定馬祖南竿地區未
來來來來用水所需而推動用水所需而推動用水所需而推動用水所需而推動，，，，進方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規進方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規進方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規進方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規
劃興建乙座日產淡化水劃興建乙座日產淡化水劃興建乙座日產淡化水劃興建乙座日產淡化水 950立方公尺之海水淡化廠立方公尺之海水淡化廠立方公尺之海水淡化廠立方公尺之海水淡化廠，，，，
參與模式係依參與模式係依參與模式係依參與模式係依「「「「促參法促參法促參法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採用採用採用採用
「「「「興建興建興建興建-移轉移轉移轉移轉-營運營運營運營運」（」（」（」（Built-Transfer-Operation, BTO））））
之方式執行之方式執行之方式執行之方式執行。。。。

興建期自簽約日起興建期自簽約日起興建期自簽約日起興建期自簽約日起，，，，至民國至民國至民國至民國99年年年年11月順利完成所有權移月順利完成所有權移月順利完成所有權移月順利完成所有權移
轉轉轉轉，，，，合計合計合計合計20個月個月個月個月，，，，營運期至民國營運期至民國營運期至民國營運期至民國119年年年年11月止月止月止月止，，，，合計合計合計合計20年年年年



二二二二、、、、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一一一一））））廠址廠址廠址廠址



二二二二、、、、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二二二二））））平面配置平面配置平面配置平面配置



二二二二、、、、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三三三三））））原水水質特性原水水質特性原水水質特性原水水質特性

檢測項目檢測項目檢測項目檢測項目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第第第第1季季季季 第第第第2季季季季 第第第第3季季季季 第第第第4季季季季

水溫水溫水溫水溫 ℃ 15.0 13.4 23.4 26.3

鹽度鹽度鹽度鹽度 psu 29.8 28.4 34.9 34.1

酸鹼值酸鹼值酸鹼值酸鹼值 － 8.23 8.04 7.98 8.06

導電度導電度導電度導電度 μmho/cm25℃ 46,100 44,700 53,100 51,800

懸浮固體懸浮固體懸浮固體懸浮固體 mg/L 9.0 11.2 2.8 5.3

總有機碳總有機碳總有機碳總有機碳 mg/L 0.2 0.8 0.7 1.3

總氮總氮總氮總氮 mg/L 0.53 0.87 0.35 0.45

總磷總磷總磷總磷 mg/L 0.048 0.073 0.05 0.262

總油脂總油脂總油脂總油脂 mg/L 1.0 1.7 4.0 1.4

註：1.監測期間為98年11月至99年10月。

2.監測位址：119055’58.4”E , 2609’50.1”N。

3.數據來源為採樣深度4.1m之中層海域。

南竿地區
南竿地區
南竿地區
南竿地區
南竿地區
南竿地區
南竿地區
南竿地區



三三三三、、、、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

（（（（一一一一））））處理流程處理流程處理流程處理流程



三三三三、、、、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

（（（（一一一一））））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1)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

一一一一
取水井取水井取水井取水井
(含取水管含取水管含取水管含取水管)

a.a.a.a.潮汐變化測量潮汐變化測量潮汐變化測量潮汐變化測量。。。。
b.b.b.b.海域地形震測海域地形震測海域地形震測海域地形震測。。。。
c.c.c.c.取水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取水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取水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取水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
d.d.d.d.取水處需設欄污裝置取水處需設欄污裝置取水處需設欄污裝置取水處需設欄污裝置，，，，入水口流速小於入水口流速小於入水口流速小於入水口流速小於0.1 m/sec，，，，
以防止吸入異物以防止吸入異物以防止吸入異物以防止吸入異物。。。。

