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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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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年降雨量為世界平均值台灣地區年降雨量為世界平均值台灣地區年降雨量為世界平均值台灣地區年降雨量為世界平均值2.6倍倍倍倍，，，，地形限制以及季節分布不平均地形限制以及季節分布不平均地形限制以及季節分布不平均地形限制以及季節分布不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每人每年的均賦量僅為每人每年的均賦量僅為每人每年的均賦量僅為每人每年的均賦量僅為4,074 m3，，，，僅約全球平均值僅約全球平均值僅約全球平均值僅約全球平均值1/5，，，，屬於水資源匱乏地屬於水資源匱乏地屬於水資源匱乏地屬於水資源匱乏地
區區區區。。。。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 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世界各國降雨量比較圖
33/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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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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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3rd UN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 中非國家地區因降雨量少中非國家地區因降雨量少中非國家地區因降雨量少中非國家地區因降雨量少，，，，每人每年用水量不每人每年用水量不每人每年用水量不每人每年用水量不及及及及100 m3/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 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澳洲澳洲澳洲澳洲、、、、中西亞部分國家中西亞部分國家中西亞部分國家中西亞部分國家、、、、泰國及非洲蘇丹共和國等國家每泰國及非洲蘇丹共和國等國家每泰國及非洲蘇丹共和國等國家每泰國及非洲蘇丹共和國等國家每
人每年用水量超過人每年用水量超過人每年用水量超過人每年用水量超過1,000 m3/人年人年人年人年。。。。

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世界各國每人每年用水量分佈圖

� 按目前按目前按目前按目前世界標準世界標準世界標準世界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每人每年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每人每年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每人每年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每人每年
供水量介於供水量介於供水量介於供水量介於１１１１,000,000,000,000至至至至２２２２,000,000,000,000公噸時公噸時公噸時公噸時，，，，則為缺水地則為缺水地則為缺水地則為缺水地
區區區區。。。。

� 根據此一標準根據此一標準根據此一標準根據此一標準，，，，台灣因每人每年可用水量僅約台灣因每人每年可用水量僅約台灣因每人每年可用水量僅約台灣因每人每年可用水量僅約
１１１１,000,000,000,000公噸公噸公噸公噸，，，，屬於屬於屬於屬於缺水地區缺水地區缺水地區缺水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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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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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現況

潛在弱勢潛在弱勢潛在弱勢潛在弱勢潛在弱勢潛在弱勢潛在弱勢潛在弱勢

每人分配之年平均每人分配之年平均每人分配之年平均每人分配之年平均
降雨量偏低降雨量偏低降雨量偏低降雨量偏低

降雨時空分降雨時空分降雨時空分降雨時空分
布不均布不均布不均布不均

水文水文水文水文
不確定性高不確定性高不確定性高不確定性高

集水區上游山區集水區上游山區集水區上游山區集水區上游山區
地質條件不佳地質條件不佳地質條件不佳地質條件不佳

颱風暴雨颱風暴雨颱風暴雨颱風暴雨
侵襲成災侵襲成災侵襲成災侵襲成災

全球氣候全球氣候全球氣候全球氣候
變遷之變遷之變遷之變遷之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55/28/28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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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農業農業農業農業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農業用水所佔比例最高農業用水所佔比例最高農業用水所佔比例最高農業用水所佔比例最高，，，，但其用水主要以但其用水主要以但其用水主要以但其用水主要以河河河河
川引水川引水川引水川引水，，，，較少仰賴水庫蓄水及地下水較少仰賴水庫蓄水及地下水較少仰賴水庫蓄水及地下水較少仰賴水庫蓄水及地下水，，，，故農故農故農故農
業用水之業用水之業用水之業用水之供水狀況較不穩定供水狀況較不穩定供水狀況較不穩定供水狀況較不穩定，，，，若遇乾旱時若遇乾旱時若遇乾旱時若遇乾旱時，，，，
必須面臨休耕之困境必須面臨休耕之困境必須面臨休耕之困境必須面臨休耕之困境。。。。
.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生活用水對於生活用水對於生活用水對於生活用水對於乾旱耐受度最低乾旱耐受度最低乾旱耐受度最低乾旱耐受度最低，，，，因此依因此依因此依因此依
賴賴賴賴水庫供水比例水庫供水比例水庫供水比例水庫供水比例最高最高最高最高，，，，其用水量為總用其用水量為總用其用水量為總用其用水量為總用
水量水量水量水量18.63%。。。。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工業工業工業工業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工業用水整體所佔比例最低工業用水整體所佔比例最低工業用水整體所佔比例最低工業用水整體所佔比例最低，，，，用水比例僅用水比例僅用水比例僅用水比例僅
9 .28%，，，，但因但因但因但因產業分布零散產業分布零散產業分布零散產業分布零散、、、、不同用途所需不同用途所需不同用途所需不同用途所需
水質而異水質而異水質而異水質而異，，，，因此傳統型工業之程序用水多以因此傳統型工業之程序用水多以因此傳統型工業之程序用水多以因此傳統型工業之程序用水多以
抽抽抽抽用地下水為主以及地面水用地下水為主以及地面水用地下水為主以及地面水用地下水為主以及地面水（（（（包括水庫包括水庫包括水庫包括水庫、、、、河河河河
川及農業移用水川及農業移用水川及農業移用水川及農業移用水）。）。）。）。

