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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鐵煉鐵煉鐵煉鐵 煉鋼煉鋼煉鋼煉鋼 軋鋼軋鋼軋鋼軋鋼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產產產產 品品品品

生生生生 鐵鐵鐵鐵
小鋼胚小鋼胚小鋼胚小鋼胚

線線線線 材材材材

球化線材球化線材球化線材球化線材

條條條條 鋼鋼鋼鋼

鋼鋼鋼鋼 板板板板

熱軋鋼板熱軋鋼板熱軋鋼板熱軋鋼板

熱軋鋼片熱軋鋼片熱軋鋼片熱軋鋼片

熱軋鋼捲熱軋鋼捲熱軋鋼捲熱軋鋼捲

酸洗塗油鋼捲酸洗塗油鋼捲酸洗塗油鋼捲酸洗塗油鋼捲

電鍍鋅鋼捲電鍍鋅鋼捲電鍍鋅鋼捲電鍍鋅鋼捲

鋼鋼鋼鋼 品品品品 生生生生 產產產產 流流流流 程程程程 圖圖圖圖

煉焦煤煉焦煤煉焦煤煉焦煤
石灰石石灰石石灰石石灰石
鐵鐵鐵鐵 礦礦礦礦 煉焦工場煉焦工場煉焦工場煉焦工場((((焦爐焦爐焦爐焦爐8888座座座座))))

燒結工場燒結工場燒結工場燒結工場(4 (4 (4 (4 座座座座))))
高高高高 爐爐爐爐(4(4(4(4座座座座)))) 轉轉轉轉 爐爐爐爐(6(6(6(6座座座座))))

大鋼胚連鑄機大鋼胚連鑄機大鋼胚連鑄機大鋼胚連鑄機( 3( 3( 3( 3座座座座 ))))
扁鋼胚連鑄機扁鋼胚連鑄機扁鋼胚連鑄機扁鋼胚連鑄機( 6( 6( 6( 6座座座座 ))))

小鋼胚工場小鋼胚工場小鋼胚工場小鋼胚工場鋼板工場鋼板工場鋼板工場鋼板工場 線材工場線材工場線材工場線材工場條鋼工場條鋼工場條鋼工場條鋼工場(2(2(2(2座座座座)))) 退火處理場退火處理場退火處理場退火處理場熱軋工場熱軋工場熱軋工場熱軋工場(2(2(2(2座座座座)))) 熱軋調質重捲線熱軋調質重捲線熱軋調質重捲線熱軋調質重捲線(4(4(4(4座座座座)))) 熱軋厚板剪切線熱軋厚板剪切線熱軋厚板剪切線熱軋厚板剪切線熱軋薄板剪切線熱軋薄板剪切線熱軋薄板剪切線熱軋薄板剪切線酸洗塗油線酸洗塗油線酸洗塗油線酸洗塗油線
第二酸洗冷軋線第二酸洗冷軋線第二酸洗冷軋線第二酸洗冷軋線

底片準備線底片準備線底片準備線底片準備線


大鋼胚大鋼胚大鋼胚大鋼胚
扁鋼胚扁鋼胚扁鋼胚扁鋼胚

底底底底 片片片片

冷軋鋼捲冷軋鋼捲冷軋鋼捲冷軋鋼捲

電磁及彩色鋼片電磁及彩色鋼片電磁及彩色鋼片電磁及彩色鋼片電磁鋼片電磁鋼片電磁鋼片電磁鋼片

電解清洗線電解清洗線電解清洗線電解清洗線
封盒退火封盒退火封盒退火封盒退火連續退火線連續退火線連續退火線連續退火線( 2( 2( 2( 2座座座座 ))))

切條及重捲線切條及重捲線切條及重捲線切條及重捲線
連續塗覆線連續塗覆線連續塗覆線連續塗覆線電磁鋼片塗覆線電磁鋼片塗覆線電磁鋼片塗覆線電磁鋼片塗覆線電氣鍍鋅線電氣鍍鋅線電氣鍍鋅線電氣鍍鋅線