二二二二
前處理前處理前處理前處理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

a.a.a.a.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沉砂池HRT≧≧≧≧15 min，，，，水平流速水平流速水平流速水平流速＜＜＜＜0.07 m/s。。。。
b.b.b.b.膠凝池膠凝池膠凝池膠凝池HRT≒≒≒≒10 min。。。。
c.c.c.c.沉澱池表面負荷沉澱池表面負荷沉澱池表面負荷沉澱池表面負荷≒≒≒≒80 m3/m2/day，，，，HRT＞＞＞＞1 hr。。。。
d. UF前端過濾器前端過濾器前端過濾器前端過濾器≦≦≦≦130μμμμm。。。。

三三三三 UF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a.a.a.a.膜通量及回收率膜通量及回收率膜通量及回收率膜通量及回收率。。。。
b.b.b.b.膜清洗頻率及實際產出時間膜清洗頻率及實際產出時間膜清洗頻率及實際產出時間膜清洗頻率及實際產出時間。。。。
c.c.c.c.清洗藥劑種類清洗藥劑種類清洗藥劑種類清洗藥劑種類。。。。
d.d.d.d.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壓力壓力壓力壓力、、、、濁度等濁度等濁度等濁度等)。。。。



三三三三、、、、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

（（（（一一一一））））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2)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設計評估要點

四四四四 RO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a.a.a.a.原水水質分析原水水質分析原水水質分析原水水質分析，，，，以決定前處理及後處理方式以決定前處理及後處理方式以決定前處理及後處理方式以決定前處理及後處理方式。。。。
b.b.b.b.膜通量膜通量膜通量膜通量、、、、回收率及操作壓力回收率及操作壓力回收率及操作壓力回收率及操作壓力。。。。
c.c.c.c.線上清洗頻率及藥劑線上清洗頻率及藥劑線上清洗頻率及藥劑線上清洗頻率及藥劑。。。。
d.d.d.d.採行原廠系統評估軟體模擬產出數據採行原廠系統評估軟體模擬產出數據採行原廠系統評估軟體模擬產出數據採行原廠系統評估軟體模擬產出數據。。。。
e.e.e.e.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各項進流限制因子(壓力壓力壓力壓力、、、、水溫及餘氯等水溫及餘氯等水溫及餘氯等水溫及餘氯等)。。。。
f.f.f.f.管路材質及配置方式管路材質及配置方式管路材質及配置方式管路材質及配置方式。。。。
g.g.g.g.備載機組備載機組備載機組備載機組。。。。

五五五五 鹵水排放鹵水排放鹵水排放鹵水排放

a.a.a.a.海域地形震測海域地形震測海域地形震測海域地形震測。。。。
b.b.b.b.排放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排放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排放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排放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
c.c.c.c.管末擴散佈管方式管末擴散佈管方式管末擴散佈管方式管末擴散佈管方式。。。。
d.d.d.d.鹵水排放與取水井之相對位置以海域擴散模擬決定鹵水排放與取水井之相對位置以海域擴散模擬決定鹵水排放與取水井之相對位置以海域擴散模擬決定鹵水排放與取水井之相對位置以海域擴散模擬決定。。。。



四四四四、、、、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

（（（（一一一一））））操作水量操作水量操作水量操作水量

本廠實際取水本廠實際取水本廠實際取水本廠實際取水
量界於量界於量界於量界於2,500 CMD 

~3,500 CMD，，，，產產產產
水量平均約為水量平均約為水量平均約為水量平均約為930 

CMD，，，，平均產水平均產水平均產水平均產水
率為率為率為率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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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期間：99年11月24日~100年4月30日



四四四四、、、、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

（（（（二二二二））））脫鹽率脫鹽率脫鹽率脫鹽率
本廠海水取水的本廠海水取水的本廠海水取水的本廠海水取水的

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TDS)