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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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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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億立方公尺億立方公尺億立方公尺億立方公尺

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台灣地區各標的用水概況

各用水標的受水文條件或輸水及淨水能力所限制各用水標的受水文條件或輸水及淨水能力所限制各用水標的受水文條件或輸水及淨水能力所限制各用水標的受水文條件或輸水及淨水能力所限制，，，，隨著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發展，，，，工工工工
業用水量與日俱增業用水量與日俱增業用水量與日俱增業用水量與日俱增，，，，工業用水常與農業及民生用水標的工業用水常與農業及民生用水標的工業用水常與農業及民生用水標的工業用水常與農業及民生用水標的相互競爭用相互競爭用相互競爭用相互競爭用
水水水水。。。。77/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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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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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政策主要目的其政策主要目的其政策主要目的其政策主要目的
在於區別各標的用在於區別各標的用在於區別各標的用在於區別各標的用
水之水之水之水之實際用水量實際用水量實際用水量實際用水量及及及及
實際需水量實際需水量實際需水量實際需水量。。。。

�透過各種方式透過各種方式透過各種方式透過各種方式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灌溉用水之灌溉用水之灌溉用水之灌溉用水之
過度使用過度使用過度使用過度使用。。。。

埃及水資源開發利用與合理埃及水資源開發利用與合理埃及水資源開發利用與合理埃及水資源開發利用與合理化化化化

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之手段為其使用效率最大化與減少損失或任何浪費

灌溉用水合理化灌溉用水合理化灌溉用水合理化灌溉用水合理化

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過去以單一技術方面解決灌溉用水問題，，，，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並無考量經濟或環境面因素

，，，，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因此因此因此因此，，，，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灌溉灌溉灌溉灌溉，，，，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而導致無實質之效益；；；；因此因此因此因此，，，，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為實現經濟之水環境再生利用，，，，灌溉灌溉灌溉灌溉

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用水合理化可定義為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結合技術與經濟可行之手段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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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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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作物加強作物加強作物加強作物加強作物加強作物加強作物加強作物
品質品質品質品質，，，，及及及及品質品質品質品質，，，，及及及及
降低價格降低價格降低價格降低價格降低價格降低價格降低價格降低價格

減少灌溉用水減少灌溉用水減少灌溉用水減少灌溉用水減少灌溉用水減少灌溉用水減少灌溉用水減少灌溉用水
損失損失損失損失損失損失損失損失 提高作物提高作物提高作物提高作物提高作物提高作物提高作物提高作物

產能產能產能產能產能產能產能產能

裝置迴歸水裝置迴歸水裝置迴歸水裝置迴歸水裝置迴歸水裝置迴歸水裝置迴歸水裝置迴歸水
淨水設施淨水設施淨水設施淨水設施淨水設施淨水設施淨水設施淨水設施

開闢國外市場開闢國外市場開闢國外市場開闢國外市場，，，，開闢國外市場開闢國外市場開闢國外市場開闢國外市場，，，，
減少國際收支赤字減少國際收支赤字減少國際收支赤字減少國際收支赤字減少國際收支赤字減少國際收支赤字減少國際收支赤字減少國際收支赤字

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經濟經濟經濟經濟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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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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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埃及灌溉用水合理化之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及及及及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

BB

EE

CC

DD

AA增加綠地面增加綠地面增加綠地面增加綠地面
積積積積，，，，降低荒漠降低荒漠降低荒漠降低荒漠

化化化化

不需減質供水不需減質供水不需減質供水不需減質供水

提供就業機會提供就業機會提供就業機會提供就業機會
並減少失業並減少失業並減少失業並減少失業

減少污染減少污染減少污染減少污染 水資源分配之水資源分配之水資源分配之水資源分配之
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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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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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用水效率用水效率用水效率用水效率用水效率用水效率用水效率用水效率

供需平衡供需平衡供需平衡供需平衡供需平衡供需平衡供需平衡供需平衡

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
明智明智明智明智明智明智明智明智

用水需求用水需求用水需求用水需求用水需求用水需求用水需求用水需求

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用水損失用水損失用水損失用水損失用水損失用水損失用水損失用水損失

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

永續發展與節約用水永續發展與節約用水永續發展與節約用水永續發展與節約用水
需求面管理之概念需求面管理之概念需求面管理之概念需求面管理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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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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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符合當時之放流水標準符合當時之放流水標準符合當時之放流水標準符合當時之放流水標準

(2)兼顧製程與回收技術之可行性兼顧製程與回收技術之可行性兼顧製程與回收技術之可行性兼顧製程與回收技術之可行性

(3)達到用水效率達到用水效率達到用水效率達到用水效率、、、、
公平取用與成本回收原則公平取用與成本回收原則公平取用與成本回收原則公平取用與成本回收原則

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

台灣經濟與環境現況提出之台灣經濟與環境現況提出之台灣經濟與環境現況提出之台灣經濟與環境現況提出之合理用水定義合理用水定義合理用水定義合理用水定義：：：：公用事業單位制定水價公用事業單位制定水價公用事業單位制定水價公用事業單位制定水價
時須反應整體水資源供水成本時須反應整體水資源供水成本時須反應整體水資源供水成本時須反應整體水資源供水成本，，，，工業用水者確實有能力工業用水者確實有能力工業用水者確實有能力工業用水者確實有能力，，，，滿足以下滿足以下滿足以下滿足以下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並透過市場機制並透過市場機制並透過市場機制並透過市場機制，，，，所取得適量之用水稱所取得適量之用水稱所取得適量之用水稱所取得適量之用水稱『『『『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合理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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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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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

