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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振興及基礎建設  
～北九州EcoTown計畫經驗～  

環保產業振興及基礎建設  
～北九州EcoTown計畫經驗～

北九州市企劃政策室長（北九州市立大學客座教授）垣迫裕俊北九州市企劃政策室長（北九州市立大學客座教授）垣迫裕俊



演講內容演講內容

１．１．北九州市之環保政策歷史北九州市之環保政策歷史

~~從公害都市轉為國際環保支援都市從公害都市轉為國際環保支援都市~~

２２．．EcoTownEcoTown計畫之概要計畫之概要

~~構築資源循環型社會之先導作用構築資源循環型社會之先導作用

３３．．促進市民理解與政府作用促進市民理解與政府作用

~~責任說明與資訊公開責任說明與資訊公開



北九州市地理位置北九州市地理位置

Tokyo

北九州市北九州市
KitakyushuKitakyushu

Hong Kong
台灣台灣
TaiwanTaiwan

500km

1,000km

1,500km

Osaka

Pusan

Dalian

Shanghai



北九州市產業近代化之開幕北九州市產業近代化之開幕

19011901年日本最早一貫作業國營煉鋼廠的開幕年日本最早一貫作業國營煉鋼廠的開幕



被煙塵覆蓋之八幡西區城山地區（降塵量為日本第一）



廢水排放與被腐蝕的螺旋槳廢水排放與被腐蝕的螺旋槳

1970年5月23日  朝日新聞



工廠考察 由大學教授進行講課

相關單位之公害防制的行動相關單位之公害防制的行動

合合  作作

地方政府的行動地方政府的行動企業的行動企業的行動

市民的行動市民的行動

採取省能源的生產方式及引進防治公害設備 環境監測系統及環保基層結構的整備



Polluted 1960s Recovered Present



環保合作城市網環保合作城市網

胡志明

檳城

三寶壠
泗水

大連
天津

煙台

青島

仁川
蔚山 下關

北九州釜山

八打雁

宿霧

東亞經濟交流推進機構  
環保部會（２００４年）

・研討區域內的環保商務發展

亞洲環保合作城市網  
（１９９７年）

・對環保問題提出具體的改善，並同時  
發展彼此間的經濟及學術方面等交  
流。



聯合國地方政府獎聯合國地方政府獎

<<得獎理由得獎理由>>
●｢｢公害防制及積極推動環保國際合作公害防制及積極推動環保國際合作」」

“From sea of death to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環保產業谷底轉為國際環保合作）（環保產業谷底轉為國際環保合作）

1992年在巴西里約召開的

「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地球高峰會議），對可持  
續發展的地方城市進行表  
揚。