在在在在1月至月至月至月至2月間濃度略月間濃度略月間濃度略月間濃度略

為偏高為偏高為偏高為偏高，，，，約為約為約為約為34,000 

mg/L，，，，年平均濃度為年平均濃度為年平均濃度為年平均濃度為

32,000 mg/L，，，，產水產水產水產水

TDS平均濃度為平均濃度為平均濃度為平均濃度為180 

mg/L，，，，脫鹽率平均可脫鹽率平均可脫鹽率平均可脫鹽率平均可

達達達達99.4％％％％。。。。

本廠海水取水的本廠海水取水的本廠海水取水的本廠海水取水的

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總溶解固體物(TDS)

在在在在1月至月至月至月至2月間濃度略月間濃度略月間濃度略月間濃度略

為偏高為偏高為偏高為偏高，，，，約為約為約為約為34,000 

mg/L，，，，年平均濃度為年平均濃度為年平均濃度為年平均濃度為

32,000 mg/L，，，，產水產水產水產水

TDS平均濃度為平均濃度為平均濃度為平均濃度為180 

mg/L，，，，脫鹽率平均可脫鹽率平均可脫鹽率平均可脫鹽率平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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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

（（（（三三三三））））操作壓力與溫度操作壓力與溫度操作壓力與溫度操作壓力與溫度

隨著取水隨著取水隨著取水隨著取水
溫度降低溫度降低溫度降低溫度降低，，，，操操操操
作壓力有逐漸作壓力有逐漸作壓力有逐漸作壓力有逐漸
升高之趨勢升高之趨勢升高之趨勢升高之趨勢，，，，
本廠水溫最低本廠水溫最低本廠水溫最低本廠水溫最低
的時期落在的時期落在的時期落在的時期落在2月月月月
~3月月月月，，，，最低水最低水最低水最低水
溫可達溫可達溫可達溫可達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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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

（（（（四四四四））））濁度濁度濁度濁度

99/11/24~100/01/3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24 11/30 12/6 12/12 12/18 12/24 12/30 1/5 1/11 1/17 1/23 1/29日期
濁度(NTU)

進流NTU 產水NTU

進進進進 流流流流 與與與與 產產產產 水水水水 濁濁濁濁 度度度度 變變變變 化化化化

濁度值最高濁度值最高濁度值最高濁度值最高
可達可達可達可達90 NTU，，，，經經經經
本廠前處理系統本廠前處理系統本廠前處理系統本廠前處理系統
及及及及UF系統處理過系統處理過系統處理過系統處理過
後後後後，，，，穩定維持在穩定維持在穩定維持在穩定維持在
1 NTU以下以下以下以下，，，，再再再再
經經經經RO系統系統系統系統過濾過濾過濾過濾
後後後後，，，，濁度值穩定濁度值穩定濁度值穩定濁度值穩定
維持在維持在維持在維持在 0.2 NTU

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四四四四、、、、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運轉現況分析

（（（（五五五五））））用電量分析用電量分析用電量分析用電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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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

（（（（一一一一））））興建期間成本分析興建期間成本分析興建期間成本分析興建期間成本分析(1)

以以以以950 CMD日產日產日產日產
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量計算，，，，本廠單本廠單本廠單本廠單
位建設成本為位建設成本為位建設成本為位建設成本為
165,630元元元元/噸水噸水噸水噸水；；；；
惟本廠規劃之初惟本廠規劃之初惟本廠規劃之初惟本廠規劃之初
尚考量備載機尚考量備載機尚考量備載機尚考量備載機
制制制制，，，，倘若整廠全倘若整廠全倘若整廠全倘若整廠全
載運轉載運轉載運轉載運轉，，，，日產量日產量日產量日產量
可達可達可達可達1,400 CMD以以以以
上上上上，，，，單位建造成單位建造成單位建造成單位建造成
本可降至本可降至本可降至本可降至110,000

元元元元/噸水噸水噸水噸水左右左右左右左右。。。。

成本項目成本項目成本項目成本項目
工程費工程費工程費工程費

((((仟元仟元仟元仟元))))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壹壹壹壹 設計階段作業費設計階段作業費設計階段作業費設計階段作業費 3,310 2.1 先期規劃及細部設計先期規劃及細部設計先期規劃及細部設計先期規劃及細部設計