(1)提升自來水有效供提升自來水有效供提升自來水有效供提升自來水有效供
水率水率水率水率（（（（減少漏水減少漏水減少漏水減少漏水、、、、無無無無
費用水費用水費用水費用水））））

(2)防止農業用水的損防止農業用水的損防止農業用水的損防止農業用水的損
失失失失（（（（依灌溉需求依灌溉需求依灌溉需求依灌溉需求，，，，有有有有
效調節供需效調節供需效調節供需效調節供需））））

水資源有效利用之水資源有效利用之水資源有效利用之水資源有效利用之水資源有效利用之水資源有效利用之水資源有效利用之水資源有效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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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水回收再利用水回收再利用水回收再利用水回收再利用

(1)事業用水回收再事業用水回收再事業用水回收再事業用水回收再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2)生活雜用水回收生活雜用水回收生活雜用水回收生活雜用水回收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個別及地區循個別及地區循個別及地區循個別及地區循
環利用環利用環利用環利用））））

2.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

(1)家庭用水之合理家庭用水之合理家庭用水之合理家庭用水之合理
化化化化

(2)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

(3)農業用水及養殖農業用水及養殖農業用水及養殖農業用水及養殖
用水的合理化用水的合理化用水的合理化用水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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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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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

AA

推動訂定推動訂定推動訂定推動訂定推動訂定推動訂定推動訂定推動訂定省水器材省水器材省水器材省水器材省水器材省水器材省水器材省水器材

普及化普及化普及化普及化普及化普及化普及化普及化之相關辦之相關辦之相關辦之相關辦之相關辦之相關辦之相關辦之相關辦

法法法法：：：：省水器材普及省水器材普及省水器材普及省水器材普及法法法法：：：：省水器材普及省水器材普及省水器材普及省水器材普及

化化化化、、、、推動省水標章推動省水標章推動省水標章推動省水標章化化化化、、、、推動省水標章推動省水標章推動省水標章推動省水標章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鼓勵設置鼓勵設置鼓勵設置鼓勵設置制度制度制度制度。。。。鼓勵設置鼓勵設置鼓勵設置鼓勵設置截截截截截截截截

留雨水設備留雨水設備留雨水設備留雨水設備。。。。留雨水設備留雨水設備留雨水設備留雨水設備。。。。

生活用水中非飲用生活用水中非飲用生活用水中非飲用生活用水中非飲用生活用水中非飲用生活用水中非飲用生活用水中非飲用生活用水中非飲用

之雜用水之雜用水之雜用水之雜用水（（（（如洗如洗如洗如洗之雜用水之雜用水之雜用水之雜用水（（（（如洗如洗如洗如洗

滌滌滌滌、、、、淋浴淋浴淋浴淋浴、、、、清清清清掃掃掃掃、、、、滌滌滌滌、、、、淋浴淋浴淋浴淋浴、、、、清清清清掃掃掃掃、、、、
消防消防消防消防用水等用水等用水等用水等））））污染污染污染污染消防消防消防消防用水等用水等用水等用水等））））污染污染污染污染

濃濃濃濃低低低低仍仍仍仍低低低低，，，，集中集中集中集中處處處處濃濃濃濃低低低低仍仍仍仍低低低低，，，，集中集中集中集中處處處處
理理理理後後後後可可可可回收由專回收由專回收由專回收由專用用用用理理理理後後後後可可可可回收由專回收由專回收由專回收由專用用用用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中水中水中水中水道系道系道系道系統統統統中水中水中水中水道系道系道系道系統統統統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為工為工為工為工作作作作雜用水或雜用水或雜用水或雜用水或景景景景為工為工為工為工作作作作雜用水或雜用水或雜用水或雜用水或景景景景
觀觀觀觀綠化灌溉用水綠化灌溉用水綠化灌溉用水綠化灌溉用水，，，，觀觀觀觀綠化灌溉用水綠化灌溉用水綠化灌溉用水綠化灌溉用水，，，，

可減少生活用水量可減少生活用水量可減少生活用水量可減少生活用水量可減少生活用水量可減少生活用水量可減少生活用水量可減少生活用水量

35 %35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中水中水中水中水道系道系道系道系統因需統因需統因需統因需新新新新中水中水中水中水道系道系道系道系統因需統因需統因需統因需新新新新
設設設設管線管線管線管線、、、、避免管線避免管線避免管線避免管線設設設設管線管線管線管線、、、、避免管線避免管線避免管線避免管線
錯接錯接錯接錯接、、、、顧慮民眾接顧慮民眾接顧慮民眾接顧慮民眾接錯接錯接錯接錯接、、、、顧慮民眾接顧慮民眾接顧慮民眾接顧慮民眾接
納納納納度及成度及成度及成度及成本本本本高於高於高於高於目目目目納納納納度及成度及成度及成度及成本本本本高於高於高於高於目目目目
前自來前自來前自來前自來水水水水價價價價等限等限等限等限前自來前自來前自來前自來水水水水價價價價等限等限等限等限

