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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合理化之策略與措施用水合理化之策略與措施用水合理化之策略與措施用水合理化之策略與措施                 

引言人 張添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教授 

  兼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理事長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地狹人稠，降雨分佈不均，屬於缺水國家，加上近年地球暖化導致氣候異常，

國內降雨量之季節性水荒勢態擴大，北部及離島地區缺水更為嚴重，常導致高科技科學

園區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更加深社會大眾對於水資源調度與運用與水價合理化之關

切，水資源應該如何管理分配，如何排定用水優先順位，以及如何強化水回收再生利用，

為國內目前最重要探討之關鍵課題。 

水資源有效利用之用水合理化，分別為供水效率化、強化用水管理及水回收再利用

三大主軸作為國內用水合理化之主要政策，而政府已針對不同行業別訂定回收率承諾之

建議值，可作為產業界掌握廠內水回收再利用標的之參考依據，藉由用水計畫書之查核

亦可有效掌握國內用水量、水資源永續利用及落實總量管制機制，已為我國當前政策重

點執行方針之一，未來推動合理化用水之策略與措施勢在必行。 

一一一一、、、、各國用水量現況各國用水量現況各國用水量現況各國用水量現況 

各國民生用水量來源主要來自於區域之水庫集水區，而水庫水來源所有來自於水文

循環之降水。國內經濟部水利署統計顯示，台灣地區年降雨量為世界平均值 2.6倍，由

於台灣人口密度高，地形限制以及季節分布不平均，平均每人每年的均賦量僅為 4,074 

m
3，僅約全球平均值 1/5，屬於水資源匱乏地區。而澳洲雖然平均年降雨量僅 460 mm/

年，但地形及氣候等因素，每人平均分配之雨水量多達 188,550 m
3
/人年為世界最高，而

加拿大為 167,100 m
3
/人年及美國為 25,565 m

3
/人年次之，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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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圖圖圖圖 1    世界各世界各世界各世界各國國國國降雨量比較圖降雨量比較圖降雨量比較圖降雨量比較圖 

依聯合國水機制 UN-Water之 2009年報指出，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之全球分佈

圖如圖 2 所示。由圖所得知，中非國家地區因降雨量少，每人每年用水量不到 100 m
3
/

人年，北美洲、澳洲、中西亞部分國家、泰國及非洲蘇丹共和國等國家每人每年用水量

超過 1,000 m
3
/人年。因非洲蘇丹共和國人口密度集中，加上世界上最長之尼羅河流域流

經該國，而南蘇丹全年雨量 600～2,000 mm，地形坡度特小，河川流速轉緩形成大面積

沼澤濕地，故該國每人每年用水量超過世界各國之平均值。 

 

 資料來源：3rd UN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圖圖圖圖 2    世界各國世界各國世界各國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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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用水合理化策略用水合理化策略用水合理化策略用水合理化策略 

合理用水由永續發展與節約用水需求面管理之概念，包括供給面與需求面平衡之規

劃、明智用水需求、提高用水效率、減少用水損失及有效使用等。依台灣經濟與環境現

況提出之合理用水定義如下：「公用事業單位制定水價時須反應整體水資源供水成本，

工業用水者確實有能力：(1)符合當時之放流水標準；(2)兼顧製程與回收技術之可行性；

(3)達到用水效率、公平取用與成本回收原則；滿足上述條件，並透過市場機制，所取得

適量之用水稱『合理用水』」（陳亮清，2005） 

台灣地區國人每人平均分配之用水量為全國平均值 1/5，屬於缺水國家，加上近年

地球暖化，國內降雨量之季節性水荒勢態擴大，北部及離島地區缺水更為嚴重，造成高

科技科學園區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更加深了社會大眾對於水資源調度與運用與水價合

理化的關切。故台灣地區的水資源應該如何管理分配，以及如何排定用水優先順位，為

國內目前最重要探討之關鍵課題。 

依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水資源年報台灣地區水資源應用標的統計資料顯示，農業用

水佔 72.09 %、民生用水佔 18.63 %、工業用水佔 9.28 %，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圖如