※受獎者共12城市（北九州

市為日本國內唯一）



綜合環保鏈結區與綜合環保鏈結區與HibikiHibiki回收再生工業區全景回收再生工業區全景

ＰＣＢＰＣＢ處理廠處理廠

家電家電

ＯＡＯＡ機器機器
汽汽  車車

寶特瓶寶特瓶

醫療廢棄物醫療廢棄物

日光燈日光燈

複合性核心處理廠（融熔爐）複合性核心處理廠（融熔爐）

HibikiHibiki回收再生工業區回收再生工業區  
本地中小創投企業本地中小創投企業 HibikiHibiki回收再生工業區回收再生工業區  

汽車回收汽車回收

建築廢棄物建築廢棄物

建築廢棄物建築廢棄物

非鐵金屬非鐵金屬

實證研究區全景實證研究區全景
可分解塑料可分解塑料

北九州市立北九州市立

EcoTownEcoTown中心中心

豆腐渣及廚餘豆腐渣及廚餘

福岡大學福岡大學
資源循環與環境資源循環與環境

控制系統研究所控制系統研究所

福岡縣回收再生綜合研究中心福岡縣回收再生綜合研究中心  
實證試驗地實證試驗地

保麗龍保麗龍
廢棄物研究設施廢棄物研究設施

分分  館館

第二期計畫區第二期計畫區

新日鐵北九州環保技術中心新日鐵北九州環保技術中心九州工業大學九州工業大學  
實證研究設施實證研究設施

EcoTown計畫（第一期：９７年～、第二期：０２年～）

北九州北九州EcoTownEcoTown計畫的背景及概要計畫的背景及概要

■1901年  官營八幡製鐵廠開業  
・之後百年以「工業技術城」而發展

■｀60年代  受過嚴重的公害經驗  
・市民、企業與政府共同進行公害防制⇒「北九州方式」

■｀80年代～  推動環保國際合作計畫

・廣闊的用地  
・最終處理場  
・工業區的緊臨  
・物流基礎的充實 等

■研究設施  ２０處（不含已結業的２０處）

■商業設施  ２６處

■ＰＣＢ處理設施  １處

「資源循環型社會」的到來

市民、企業、行政  
三者的網絡組成

響灘地區的優勢性技術、人才及資訊之發展  
以及充實之產業基礎

利用區域資源的策略

背景 EcoTown計畫進展

至今的計畫成效

＜環境保護政策與產業振興政策的統合＞達成資源循環型社會的引導作用

■總投資額：約733億日幣  
（市政府：61億日幣、中央：263億日幣、

縣政府：1億日幣、民間：409億日幣)

■就業人口：約1,300人（含非定期工）

■來訪考察人數：約56萬人（98～06.11）

【2006年12月現在】



所謂EcoTown計畫

以構築以構築資源循環型社會資源循環型社會為目標，並為目標，並  
利用區域內存在之產業，推動利用區域內存在之產業，推動「「環保產環保產  
業之培育業之培育」」及及「「減少廢棄物量及促進資減少廢棄物量及促進資  
源再生源再生」」，並以，並以地方政府為主體，與產地方政府為主體，與產  
學官合作，建設學官合作，建設先進的環境調和型城先進的環境調和型城  
鄉。鄉。



Eco TownEco Town計畫社會背景計畫社會背景
年年 法法  規規 國際會議等國際會議等

１９９１１９９１ 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

１９９２１９９２ 地球高峰會議（里約）地球高峰會議（里約）

１９９３１９９３ 環境基本法環境基本法

１９９５１９９５ 容器包裝回收再生法容器包裝回收再生法

１９９７１９９７ 環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１９９８１９９８ 家電回收再生法家電回收再生法

２０００

構築循環型社會推動基本法構築循環型社會推動基本法  
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修正）再生資源利用促進法（修正）  
建築廢棄物回收再生法建築廢棄物回收再生法  
食品廢棄物回收再生法食品廢棄物回收再生法  
綠色購物法綠色購物法

聯合國聯合國ESCAPESCAP環境部長會環境部長會  
議議((北九州市北九州市))

２００２ 汽車回收再生法汽車回收再生法 地球高峰會議地球高峰會議((約翰尼斯堡約翰尼斯堡))

