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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者序
財團法人中技社 (CTCI Foundation) 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創設，以「引進科技新

知，培育科技人才，協助國內外經濟建設及增進我國生產事業之生產能力為宗旨」。

初期著力於石化廠之設計與監建，1979 年轉投資成立中鼎工程，承續工程業務；本

社則回歸公益法人機制，朝向裨益產業發展之觸媒研究、污染防治與清潔生產、節

能、及環保技術服務與專業諮詢。2006 年本社因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求，在環境與

能源業務方面轉型為智庫的型態，藉由專題研究、研討會、論壇、及座談會等，以

及發行相關推廣刊物與科技新知叢書，朝知識創新服務的里程碑邁進，建構資訊交

流與政策研議的平台；間接促成產業之升級，協助公共政策之規劃研擬，達成環保節

能與經濟繁榮兼籌並顧之目標。

2011 年財團法人中技社選定「推廣新生水水源開發」作為智庫研討議題之一，

並與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於 7 月間共同舉辦一場案例分享研討會，對工業廢水場內

回收再利用、海水淡化利用及跨區域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等主題，邀請到國內已興

建廢 ( 污 ) 水回收處理實廠試運轉之業界及參與規劃、興建之專家學者，從技術及經

濟，對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及海水淡化現況及潛力，提供推廣討論平台。為將此完

整之會議成果，廣為周知，提供讀者參考，特收錄完整論文，發行此書。另於 8 月

25 日邀請產官學研代表參加由本社舉辦之「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 - 推動新生水

水源開發」論壇，當天會議紀要一併收錄於本書附錄。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10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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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擁有穩定的水源和水量，為產業界維持正常製造生產，以及持續引進新產業的

必具條件。

台灣地區雖降雨量多，但因為降雨時空分配不均，再加上近年來的氣候變遷導

致連續不降雨日數增長，容量原已有限的水庫又因淤積嚴重而有效調節容量持續減

少等，已導致時有供水量不足問題，影響威脅產業生產至大。

中技社為一公益性財團法人，致力於關懷環境、能源及經濟，為協助產業界解

決各種相關困難，並擴散引進新觀念、新技術，而配合社會需求經常舉辦各種研討

會活動，以促進產業升級。

本書即為中技社為協助產業界解決用水問題，特囑為規劃國內已有部份產業為

降低其生產風險，已成功的開發出廢水回收再生利用之案例，邀請做公開報告，以

分享產業界。承各產業界能不藏私的將其成功發展經驗，彙整在「新生水水源開發

推動成功案例分享研討會」發表，引起廣大的迴響，於舉辦研討會後，中技社再請

各案例報告人將簡報改撰寫成專文，以增進產業界可更進一步完整的掌握各不同產

業別之廢水回收過程，以做為參考。

本書包括一篇廢水回收利用評估系統做整體性的論述，四篇不同產業別之廠內

回收案例，三篇海水淡化實務介紹，另兩篇跨區域廢（污）水回收利用案例。謝謝

各撰稿者的協助、配合，將其成功經驗和技術，介紹給各界，也期望各產業能從中

獲取資訊，供做為各廠規劃設置廢水再生利用設施之參考，期對降低缺水風險能有

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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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林志森執行長、鄒倫主任及陳潔儀組長等的用心協

助產業界，做為技術、觀念的媒介，其熱心貢獻社會，令人欽佩。而個人能有機會

加以協助，也僅是聊盡綿力而已，整個的貢獻都是中技社的付出，樂為記敘。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
名譽理事長

歐陽嶠暉
10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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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系統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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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
評估

莊順興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摘要  
台灣年降雨量雖高，但仍經常面對缺水之威脅，尤其近年來缺水威脅之頻率更

是明顯增加，就穩定供水之角度而言，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可提供做為替代水源，

為一不受天候影響之水源，值得加以重視；且隨著水再生技術之發展，廢 ( 污 ) 水回

收再利用已成為全球缺水區域水源規劃之一環，台灣亦將面對此一情況。廢 ( 污 ) 水

回收再利用為一包括水資源管理與水再生技術等不同層面之議題，本文將就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與應用特性進行綜合性分析，評估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之用途類

別與水質要求，以提供作為產業界規劃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之參考。

一、前言 
考量缺水對人類社會與活動所可能產生之巨大影響，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已成

為全世界關心之重大議題，依據 European Federation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Services (EUREAU, 2004) 對國際所做之水回收再利用之效益與議題調

查結果，考慮水回收再利用之前 20 項重要議題如表 1 所示。其中，「節省高品質之

用水以供民生使用」為各國考慮水回收時之首要議題，顯示，將水回收再利用納為

整體水資源規劃之一環已成為全世界之共識，依再生水之水質特性分級使用之觀念

已被認同。本文將就再利用之用途別，評估適用之技術。

3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3 2011/11/3   上午 11:07:29



二、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架構 
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架構如圖 1 所示，其內容包括 (1) 管理層面成立