圖 3所示。各用水標的受水文條件或輸水及淨水能力所限制，隨著經濟發展，工業用水

量與日俱增，工業用水常與農業及民生用水標的相互競爭用水。農業用水所佔比例最

高，但其用水主要以河川引水，較少仰賴水庫蓄水及地下水，故農業用水之供水狀況較

不穩定，若遇乾旱時，必須面臨休耕之困境。民生用水對於乾旱的耐受度最低，因此依

賴水庫供水比例最高，為所有標的總用水量 71 %以上。工業用水整體所佔比例最低，

用水比例僅 15 %，但因產業分布零散、不同用途所需水質而異，因此傳統型工業之程

序用水多以抽用地下水為主，以及地面水（包括水庫、河川及農業移用水）。（胡思聰，

2002） 

註：單位為億立方公尺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圖圖圖圖 3    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 97 年各標的用水概況年各標的用水概況年各標的用水概況年各標的用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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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歐陽嶠暉資深教授提出國內水資源有效利用體系，其水資源有效利用之用水合

理化策略，可分別為供水效率化、強化用水管理及水回收再利用三大主軸，如下分述。 

1.供水效率化 

(1)提升自來水有效供水率（減少漏水、無費用水） 

(2)防止農業用水的損失（依灌溉需求，有效調節供需） 

2.強化用水管理 

(1)家庭用水等之合理化（節水水栓、節水型馬桶及洗衣機） 

A.推動訂定省水器材普及化之相關辦法：省水器材普及化、推動省水標章制度。

鼓勵設置截留雨水設備。 

B.生活用水中非飲用之雜用水（如洗滌、淋浴、清掃、消防用水等）污染濃低仍

低，集中處理後可回收由專用之中水道系統提供為工作雜用水或景觀綠化灌溉

用水，可減少生活用水量 35 %以上。 

C.中水道系統因需新設管線、避免管線錯接、顧慮民眾接納度及成本高於目前自

來水價等限制，又因我國中下水道之不普及，亟需政策推動及提供經濟誘因。 

(2)工業用水合理化（節水生產設備、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 

A.積極配合水利署「興水源發展條例」之立法，鼓勵民間造水事業之建立。提升

高級處理技術之應用研發推廣，使廢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落實本土化。 

B.考量排放率及用水回收率共同規範，提高廢水回收之經濟誘因，以價制量，促

成提高用水效率之省水生產流程。 

C.獎勵設置循環水之設施及其利用率。水源之分級系統設置及使用；嚴格執行污

染處理，將污染清潔水源降至最低水平。 

D.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彙整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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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    工業用水目標彙整工業用水目標彙整工業用水目標彙整工業用水目標彙整    
年度 政策依據政策 重點與目標 