調質場調質場調質場調質場第一酸洗冷軋線第一酸洗冷軋線第一酸洗冷軋線第一酸洗冷軋線

生鐵鑄造生鐵鑄造生鐵鑄造生鐵鑄造

熱浸鍍鋅線熱浸鍍鋅線熱浸鍍鋅線熱浸鍍鋅線 熱浸鍍鋅熱浸鍍鋅熱浸鍍鋅熱浸鍍鋅鋼捲鋼捲鋼捲鋼捲
# 3

製程特色製程特色製程特色製程特色：：：：原料多樣原料多樣原料多樣原料多樣、、、、冗長冗長冗長冗長
、、、、複雜複雜複雜複雜、、、、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內涵高科技內涵高科技內涵高科技內涵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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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鐵礦鐵礦鐵礦鐵礦及及及及煤礦煤礦煤礦煤礦等原料等原料等原料等原料價格高漲價格高漲價格高漲價格高漲，，，，生產生產生產生產成本居高成本居高成本居高成本居高

不下不下不下不下。。。。

����社會對鋼廠社會對鋼廠社會對鋼廠社會對鋼廠環保環保環保環保要求愈來愈高要求愈來愈高要求愈來愈高要求愈來愈高。。。。

����環保署課徵環保署課徵環保署課徵環保署課徵碳稅碳稅碳稅碳稅或或或或能源稅能源稅能源稅能源稅勢在必行勢在必行勢在必行勢在必行。。。。

����提高鐵提高鐵提高鐵提高鐵、、、、煤的資源利用效能煤的資源利用效能煤的資源利用效能煤的資源利用效能才才才才是降低經營成是降低經營成是降低經營成是降低經營成
本及減少環境衝擊的最佳策略本及減少環境衝擊的最佳策略本及減少環境衝擊的最佳策略本及減少環境衝擊的最佳策略。。。。

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外在環境外在環境外在環境外在環境：：：：

內在環境內在環境內在環境內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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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在國際市場難與國外產品在國際市場難與國外產品在國際市場難與國外產品在國際市場難與國外低價鋼材低價鋼材低價鋼材低價鋼材競爭競爭競爭競爭。。。。

����缺乏缺乏缺乏缺乏鐵鐵鐵鐵、、、、碳物質利用率分析工具碳物質利用率分析工具碳物質利用率分析工具碳物質利用率分析工具，，，，無法釐清與預無法釐清與預無法釐清與預無法釐清與預
估全廠估全廠估全廠估全廠、、、、製程及單元間之資源利用率及排碳量製程及單元間之資源利用率及排碳量製程及單元間之資源利用率及排碳量製程及單元間之資源利用率及排碳量。。。。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建立物質流分析工具建立物質流分析工具建立物質流分析工具建立物質流分析工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整合整合整合整合資源資源資源資源、、、、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及及及及廢廢廢廢
棄物棄物棄物棄物等管理功能等管理功能等管理功能等管理功能，，，，提供全廠提供全廠提供全廠提供全廠鐵鐵鐵鐵、、、、碳物質碳物質碳物質碳物質及及及及能源利能源利能源利能源利
用用用用等資訊等資訊等資訊等資訊，，，，作為尋找改善方案的依據作為尋找改善方案的依據作為尋找改善方案的依據作為尋找改善方案的依據，，，，進行持續進行持續進行持續進行持續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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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

物質流物質流物質流物質流管理系統整合平台管理系統整合平台管理系統整合平台管理系統整合平台生命週期評估生命週期評估生命週期評估生命週期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環境風險評估環境風險評估環境風險評估

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環境管理決策支援系統

清潔生產清潔生產清潔生產清潔生產 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 社區環保社區環保社區環保社區環保 持續改善持續改善持續改善持續改善