水回收再利用決策組織及 (2) 技術層面之評估流程。管理層面之決策組織應包含公司

最高管理階層，透過組織會議凝聚共識，宣示公司對水回收再利用之決心，並主導

水回收再利用之推動策略。再則，水回收再利用決策組織必須依公司用水及排水之

水量水質基本資料，由經營策略面擬定水回收再利用之標的與目標，作為水再生技

術檢討之依據。技術層面則包括廢污水來源、回收再利用用途、特殊水質要求、技

術特性與需求、操作及維護、成本效益分析等。經由反覆檢討水回收再利用之標的

與目標之可行性，提供決策組織作為修訂之參考。

由水回收再利用決策組織依水量水質資料，擬定水回收再利用之標的與目標，

以作為水再生技術檢討之依據，此為本評估流程重要之起始點，後續之檢討結果將

回饋至決策組織進行水回收再利用標的與目標之修訂，直至檢討可行後，落實推動

與執行。

表1 全球水回收再利用前20項議題
優先順序 議題內容

1. 節省高品質之用水以供民生使用。
2. 降低污染排放至承受水體。
3. 展現水之價值，回收再利用能促進所有人了解真正水循環。
4. 降低地下水之超抽。
5. 發展財務誘因以促進最佳之水回收再利用。
6. 認知水為最重要資源之一。
7. 認知廢水回收再利用缺乏財務誘因。
8. 強化水資源與自然之保育。
9. 認知應付缺水之長期規劃是必要的。

10. 認同水回收再利用策略與推動該策略之相關作為。
11. 缺乏廢水回收再利用之水質標準或法規。
12. 增加自來水之使用彈性。
13. 降低排放負荷與營養鹽至區域性表面水體。
14. 認知廢水必須經適當處理，且其非為無價值之廢棄物。
15. 回收再利用促進廢水處理更有效果。
16. 回收再利用降低每年之用水與廢水成本。
17. 於需求之地區創造出區域性第二水資源。
18. 了解到經濟成長需要永續之第二水資源。
19. 幫助小孩了解水循環與水之價值，藉由小孩教育其父母。
20. 透過含水層之補注增加地下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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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三、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系統 
本文所探討之廢污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係以生活污水或工業廢水經二級處理後

之放流水為對象，評估再利用於各類用途時所需之技術組成與特性，以提供作為相

關業者規劃廢污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之參考。廢污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依使用之類別可

分為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生活次級用水、環境景觀用水及地下水補注用水，各種

用途要求之水質並不相同。圖 2 為依各類再利用特性及水質要求所整理之再利用用

途分類圖，相關水質標準或建議法規亦示於圖中。

就水質特性而言，來自生活污水或工業廢水經二級處理後之放流水，二者水質

 
圖1 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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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迥異，於考量水再生技術時必須加以分別考量，另於回收再利用時，考量之用

途亦有所不同，必須加以注意。

3.1	水回收再利用之標的與目標	

決定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之核心關鍵在於再生水之用途，不同之用途將影

響水再生技術之選擇，當然，廢 ( 污 ) 水水質特性與再生水之成本效益亦為決定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時所必須考量之因子。再生水之利用標的與目標應於水回收

再利用決策中加以決定，以作為後續評估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之依據。

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依使用之標的可概分為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環境用

水、生活次級用水等四大類別，各種用途要求之水質條件並不相同。於各類再利用

之用途中，工業利用以用於冷卻為最普遍之用途，特定工業需要大量之冷卻水，促

使工廠積極進行水回收再利用，而製程用水需求則依各產業特性而異，其中亦存在

許多應用之機會與潛力。

農業利用以用於灌溉及養殖為最大宗用途，然國內尚未有以再生水計畫性應用

於農業之實例；普遍而言，農業對使用再生水之接受度仍低。

於環境利用上，目前廢 ( 污 ) 水處理廠處理後之放流水，絕大部分放流於河川

水體或經排水渠道後流入河川，排放符合放流標準之處理水可為河川提供更多之流

量，於枯水季節更成為河川基流量之貢獻者。然而，放流水流入基流量不足之河

川，於涵容能力不足情形下，將導致河川無法符合水體分類用途之要求或影響河川

生態等情事，此為放流河川所必須考量之問題。於環境利用上，作為水庫補充水或

進行地下水補注，亦為可考量之用途，於缺水迫切之國家或區域皆有實際應用之例。

對於水回收再利用作為生活次級用水，可使用於沖廁、景觀、澆灌灑水、洗車

及清洗地板等要求，為最為社會普遍接受之回收用途。一般工業廢水再生後之利用

以工業利用及生活次級利用為最能被接受之用途。

綜合而言，對於產業建立水回收再利用系統，需考量產業廢水特性與再利用接

受度。經濟部水利署於研擬之新興水源發展條例草案 ( 水再生利用法令競合及國外相

關制度研究 (2/2)，民國 99 年 ) 中，為了降低再生水於利用上之風險，乃以正面表列

之方式限定其用途，對於以污水 ( 係指一般生活污水 ) 為水源之再生水，其用途以工

業用水、農業用水、生活次級用水、環境景觀用水及地下水補注為限。對於以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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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 係指一般之事業廢水 ) 為水源之再生水，其用途以工業用水或該工業區域內之生活