1994 「節約用水措施」 
1. 提高用水效率與效能 

2. 健全用水管理及制度 

1995 「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領」 穩定供應工業用水 

1998 

2000 

「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結論 

「節約用水行動方案」 

1. 提升工業用水回收率 

2. 工業用水期於 2011 年達成平均回

收率 65 %之目標 

2003 

2004 

「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領

實施計畫」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水與綠建築計畫」之「積極推動節

約用水」分項計畫 

1. 注重工業廢水回收再利用及再使用 

2. 推動合理水價 

3. 節約用水 

4. 2003至 2007年達成 4,150萬噸工業

用水節水量 

2005 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 

1. 持續提升工業用水效率，擴大推動

節水工作 

2. 訂定於 2021 年前持續提高現有用

水回收率至少 10 % 

3. 節約用水量 4,600萬噸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06 

(3)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 

A.加強灌溉管理，依照水利及農業等相關法規，研擬最適水資源利用、調配方案。 

B.以國家整體利益為基礎，研提可行策略及必要之配套措施，減少耗水量多之淡

水密集養殖及鼓勵養殖用水之循環利用。 

C.從水資源主管機關（農田水利會）角度，評估分析水資源整體調配利用問題之

所在，改善輸配水設施，減少輸配水損失；並加強灌溉配水設施管路化，灌排

分離，防止水源污染，增加迴歸水利用率。 

D.調整或改變耕作方式來改進用水效率低之灌區；機動調整田埂高度，增加有效

雨量利用率。地面水及地下水有效聯合運用，降低對地下水之超抽。 

E.貫徹養豬場及畜牧場之廢水處理，避免污染可利用水源。 

3.水回收再利用 

(1)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為單位、單位產品用水量、製程循環再利用率及總回收

率) 

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包括供水來源、供水量、用水

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建立。 

(2)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個別循環及地區循環利用） 

A.個別循環方式 

單一建築物內所產生之排水回收處理後，用於自身回用系統，即為「個別循環

式」方式。如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廚房排水、浴室排水等，經由生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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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膜處理後，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途。 

B.地區循環方式 

大規模的集合式住宅，市地重劃再開發區、建築物共同下水道系統等收集回收

系統，即為「地區循環式」方式。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經由共同

處理程序（生物處理或膜處理），作為沖廁或清洗、澆灌等回收用途。 

三三三三、、、、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 

工業用水一般指在生產過程中用來製造、加工、冷卻、空調、洗滌、鍋爐及其他用

水之總稱。若依工業用水之用途及功能特性，在工業生產中之大略包括 14 種。一般而

言，工業用水分類概可歸納為：冷卻用水、製程用水、鍋爐用水與生活用水及其他用水

等五大類。如下圖 4 所示（水利署，2005）。冷卻水塔、鍋爐用水的原水水質要求並不

高，可進行多次循環回收使用，以有效降低原水之需水量，提升工業用水回收率。（吳

橞淂，2009） 

 資料來源：用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2005 圖圖圖圖 4    工業用水種類示意圖工業用水種類示意圖工業用水種類示意圖工業用水種類示意圖 

1.冷卻用水（Cooling Water Use）：指工業生產中，為吸收或轉移生產設備及製品之多餘

熱量，維持正常溫度下工作所用之水。可區分為兩種：直接冷卻用水係指被冷卻物表

面直接與水接觸達到冷卻效果；間接冷卻用水係指經過熱交換器而間接達到冷卻效

果。此外，空調用水係指工作場所或製程中所需溫、濕度控制調節之用水，可歸類為

間接冷卻用水的一種。冷卻用水之應用中，以間接冷卻水最常被利用，其具備用量大、

消耗少與污染輕之特色，故對工業節約用水之回收再利用有較大之功效。 

2.製程用水（Process Water Use）：指作為原料之水或製造過程中原料或半成品進行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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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或物理作用所需之水。亦包括作為原料、半成品與成品、機具、設備等與生產有

關之清洗用水等等，均可歸納為製程用水，此部份之用水通常須經由一定的處理後方

可回收再利用。 

3.鍋爐用水（Boiler Water Use）：指在工業生產中提供生產或發電所需蒸氣，在鍋爐內進

行汽化時所使用的水稱之，包括鍋爐給水及鍋爐水處理用水等，由於其蒸汽凝結水的

水質較佳，故適合於回收再利用以增加用水效率。 

4.生活用水（Sanitary Water Use）：指員工及工作環境所需飲用及衛生等用水。此部份用

水與工廠生產較無直接關係。 

5.其他用水（Miscellaneous Water Use）：包括景觀用水、防火用水等，對某些行業如製

藥、電子或紡織等工業有較大之影響包含如擴建廠區時之營建用水、廠房維修所需之

用水等等，其用水與生產或生活均較無直接之關係，使用之時間較不定，故可歸納為

雜項其他用水。 

國內推動廠內用水循環利用已行之有年，並有許多成功案例，如將純水系統排放水

回用至水質要求較低之用水點如冷卻水塔，藉以降低用水量，在此整理國內部份廠內循

環用水之作法如下表 2所示。 

表表表表 2  國內工廠國內工廠國內工廠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行業別 廠內循環利用作法 