制制制制，，，，又又又又因因因因我我我我國中下國中下國中下國中下制制制制，，，，又又又又因因因因我我我我國中下國中下國中下國中下

水水水水道道道道之不普及之不普及之不普及之不普及，，，，亟亟亟亟水水水水道道道道之不普及之不普及之不普及之不普及，，，，亟亟亟亟
需需需需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推動及推動及推動及推動及需需需需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推動及推動及推動及推動及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誘誘誘誘因因因因經濟經濟經濟經濟誘誘誘誘因因因因。。。。。。。。

BB CC

家庭用水之合理化家庭用水之合理化家庭用水之合理化家庭用水之合理化家庭用水之合理化家庭用水之合理化家庭用水之合理化家庭用水之合理化（（（（節水水栓節水水栓節水水栓節水水栓、、、、節水型節水型節水型節水型（（（（節水水栓節水水栓節水水栓節水水栓、、、、節水型節水型節水型節水型沖廁沖廁沖廁沖廁沖廁沖廁沖廁沖廁及洗衣機及洗衣機及洗衣機及洗衣機））））及洗衣機及洗衣機及洗衣機及洗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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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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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

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工業用水合理化（（（（節水生產設備節水生產設備節水生產設備節水生產設備、、、、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節水生產設備節水生產設備節水生產設備節水生產設備、、、、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替代設備及冷卻水減少損失））））

CC

獎獎獎獎勵設置勵設置勵設置勵設置循循循循環水之設環水之設環水之設環水之設施施施施及其利用率及其利用率及其利用率及其利用率。。。。水源分水源分水源分水源分級系級系級系級系統統統統設置及使設置及使設置及使設置及使
用用用用；；；；嚴格執嚴格執嚴格執嚴格執行污染行污染行污染行污染處處處處理理理理，，，，將將將將污染清污染清污染清污染清潔潔潔潔水源降水源降水源降水源降至至至至最低水平最低水平最低水平最低水平。。。。

BB

考考考考量量量量排放排放排放排放率率率率及用水及用水及用水及用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率率率率共同規共同規共同規共同規範範範範，，，，提高提高提高提高廢廢廢廢水水水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之之之之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誘誘誘誘因因因因，，，，以以以以價價價價制量制量制量制量，，，，促促促促成提高用水效率之省水生產成提高用水效率之省水生產成提高用水效率之省水生產成提高用水效率之省水生產
流流流流程程程程。。。。

AA

積積積積極極極極配合水配合水配合水配合水利利利利署署署署「「「「興興興興水源水源水源水源發展發展發展發展條例條例條例條例」」」」之之之之立立立立法法法法，，，，鼓鼓鼓鼓勵勵勵勵
民間造民間造民間造民間造水水水水事事事事業之業之業之業之建建建建立立立立。。。。提提提提升升升升高高高高級處級處級處級處理理理理技術之技術之技術之技術之應應應應用用用用研研研研
發發發發推推推推廣廣廣廣，，，，使使使使廢廢廢廢水水水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再再再再利利利利用技術用技術用技術用技術落落落落實實實實本土本土本土本土化化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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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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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

減少不必要用水減少不必要用水減少不必要用水減少不必要用水減少不必要用水減少不必要用水減少不必要用水減少不必要用水 逆流多段式清洗逆流多段式清洗逆流多段式清洗逆流多段式清洗逆流多段式清洗逆流多段式清洗逆流多段式清洗逆流多段式清洗

廢水循環再利用廢水循環再利用廢水循環再利用廢水循環再利用廢水循環再利用廢水循環再利用廢水循環再利用廢水循環再利用

減少待清洗對象減少待清洗對象減少待清洗對象減少待清洗對象減少待清洗對象減少待清洗對象減少待清洗對象減少待清洗對象

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工業用水合理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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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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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

19941994

19951995

19981998

20002000

20032003

20042004

「「「「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現現現現階階階階段工業用水段工業用水段工業用水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發展政策綱發展政策綱發展政策綱領領領領」」」」

「「「「全國國全國國全國國全國國土土土土及水資源會及水資源會及水資源會及水資源會議議議議」」」」結結結結論論論論
「「「「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行行行行動方動方動方動方案案案案」」」」

「「「「中中中中長長長長程工業用水程工業用水程工業用水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發展政策綱發展政策綱發展政策綱領領領領實實實實施計畫施計畫施計畫施計畫」」」」
「「「「挑戰挑戰挑戰挑戰2008國家國家國家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發展重點計畫發展重點計畫發展重點計畫—水與水與水與水與綠綠綠綠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之之之之「「「「積積積積極極極極推動節約用水推動節約用水推動節約用水推動節約用水」」」」分分分分項計畫項計畫項計畫項計畫

20052005 「「「「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永續發展政策永續發展政策永續發展政策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

200620062006 「「「「新新新新世世世世紀紀紀紀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政策綱領政策綱領政策綱領政策綱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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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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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

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歷年推動工業用水政策目標

工業用水政策工業用水政策工業用水政策工業用水政策工業用水政策工業用水政策工業用水政策工業用水政策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節約用水措施節約用水措施節約用水措施節約用水措施」」」」「「「「節約用水措施節約用水措施節約用水措施節約用水措施」」」」
1. 提高用水效提高用水效提高用水效提高用水效率率率率與效能與效能與效能與效能
2. 健全用水管健全用水管健全用水管健全用水管理理理理及制及制及制及制度度度度

「「「「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現階段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

領領領領」」」」領領領領」」」」
穩定供應工業用水穩定供應工業用水穩定供應工業用水穩定供應工業用水

「「「「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結結結結論論論論「「「「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結結結結論論論論