次級用水及環境景觀用水為限。

圖2再生水用途分類圖

生活污水
處理廠

工業廢水
處理廠

水再生技術
(消毒、過濾、

吸附、氧化、

薄膜、電透析)

冷卻1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環保署)

鍋爐
(鍋爐給水與鍋爐水水質標

準，中華民國國家標準10231)

製程2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環保署)

工業利用

灌溉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農委會)

養殖3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

環保署)

河川補充
(放流水標準，環保署)

地下水補注
(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

水質標準，環保署)

生活次級利用 沖廁4

景觀、澆灌灑水、洗車、
清洗地板4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

建議事項，環保署)

再生水

農業利用

環境利用

註1.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訂有丁類水體標準適用於二級工業用水(冷卻用水)
之水源。

註2.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訂有丙類水體標準適用於一級工業用水(製程用水)
之水源。

註3. 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訂有乙類及丙類水體標準分別適用於一級及二級水
產用水之水源。

註4. 對於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回收再利用於生活次級利用，尚無相關規定，一般
以符合放流水標準為基本要求，可參考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
(環保署，96)。

水庫補充

放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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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回收再利用之法規與水質標準	

對於水回收再利用之水質管理，考量廢 ( 污 ) 水作為回收再利用之水源時，依現

行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 第九章 回收使用 ) 第 41 條規定「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 ( 污 ) 水，應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始得回收使用 ( 回收使用

作為廠內洗滌塔或其他污染防治設備、製程之用水，屬於製程循環，不在此限 )，並

避免與人體接觸影響健康」，為目前明確規範廢污水回收再利用作為之法條。顯見，

排放水符合放流水標準為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之必要條件，此標準雖為避免水體環

境遭受污染之排放管制標準，亦可視為再生水水源之水質標準。

再生水或回收水之水質要求目前並無一致之標準，因再利用類別之不同，對於

水質要求之差異亦大。水質標準為水回收及再生利用一項重要議題，各類用途水質

標準之訂定，有助於水再生利用之推動。目前我國現行法規與水回收及再生利用相

關之水質標準如表 2 所示。鍋爐用水、灌溉用水、地下水補注及生活次級利用均已

有標準，相關用途中部分水質項目並不易達成。

3.2.1工業利用

一般工業區公共給水，均以自來水或抽取地下水並處理達自來水標準後供給，

採單一供水方式。事業單位考慮水回收再利用時，除水資源再利用之考量外，對再

利用水之用途及其潛在可能之影響則關心甚鉅，因此水再利用於工業上時，必須對

各種製程用水之水質影響仔細加以考量。

工業用水依其用途可概分為製程用水、鍋爐用水及冷卻用水，此三類用水為一

表2  我國現行水回收再利用相關水質標準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條文 水質標準名稱 水質標準
類別

經濟部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10231 鍋爐給水與鍋爐水水質標準 工業利用

農委會
農田水利會灌溉
排水管理要點

(91.12.13)
二十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92.11.07) 農業利用

環保署 水污染防治法
(96.12.12) 第七條第二項 放流水標準 (98.07.28) 環境利用

水污染防治法
(96.12.12)

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

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水
質標準 (91.11.29) 環境利用

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六十五
條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
議事項 (96.10.15)

生活次級
利用

8

新生水　　 源開發
推動

成功案例分享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8 2011/11/3   上午 11:07:30



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般工業用水之大宗用途。製程用水水質因製程要求而異，其差異極大，因不同製程

屬性所要求之水質程度及關心之水質項目不盡相同，各工業別常訂有不同製程之水

質建議值，以國內一般工業而言，自來水標準為各工業所能接受之製程原水水質，

對於相關製程所需之更高水質要求，則以自來水進行更高級之純化程序，以符合其

要求。鍋爐用水因考量其操作之安全性，故對水質要求甚高，常以自來水經軟化後

之水提供。

冷卻用水為工業用水中需大量使用且對水質特定項目要求較少之用水類別，因

其使用量大，且用途單純，故各國常訂有工業冷卻用水建議值以做為工業使用規

範。我國迄今並未訂定工業冷卻用水標準，常見工業冷卻用水之關鍵水質項目包括

TDS (Cond.),  SiO2, 硫酸鹽類及氯化物等，相關水質項目之濃度限值如表 3 所示，詳

細之建議值可參考相關文獻 ( 水再生利用實務手冊，民國 98 年 )。

3.2.2	農業利用

台灣地區之農業灌溉用水標準依「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為之，此標準雖非為水

再生利用所制訂，但依「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規定，若中水回收至農業

灌排，則需符合此標準。歷經多次修正，灌溉用水水質項目共 30 項，其中有 18 項

並未於放流水標準中規範，主要為因應作物需求或農地保護所制訂之水質項目，如

鈉吸收率、殘餘碳酸鈉、溶氧、電導度及氯化物等。且在濃度限值方面，均較放流

水標準嚴格。比較一般生活污水放流水水質與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一般項目皆可合

乎灌溉用水水質，總氮、電導度、硫酸鹽、氯化物等為必須加以考慮之項目，尤其

總氮濃度成為再利用之限制條件，相關水質項目之濃度限值如表 3 所示，詳細之管

制標準可參考相關文獻 ( 水再生利用實務手冊，民國 98 年 )。

3.2.3	環境利用

環境利用包括河川補充、水庫補充及地下水補注等用途。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第七條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 排放廢 ( 污 ) 水於地面