1. 金屬表面處理

業 

反應式水洗：將表面處理清洗流程上未經處理的酸性清洗水，直接收

集回補至鹼脫後水洗槽再用，除可提高製程清洗用水效率，還兼具延

長酸洗槽槽液生命週期與更佳的中和效果。 

2. 石化業 

(1) 製程冷卻排放水回收利用：可將製程冷卻水導入蓄水池，經砂濾

槽過濾與冷卻水塔散熱，重新導入製程回收使用。  

(2) 連續式水之過濾回收利用：如 PVC 聚合反應後，可以離心方式先

脫水乾燥分離成品與水，經沉澱池後，再加裝連續式過濾器處理。

如此可減低 SS 量，並儲存於緩衝池中利用泵送水，以做為製程

管件清洗、下料沖水等用水。 

3. 食品及飲料業 

(1) 純水系統排放水回用：至冷卻水塔可將純水系統排放水回用至水

質要求較低之用水點，如冷卻水塔等。 

(2) 廢水處理回收：食品業廢水水質單純，主要為生物無毒性有機物。

可考慮將放流水處理後回收再利用於非製程用水，如冷卻用水、

次級清洗用水及沖廁等。 

(3) 鍋爐冷凝水回收：可收集冷凝水回收，做為冷卻用水或鍋爐用水。 

4. 印刷電路板業 

(1) 於刷磨製程設置銅粉回收過濾機：製程單元產生含銅粉屑的廢

水，佔製程總用水量的 10 %以上。若經銅粉回收過濾機處理，可

免除廢水污染的顧慮，且過濾後的水可再循環使用，節約大量用

水。  

(2) 含銅清洗廢水設置離子交換及電解回收系統：此等製程單元所排

出之清洗廢水水質單純，僅含硫酸鹽、氯鹽、銅離子及微量 COD

等污染物，可使用離子交換及電解回收，進行此類清洗廢水之處

理回收。 資料來源：樊運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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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保署訂有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明確訂定工業區全區用水總

回收率應至少達 70 %之規定，供為量化審查之依據。在新竹科學園區新開發案經一再

檢討後，提出製程用水可回收再利用率 85 %、全廠可回收再利用率 75 %之承諾，進而

訂出傳統產業製程用水回收率 75 %、全廠或工業區全區總回收率 70 %之審查標準，可

見廠內用水循環再利用已為必然趨勢。 

四四四四、、、、用水計畫書用水計畫書用水計畫書用水計畫書 

合理化用水管理中的關鍵，便是在新設置的大型開發案用水計畫進行用水合理性

審查，因此，水利署研擬「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其中明確闡述節約用水之重要

性，第五條規定「用水計畫書之用水合理性應符合推動節約用水之意旨，且計畫書內各

項措施亦應確實可行；另其申請水源量則受限於總量管制」(水利署，2005)，並已據此

擬定相關細項技術規範與填具標準格式提供用水計畫書申請單位及審查單位作為撰寫

之參考或審查之依據。 

在掌握實際用水量情況下，應可適時反應開發單位現況用水可降低區域水源開發/

調配之壓力，避免國家整體資源之浪費。而用水計畫書中並訂定節約用水計畫應撰寫之

內容，包含以下兩點： 

1.說明水量回收、重複再使用、廢水處理再利用、雨水貯留系統、中水道系統規劃或工

業區（廠）內各廠用水聯合回用可行性評估等節約用水措施。 

2.繪製用水平衡圖：一般開發案應包括生活用水、景觀用水及其它用水等項目；工業類

開發案則應包括冷卻用水、製程用水、生活用水及其它用水等項目，並說明計畫製程

用水回收率、全區（廠）用水回收率及全區（廠）用水排放率，其中排放水之水質標

準應符合放流水標準，其計算公式說明如下： 

 