「「「「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行行行行動方案動方案動方案動方案」」」」「「「「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行行行行動方案動方案動方案動方案」」」」

1. 提升工業用水回收提升工業用水回收提升工業用水回收提升工業用水回收率率率率
2. 工業用水期於工業用水期於工業用水期於工業用水期於2011年年年年達成平均回收達成平均回收達成平均回收達成平均回收率率率率65 %之目標之目標之目標之目標

「「「「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領領領領「「「「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中長程工業用水發展政策綱領領領領
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實施計畫」」」」

「「「「挑戰挑戰挑戰挑戰「「「「挑戰挑戰挑戰挑戰2008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水與水與水與水與綠綠綠綠建築計畫建築計畫建築計畫建築計畫」」」」之之之之「「「「積極推動積極推動積極推動積極推動水與水與水與水與綠綠綠綠建築計畫建築計畫建築計畫建築計畫」」」」之之之之「「「「積極推動積極推動積極推動積極推動

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分項計畫分項計畫分項計畫分項計畫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分項計畫分項計畫分項計畫分項計畫

1. 注重工業廢水回收再注重工業廢水回收再注重工業廢水回收再注重工業廢水回收再利利利利用及再使用用及再使用用及再使用用及再使用
2. 推動合推動合推動合推動合理理理理水價水價水價水價
3. 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
4. 2003至至至至2007年年年年達成達成達成達成4,150萬噸工業用水節水萬噸工業用水節水萬噸工業用水節水萬噸工業用水節水量量量量

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
1. 持續提升工業用水效持續提升工業用水效持續提升工業用水效持續提升工業用水效率率率率，，，，擴大推動節水工作擴大推動節水工作擴大推動節水工作擴大推動節水工作
2. 訂定於訂定於訂定於訂定於2021年年年年前持續提高現有用水回收前持續提高現有用水回收前持續提高現有用水回收前持續提高現有用水回收率率率率至少至少至少至少10 %

3. 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量量量量4,600萬噸萬噸萬噸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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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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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營造安全營造安全營造安全營造安全、、、、生態生態生態生態、、、、多樣的水環境多樣的水環境多樣的水環境多樣的水環境
2. 確保量足確保量足確保量足確保量足、、、、質優質優質優質優、、、、永續的水資源永續的水資源永續的水資源永續的水資源
3. 建立知水建立知水建立知水建立知水、、、、愛水愛水愛水愛水、、、、節水的水文化節水的水文化節水的水文化節水的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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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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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

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用水及排水設施的改善））））

以國家整體以國家整體以國家整體以國家整體利利利利益益益益為為為為基礎基礎基礎基礎，，，，研研研研提可提可提可提可行行行行策策策策略略略略及必及必及必及必
要之配要之配要之配要之配套措施套措施套措施套措施，，，，減少減少減少減少耗耗耗耗水量多之水量多之水量多之水量多之淡淡淡淡水水水水密密密密集集集集養養養養
殖殖殖殖及及及及鼓勵鼓勵鼓勵鼓勵養殖養殖養殖養殖用水之用水之用水之用水之循循循循環利用環利用環利用環利用。。。。

加加加加強強強強灌溉灌溉灌溉灌溉管管管管理理理理，，，，依照依照依照依照水水水水利利利利及農業等相關法及農業等相關法及農業等相關法及農業等相關法
規規規規，，，，研擬研擬研擬研擬最最最最適適適適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利利利利用用用用、、、、調調調調配方配方配方配方案案案案。。。。

改善輸改善輸改善輸改善輸配水設配水設配水設配水設施施施施，，，，減少減少減少減少輸輸輸輸配水損失配水損失配水損失配水損失；；；；並加並加並加並加強強強強
灌溉配水設灌溉配水設灌溉配水設灌溉配水設施管路施管路施管路施管路化化化化，，，，灌灌灌灌排排排排分分分分離離離離，，，，防止防止防止防止水源水源水源水源
污染污染污染污染，，，，增加增加增加增加迴歸迴歸迴歸迴歸水利用率水利用率水利用率水利用率。。。。

貫徹養豬場貫徹養豬場貫徹養豬場貫徹養豬場及及及及畜牧場畜牧場畜牧場畜牧場之之之之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處處處理理理理，，，，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污染污染污染污染
可利用水源可利用水源可利用水源可利用水源。。。。

調調調調整或整或整或整或改改改改變耕變耕變耕變耕作作作作方方方方式式式式，，，，改進改進改進改進用水效率低之灌用水效率低之灌用水效率低之灌用水效率低之灌
區區區區；；；；機動機動機動機動調調調調整整整整田埂田埂田埂田埂高度高度高度高度，，，，增加有效雨量利用增加有效雨量利用增加有效雨量利用增加有效雨量利用
率率率率。。。。地面水及地下水有效地面水及地下水有效地面水及地下水有效地面水及地下水有效聯聯聯聯合合合合運運運運用用用用，，，，降低降低降低降低對對對對
地下水之超抽地下水之超抽地下水之超抽地下水之超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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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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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回收再利用水回收再利用水回收再利用水回收再利用