水體者，應符合放流水標準。故符合放流水標準之排放水均可作為河川補充或保育

之用水。

另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二條：廢 ( 污 ) 水不得注入於地下水體或排放於土

壤。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關審查核准，發給許可證並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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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核備者，不在此限：一、污水經依環境風險評估結果處理至規定標準，

且不含有害健康物質者，為補注地下水源之目的，得注入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其他需保護地區以外之地下水體。

行政院環保署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公告「污水經處理後注入

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其中關鍵水質項目包括 BOD, TDS, 氨氮，氯鹽，硫酸鹽，氯化

物，硝酸鹽氮等項目，相關水質項目之濃度限值如表 3 所示，詳細之管制標準可參

考相關文獻 ( 水再生利用實務手冊，民國 98 年 )。

3.2.4	生活次級利用

生活次級利用包括沖廁、景觀、澆灌、灑水抑制揚塵、洗車、街道或地板清洗

等。環保署為增進水資源利用，同時減低生活污水污染排放，以推廣建築物生活污

水回收再利用，於 96 年 10 月 15 日公告「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

據以作為建築物污水回收再利用設施設計及維護管理之參考。

依據公告之「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

利用之水質用途不應與人體有直接接觸。就用途別而言，分別對沖廁使用與景觀、

澆灌、灑水抑制揚塵、洗車或清洗地板使用訂有水質建議值，詳細之建議濃度可參

考相關文獻 ( 水再生利用實務手冊，民國 98 年 )。我國生活次級利用相關水質標準

未規範鹽度，在中國大陸「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雜用水水質標準 (GB/T18920-

2002)」規範 TDS 應低於 1000 mg/L，係考量鹽度偏高時作為澆灌或沖廁時仍會造成植

栽死亡或金屬腐蝕等問題。就生活污水水質而言，其 TDS 濃度一般均低於 1000 mg/

L，故其回收作為生活次級利用時，應較無此疑慮。然而，以一般事業廢水均具有較

高之 TDS，故將其回收於生活次級利用時，應注意此水質項目之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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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3.3	水再生技術評估

水再生技術之選擇為目標導向型，再利用之用途將主導所需之主要技術類型或

系統，水再生技術所欲處理之污染物為殘留於二級處理放流水中之成份，以下乃就

二級處理放流水水質、水再生技術特性、水再生技術需求及典型技術應用分別加以

說明。

3.3.1二級處理放流水水質

　對於經二級處理之放流水所殘留之水質成份，依其物理、化學與生物特性可分為

1.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體，2.溶解性有機物質，3.溶解性無機物質及4.生物

性物質等四大類，各類物質之細項分類及其影響如表4所示。

1. 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體

四類污染物中，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體屬物理性分類之污染物，一般

二級處理放流水之懸浮固體均可低於 10-15 mg/L, 膠體成份雖然體積小濃度低，然其

對水再生技術之影響極為明顯。

2.溶解性有機物質

表3 各類回收再利用之關鍵水質項目與濃度

關鍵水質項目 工業利用
( 冷卻 ) 

農業利用
( 灌溉 ) 

環境利用
( 補注地下水 ) 生活次級利用 

Solids (mg/L) Turbi.<2-20 NTU
SS<5-300 Turbi.<2-5 NTU 

Cond (μS/cm) /
TDS (mg/L) 

TDS<500-1000
Cond<300-1600 Cond.<750 TDS<800 

Organic BOD<10-30 BOD<1
THM<0.15 BOD<10 

Nutrients (mg/
L) 

NH3-N<10
TP<0.2-1 TN<3 

NH3-N<0.1
NO3-N<10
NO2-N< ND 

Ions (mg/L) 

Cl-<100-500
SO4

2-<50-600
SiO2<3-150
TH<50-700 

Cl-<175
SO4

2-<200
SAR<6 
(meq/L)1/2 

F-<0.8
Cl-<250
SO4

2-<250

Free Chlorine>0.1
Combined Chlorine 
>0.4 

Metal (mg/L) Fe, Mn, Na Cu, Cd, Pb, 
Mn, Ni, Cr 

Fe, Mn, Cd, Pb, 
Cr, Ni 

Bacteria 
(CFU/100 ml) TC<3-350 E.C.<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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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性有機物質及溶解性無機物質屬化學性分類之污染物，因其為溶解態，故