%100*)(
總用水量

量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
＝重複利用率回收率  

%100*
-

-
)( 總冷卻水循環量總用水量 總冷卻水循環量量總循環水量＋總回用水＝不含冷卻水塔循環量回收率

%100*
製程用水總用水量

量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
製程用水重複利用率＝  (工業類開發案適用) 

%100*
總原始取水量

總排放水量
排水率＝  

 

此外水利署亦針對不同行業別訂定回收率承諾建議值，可作為產業界掌握廠內水

回收再利用標的之參考依據，同時為達成政府提昇行政效率與便民之重要目標，完善現

有用水量標準，並針對水利署已完成之相關技術規範建置用水計畫書資訊網，提供水利

主管機關或是用水開發單位在用水計畫書相關資料審核或查詢之參考。 

用水計畫相關法規除了「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明確規範用水計畫書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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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外，另在「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亦明確訂定水回收再利用之相關規定，以

為環評審查之依據，如下節中介紹。 

五五五五、、、、環評承諾環評承諾環評承諾環評承諾 

過去國內各部會皆陸續委辦水再生利用相關計畫，經由多年之努力推動已有一番

成果，尤其環境影響評估法於民國 84 年公告實施後，在環評過程中均透過環評承諾，

要求開發者在水資源利用上，包括節約用水、雨水回收及污水回收再生利用，並達到實

質推動水回收再利用之初級效益。民國 88 年環保署陸續訂定住宅社區、工業開發、高

爾夫球場、文教醫療建設等之「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明確訂定水回收再利用之規

定，以為環評審查之依據，並於 96 年公告「建築物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水質建議值」

作為回收標準。 

在過去 10多年間藉由環評審查較大規模之開發案，推廣水回收再利用，已超過 100

個實施案例，主要為高爾夫球場、遊樂區、學校、大飯店、工業區、大醫院、政府訓練

及檢驗機構、監獄等，其污水經收集處理再生後，提供作為開發單位之廁所沖洗、澆灌、

人工湖補充及清掃用水，其再生水之使用率各約佔總用水量 30 %～50 %，總回收量約

每日 20,000 m
3，每年約 700多萬 m

3。水再生協會曾於民國 95年進行全面問卷調查其實

際設置及使用狀況，依至民國 94年底承諾之 78 個單位，獲回收率 72.3 %，並就其使用

狀況做分析，另針對回收再利用之 13處場所進行實地調查並做效益分析及輔導，該 13

處之執行成效如表 3所示。 表表表表 3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13 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 

 環評要求事項 
場所執行成效 

環評結論執行符合程度 

環評結論 未符合項目 
執行面臨之困境 小叮噹科學園區 

中水回收率 40 % 回收用途：澆灌 
佳 

完全 符合 
無 無 三軍大學 

中水回收率 100 % 回收用途：澆灌、沖廁 中水水質：BOD 10 mg/L、SS 

30 mg/L、E. coli＜10 CFU/100 

mL、NH3-N 10 mg/L 

佳 
高度 符合 

尚未 完工 

原本預計今年完工，但因找不到工人因此延後一年完成 交通大學 

中水回收率 50 % 回收用途：澆灌、沖廁 中水水質：BOD 22 mg/L、SS 

20 mg/L 

差 
低度 符合 

目前正於 規劃階段 

目前正在評估規劃的階段，尚無法得知其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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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國內國內國內國內 13 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處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彙整表(續續續續) 