貳貳貳貳 直接工程費直接工程費直接工程費直接工程費

2.1 土建工程土建工程土建工程土建工程 47,600 30.3 池體及管理中心池體及管理中心池體及管理中心池體及管理中心

2.2 機械設備工程機械設備工程機械設備工程機械設備工程 41,180 26.2 含含含含UF及及及及RO機組機組機組機組

2.3 電氣儀控工程電氣儀控工程電氣儀控工程電氣儀控工程 10,500 6.7 供電系統及控制系統供電系統及控制系統供電系統及控制系統供電系統及控制系統

2.4 管線工程管線工程管線工程管線工程 14,870 9.5 含取排水管線含取排水管線含取排水管線含取排水管線

2.5 雜項工程雜項工程雜項工程雜項工程 2,280 1.4 公共設施等公共設施等公共設施等公共設施等

參參參參 間接工程費間接工程費間接工程費間接工程費 6,050 3.8 工安品管及保險等工安品管及保險等工安品管及保險等工安品管及保險等

肆肆肆肆 管理費管理費管理費管理費 12,980 8.2 人事及運費等人事及運費等人事及運費等人事及運費等

伍伍伍伍 融資利息融資利息融資利息融資利息 18,579 11.8 還款期間利息支出還款期間利息支出還款期間利息支出還款期間利息支出

陸陸陸陸 興建成本合計興建成本合計興建成本合計興建成本合計 157,349 壹壹壹壹~伍項之合伍項之合伍項之合伍項之合

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

(元元元元/噸噸噸噸)

165,630

興興興興興興興興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間間間間間間間間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程程程程 經經經經經經經經 費費費費費費費費 統統統統統統統統 計計計計計計計計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五五五五、、、、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

（（（（一一一一））））興建期間成本分析興建期間成本分析興建期間成本分析興建期間成本分析(2)

廠名廠名廠名廠名
淡化水產量淡化水產量淡化水產量淡化水產量

(CMD)

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

(元元元元/噸噸噸噸)

澎湖二期海淡廠澎湖二期海淡廠澎湖二期海淡廠澎湖二期海淡廠 7,000 62,857

澎湖海淡廠澎湖海淡廠澎湖海淡廠澎湖海淡廠 2,500 80,000

金門一期海淡廠金門一期海淡廠金門一期海淡廠金門一期海淡廠 2,000 100,000

南竿三期海淡廠南竿三期海淡廠南竿三期海淡廠南竿三期海淡廠 950 165,630

馬祖西莒海淡廠馬祖西莒海淡廠馬祖西莒海淡廠馬祖西莒海淡廠 500 190,000

澎湖望安島廠澎湖望安島廠澎湖望安島廠澎湖望安島廠 400 142,5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400 500 950 2,000 2,500 7,000淡化水產量(CMD)

單位建造成本(元/噸)

海淡廠海淡廠海淡廠海淡廠
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單位建造成本
將隨淡化水產量將隨淡化水產量將隨淡化水產量將隨淡化水產量
提升而下降提升而下降提升而下降提升而下降

單單單單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建建建建建建建建 造造造造造造造造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覽覽覽覽覽覽覽覽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淡淡淡淡淡淡淡淡 廠廠廠廠廠廠廠廠

本廠本廠本廠本廠



五五五五、、、、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

（（（（一一一一））））營運期間成本分析營運期間成本分析營運期間成本分析營運期間成本分析

本廠單位營本廠單位營本廠單位營本廠單位營
運成本約為運成本約為運成本約為運成本約為
32.3元元元元/噸噸噸噸，，，，
其中以電費其中以電費其中以電費其中以電費
為主要支出為主要支出為主要支出為主要支出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佔整佔整佔整佔整
體營運成本體營運成本體營運成本體營運成本
之之之之38.1％％％％。。。。