２００３ 新能源電氣利用法新能源電氣利用法（（RPSRPS法法））

｀`9797「北九州「北九州EcoTownEcoTown計畫計畫」」  
批准批准

｀`9898「北九州「北九州EcoTownEcoTown計畫計畫  
實施計畫實施計畫」」策定策定



複合性核心設施－融熔爐複合性核心設施－融熔爐

Eco TownEco Town的綜合環保企業鏈結概念圖的綜合環保企業鏈結概念圖

搬運管理／園區道路／共同保管與裝卸場搬運管理／園區道路／共同保管與裝卸場

進駐企業集團區的  
資源回收再生產業

●寶特瓶●汽車●ＯＡ設備  
●家電●建築資材等其他

Hibiki回收再生工業區

再生資材及
中古零件等國  
內外市場之銷  

售

在響灘地區內  
外作為建材使  

用

綜合環保企業鏈結 （綠地）

以海運與鐵路方式作資源的運輸

焚化及融熔處理對象

互相將資源轉  
讓及利用 電力／熱能供給

融熔渣

需掩埋處理的廢渣 響灘地區  
最終處理場

（綠地）



Eco Town
綜合環保企業集團區

廢棄物處理場

EcoTown
實證研究區

第一期 Hibiki貨櫃中心

ＰＣＢ處理廠
資源回收再生物流專用碼頭

-5.5m×1船席

15

響灘地區全景響灘地區全景

北九州北九州Eco TownEco Town地區全景地區全景

約５０ha

風力發電

１ＫＭ



北九州北九州Eco TownEco Town計畫響灘東部地區計畫響灘東部地區

實證研究區

綜合環保企業集團區  
・Hibiki回收再生區

印表機碳粉回收再生廠

柏青哥台回收再生廠

風力發電廠

ＰＣＢ處理廠

建築廢料回收再生廠

建築廢棄物回收再生廠

飲料容器回收再生廠

廢木材廢塑膠回收再生廠

風力發電廠



■ 依「容器包裝回收再生法」規定，將地方政府所分類回收的寶特瓶經處理後作成纖維及

寶特瓶的原料使用。

■ 企業名稱  西日本寶特瓶再生利用株式會社（股東：新日本製鐵(株)、三井物產(株)、

日鐵運輸(株)、日本通運(株)、山九(株)、北九州市政府）

■ 開  業  1998年7月

■ 處理能力  約20,000ｔ／年

■ 經濟產業省EcoTown輔助計畫

■ ISO14001認證（2003年3月20日取得）

寶特瓶再生利用廠寶特瓶再生利用廠



■ 將使用完的辦公室機器（複印機傳真機印表機電腦）分解後，以分選方式生產出

高 品質的再生零件及再生原料。

■ 企業名稱  株式會社  Recycle Tech   （股東：株式會社新菱、株式會社理光）

■ 開  業  1999年4月

■ 處理能力  約5400ｔ／年（複印機約43000台／年、傳真機約65000台／年）

■ 經濟產業省EcoTown輔助計畫

■ ISO14001認證（2001年3月2日取得）

ＯＡＯＡ設備再生利用廠設備再生利用廠

［工場全景］ ［作業風景］



■ 依「家電回收再生法」的規定，將四家電（電視冰箱洗衣機空調），以高度的分解及篩選方式來生產  
高品質的再生原料。

■ 企業名稱  西日本家電再生利用株式會社（股東：(株)東芝、(株)TERM、松下電器產業(株)、
(株)日立製作所、三菱電機(株)、三洋電機(株)、SHARP(株)、  SONY(株)、富士通  
General(株)）

■ 開  業  2000年4月
■ 處理能力  約50萬台／年（４家電）
■ 經濟產業省EcoTown輔助計畫
■ ISO14001認證（2002年6月26日取得）

家電再生利用廠家電再生利用廠

［ 工廠外觀 ］ ［ 作業風景 ］



■ 將廢日光燈管中的玻璃、螢光粉、金屬燈帽(鋁等材質)

回收後作為再生日光燈管原料使用，製造再生燈管並銷售。

■ 企業名稱  Japan Recycling Light Technology & Systems  
（股東：株式會社Capital Kyuden、株式會社西日本plant工業）