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用水回收再利用（（（（事業為單位事業為單位事業為單位事業為單位、、、、單位產品用水量單位產品用水量單位產品用水量單位產品用水量、、、、製製製製
程循環再利用率及總回收率程循環再利用率及總回收率程循環再利用率及總回收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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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用水清查為用水管理與推動用水回收再利用之基礎，，，，
包括供水來源包括供水來源包括供水來源包括供水來源、、、、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包括供水來源包括供水來源包括供水來源包括供水來源、、、、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供水量、、、、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用水量及排放量等資料盤查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建立。。。。

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生活雜用水回收利用
��個別循環方式個別循環方式個別循環方式個別循環方式個別循環方式個別循環方式個別循環方式個別循環方式

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廚房排水廚房排水廚房排水廚房排水、、、、浴室排水等浴室排水等浴室排水等浴室排水等，，，，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建築物內所產生之雜排水、、、、廚房排水廚房排水廚房排水廚房排水、、、、浴室排水等浴室排水等浴室排水等浴室排水等，，，，
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經由生物處理或膜處理後，，，，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作為沖廁或清洗等回收用
途途途途。。。。途途途途。。。。

��地區循環方式地區循環方式地區循環方式地區循環方式地區循環方式地區循環方式地區循環方式地區循環方式
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經由共同處理程序經由共同處理程序經由共同處理程序經由共同處理程序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數戶建築物之生活雜排水收集後，，，，經由共同處理程序經由共同處理程序經由共同處理程序經由共同處理程序
（（（（生物處理或膜處理生物處理或膜處理生物處理或膜處理生物處理或膜處理），），），），作為沖廁或清洗作為沖廁或清洗作為沖廁或清洗作為沖廁或清洗、、、、澆澆澆澆灌等回灌等回灌等回灌等回（（（（生物處理或膜處理生物處理或膜處理生物處理或膜處理生物處理或膜處理），），），），作為沖廁或清洗作為沖廁或清洗作為沖廁或清洗作為沖廁或清洗、、、、澆澆澆澆灌等回灌等回灌等回灌等回
收用途收用途收用途收用途。。。。收用途收用途收用途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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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

1. 直接冷卻用水直接冷卻用水直接冷卻用水直接冷卻用水
2. 間接冷卻用水間接冷卻用水間接冷卻用水間接冷卻用水
3. 空調用水空調用水空調用水空調用水

1.原料原料原料原料、、、、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清潔用水清潔用水清潔用水清潔用水

2.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生產生產生產生產
機具清潔用機具清潔用機具清潔用機具清潔用
水水水水

3.傳送原料傳送原料傳送原料傳送原料、、、、
產品用水產品用水產品用水產品用水

4. 原料用水原料用水原料用水原料用水

1. 衛衛衛衛生用水生用水生用水生用水
2. 員員員員工飲用水工飲用水工飲用水工飲用水
3. 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1.鍋爐給鍋爐給鍋爐給鍋爐給水水水水
2.鍋爐鍋爐鍋爐鍋爐水水水水處處處處
理用水理用水理用水理用水

1.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2. 消防消防消防消防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3. 維修維修維修維修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4. 營建營建營建營建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冷卻冷卻冷卻冷卻用水用水用水用水冷卻冷卻冷卻冷卻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製製製製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製製製製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 鍋爐鍋爐鍋爐鍋爐用水用水用水用水鍋爐鍋爐鍋爐鍋爐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 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用水用水用水用水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工業用水用途工業用水用途工業用水用途工業用水用途工業用水用途工業用水用途工業用水用途工業用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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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程冷卻排放製程冷卻排放製程冷卻排放製程冷卻排放
水回收利用水回收利用水回收利用水回收利用

2)連續式水之過連續式水之過連續式水之過連續式水之過
濾回收利用濾回收利用濾回收利用濾回收利用

反應式水洗反應式水洗反應式水洗反應式水洗

1)純水系統排放純水系統排放純水系統排放純水系統排放
水回用水回用水回用水回用

2)廢水處理回收廢水處理回收廢水處理回收廢水處理回收

3)鍋爐冷凝水回鍋爐冷凝水回鍋爐冷凝水回鍋爐冷凝水回
收收收收

3.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廠內循環利用

金屬表金屬表金屬表金屬表面面面面
處理業處理業處理業處理業

石石石石化業化業化業化業
食食食食品及品及品及品及
飲飲飲飲料業料業料業料業

1)於刷磨製程設於刷磨製程設於刷磨製程設於刷磨製程設
置銅粉回收過置銅粉回收過置銅粉回收過置銅粉回收過
濾機濾機濾機濾機

2)含銅清洗廢水含銅清洗廢水含銅清洗廢水含銅清洗廢水
設置離子交換設置離子交換設置離子交換設置離子交換
及電解回收系及電解回收系及電解回收系及電解回收系
統統統統

印刷印刷印刷印刷
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電路板業業業業

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國內工廠廠內循環利用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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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用水計畫書用水計畫書用水計畫書用水計畫書

1.1.說說說說明水量明水量明水量明水量回收回收回收回收、、、、重複重複重複重複再使再使再使再使說說說說明水量明水量明水量明水量回收回收回收回收、、、、重複重複重複重複再使再使再使再使

用用用用、、、、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處處處理再利用理再利用理再利用理再利用、、、、雨水雨水雨水雨水貯貯貯貯用用用用、、、、廢廢廢廢水水水水處處處處理再利用理再利用理再利用理再利用、、、、雨水雨水雨水雨水貯貯貯貯