不易以物理性沈澱、過濾或篩除技術加以去除，溶解性有機物質之濃度與性質隨水

源水質而異，一般二級處理放流水之溶解性有機物質濃度應低於 30 mg/L as BOD。

3.溶解性無機物質

溶解性無機物質包含所有金屬離子、非金屬離子、鹽類等成份，由於其穩定

於水溶液中，無法以沈澱方式去除，總溶解固體物 (Total dissolved solids) 或導電度

(Conductivity) 為常用來表示溶解性無機物質含量之總和性指標，溶解性有機物質之

濃度與性質隨水源水質而有極大之差異。

4.生物性物質

生物性物質污染物包括細菌、原生動物及病毒，降低或消滅其活性為水再生技

術之基本要求。

3.3.2	水再生技術特性

常用之水再生技術包括過濾、MF/UF、吸附、氧化、逆滲透 (RO)、電透析

(ED)、離子交換 (IE)、消毒等單元，針對二級處理之放流水所殘留之水質成份，各

單元所處理之對象污染物質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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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表4 二級處理放流水殘留成份及其影響
放流水殘留成份 影響
1. 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

體
　●懸浮固體 ●可能造成污泥沉積或影響承受水體之澄清度

●影響消毒成效
　●膠體 ●可能造成放流水濁度
2. 溶解性有機物質
　●總有機碳 ●可能消耗溶氧
　●難分解性有機物 ●具潛在毒性與致癌性
　●揮發性有機物 ●具潛在毒性與致癌性，形成光化學氧化劑
　●醫藥衛生有機物 ●影響水生生物 ( 如內分泌干擾，性別反轉 )
　●清潔劑 ●造成泡沫且可能干擾混凝反應
3. 溶解性無機物質
　●氨 ●增加氯使用量

●能轉變為硝酸鹽消耗溶氧
●與磷同時存在將造成水生植物大量成長
●對魚類具毒性

　●硝酸鹽 ●刺激藻類及水生植物成長
●造成嬰兒疾病 ( 藍嬰症 )

　●磷 ●刺激藻類及水生植物成長
●干擾混凝反應、干擾石灰軟化反應

　●鈣、鎂 ●增加硬度與總溶解固體物
　●氯鹽 ●造成鹽度
　●總溶解固體物 ●影響農業與工業使用
4. 生物性物質
　●細菌 ●可能造成疾病
　●原生動物及胞子 ●可能造成疾病
　●病毒 ●可能造成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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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水再生技術單元處理對象污染物

放流水殘留成份 水再生技術單元

過濾 MF/UF 吸附 氧化 逆滲透
(RO)

電透析
(ED)

離子交換
(IE) 消毒

1. 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
固體與膠體

　●懸浮固體 √ √ √ √ √ √
　●膠體 √ √ √ √ √ √
2. 溶解性有機物質
　●總有機碳 √ √ √ √ √
　●難分解有機物 √ √ √ √
　●揮發性有機物 √ √ √ √
3. 溶解性無機物質
　●氨 √ √ √ √
　●硝酸鹽 √ √ √
　●磷 √ √ √
　●總溶解固體物 √ √ √
4. 生物性成分
　●細菌 √ √ √ √
　●原生生物及胞子 √ √ √ √ √ √ √
　●病毒 √ √ √

1. 過濾

過濾用以去除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體，一般二級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中

殘留之懸浮性物質，其直徑約自數 mm 至數 100 μm 之微生物膠羽為多，而濾材在

0.5 mm 至數 mm 之範圍，其去除效果不受濾材大小所影響，依據經驗在上述之濾材

條件下，可去除之懸浮微粒下限值為 10 μm，因此幾乎經過快濾後，殘留於二級處

理放流水中之懸浮物大半已被去除。但若為特殊情況，要去除 10 μm 以下之微粒，

則可先提升懸浮微粒之粒徑，如先經混凝膠凝後再進行快濾處理。

2. MF/UF

MF/UF 亦用以去除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體，微濾 (MF) 屬壓力驅動型薄

膜分離技術，微孔直徑在 0.08~1.0 μm，主要去除微米等級之顆粒，微孔過濾是以靜

壓差為推動力，這種利用篩網狀過濾介質的篩選作用進行分離的過程，其原理與普

通過濾相類似，微孔濾膜具有比較整齊均勻的多孔結構，是深層過濾技術的發展，

使過濾從一般只有比較粗糙的相對性質過度到精密的絕對性質。微濾膜孔徑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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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相對於超濾膜，其流動阻力較少，在微濾膜上沒有薄的膜層，大多具有對稱結構。