■ 開  業  2001年10月

■ 處理能力  約5,270ｔ／年（111,600隻／日）

■ 經濟產業省EcoTown輔助計畫

日光燈再生利用廠日光燈再生利用廠

［ 工廠全景 ］ ［  工廠內部  ］

［  再生燈管  ］



非鐵金屬再生利用廠非鐵金屬再生利用廠

■ 回收廢家電廠及廢汽車廠所排出的散熱器或廢電

線等,進行破碎及篩選後，回收非金屬類的鋁及銅,

銷售於精煉廠。

■ 企業名稱  日本磁力選礦株式會社

■ 開  業  2005年10月

■ 處理能力  2,500  t／年

［ 工廠全景 ］

［  風選設備  ］

［  磁選設備  ］

散熱器 粉碎物

鋁、銅

［ 作業情況 ］



HibikiHibiki回收再生工業區回收再生工業區  
汽車回收區全景汽車回收區全景

共用倉庫共用倉庫・・  
物流中心物流中心

企業會館企業會館

共用沖床廠共用沖床廠

BigBig大里大里

UPNUPN森田森田

凪凪野野金屬金屬

YamadaYamada商會商會

儲存倉儲存倉、、停車場停車場

三橋零件三橋零件

太陽產業太陽產業

尼岡產業尼岡產業

ペットボトルペットボトル

醫療器具廠醫療器具廠

日光燈廠日光燈廠

汽車廠汽車廠

OAOA設備廠設備廠

家電廠家電廠



■  將建設現場產生的廢木材粉碎後與廢塑膠混合後，製成

防護用欄杆或地面鋪材，為具有耐水性及耐候性之建材。

■  企業名稱  株式會社Eco Wood

■ 開  業  2003年5月

■ 生產能力  5,000ｔ／年

■ 經濟產業省EcoTown輔導計畫

廢木材廢塑膠再生利用廠廢木材廢塑膠再生利用廠

［ 工廠外觀］
［ 產品］

鋪設實例(八幡東區)



ＰＣＢＰＣＢ廢棄物處理廠廢棄物處理廠



■ 將EcoTownｍ園區內所產生之回收後殘渣及廢汽車廠殘渣為主的事業廢棄物，經融熔
處理後，將其處理過程中所產生的熱能進行發電，並將此電力提供園區內的企業使用。

■ 企業名稱  北九州環保能源株式會社(Kitakyushu Eco Energy)
■ 開  業  2005年4月
■ 處理能力  320ｔ/日  發電：1.4萬ＫＷ

複合性核心處理設施－融熔爐

［工廠場外觀］

（2004年11月拍攝）



北九州北九州EcoTownEcoTown園區內之產業鏈結園區內之產業鏈結

汽車汽車 ＯＡ機器ＯＡ機器

日光燈日光燈

家電家電

醫療器具醫療器具

非鐵金屬非鐵金屬

廢紙廢紙廢塑膠
有機溶劑

廢塑膠
有機溶劑ＥＬＶＥＬＶ

PCB處理廠PCB處理廠

食用油食用油

殘
渣

保麗龍保麗龍

複合性核心
處理廠

（融熔爐）

複合性核心
處理廠

（融熔爐）

綜合環保企業集團

Hibiki回收再生工業區

實證研究區

空罐空罐

建 築
廢棄物

建 築
廢棄物

柏青哥柏青哥

碳粉匣碳粉匣

響灘東部地區

廢木材
廢塑膠

廢木材
廢塑膠

電力

電
力

造紙造紙ＯＡ機器
再使用

ＯＡ機器
再使用

洞海灣地區

風力發電風力發電

2007年1月現在

飲料容器飲料容器

木材

紙類

甲醇

廢紙

日光燈

木

廢塑膠

廢鐵、可燃物

廢紙

可燃物

紙箱

保麗龍

日光燈

碳粉匣紙

廢玻璃

廢木材、廢紙

廢塑膠

日光燈

OA機器
廢塑膠

廢塑膠

廢塑膠、廢紙

廢紙

紙 寶特瓶寶特瓶

紙

廢塑膠

木製平板架
保麗龍

OA機器

ＣＲＴ

可燃物

基礎

日光燈

鐵桶

基礎

紙箱



若松區

八幡西區
八幡東區

小倉南區

門司區

戶畑地區

小倉地區

小倉北區

關門海峽

戶畑區

若松地區

洞海灣地區

九州製紙

北九州環保產業鏈結構想北九州環保產業鏈結構想
環保與產業鏈結構想的理念

資源與能源的利用－由「廠內最適化」轉移到「地區內最適化」

想定される事業（例）

設想的計畫案例

研討委員會員企業  １７家

・旭硝子  ・九州電力  ・黑崎播磨  
・西部ガス  ・觸媒化成工業  ・新日本製鐵  
・新日鐵化學・住友金屬小倉  ・電源開発  
・東京製鐵  ・東芝電子  ・東陶機器
・三井鉱山  ・三井高科技  ・三菱化學
・三菱材料  ・安川電機