成本項目成本項目成本項目成本項目 營業費營業費營業費營業費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壹壹壹壹 電費電費電費電費 81,103 38.1 基本電費及流動電費基本電費及流動電費基本電費及流動電費基本電費及流動電費

貳貳貳貳 藥品費藥品費藥品費藥品費 16,830 7.9 NaOCl、、、、NaHSO3等等等等

參參參參 設備維護費設備維護費設備維護費設備維護費 20,988 9.9 含設備維護含設備維護含設備維護含設備維護、、、、更新等更新等更新等更新等

肆肆肆肆 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 54,744 25.7 操作人員薪資等操作人員薪資等操作人員薪資等操作人員薪資等

伍伍伍伍 設備重置費設備重置費設備重置費設備重置費 12,200 5.7 期中設備更新等期中設備更新等期中設備更新等期中設備更新等

陸陸陸陸 業管費業管費業管費業管費 20,243 9.5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郵電等費用郵電等費用郵電等費用郵電等費用

柒柒柒柒 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5,720 2.7 

捌捌捌捌 土地租賃費土地租賃費土地租賃費土地租賃費 1,205 0.6 

玖玖玖玖 營運成本合計營運成本合計營運成本合計營運成本合計 213,033 壹壹壹壹~捌項之合捌項之合捌項之合捌項之合

單位營運成本單位營運成本單位營運成本單位營運成本

(元元元元/噸噸噸噸)

32.3

營營營營 運運運運 期期期期 間間間間 支支支支 出出出出 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 統統統統 計計計計 表表表表



六六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取決於取決於取決於取決於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是否詳盡是否詳盡是否詳盡是否詳盡；；；；

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擴散模擬以擴散模擬以擴散模擬以擴散模擬以

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

�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取決於取決於取決於取決於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是否詳盡是否詳盡是否詳盡是否詳盡；；；；

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本廠於規劃設計之初，，，，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擴散模擬以擴散模擬以擴散模擬以擴散模擬以

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才能以確保取水無虞。。。。

�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取決於能耗的降低取決於能耗的降低取決於能耗的降低取決於能耗的降低，，，，選用選用選用選用高運轉高運轉高運轉高運轉

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如風力發電等如風力發電等如風力發電等如風力發電等)，，，，可有效降低操作成可有效降低操作成可有效降低操作成可有效降低操作成
本本本本。。。。

�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取決於能耗的降低取決於能耗的降低取決於能耗的降低取決於能耗的降低，，，，選用選用選用選用高運轉高運轉高運轉高運轉

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效率的設備或結合替代能源(如風力發電等如風力發電等如風力發電等如風力發電等)，，，，可有效降低操作成可有效降低操作成可有效降低操作成可有效降低操作成
本本本本。。。。

�以以以以超過濾超過濾超過濾超過濾(UF)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可獲得良好的可獲得良好的可獲得良好的可獲得良好的RO進進進進
流前水質流前水質流前水質流前水質，，，，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雖單位造價頗高雖單位造價頗高雖單位造價頗高雖單位造價頗高，，，，仍具商業投仍具商業投仍具商業投仍具商業投

資價值資價值資價值資價值。。。。

�以以以以超過濾超過濾超過濾超過濾(UF)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可獲得良好的可獲得良好的可獲得良好的可獲得良好的RO進進進進
流前水質流前水質流前水質流前水質，，，，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且模組化設計拆裝容易，，，，雖單位造價頗高雖單位造價頗高雖單位造價頗高雖單位造價頗高，，，，仍具商業投仍具商業投仍具商業投仍具商業投

資價值資價值資價值資價值。。。。

�以本廠為例以本廠為例以本廠為例以本廠為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在在在在業主及業主及業主及業主及
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下下下下，，，，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

�以本廠為例以本廠為例以本廠為例以本廠為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在在在在業主及業主及業主及業主及
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投資業者互信的基礎下下下下，，，，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



六六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1)