物質流成本物質流成本物質流成本物質流成本
會計建置會計建置會計建置會計建置

關鍵物質資料庫建置關鍵物質資料庫建置關鍵物質資料庫建置關鍵物質資料庫建置 物質流分析模式開發物質流分析模式開發物質流分析模式開發物質流分析模式開發

物質流分析模式物質流分析模式物質流分析模式物質流分析模式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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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第一階段研究目標第一階段研究目標第一階段研究目標第一階段研究目標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全廠鐵全廠鐵全廠鐵全廠鐵、、、、碳物質流碳物質流碳物質流碳物質流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鐵物質資源利用率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碳物質流布碳物質流布碳物質流布碳物質流布盤查盤查盤查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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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資源利用面資源利用面資源利用面資源利用面
鐵物質流分析模式鐵物質流分析模式鐵物質流分析模式鐵物質流分析模式

Iron Material Flow Analysis

環境保護面環境保護面環境保護面環境保護面
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
Carbon Material Flow Analysis

成本經濟面成本經濟面成本經濟面成本經濟面
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建立步驟建立步驟建立步驟建立步驟 產出模式產出模式產出模式產出模式

STAN 2.0

軟體軟體軟體軟體

評估指評估指評估指評估指標標標標
1.資源利用率資源利用率資源利用率資源利用率 4.溫室氣體減量溫室氣體減量溫室氣體減量溫室氣體減量 7.重金屬健康風險重金屬健康風險重金屬健康風險重金屬健康風險
2.能源利用率能源利用率能源利用率能源利用率 5.替代燃料評估替代燃料評估替代燃料評估替代燃料評估 8.成本有效分析成本有效分析成本有效分析成本有效分析
3.廢棄物資源化廢棄物資源化廢棄物資源化廢棄物資源化 6.環境衝擊評估環境衝擊評估環境衝擊評估環境衝擊評估

模式化分析模式化分析模式化分析模式化分析

評估系統建立評估系統建立評估系統建立評估系統建立
����建立製程地圖建立製程地圖建立製程地圖建立製程地圖
����確認各物質分類與流向確認各物質分類與流向確認各物質分類與流向確認各物質分類與流向

盤查表單建立盤查表單建立盤查表單建立盤查表單建立

����標準化製程投入產出圖標準化製程投入產出圖標準化製程投入產出圖標準化製程投入產出圖/表表表表
����資料彙整與檢核資料彙整與檢核資料彙整與檢核資料彙整與檢核

物質流模型化物質流模型化物質流模型化物質流模型化
����確認質量平衡確認質量平衡確認質量平衡確認質量平衡
����圖型工具與原始資料同步連結圖型工具與原始資料同步連結圖型工具與原始資料同步連結圖型工具與原始資料同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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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廠製程地圖建立全廠製程地圖建立全廠製程地圖建立全廠製程地圖建立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物質流守恆原理物質流守恆原理物質流守恆原理物質流守恆原理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全廠製程地圖全廠製程地圖全廠製程地圖全廠製程地圖，，，，進行鐵進行鐵進行鐵進行鐵、、、、
碳物質碳物質碳物質碳物質IO細部盤查細部盤查細部盤查細部盤查。。。。

����分析層次區分為分析層次區分為分析層次區分為分析層次區分為
整廠層次整廠層次整廠層次整廠層次::::全廠全廠全廠全廠
製程層次製程層次製程層次製程層次::::燒結燒結燒結燒結、、、、高爐及高爐及高爐及高爐及

轉爐等製程轉爐等製程轉爐等製程轉爐等製程
單元層次單元層次單元層次單元層次::::相同製程之不同相同製程之不同相同製程之不同相同製程之不同

工場工場工場工場

整廠整廠整廠整廠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1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2

製程製程製程製程3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2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3

鐵鐵鐵鐵、、、、碳物質流圖型化架構碳物質流圖型化架構碳物質流圖型化架構碳物質流圖型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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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廠鐵物質資源利用率計算全廠鐵物質資源利用率計算全廠鐵物質資源利用率計算全廠鐵物質資源利用率計算