○產業間的能源及副產物(廢棄物)的相互利用  
○與生活圈的連貫

想定される事業（例）

■實現都會區資源及能源的極小化，並作為  
地球溫室效應之對策

■以廉價能源來加強產業的國際競爭能力，  
作為產業空洞化之對策

■以新能源來創作新產業

預期的效應

■臨海工業區的再生

■利用現有的設備基礎進行廢棄物的處理與回收
‧將廢紙回收時的紙漿污泥應用於煉鋼添加劑

（煉鋼廠廠房、電力及水等設備的有效利用）  
‧煉鋼製程中回收石膏板及煤灰

■再現有的煉焦爐裝設發電及熱回收設備(ＣＤＱ)  
將電力及熱能供應給周邊企業

■將工廠未利用之廢熱供應住宅區之供熱事業

■將既有工業的氫氣供應潛力應用於氫氣／燃料
電池的實證計劃

■將工場廢熱應用於利用廚餘及廢木材製造生物
塑料時所需的熱能

■將下水道污泥作為發電廠之燃料使用

都會區資源及能源消費量的極小化



進駐實證研究區之研究項目進駐實證研究區之研究項目

～掩埋場管理、底灰回收、土壤淨化、廚餘之生物塑料等～～掩埋場管理、底灰回收、土壤淨化、廚餘之生物塑料等～



工廠考察

汽車回收再生廠  ＯＡ機器回收再生廠  寶特瓶回收再生廠

在EcoTown管理中心所進行的展示與說明

市民之理解與信賴市民之理解與信賴
撫平市民的不安撫平市民的不安、、不信任及不愉快不信任及不愉快

工廠考察

●對園區內的所有企業都  
可進行考察

●考察為市民優先

●每週二、四為市內學校  
優先日

●申請請至  
EcoTown管理中心



抗議抗議PCBPCB處理廠之市民反對運動處理廠之市民反對運動

２ ０ ０ １ 年 ２ 月 ２ ６ 日 毎 日 新 聞 （ 朝 刊 ）



為建設ＰＣＢ處理設施  
與區民進行風險溝通

北九州市PCB處理之安全性檢討委員會－

委員與市民之意見交換會

（2001年5月26日 450名參加）

北九州市PCB處理監視委員會(2001年2月14日～)



