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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水水源調撥及發展潛力新生水水源調撥及發展潛力新生水水源調撥及發展潛力新生水水源調撥及發展潛力 

與談人 張國強 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組長 

引句引句引句引句 

引言人已針對新生水水源調撥及發展潛力進行的分析，包括都市污水處理放流水、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與農業餘排水的量與質，在本文中即針對新生水在調撥實務上

所面對的各種限制進行分析，同時依據國外發展的經驗，對於新生水如何納入供水調撥

網絡提出建議。 

一一一一、、、、新生水在新生水在新生水在新生水在調撥調撥調撥調撥面臨的面臨的面臨的面臨的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引言人文章中的統計數據顯示新生水的總量甚大，目前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總

量每年總量約 2.1億立方公尺，已運轉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總量每年約 9億立方公尺，

灌溉餘排水的總量更高達每年 18.2 億立方公尺，上述三項之總和 29.3 億立方公尺已占

全台每年總用水量（180億立方公尺）的 16%。 

惟新生水的總量大並不等於具有調撥潛力；檢討近十年來的各項推動經驗，突顯新

生水在推動上有幾項缺點： 

1. 都市污水處理廠之供應水量雖較大，但點位泰半偏遠，一般位於各區域地勢較

低、河川最下游，抑或是靠海位置，與主要用水者距離較遠；以先前規劃台北縣

八里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後送至桃園人工湖與沿海工業區一案為例，其管線即

約 40 公里，而後續規劃高雄市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後送至臨海工業區一

案中，12公里的管線將通過旗津水道，兩者後續均因輸水管線鋪設困難而未進一

步推動（圖 1）。 

 

  圖圖圖圖 1  1  1  1  八里與中區兩座都市污水處理廠原規劃供水管線圖八里與中區兩座都市污水處理廠原規劃供水管線圖八里與中區兩座都市污水處理廠原規劃供水管線圖八里與中區兩座都市污水處理廠原規劃供水管線圖 

2. 相對而言，工業廢水處理廠較無遠離主要用水者之問題，但其單點供應量較低，

且因水質之故，經再生處理後僅能回收一部分之新生水，目前單廠平均水量約每

日 1 萬立方公尺，惟其導電度一般超過 2,000μS/cm，必須加以除鹽方可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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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用途，此過程中一般只能回收 50%之水量，亦即每廠每日至多僅能提供 5,000

立方公尺之新生水，再加上許多廠區為因應廢水處理量增加而不斷擴增，已無用

地作放流水全量回收，使得可回收的新生水更少。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因導電

度較低，一般可以得到較高之回收率，惟參考國外相關案例，一般回收率亦落在

70%~80%間，以目前多數廠區的放流水量約在每日數萬立方公尺之情況看，單廠

可產生新生水量亦有限。 

3. 灌溉餘排水除取水點多半位於下游外，另其不同於廢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流量經

常呈不穩定狀態；依引言人統計數據，目前僅彰化與台中之 Q80 與 Q90 具有運

用潛勢，顯示多數時間渠道流量偏低，而從過去實際流量量測數據顯示單一點位

的穩定可取水量不高於每日 1萬立方公尺，再考慮回收率後，同樣只能回收有限

之新生水；而目前灌排並未完全分離，在灌區末端的渠道單一水量較小，必須同

時收集較多的渠道而可得到充足之量，收集實務上較困難，同時因為水量在不同

季節豐枯差異大，在收集時也需要有大面積埤塘加以搭配，方能穩定供應量。 

4. 除少數案例外，各地之廢污水處理廠及灌溉餘排水點位之間多半分散，彼此之間

難以交互搭配，或是共同供水予某特定用戶。 

5. 在新生水不與人體接觸之前提下，目前在各規劃案上都是以單一使用者（或工業

區），必須鋪設專管（如表 1），只能在小區域內（如工業區）作點狀調撥，而使

得其營管單位除必須支付建廠折舊費用與操作維護成本，尚需個案獨立攤還管線

成本，以及鋪設時的風險，成本自然偏高；而在目前處理程序係「以電換水」的

前提下，一旦能源價格有所波動時，自然會影響產水規模較小的新生水供應廠。 

 

綜上，為能使新生水發揮調撥潛勢，未來必須尋求各新生水供應點可較有可能互相

搭配之區域，則可減少個別水量較小或不穩定之狀況；而更長遠而言，應能形成供應網

絡，抑或納入部分非與人體接觸之供水網絡中，除可降低成本，分散供應風險外，也才

能進行調撥，有效取代自來水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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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7979797 年後年後年後年後國內新國內新國內新國內新生水生水生水生水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縣市 廢污水處理廠 供給用途 
新生水量 