ηηηηt : 產品資源利用率產品資源利用率產品資源利用率產品資源利用率，，，，% 

Ci : 第第第第i項產品含鐵量項產品含鐵量項產品含鐵量項產品含鐵量，，，，%

Pi  : 第第第第i項產品年產量項產品年產量項產品年產量項產品年產量, 噸噸噸噸/年年年年

Cj : 第第第第j項原料含鐵量項原料含鐵量項原料含鐵量項原料含鐵量，，，，%

Rj : 第第第第j項原料年耗量項原料年耗量項原料年耗量項原料年耗量, 噸噸噸噸/年年年年

n  : 產品種類產品種類產品種類產品種類

m : 原料種類原料種類原料種類原料種類（（（（98年使用約年使用約年使用約年使用約20種鐵礦種鐵礦種鐵礦種鐵礦））））

=tη 100

RC

PC

m

j

jj

n

1i

ii

×

×

×

=

∑

∑
=

產品總含鐵量產品總含鐵量產品總含鐵量產品總含鐵量

原料總含鐵量原料總含鐵量原料總含鐵量原料總含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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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Material 

Loss

製品的直接材料製品的直接材料製品的直接材料製品的直接材料、、、、間接材料間接材料間接材料間接材料、、、、加工附屬材料等加工附屬材料等加工附屬材料等加工附屬材料等

人工成本人工成本人工成本人工成本、、、、設備折舊費設備折舊費設備折舊費設備折舊費、、、、間接人工成本等間接人工成本等間接人工成本等間接人工成本等

電費電費電費電費、、、、燃料費等燃料費等燃料費等燃料費等

廢棄物處理費廢棄物處理費廢棄物處理費廢棄物處理費、、、、委外處理費委外處理費委外處理費委外處理費、、、、再利用加工費等再利用加工費等再利用加工費等再利用加工費等

MFCA標準化計算處理標準化計算處理標準化計算處理標準化計算處理

可以看見可以看見可以看見可以看見
物質的物質的物質的物質的
損失成本損失成本損失成本損失成本

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建立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建立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建立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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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流成本會計物質流成本會計物質流成本會計物質流成本會計標準化計算標準化計算標準化計算標準化計算

原物料投入成本原物料投入成本原物料投入成本原物料投入成本
MC、、、、SC、、、、EC

產品成本產品成本產品成本產品成本
MC、、、、SC、、、、EC

物質損失成本物質損失成本物質損失成本物質損失成本
MC、、、、SC、、、、EC

MFCA總成本計算產出總成本計算產出總成本計算產出總成本計算產出
MC、、、、SC、、、、EC、、、、WTC

上游產品成本上游產品成本上游產品成本上游產品成本
MC、、、、SC、、、、EC

工廠工廠工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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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廠全廠全廠全廠鐵物質流鐵物質流鐵物質流鐵物質流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

����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鐵物質資源利用率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全廠全廠全廠全廠碳物質流碳物質流碳物質流碳物質流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

����全廠全廠全廠全廠成本會計成本會計成本會計成本會計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

四四四四、、、、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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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

廢棄總鐵產廢棄總鐵產廢棄總鐵產廢棄總鐵產
出的比例出的比例出的比例出的比例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鐵資源利用率鐵資源利用率鐵資源利用率鐵資源利用率

����擬定降低副產品鐵資源比例擬定降低副產品鐵資源比例擬定降低副產品鐵資源比例擬定降低副產品鐵資源比例
的的的的優先改善方案優先改善方案優先改善方案優先改善方案

原物料鐵投入原物料鐵投入原物料鐵投入原物料鐵投入(INPUT)

鐵礦鐵礦鐵礦鐵礦、、、、球結礦球結礦球結礦球結礦、、、、合金鐵合金鐵合金鐵合金鐵、、、、廢鋼等廢鋼等廢鋼等廢鋼等

產品鐵含量產品鐵含量產品鐵含量產品鐵含量(OUTPUT)

條鋼條鋼條鋼條鋼、、、、大鋼胚大鋼胚大鋼胚大鋼胚、、、、電磁鋼片電磁鋼片電磁鋼片電磁鋼片、、、、鋼捲等鋼捲等鋼捲等鋼捲等

外售副產品鐵含量外售副產品鐵含量外售副產品鐵含量外售副產品鐵含量(OUTPUT)