超濾 (UF) 與微孔過濾方式不同，超濾過濾是動態過濾，超濾膜多為不對稱結

構，表層通常小於 1 μm，表層上有一定尺寸的孔徑，為膜分離的關鍵，表層下部是

較厚的具有脂狀或海綿狀的多孔支撐層。超濾膜操作在 5~100 psi 的壓力下仍具有分

離的效果。超過濾通常用來分離分子量在 500~500,000 間的分子，包括細菌、病毒、

澱粉、蛋白質、黏土膠粒及色素等。微濾與超濾的區別是孔徑大小不同，前者孔徑

大於 0.1 μm，後者孔徑範圍在 0.01~0.1 μm，截流相對分子質量範圍 5×102~5×106。

3. 吸附

吸附可用以去除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體及溶解性有機物質，在二級放

流水處理中，大部分的吸附現象皆是物理、化學及離子交換等類型吸附作用的結

果，在實際吸附處理中，由於吸附劑和吸附物質等因素影響，可能為其中某一作用

為主要作用。原則上，當吸附劑達到飽和時須進行再生，即本身結構不會發生或很

少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利用某種方法把吸附物質從吸附劑中除去，以恢復吸附劑的

吸附能力，達到節省成本重複利用之目的。在二級放流水中，吸附法主要用來去除

廢水中微量的污染物質，以達到高級處理之目的，使用範圍包括除臭、除色、去除

重金屬離子等，但因吸附劑的價格偏高，在操作上受到很大的限制，隨著近年來的

研發與量產，加上於廢水處理程度上的要求越來越高，所以吸附法越來越被廣泛使

用在中水處理上。

4. 氧化

氧化可用以去除溶解性有機物質，二級處理水中仍含有溶解有機污染物，該等

污染物在加入氧化劑後，由於污染物與藥劑的氧化反應，使水中有毒有害的污染物

轉化成無毒或微毒物質的方式，即稱為氧化法。透過此方法可以使水中的有機物經

氧化還原而分解，進一步降低水中的 BOD 與 COD。在實務上，加氯氧化最常被使

用，近年來利用臭氧或 Fenton 氧化亦成為發展之趨勢，濕式氧化法及超臨界水氧化

則為另外針對二級放流水進一步處理之氧化方法。

5. 逆滲透

逆滲透 (RO) 可用以去除放流水中殘留之四大類成份，逆滲透是將二級放流水

中的水和離子分離，達到純化和濃縮之目的，其處理過程中無相變，不需加熱，技

術過程簡單，操作和控制容易，使用範圍廣。逆滲透膜只容許特定物質通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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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部分或全部會被截留，膜的分離和滲透通量取決於所選擇的膜材料、膜製備方

法及膜的結構。逆滲透是在壓力 1~10 MPa 下，截流住 0.1~1 nm 小分子溶質，使溶

液的水通過逆滲透膜。逆滲透膜在操作過程中易受水中懸浮物、膠體、微生物及有

機物等引起薄膜阻塞，造成薄膜性能下降。一般認為有三種情況會使薄膜性能下降：

1. 薄膜本身的化學變化，包括薄膜的水解、游離氯等的氧化以及強酸、強鹼的作用。

2. 薄膜本身的物理變化，包括壓密與反作用而使薄膜被破壞。3. 薄膜受污染，主要

包括結垢物、微生物、膠體、懸浮物、有機物等在膜表面及內部發生堵塞。採用適

當的預處理措施，嚴格控制逆滲透裝置進水水質，以及在膜污染後採用合適的化學

清洗來解決，以防止薄膜阻塞。

6. 電透析

電透析 (ED) 亦可用以去除放流水中殘留之四大類成份，電透析是利用電流來誘

導離子與溶劑部份分離的一種薄膜處理法，其係將陽離子和陰離子膜交互排列，並

通以電流使離子向二極運動，利用陽離子膜只容許陽離子，陰離子膜只容許陰離子

通過的特性，以達分離淨化之目的，適用於含鹽量在 500~4,000 mg/L 高鹽濃度的水

處理。在電透析的操作中，經常遇到的問題為有機物和無機物造成膜表面被污垢堵

塞，二級放流水中的 SS、有機物、微生物等會沉積在膜表面或配水槽之結構外，微

生物在電透析中的新陳代謝也會造成膜污染而堵塞。因此，採用電透析技術時必須

進行必要的預處理，預處理的方法應根據二級放流水的水質而定。

7. 消毒

消毒可用以去除放流水中生物性物質之活性，確保水質符合公共衛生安全。水

的消毒方式大約可分為物理和化學兩大類，物理方式是依靠光波、電子流、熱等方

式進行消毒，如紫外線法、加熱法超音波等。化學方法則是透過化學反應來達到消

毒目的，如臭氧法、加氯法、重金屬離子法等其他氧化劑法等。目前常使用的消毒

方式有加氯消毒、臭氧消毒、氯胺消毒及二氧化氯消毒法四種。另外，還有臭氧 - 氯

胺和臭氧 - 氯等結合的方法及超濾、UV、 TiO2 和 TiO2-UV- 氯等光催化氧化法。

3.3.3	水再生技術需求

依據再生水水源及水質特性與再利用標的之不同，需求之水再生技術亦不相

同。依去除二級放流水所殘留之四類污染物之處理技術分類，對應再利用類別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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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質需求，整理如表 6 所示。