 環評要求事項 
場所執行成效 

環評結論執行符合程度 

環評結論 未符合項目 
執行面臨之困境 明台高爾夫球場 

中水回收率 100 % 回收用途：景觀池 中水水質：BOD 30 mg/L、SS 

30 mg/L、E. coli 200 CFU/100 

mL 

優良 
完全 符合 

無 

因場所人員對中水再利用相關規定不了解，經由告知後，已能執行中水回收利用 動物檢疫局 

中水回收率 100 % 回收用途：澆灌、沖廁 中水水質：BOD 10 mg/L、SS 

33 mg/L、E. coli＞10 CFU/100 

mL 

佳 
中度 符合 

尚待驗收後即可開始運作 
無 寶山高爾夫球場 

中水回收率 100 % 差 
低度 符合 

中水回收率未達要求 
成本過高 明道管理 學院 

回收用途：沖廁、綠地澆灌、景觀湖泊 中水水質：BOD≦10 mg/L、
SS≦10 mg/L、E. coli N.D. 設置中水回收系統 

優良 
高度 符合 

無 無 環球技術 學院 

中水水質：BOD≦30 mg/L、
SS≦10 mg/L、E. coli≦2,000 

CFU/100 mL 

優良 
完全 符合 

無 無 中科雲林 基地 

中水回收率 75 % 中水水質：BOD 30 mg/L、SS 

30 mg/L、E. coli 200 CFU/100 

mL 

普通 
中度 符合 

中水回收率未達要求 
無 台大雲林 分部 

中水回收率 100 % 回收用途：供中水使用、農場澆灌用水及景觀用水 中水水質：符合中水道二元供水系統規劃技術審查原則 設置中水系統 

普通 
低度 符合 

場所處於低度開發，有詳細規劃中水設施但目前未建議動工 

人員接受度、水質疑慮 

泰雅 

中水回收率 100 % 回收用途：澆灌、沖廁、景觀湖泊 中水水質：BOD 30 mg/L、SS 

30 mg/L、E. coli 200 CFU/100 

mL 

普通 
低度 符合 

中水回收率未達要求 
無 

慈薺台中 分院 

回收用途：沖廁、綠地澆灌、景觀湖泊 中水水質：BOD≦30 mg/L、
SS≦30 mg/L、E. coli 200 

CFU/100 mL 設置中水回收系統 

優良 
高度 符合 

場所興建中，未營運，中水系統有詳細規劃，但未建設完成 

無 

麥寮台塑 

中水回收率 75 % 回收用途：澆灌、沖廁、景觀湖泊、工業 

普通 
中度 符合 

場所興建中，未營運，中水系統有詳細規劃，但未建設完成 

增建不易、成本過高 、法規限制、技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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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台灣地區降雨量雖為世界平均值 2.6倍，但因人口密度、地形限制以及季節分布不

平均，平均每人每年的用水量僅約全球平均值 1/5，屬於水資源匱乏地區，故各用水標

的之用水合理化政策為目前重要之課題。台灣地區農業用水佔 72.09 %、民生用水佔

18.63 %、工業用水佔 9.28 %，各用水標的受水文條件或輸水及淨水能力所限制，隨著

經濟發展，工業用水量與日俱增，常與農業及民生用水標的相互競爭用水，而農業用水

之供水狀況較不穩定，若遇乾旱時，將面臨休耕之困境，因此訂定用水合理化之策略與

措施已為刻不容緩之課題。 

水資源有效利用之用水合理化，分別為供水效率化、強化用水管理及水回收再利用

三大主軸作為國內用水合理化之主要政策；而在廠內循環利用部分，工廠內水循環之冷

卻水塔、鍋爐用水的原水水質要求並不高，可進行多次循環回收使用，以有效降低原水

之需水量，提升工業用水回收率，行政院環保署明確訂定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率應至

少達 70 %之規定，供為量化審查之依據；水利署針對不同行業別訂定回收率承諾建議

值，可作為產業界掌握廠內水回收再利用標的之參考依據，藉由用水計畫書之查核亦可

有效掌握國內用水量。 

水資源永續利用及落實總量管制機制，已為我國當前政策重點執行方針之一，推動

合理化用水之策略與措施勢在必行，未來在「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之推波助瀾下，

將可促使水再生利用受到重視，相信在國內持續推動供水效率化之措施、強化用水管理

及節約用水概念及推動水回收再利用產業發展環境之情況下，應可有效營造國內用水合

理化之環境，使我國水資源獲得有效分配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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