冷軋污泥冷軋污泥冷軋污泥冷軋污泥、、、、脫硫渣脫硫渣脫硫渣脫硫渣、、、、高爐石等高爐石等高爐石等高爐石等

廢棄物鐵含量廢棄物鐵含量廢棄物鐵含量廢棄物鐵含量(WASTE)

轉爐渣等轉爐渣等轉爐渣等轉爐渣等

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全廠層次全廠層次全廠層次全廠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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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任何任何任何非產品非產品非產品非產品鐵資源鐵資源鐵資源鐵資源
的流動的流動的流動的流動，，，，都是增加都是增加都是增加都是增加
成本的來源成本的來源成本的來源成本的來源。。。。

���� 鑑別鐵資源在廠內鑑別鐵資源在廠內鑑別鐵資源在廠內鑑別鐵資源在廠內
循環再利用的循環再利用的循環再利用的循環再利用的流向流向流向流向
////流量流量流量流量，，，，提出降低提出降低提出降低提出降低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 廢棄鐵資源的流向廢棄鐵資源的流向廢棄鐵資源的流向廢棄鐵資源的流向
與流量確認與流量確認與流量確認與流量確認，，，，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廠內循環再利用廠內循環再利用廠內循環再利用廠內循環再利用的的的的
改善方案改善方案改善方案改善方案。。。。

拌料拌料拌料拌料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燒結燒結燒結燒結 高爐高爐高爐高爐 轉爐轉爐轉爐轉爐

冷
熱
軋

冷
熱
軋

冷
熱
軋

冷
熱
軋

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製程層次製程層次製程層次製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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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爐高爐高爐高爐

廢棄總鐵產廢棄總鐵產廢棄總鐵產廢棄總鐵產
出的比例出的比例出的比例出的比例

原物料鐵投入原物料鐵投入原物料鐵投入原物料鐵投入(INPUT)

燒結礦燒結礦燒結礦燒結礦、、、、球結礦球結礦球結礦球結礦、、、、塊鐵礦塊鐵礦塊鐵礦塊鐵礦、、、、直接還原鐵等直接還原鐵等直接還原鐵等直接還原鐵等

產品鐵含量產品鐵含量產品鐵含量產品鐵含量(OUTPUT)

鐵水鐵水鐵水鐵水

外售副產品鐵含量外售副產品鐵含量外售副產品鐵含量外售副產品鐵含量(OUTPUT)

生鐵生鐵生鐵生鐵、、、、高爐石等高爐石等高爐石等高爐石等

廢棄物鐵含量廢棄物鐵含量廢棄物鐵含量廢棄物鐵含量(WASTE)

高爐集塵灰高爐集塵灰高爐集塵灰高爐集塵灰、、、、高爐礦泥等高爐礦泥等高爐礦泥等高爐礦泥等

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高爐製程高爐製程高爐製程高爐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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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熱
軋
製
程
內
部
的
各
單
元

冷
熱
軋
製
程
內
部
的
各
單
元

冷
熱
軋
製
程
內
部
的
各
單
元

冷
熱
軋
製
程
內
部
的
各
單
元

����呈現各單元呈現各單元呈現各單元呈現各單元鐵資源鐵資源鐵資源鐵資源
流動情況流動情況流動情況流動情況，，，，供操作供操作供操作供操作
人員掌握現況及擬人員掌握現況及擬人員掌握現況及擬人員掌握現況及擬
訂改善策略訂改善策略訂改善策略訂改善策略。。。。

����供各單位訂定供各單位訂定供各單位訂定供各單位訂定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以降低副產以降低副產以降低副產以降低副產
品品品品/廢棄鐵的比例廢棄鐵的比例廢棄鐵的比例廢棄鐵的比例，，，，
擬定廢棄鐵再利用擬定廢棄鐵再利用擬定廢棄鐵再利用擬定廢棄鐵再利用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同一製程中同一製程中同一製程中同一製程中，，，，
各工場運作之各工場運作之各工場運作之各工場運作之
鐵利用率鐵利用率鐵利用率鐵利用率比比比比
較較較較。。。。例如例如例如例如4座座座座
高爐高爐高爐高爐、、、、 4座燒座燒座燒座燒
結場結場結場結場及及及及2座轉座轉座轉座轉
爐工場爐工場爐工場爐工場等等等等。。。。