留留留留系系系系統統統統、、、、中水中水中水中水道系道系道系道系統規劃或工統規劃或工統規劃或工統規劃或工留留留留系系系系統統統統、、、、中水中水中水中水道系道系道系道系統規劃或工統規劃或工統規劃或工統規劃或工

業區業區業區業區（（（（廠廠廠廠））））內各廠內各廠內各廠內各廠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聯聯聯聯合合合合回回回回業區業區業區業區（（（（廠廠廠廠））））內各廠內各廠內各廠內各廠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聯聯聯聯合合合合回回回回

用可行性用可行性用可行性用可行性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等等等等用可行性用可行性用可行性用可行性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等等等等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措措措措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措措措措

施施施施施施施施。。。。。。。。

2.2.繪製繪製繪製繪製用水平衡用水平衡用水平衡用水平衡圖圖圖圖繪製繪製繪製繪製用水平衡用水平衡用水平衡用水平衡圖圖圖圖
a)一一一一般開發案般開發案般開發案般開發案：：：：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景景景景
觀觀觀觀用水及其用水及其用水及其用水及其它它它它用水等用水等用水等用水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b)工業工業工業工業類開發案類開發案類開發案類開發案：：：：冷卻冷卻冷卻冷卻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製製製製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生活用水及其生活用水及其生活用水及其生活用水及其它它它它用用用用
水等水等水等水等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計畫製計畫製計畫製計畫製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率率率率、、、、全全全全說說說說明明明明計畫製計畫製計畫製計畫製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程用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率率率率、、、、全全全全
區區區區（（（（廠廠廠廠））））用水用水用水用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率及全區率及全區率及全區率及全區區區區區（（（（廠廠廠廠））））用水用水用水用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率及全區率及全區率及全區率及全區

（（（（廠廠廠廠））））用水用水用水用水排放排放排放排放率率率率，，，，其中其中其中其中排放排放排放排放（（（（廠廠廠廠））））用水用水用水用水排放排放排放排放率率率率，，，，其中其中其中其中排放排放排放排放
水之水質標水之水質標水之水質標水之水質標準應準應準應準應水之水質標水之水質標水之水質標水之水質標準應準應準應準應符符符符合合合合放流放流放流放流水標水標水標水標符符符符合合合合放流放流放流放流水標水標水標水標
準準準準準準準準。。。。。。。。

水利水利水利水利署研擬署研擬署研擬署研擬「「「「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計畫書審計畫書審計畫書審計畫書審查作業要查作業要查作業要查作業要點點點點」」」」，，，，明明明明確確確確闡述闡述闡述闡述節約用水之節約用水之節約用水之節約用水之重重重重要要要要
性性性性，，，，第五第五第五第五條條條條規規規規定定定定「「「「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計畫書之之之之用水合理性用水合理性用水合理性用水合理性應符合應符合應符合應符合推動節約用水推動節約用水推動節約用水推動節約用水之之之之意意意意
旨旨旨旨，，，，且計畫書且計畫書且計畫書且計畫書內各內各內各內各項措項措項措項措施施施施亦亦亦亦應確實可行應確實可行應確實可行應確實可行；；；；另另另另其其其其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水源量則受限於總水源量則受限於總水源量則受限於總水源量則受限於總
量管制量管制量管制量管制」」」」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計畫書中訂計畫書中訂計畫書中訂計畫書中訂定定定定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應應應應撰寫撰寫撰寫撰寫之內之內之內之內容容容容，，，，包包包包含含含含以以以以
下下下下兩點兩點兩點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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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環評承諾環評承諾環評承諾環評承諾

1

除除除除「「「「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計畫書審查作計畫書審查作計畫書審查作計畫書審查作業業業業
要要要要點點點點」」」」明確規明確規明確規明確規範範範範用水用水用水用水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書書書書之之之之撰寫撰寫撰寫撰寫規定規定規定規定外外外外，，，，另另另另「「「「環環環環
境影響境影響境影響境影響評估審議評估審議評估審議評估審議規規規規範範範範」」」」，，，，
亦亦亦亦明確訂定水明確訂定水明確訂定水明確訂定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再利用
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為為為為環環環環評審查評審查評審查評審查
之之之之依據依據依據依據，，，，並於並於並於並於96年公年公年公年公告告告告「「「「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污水污水污水污水處處處處理理理理回收回收回收回收再利再利再利再利
用水質用水質用水質用水質建議建議建議建議值值值值」」」」作作作作為為為為回收回收回收回收
標標標標準準準準。。。。

2

藉由藉由藉由藉由環環環環評審查評審查評審查評審查較較較較大大大大規規規規模模模模之之之之
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開發案，，，，推推推推廣廣廣廣水水水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再利再利再利再利
用用用用，，，，已已已已超過超過超過超過100個個個個實實實實施案施案施案施案
例例例例，，，，主要為高主要為高主要為高主要為高爾夫爾夫爾夫爾夫球球球球場場場場、、、、
遊樂遊樂遊樂遊樂區區區區、、、、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大飯店大飯店大飯店大飯店、、、、
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大醫院大醫院大醫院大醫院、、、、政府訓政府訓政府訓政府訓
練練練練及及及及檢驗檢驗檢驗檢驗機機機機構構構構、、、、監獄監獄監獄監獄等等等等。。。。