其中，去除無機性及有機性懸浮固體與膠體常用之技術單元包括過濾及 MF/

UF，去除溶解性有機物常用之技術為吸附與氧化，去除懸浮固體、膠體、溶解性物

質及生物性物質包括逆滲透、電透析及離子交換等單元，去除生物性物質活性之單

元主要為消毒。以下乃針對再利用用途所需之技術加以說明。

表6 各類再利用類別所需之水再生技術單元
技術單元與
去除污染物

再利用類別

水再生技術單元

去除 SS 及膠體 去除溶解性有
機物

去除 SS、膠體、溶解性
物質及生物性物質

去除生
物性物

質

過濾 MF/UF 吸附 氧化 逆滲透
(RO)

電透析
(ED)

離子交
換 (IE) 消毒

1. 工業利用
　●冷卻 ＋ ＋ / － ＋ / － ＋ / － ＋ / － ＋ / － ＋ / － ＋
　●鍋爐 ( 鍋爐給水與鍋爐水

水質標準 )
＋ / － ＋ ＋ ＋ ＋ ＋ ＋ ＋

　●製程 ＋ ＋ / － ＋ / － ＋ / － ＋ / － ＋ / － ＋ / － ＋
2. 農業利用
　●灌溉 (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 ＋ ＋ / － ＋ / － ＋ / － ＋ / － ＋ / － ＋ / － ＋

　●養殖 ＋ ＋ / － ＋ / － ＋ / － ＋ / － ＋ / － ＋ / － ＋
3. 環境利用
　●河川補充 － － － － － － － －
　●水庫補充 ＋ / － ＋ ＋ / － ＋ / － ＋ ＋ ＋ ＋
　●地下水補注 ( 污水經處理

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
準 )

＋ / － ＋ ＋ / － ＋ / － ＋ ＋ ＋ ＋

4. 生活次級利用
　●沖廁 (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

收再利用建議事項 )
＋ ＋ / － － － － － － ＋

　●景觀、澆灌灑水、洗車及
清洗地板 ( 建築物生活污
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 )

＋ ＋ / － － － － － － ＋

＋: 表示欲符合再利用標的水質之基本技術單元。
＋/－: 表示欲符合再利用標的水質必須考量選用之技術單元。
－: 表示欲符合再利用標的水質非必要之技術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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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業利用

冷卻用水通常為一般傳統工業用水之大宗，再生水利用於冷卻用途時，需考量

之問題包括冷卻系統的結垢 (Scaling)、腐蝕 (Corrosion) 及生物滋長堵塞 (Biofouling)

等問題。結垢主要是碳酸鈣及磷酸鈣所造成。而腐蝕可藉由 TDS( 氯、銨鹽 ) 之管制

而控制，尤其是銨鹽對銅管腐蝕性強。生物滋長則是冷卻水營養物質 (BOD5、氮及

磷 ) 過多所造成。

鍋爐用水水質標準主要需視鍋爐壓力而有所不同，壓力越大水質需求越高。當

壓力越大時，硬度（Ca2+、Mg2+）需被要求更低，以防鍋爐結垢，影響熱傳。另外碳

酸鹽鹼度在高溫下易釋出 CO2，是主要鍋爐腐蝕之原因之一。

水再生利用於製程用水時，會因業別有許多差異，較無法建議統一之水質標

準，較適合之工業別如染整、紙漿、化工及柏油等業別，可以不同之製程規範其用

水標準。

以再生水回收於工業冷卻上使用，所須考量之重點在於積垢造成效率下降問

題，就水質項目而言，pH、總鹼度、總硬度為經常被規範之整合性水質指標項目，

硫酸鹽、氯化物、二氧化矽、鐵、錳等則為經常被規範之特定性水質指標項目。無

機物質濃度為再生水回收工業冷卻使用所需考量之一重要項目，TDS 與導電度均為

規範總體無機成分之指標，經常擇一規範之。

生活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中，一般較無重金屬殘留問題，油脂及界面活性劑濃度

均甚低，典型放流水 pH 值介於 6.7~7.9，屬中性，部分污水處理廠截流工業區廢水

進行處理，將使其導電度和總溶解固體濃度略高，惟一般不超過 1,000 μS/cm。在重

金屬與兩性元素方面，一般放流水以鈉和鉀檢出濃度最高，其次則為鋁、鐵和錳，

各類有毒重金屬多半在放流水標準個別管制限值的 1% 以下或未測得。工業廢水處理

廠放流水中，在導電度與總溶解固體方面，因各廠製程與純水系統的再生清洗所使

用的硫酸、鹽酸、氫氧化鈉等均排放至放流水中，使得導電度一般超過 2,000 μS/cm

（總溶解固體濃度約 1,000 至 1,500 mg/L），其中又以一價離子為大宗，無法以加藥軟

化或結晶軟化等方式去除，需採用逆滲透膜等方式除鹽，方可符合相關水質標準。

生活污水再生回收至冷卻使用時，一般之 TDS 與導電度均能符合建議值之要

求，建議可採用砂濾、活性碳及消毒之處理程序。但以工業廢水再生回收至冷卻使

用時，TDS 與導電度經常超出規範建議值，離子成分之去除成為關鍵因子，故逆滲

18

新生水　　 源開發
推動

成功案例分享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18 2011/11/3   上午 1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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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及電透析技術必須考量選用。回收再利用作為製程使用時，一般性清洗使用可考