2座
轉
爐
工
場

座
轉
爐
工
場

座
轉
爐
工
場

座
轉
爐
工
場

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鐵物質流模式-單元層次單元層次單元層次單元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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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層次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整廠層次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整廠層次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整廠層次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

整廠總鐵產出分布整廠總鐵產出分布整廠總鐵產出分布整廠總鐵產出分布

1.鐵資源利用率為鐵資源利用率為鐵資源利用率為鐵資源利用率為86.19%。。。。
2.其他外售副產品占有其他外售副產品占有其他外售副產品占有其他外售副產品占有12.78%，，，，可擬定可擬定可擬定可擬定
降低的目標值與執行策略降低的目標值與執行策略降低的目標值與執行策略降低的目標值與執行策略。。。。

3.廢棄鐵達廢棄鐵達廢棄鐵達廢棄鐵達1.03%，，，，應找出可行技術應找出可行技術應找出可行技術應找出可行技術，，，，讓讓讓讓
廢棄鐵回到製程體系廢棄鐵回到製程體系廢棄鐵回到製程體系廢棄鐵回到製程體系。。。。

其他外售副產品的種類分布其他外售副產品的種類分布其他外售副產品的種類分布其他外售副產品的種類分布

1.副產品價值低副產品價值低副產品價值低副產品價值低，，，，針對主要針對主要針對主要針對主要分布項分布項分布項分布項
目目目目(如脫硫渣等如脫硫渣等如脫硫渣等如脫硫渣等)，，，，提出降低的方提出降低的方提出降低的方提出降低的方
案案案案。。。。

2.各副產品來自何處各副產品來自何處各副產品來自何處各副產品來自何處，，，，須搭配第二層須搭配第二層須搭配第二層須搭配第二層
的物質流分析的物質流分析的物質流分析的物質流分析，，，，方可找出方可找出方可找出方可找出關鍵的管關鍵的管關鍵的管關鍵的管
制點制點制點制點。。。。

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

脫硫渣脫硫渣脫硫渣脫硫渣

63.96%

RMPT外售外售外售外售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26.89%

冷軋汙泥冷軋汙泥冷軋汙泥冷軋汙泥

3.05%

外售氧化鐵外售氧化鐵外售氧化鐵外售氧化鐵

6.10%

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
86.19%

其他外售其他外售其他外售其他外售

副產品副產品副產品副產品

12.78%

廢棄鐵廢棄鐵廢棄鐵廢棄鐵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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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爐製程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高爐製程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高爐製程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高爐製程之鐵物質資源利用率

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

����顯示主產顯示主產顯示主產顯示主產
品品品品、、、、廠內循廠內循廠內循廠內循
環再利用環再利用環再利用環再利用、、、、
及廢棄等途及廢棄等途及廢棄等途及廢棄等途
徑之鐵資源徑之鐵資源徑之鐵資源徑之鐵資源
流向與比例流向與比例流向與比例流向與比例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擬定改擬定改擬定改擬定改
善方案善方案善方案善方案之依之依之依之依
據據據據。。。。

回收高爐石回收高爐石回收高爐石回收高爐石

0.04%

廢棄高爐石廢棄高爐石廢棄高爐石廢棄高爐石

0.39%

高爐集塵灰高爐集塵灰高爐集塵灰高爐集塵灰

1.92%

高爐礦泥高爐礦泥高爐礦泥高爐礦泥

4.42%

外售生鐵外售生鐵外售生鐵外售生鐵

1.94%

廢耐火材殘鋼廢耐火材殘鋼廢耐火材殘鋼廢耐火材殘鋼

6.78%

鐵水鐵水鐵水鐵水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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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層次的碳物質流動整廠層次的碳物質流動整廠層次的碳物質流動整廠層次的碳物質流動
整廠總碳整廠總碳整廠總碳整廠總碳
排放排放排放排放