�本廠於興建期間之初辦理融資貸款本廠於興建期間之初辦理融資貸款本廠於興建期間之初辦理融資貸款本廠於興建期間之初辦理融資貸款，，，，遭遇遭遇遭遇遭遇「「「「離島永續發展貸離島永續發展貸離島永續發展貸離島永續發展貸
款款款款」」」」停止受理及停止受理及停止受理及停止受理及BTO模式無法提供對等擔保品等種種困難模式無法提供對等擔保品等種種困難模式無法提供對等擔保品等種種困難模式無法提供對等擔保品等種種困難，，，，
最後僅能以利息及手續費偏高的最後僅能以利息及手續費偏高的最後僅能以利息及手續費偏高的最後僅能以利息及手續費偏高的「「「「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申貸申貸申貸申貸；；；；顯示促參法中許多優惠措施顯示促參法中許多優惠措施顯示促參法中許多優惠措施顯示促參法中許多優惠措施，，，，如租稅減免如租稅減免如租稅減免如租稅減免、、、、低利貸款低利貸款低利貸款低利貸款
等等等等，，，，皆牽涉不同部會之權責皆牽涉不同部會之權責皆牽涉不同部會之權責皆牽涉不同部會之權責，，，，造成民間業者申辦困窘造成民間業者申辦困窘造成民間業者申辦困窘造成民間業者申辦困窘，，，，冀望冀望冀望冀望
政府日後採行政府日後採行政府日後採行政府日後採行BTO模式時模式時模式時模式時，，，，能有能有能有能有更佳的整合配套機制更佳的整合配套機制更佳的整合配套機制更佳的整合配套機制。。。。

�鹵水回收再利用鹵水回收再利用鹵水回收再利用鹵水回收再利用除可興利外除可興利外除可興利外除可興利外，，，，亦可減少海洋環境的衝擊亦可減少海洋環境的衝擊亦可減少海洋環境的衝擊亦可減少海洋環境的衝擊，，，，如如如如
能由政府提供研究資源並結合專業民間業者能由政府提供研究資源並結合專業民間業者能由政府提供研究資源並結合專業民間業者能由政府提供研究資源並結合專業民間業者，，，，將可達事半功將可達事半功將可達事半功將可達事半功
倍之效倍之效倍之效倍之效。。。。



六六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2)

�在水資源日趨匱乏的今日在水資源日趨匱乏的今日在水資源日趨匱乏的今日在水資源日趨匱乏的今日，，，，世界各國無不竭力發展先進除鹽世界各國無不竭力發展先進除鹽世界各國無不竭力發展先進除鹽世界各國無不竭力發展先進除鹽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Desalination)，，，，海水逆滲透機組與產量正以每年海水逆滲透機組與產量正以每年海水逆滲透機組與產量正以每年海水逆滲透機組與產量正以每年10％％％％以以以以
上的速度增加上的速度增加上的速度增加上的速度增加；；；；反觀台灣仍採反觀台灣仍採反觀台灣仍採反觀台灣仍採偏低的水價供應民生用水偏低的水價供應民生用水偏低的水價供應民生用水偏低的水價供應民生用水，，，，減減減減
低了國內發展先進淡化技術之誘因低了國內發展先進淡化技術之誘因低了國內發展先進淡化技術之誘因低了國內發展先進淡化技術之誘因，，，，希冀政府能正視先進水希冀政府能正視先進水希冀政府能正視先進水希冀政府能正視先進水
資源發展的重要性資源發展的重要性資源發展的重要性資源發展的重要性。。。。



六六六六、、、、致謝致謝致謝致謝

本廠興建期間承蒙本廠興建期間承蒙本廠興建期間承蒙本廠興建期間承蒙連江縣政府連江縣政府連江縣政府連江縣政府、、、、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以及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以及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以及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水利署第十河川局以及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之協助及指導之協助及指導之協助及指導之協助及指導，，，，特此致謝特此致謝特此致謝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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