環境教育博物館

［建築外觀］
［環保義工的活動］

■約有70名市民義工在此服務

■機  能  將克服公害之歷程及地球環境等問題分成８區進行環保資訊之宣導

■設  備  應用最先進環保技術之環保友善型設施  
（如使用再生素材、太陽能、冰塊蓄熱空調、生態水池、氮氧化合物吸附磚等）

■開  業  2002年4月

～～市民環保學習及交流的綜合性據點市民環保學習及交流的綜合性據點～～



介紹北九州介紹北九州EcoTownEcoTown的中小學教課書的中小學教課書

（２００２年度版）



環保教育副教材（幼稚園～中學）

■依兒童的發展階段進行內容的編輯  
■在一貫的條件中實施環保教育

■為北九州獨創



EcoTown計畫推動時的行政作用

（１）  計畫推動時之領導者

（２）  產業振興與環境保護之平衡

（３）  強化管制制度與協調組織運作

（４）  手續迅速化及行政一元化

（５）  資訊的公開及對市民的責任說明

（１）  計畫推動時之領導者

（２）  產業振興與環境保護之平衡

（３）  強化管制制度與協調組織運作

（４）  手續迅速化及行政一元化

（５）  資訊的公開及對市民的責任說明資訊的公開及對市民的責任說明



EcoTownEcoTown計畫推動的重點計畫推動的重點
重 點 具體事例

1
行政的育成能力  
「行政力」

行政一元化服務→「環境產業政策室」的設置、手續  
迅速化 、產品入出口支援 、居民對策、 與企業的互  
動體制

2 人才的投入
企業：企業及鋼鐵廠OB、具「熱忱」者  
官方：廢棄物行政的優秀人才

3 資訊的公開及責任說明 所有設施的公開、PCB處理設施導入時的公開議論

4 民間為計畫主體 經營完全由民間主導並非半官民制經營責任的

5 統籌執行各地區之政策
廢棄物處理、產業振興政策及就業政策、 統籌各部署  
之工作、學術研究及其事業化

6 廣範地區收取廢棄物 事業的前提、市民的配合

7
盡早進行產學官三者之間的  
研討

89～92年  構想策定、94～96年  基本計劃的策定  
97年  EcoTown計畫批准

8
最終處理場（管理型）的存  
在

為垃圾妥善處理之守門員

9 公害防制之資產應用 產學官網絡、婦女網絡、技術的發展

10 優惠的地理條件
工業城、臨海區、交通要衝、核心大企業、

廣闊的土地、其他



新再生事業引進時的探討點新再生事業引進時的探討點
要 點 考 察 點

１ 原材料原材料  
((廢棄物廢棄物))

□廢棄物量：產生源、數量
□清除處理：狀態、業者
□處理方式：處理場所、處理費、方法

□預期費用處理費或收購費
□收集預估量常在預估以下
□國際交流

２ 處理技術處理技術 □技術的完成度：可商業化或實證階段
□其他取代技術：是否有其他新技術存在？

□外來新穎技術進入時之對策

３ 再生品再生品 □品質：已實證？是否有變動？
□品質管理體制：員工
□再生品的價格競爭：與類似品及同等品

□再生品之銷路、行政支援
□擴大銷路是否有困難

４ 法規制度法規制度、、  
管制管制、、  
行政程序行政程序

□適用法規：實施地區
□法規新設及修改：強化管制制度及協調組織  

運作
□法規的運用

□行政程序之運用範圍？
□程序迅速化是否可同時進行？
□地方政府之管理者？

５ 進駐問題進駐問題 □進駐預定地週遭的接受：市民能否配合？
□風險的認知：是否能明瞭的做說明

□政治狀況意見是否一致或分散

６ 公共基礎公共基礎 □道路：設施周邊的交通量特別在高峰期
□下水道：排水量水質及涵容能力

□電力瓦斯既有基礎的應用？
□鐵路港灣設施運輸系統轉移之可能性？

７ 經營主體經營主體 □經營責任者：集中於特定的個人
□組成衛星式：相關企業之團隊合作

□類似事業經驗之分享
□對社會責任的自覺、資訊公開及環保之考  

量

８ 人才人才 □工作人員的確保：薪水等
□工作人員的性質：從地區內聘用

□行政人才的培育對環保商務感興趣？

９ 資金籌備資金籌備 □公有補助
□自籌、投資者等

□充裕的資金準備：盡可能充足

10 盈虧盈虧 □事業的可行性調查：作最壞的打算
□其他競爭者的存在：調整及分居

□國際上的資源循環包括未來的脈動



現今課題與未來展望

◆對應各回收再生法之各回收事業已完整

◆依社會情勢變化等因素且現有事業競爭也日趨激烈

課題及社會的要求

強勢

◆溫室效應對策、新能源對策

◆市民對環保產業之配合

◆在國內的EcoTown中為最大的回收再生產業的集聚地

◆以素材為主的製造技術

◆作為生態工業園的先進地受海外的注目

今後的展望

①高附加價值、競爭力的增強
→稀少金屬、資源等

既有事業的高度化

②新能源
→下一代能源園區

生質能

③處理困難
→受污染土壤之整治

④國際合作
→EcoTown

技術轉移等

⑤吸引廠商進駐
及培育人才



日本環保首都競賽第一名
☑綜合項目第一名（ 1,020點滿分中得767點、第二名為水俣市695點）

☑７部門都為第一  (15部門中)

・與區民共同監督及資訊之公開

・與地方政府的交流

・政府官員功能及政策能力

之進步

・環保及城鄉建設的學習

・地球溫室效應的防治及能源政策

・垃圾的減量化

☑先進事例的特別表揚

・立身為環保首都的系統

・多樣化的自然環境保護及

恢復實施

・亞洲地區環保改善的具體化

【評價點】

與市民的互動、以全方位性的綜合實施

成為環保首都的堅強意志及預算的分配等

（2007年3月）



感謝各位的聆聽

北九州市若松區

之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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