製程層次的碳物質流動製程層次的碳物質流動製程層次的碳物質流動製程層次的碳物質流動

各製程碳各製程碳各製程碳各製程碳排放貢排放貢排放貢排放貢
獻比例獻比例獻比例獻比例

高爐高爐高爐高爐

冷冷冷冷
熱熱熱熱
軋軋軋軋

單元層次的碳物質流動單元層次的碳物質流動單元層次的碳物質流動單元層次的碳物質流動

各單元碳各單元碳各單元碳各單元碳((((如冷熱軋中的如冷熱軋中的如冷熱軋中的如冷熱軋中的
各單元各單元各單元各單元))))排放貢獻比例排放貢獻比例排放貢獻比例排放貢獻比例

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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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廠層次之碳物質排放分布整廠層次之碳物質排放分布整廠層次之碳物質排放分布整廠層次之碳物質排放分布

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

1.整廠總碳主要來自生煤與其它外購能源整廠總碳主要來自生煤與其它外購能源整廠總碳主要來自生煤與其它外購能源整廠總碳主要來自生煤與其它外購能源。。。。
2.整廠總碳以氣態排放為主整廠總碳以氣態排放為主整廠總碳以氣態排放為主整廠總碳以氣態排放為主，，，，占占占占89.62%；；；；而而而而

主主主主、、、、副產品各占副產品各占副產品各占副產品各占7.65%及及及及0.66%。。。。
3.整合總碳排放分布與碳足跡資訊可進一步整合總碳排放分布與碳足跡資訊可進一步整合總碳排放分布與碳足跡資訊可進一步整合總碳排放分布與碳足跡資訊可進一步
推估整廠推估整廠推估整廠推估整廠碳隱藏流碳隱藏流碳隱藏流碳隱藏流。。。。

整廠總碳排放分布整廠總碳排放分布整廠總碳排放分布整廠總碳排放分布

各製程各製程各製程各製程/類型之氣態碳排放分布類型之氣態碳排放分布類型之氣態碳排放分布類型之氣態碳排放分布

氣態碳主要排放源為氣態碳主要排放源為氣態碳主要排放源為氣態碳主要排放源為
煉鐵製程煉鐵製程煉鐵製程煉鐵製程，，，，占占占占84.8%，，，，
其中高爐占其中高爐占其中高爐占其中高爐占65.39%。。。。

高爐高爐高爐高爐

65.39%

燒結燒結燒結燒結////煉焦煉焦煉焦煉焦

////煤化學煤化學煤化學煤化學

19.41%

外購電力外購電力外購電力外購電力

4.30%

整廠使用整廠使用整廠使用整廠使用

液態燃料液態燃料液態燃料液態燃料

0.76%

煉鋼煉鋼煉鋼煉鋼

5.54%

冷熱軋冷熱軋冷熱軋冷熱軋

4.11%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0000.48%

氣態碳氣態碳氣態碳氣態碳
((((如如如如COCOCOCO2222))))
89.62%89.62%89.62%89.62%

固態碳固態碳固態碳固態碳

((((石墨石墨石墨石墨))))

2.08%

副產品副產品副產品副產品

0.66%
主產品主產品主產品主產品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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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層次製程層次製程層次製程層次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物質流成本會計模式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輔助材料等成本輔助材料等成本輔助材料等成本輔助材料等成本(1)

(MC、、、、SC、、、、EC)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輔助材料等成本輔助材料等成本輔助材料等成本輔助材料等成本(2)

(MC、、、、SC、、、、EC)

煉鐵製程煉鐵製程煉鐵製程煉鐵製程 煉鋼製程煉鋼製程煉鋼製程煉鋼製程
煤煤煤煤、、、、鐵等原料成本鐵等原料成本鐵等原料成本鐵等原料成本
(MC、、、、SC、、、、EC)

鐵水等產品成本鐵水等產品成本鐵水等產品成本鐵水等產品成本
(MC、、、、SC、、、、EC)

廢廢廢廢棄物成本棄物成本棄物成本棄物成本(1)

(MC、、、、SC、、、、EC)

廢棄物成本廢棄物成本廢棄物成本廢棄物成本(2)