(CMD) 
放流水再生程序 備註 高雄市 

楠梓加工區揚水站（廢水處理廠） 
區內廠商製程用水 

1,800 

(第一期) 

前處理+超過濾膜+逆滲透膜 

預 定 99年底產水 金門縣 太湖污水處理廠 鄰近區域林業用水 
數十～ 數百 

無 
目前已經在使用 高雄縣 

林園工業區 廢水處理廠 
區內廠商製程用水 

5,000 

(第一期) 

前處理+超過濾膜+逆滲透膜 

先期規劃階段 高雄市 高雄縣 

臨海污水處理廠 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臨海工業區冷卻用水 
未定 

超過濾膜+逆滲透膜（暫訂） 
尚在評估 台中市 

福田水資源 回收中心 

台中港工業專業區 各類用水 
未定 未定 尚在評估 新竹縣 

竹北污水處理廠 竹東污水處理廠 
鄰近工廠用水 未定 未定 尚在評估 連江縣 

南竿諸污水 處理設施 
生活雜用 數百 薄膜生物反應器 尚在評估 

二二二二、、、、國外使用新生水之經驗國外使用新生水之經驗國外使用新生水之經驗國外使用新生水之經驗 

綜觀國外發展狀況（表 2），調撥新生水都係納入既有的供水網絡，作為區域性的輔

助用水，而非單一點位之供水，藉以提升用水效率及降低供水成本： 

1. 以新加坡 NEWater計畫為例，目前 Bedok、Kranji、Seletar與 Ulu Padan四座新

生水廠，除以專管供給晶圓廠製程用水 (SSMC, Wafer Fab Parks at Tampines/Pasir 

Ris and Woodlands)，另有 10%左右注入水庫作為飲用水水源補充，占全國用水量

比例已達 3%。 

2. 美國加州橘郡 GWR 計畫於 2008 年完工，設計產量為每日 237,000 立方公尺，

產出之新生水與深井水混合後，輸送至沿海的人工補注井，以及上游地區的人工

湖（位於 Anaheim），將水補注到四個地下含水層； GWR 系統影響區域涵蓋

Anaheim、Fountain Valley、Garden Grove、Huntington Beach、Orange、Santa Ana

等城市，服務人口為 230萬居民，預計至 2020年還會再增加 30 ~ 50萬人。 

3.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市之北境水資源回收廠 (North city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NCWRP) 和南灣水資源回收廠 (South bay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SBWRP)，兩廠

處理後之新生水作為灌溉、製造和非飲用之用途。NCWRP一天可處理北聖地牙

哥社區污水每日 11.4萬立方公尺，SBWRP則可處理每日 5.7萬立方公尺，用於

Mira Mesa、Miramar Ranch North、Scripps Ranch、University City、Torrey Pines、

Santaluz和 Black Mountain Ranch等區域之灌溉、景觀和工業用水，新生水供應

系統之管線、噴水頭和水表箱和其他灌溉儀器以不同顏色加以標示，以和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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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加以區別。 

4. 以色列境內計有近 400座大小不同的污水處理廠，其污水主要回用於沿海地區之

地下水回灌，新生水則用於市政公共場地的澆灌、城市綠化、公共體育場所、高

爾夫球場、高速公路植被等，同時亦可幫助減少海水之入侵；至 2005 年污水回

收量約占全國供水之 14%，同時供應 42%的灌溉用水。以色列全國最大的回收計

畫有三處，分別位於海法、特拉維夫、以及耶路撒冷，其中又以特拉維夫計畫為

最大且複雜，每年回收約 1.25億立方公尺，在導入砂質含水層，經自然砂濾後，

再由鑿井以輸送管線送至儲存水庫，供各類灌溉使用。 

5. 東京都的落合污水處理廠於 1964年建成，收集東京新宿副都心地區的城市污水，

處理規模每日 450,000 立方公尺；於 1984 年完成高級處理以回收全放流水，放

流水經上流式砂濾單元與進階過濾消毒後，每日近 10,000 立方公尺的新生水供

給新宿區的生活用水，其餘用於神田川的景觀河道用水。 

 表表表表 2  2  2  2  國外重要新生水案例國外重要新生水案例國外重要新生水案例國外重要新生水案例    國家 案例 供給用途 
新生水量 

(CMD) 
放流水再生程序 以色列 特拉維夫計畫 灌溉 約 300,000 

三級污水廠放流水 (脫硝)－曝氣－導入砂質含水層過濾－鑿井抽出 美國 加州橘郡 GWR 
地下水補注 阻擋海水入侵 

約 200,000 

二級污水廠放流水－微過濾－逆滲透－高級氧化 (UV-H2O2) 美國 

加州聖地牙哥
NCWRP與

SBWRP 

灌溉用水 景觀用水 工業用水 

約 100,000 
二級污水廠放流水－過濾池－去礦化－消毒 新加坡 

NEWater 

(新生水) 