3

污水經污水經污水經污水經收收收收集集集集處處處處理再生理再生理再生理再生後後後後，，，，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作作作作為為為為開發開發開發開發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之之之之廁廁廁廁所所所所
沖沖沖沖洗洗洗洗、、、、澆澆澆澆灌灌灌灌、、、、人工人工人工人工湖補充湖補充湖補充湖補充
及清及清及清及清掃掃掃掃用水用水用水用水，，，，其再生水之其再生水之其再生水之其再生水之
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各各各各約佔約佔約佔約佔總總總總用水量用水量用水量用水量30 

%～～～～50 %，，，，總回收總回收總回收總回收量約每量約每量約每量約每
日日日日20,000 m3，，，，每年約每年約每年約每年約700

多多多多萬萬萬萬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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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環評承諾環評承諾環評承諾環評承諾

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國內環評承諾執行水再生工作之執行成效案例彙整表

環評要求事項環評要求事項環評要求事項環評要求事項環評要求事項環評要求事項環評要求事項環評要求事項
場所執場所執場所執場所執場所執場所執場所執場所執
行成效行成效行成效行成效行成效行成效行成效行成效

環評結論執環評結論執環評結論執環評結論執環評結論執環評結論執環評結論執環評結論執
行符合程度行符合程度行符合程度行符合程度行符合程度行符合程度行符合程度行符合程度

環評結論環評結論環評結論環評結論環評結論環評結論環評結論環評結論
未符合項目未符合項目未符合項目未符合項目未符合項目未符合項目未符合項目未符合項目

執行面臨之執行面臨之執行面臨之執行面臨之執行面臨之執行面臨之執行面臨之執行面臨之
困境困境困境困境困境困境困境困境

小叮噹小叮噹小叮噹小叮噹小叮噹小叮噹小叮噹小叮噹
科學園區科學園區科學園區科學園區科學園區科學園區科學園區科學園區

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40 %

回收用途回收用途回收用途回收用途：：：：澆灌澆灌澆灌澆灌
佳佳佳佳

完全完全完全完全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三軍大學三軍大學三軍大學三軍大學三軍大學三軍大學三軍大學三軍大學

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100 %

回收用途回收用途回收用途回收用途：：：：澆灌澆灌澆灌澆灌、、、、沖廁沖廁沖廁沖廁
中水水質中水水質中水水質中水水質：：：：BOD 10 

mg/L、、、、SS 30 mg/L、、、、E. 

coli＜＜＜＜10 CFU/100 mL、、、、
NH3-N 10 mg/L

佳佳佳佳
高度高度高度高度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尚未尚未尚未尚未
完工完工完工完工

原本預計今年原本預計今年原本預計今年原本預計今年
完工完工完工完工，，，，但因找但因找但因找但因找
不到工人因此不到工人因此不到工人因此不到工人因此
延後一年完成延後一年完成延後一年完成延後一年完成

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交通大學

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中水回收率50 %

回收用途回收用途回收用途回收用途：：：：澆灌澆灌澆灌澆灌、、、、沖廁沖廁沖廁沖廁
中水水質中水水質中水水質中水水質：：：：BOD 22 

mg/L、、、、SS 20 mg/L

差差差差
低度低度低度低度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目前正於目前正於目前正於目前正於
規劃階段規劃階段規劃階段規劃階段

目前正在評估目前正在評估目前正在評估目前正在評估
規劃的階段規劃的階段規劃的階段規劃的階段，，，，
尚無法得知其尚無法得知其尚無法得知其尚無法得知其
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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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6.6.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水資源永續利用永續利用永續利用永續利用及落實及落實及落實及落實總量管制總量管制總量管制總量管制機制機制機制機制，，，，已為我國當前已為我國當前已為我國當前已為我國當前

政策重點執行方針之一政策重點執行方針之一政策重點執行方針之一政策重點執行方針之一，，，，推動合理化用水之策略與措推動合理化用水之策略與措推動合理化用水之策略與措推動合理化用水之策略與措

施勢在必行施勢在必行施勢在必行施勢在必行。。。。

�未來於未來於未來於未來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之推波助瀾下之推波助瀾下之推波助瀾下之推波助瀾下，，，，將將將將

可促使水再生利用受到重視可促使水再生利用受到重視可促使水再生利用受到重視可促使水再生利用受到重視，，，，相信在國內持續推動相信在國內持續推動相信在國內持續推動相信在國內持續推動供供供供

水效率化之措施水效率化之措施水效率化之措施水效率化之措施、、、、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強化用水管理、、、、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節約用水概念及概念及概念及概念及推推推推

動水回收再利用產業發展環境動水回收再利用產業發展環境動水回收再利用產業發展環境動水回收再利用產業發展環境之情況下之情況下之情況下之情況下，，，，應可有效營應可有效營應可有效營應可有效營

造國內用水合理化之環境造國內用水合理化之環境造國內用水合理化之環境造國內用水合理化之環境，，，，使我國水資源得以有效分使我國水資源得以有效分使我國水資源得以有效分使我國水資源得以有效分

配及利用配及利用配及利用配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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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用水合理化
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之環境推動水推動水推動水推動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推動水推動水推動水推動水回收回收回收回收

再利用產業再利用產業再利用產業再利用產業再利用產業再利用產業再利用產業再利用產業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供水效率化

之之之之措施措施措施措施之之之之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強強強強化化化化強強強強化化化化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管管管管理理理理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節約節約節約節約節約節約節約節約

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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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論壇論壇論壇「「「「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用水合理化與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論壇論壇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