(MC、、、、SC、、、、EC)

產品成本產品成本產品成本產品成本(2)

(MC、、、、SC、、、、EC)

廢棄物損失之總成本廢棄物損失之總成本廢棄物損失之總成本廢棄物損失之總成本 產品之總成本產品之總成本產品之總成本產品之總成本

MFCA之總成本計算產出之總成本計算產出之總成本計算產出之總成本計算產出
(MC、、、、SC、、、、EC、、、、WTC)

廢鋼廢鋼廢鋼廢鋼、、、、合金鐵等材料成本合金鐵等材料成本合金鐵等材料成本合金鐵等材料成本(2)

(MC、、、、S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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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成本分配比例各類成本分配比例各類成本分配比例各類成本分配比例

整廠層次整廠層次整廠層次整廠層次物質流成本會計虛物質流成本會計虛物質流成本會計虛物質流成本會計虛擬結果擬結果擬結果擬結果

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此分析結果以虛擬數據評估而成，，，，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結果尚待精進

總投入成本總投入成本總投入成本總投入成本 總產品成本總產品成本總產品成本總產品成本 總物質損失成本總物質損失成本總物質損失成本總物質損失成本

WTC

EC

SC

MC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金
額

����顯示總投入成顯示總投入成顯示總投入成顯示總投入成
本中本中本中本中，，，，物質損物質損物質損物質損
失成本的比失成本的比失成本的比失成本的比
例例例例；；；；擬定未來擬定未來擬定未來擬定未來
減少損失的目減少損失的目減少損失的目減少損失的目
標與做法標與做法標與做法標與做法。。。。

����清楚清楚清楚清楚最大損失最大損失最大損失最大損失
來自何種成本來自何種成本來自何種成本來自何種成本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2424

五五五五、、、、後續工作後續工作後續工作後續工作
1.已建立鋼廠多種層次的已建立鋼廠多種層次的已建立鋼廠多種層次的已建立鋼廠多種層次的資源利用分析模式資源利用分析模式資源利用分析模式資源利用分析模式，，，，如整如整如整如整
廠廠廠廠、、、、製程製程製程製程、、、、單元等單元等單元等單元等…..。。。。

2.已鑑別中鋼全廠及高爐已鑑別中鋼全廠及高爐已鑑別中鋼全廠及高爐已鑑別中鋼全廠及高爐、、、、轉爐製程之轉爐製程之轉爐製程之轉爐製程之鐵物質資源鐵物質資源鐵物質資源鐵物質資源利利利利
用率用率用率用率，，，，後續將計算其他製程及各單元之後續將計算其他製程及各單元之後續將計算其他製程及各單元之後續將計算其他製程及各單元之資源利用資源利用資源利用資源利用
率率率率，，，，並與國際先進鋼廠比較並與國際先進鋼廠比較並與國際先進鋼廠比較並與國際先進鋼廠比較，，，，尋找改善機會尋找改善機會尋找改善機會尋找改善機會。。。。

3.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碳物質流分析模式及及及及整廠碳排放分布調查整廠碳排放分布調查整廠碳排放分布調查整廠碳排放分布調查，，，，
後續將探討各製程及各單元後續將探討各製程及各單元後續將探討各製程及各單元後續將探討各製程及各單元碳排放及能源利用率碳排放及能源利用率碳排放及能源利用率碳排放及能源利用率。。。。

4.已探討整廠已探討整廠已探討整廠已探討整廠MC, SC, EC, WTC成本數據成本數據成本數據成本數據，，，，後續將精後續將精後續將精後續將精
算各製程及各單元之成本數據算各製程及各單元之成本數據算各製程及各單元之成本數據算各製程及各單元之成本數據。。。。

終極目標終極目標終極目標終極目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產品產品產品產品與與與與產出量產出量產出量產出量的組合的組合的組合的組合，，，，由模式預測由模式預測由模式預測由模式預測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組合組合組合組合、、、、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量、、、、環境衝擊環境衝擊環境衝擊環境衝擊、、、、成本成本成本成本與與與與獲利獲利獲利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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