水庫入注 工業用水 

約 100,000 

(2011年五間廠均建成後約
300,000) 

二級污水廠放流水－微過濾－逆滲透－紫外光消毒 日本 

東京都新生水 利用事業（落合、有明與芝浦） 

河川保育、沖廁、澆灌、洗車、冷卻、街道灑水 

約 10,000 

二級污水廠放流水－過濾－臭氧－微過濾 (部分) 

三三三三、、、、未來發展新生水之努力方向未來發展新生水之努力方向未來發展新生水之努力方向未來發展新生水之努力方向 

由於主客觀背景不同，國外的新生水推動經驗多半基於淡水資源極度匱乏或水價極

為高昂，反觀我國因自來水價偏低，淡水資源之供應尚稱穩定，社會大眾對於新生水之

接受度亦有限；惟為因應發生日趨頻繁之極端氣候，開發傳統水源亦日漸困難，新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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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為未來穩定供水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在技術層面上，目前在各類廢污水再生處理技術已日趨成熟，市場已有許多商業化

模組及系統商可供選擇，待提升的主要為設備長期操作以及供水水質的穩定度。為提升

使用者信心，降低健康與製程風險，重要的技術提升包括三類： 

1. 界定各類用途之關鍵水質與風險項目，並逐步形成明確水質標準，從而能加強或

監測新生水產製過程的品質與穩定度；例如在灌溉項目上的微量有機物與致病微

生物，在冷卻用途上的各類重金屬與揮發性有機物等。 

2. 提升水質監測系統穩定度與準確度，包括監測各類特定離子，以及水中微量有機

物質。 

3. 強化新生水設備人員操作技術與應變經驗，使設備運轉能夠穩定。 

在調撥層面上，因新生水在量與質上的限制，並考量法令規定、社會氛圍與大眾之

觀感，目前無法規劃納入既有供水網絡，從而降低管線成本以及提高供水廣度；但在近

期未來仍可參考國外經驗，朝五個主要方向前進與推動，從而促進新生水於國內運用： 

1. 目前都市污水處理廠多設於下游，屬於大型而集中式的污水處理，而有不易調撥

之狀況；未來可採「分散式」的污水處理（如小型污水處理廠或社區污水處理單

元），從而再生其放流水，達到彈性調撥之功能。 

2. 將都市污水處理廠或工業廢水處理廠之放流水採一次到位之方式，處理至符合特

定用途，從而提高外界接收度。 

3. 參考日本工業設有專用「工業用水道」，亦即鋪設特定管路供工業使用（以新開

發之工業區或工業聚落為優先）；在日本過去的案例中，甚有直接使用污水處理

廠放流水為工業用水的情形，從而與既有自來水供應管路分離。 

4. 與農田水利會協調，在適當區域透過與渠道作水量交換，使新生水能成為灌溉用

水之一環，而如何使各工作站能精準調控水門，從而達到交換用水之目的，是為

另一項努力目標。 

5. 灌溉餘排水水量甚大，但其量不穩定且因渠道分散而不易收集；未來宜針對具潛

力區位深入研究（包括 Q80較高、灌區內有埤塘可作水量調蓄，以及鄰近有大用

水戶者），進而深入了解及其水量與上游工作站放水之明確時間關係，在精確核

算後，而可進一步有效利用之。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目前新生水在使用標的上係規範避免與人體接觸，因個別供水點水量小（或如農業

餘排水水量不穩定），在短期內係作為小區域的「點狀調配」，專管供予工業使用（如工

業區內廠商聚落）。參考先進國家經驗，如新加坡與美國將新生水混入自然水體中，納

入用水之一環，未來應隨著科技進步，完善相關監測系統，並使產水穩定，無健康與製

程風險疑慮後，長期來看應規劃將新生水納入供水網絡，包括從納入專用「工業用水

道」，或與農業灌溉水量交換等兩項途徑來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