慮與冷卻相同之處理流程，若考量水質需符合自來水水質標準，以作為相關製程之

原水時，則逆滲透、電透析或離子交換技術則成為必要之選項。若考量回收再利用

作為鍋爐用水時，則 MF/UF、吸附或氧化、逆滲透或電透析或離子交換等技術均需

納入選用。

2. 農業利用

農業利用包括灌溉及養殖，比較一般生活污水放流水水質與灌溉用水水質標

準，一般項目皆可合乎灌溉用水水質，總氮、電導度、硫酸鹽、氯化物等為必須加

以考慮之項目，尤其總氮濃度成為再利用之限制條件。此外在灌溉用水質標準中另

有一項指標為電導度 750 μS/cm 之限值，就絕大多數之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而言，因

其廢水性質複雜，且在處理過程中經常添加混凝劑或膠凝劑，導致其放流水中電導

度之值達到 2,000 ～ 3,000μS/ cm 以上，而欲降低電導度之值，則需仰賴處理費用較

高之逆滲透、電透析或離子交換技術。多數都市污水處理廠之排放水中，其電導度

之值可保持在 500 ～ 700 μS/ cm，仍可符合標準。

含氮及含磷物質方面，除有截流工業區廢水之都市污水處理廠外，一般放流水

總氮濃度約為 10 mg/L，總磷濃度則遠低於 10 mg/L ，具除磷程序之處理廠放流水之

磷濃度甚至低於 1 mg/L。再生水作為農業用途時，不論是灌溉或養殖，相較於「灌

溉用水水質標準」，其最主要問題為含氮量偏高，各廠放流水總氮濃度均遠高於灌溉

用水水質標準規範之 3 mg/L。採用營養鹽生物處理程序 (Biological Nutrient Removal, 

BNR)，以進一步降低氮磷濃度，成為再利用於灌溉之必要程序。部分工業區廢水處

理廠總氮和總磷濃度偏高，總氮常見來源包含氨水、氟化銨、顯影劑、去光阻劑等

含氮藥劑，總磷來源主要則為鋁蝕刻液之磷酸，主要為正磷酸鹽，少數為電鍍用之

焦磷酸鹽或聚磷系抗垢劑等。

此外，鈉吸收率則因一般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中，鹽分之濃度屬中等，總固體物

TDS 在 500mg/L 以下，鈉吸收率雖高，但鹽分濃度低或中等者，仍不造成危害。

綜合而言，以生活污水再生回收至灌溉使用時，污水處理廠必須具備營養鹽生

物處理程序，以降低水中之總氮濃度，且需掌握重金屬、TDS 及相關離子濃度之變

化，以確保導電度能符合灌溉用水標準，在適當管理下，建議可採用砂濾及消毒之

處理程序，若無法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時，則需考量選用 MF/UF、逆滲透或電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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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或離子交換等技術，但其成本將成為灌溉之重大負擔，雖技術上可符合標準之要

求，但實務上並不容易執行。以工業污水再生回收至灌溉使用，因工業製程程序變

化大，且添加成份複雜，並不建議回收至農業灌溉使用。

3. 環境利用

環境利用包括河川補充、水庫補充及地下水補注等用途。依據水污染防治法規

定，排放廢 ( 污 ) 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流水標準。亦即，符合放流水標準之排

放水均可作為河川補充或保育之用水。

考量以生活污水再生作為注入地下水之水源時，於一般水質項目中，二級放流

水水質均能符合其標準值，總溶解性固體物濃度與標準管制值標準接近，應加強檢

測與掌握。有機物項目中，污水經處理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規定 BOD5 及 ABS

濃度需小於 1 mg/L 及 0.5mg/L，相較於放流水標準之 BOD5 及 ABS 規定 30 mg/L 及

10mg/L 規定較嚴格，以一般二級處理方式無法達到此標準之要求。無機物項目中，

亞硝酸鹽氮、硝酸鹽氮、氨氮、氟化物及許多特定金屬離子及有機成份等項目，均

需藉由高級處理程序，方能達到所要求之水質標準，MF/UF、吸附或氧化、逆滲透

或電透析或離子交換等技術均需納入選用。考量再生水作為水庫補充用水，提供間

接飲用用途時，其處理流程亦需將 MF/UF、吸附或氧化、逆滲透或電透析或離子交

換等技術納入選用。

4. 生活次級利用

以生活污水再生回收作為澆灌、沖廁、景觀、親水等生活次級利用，比較環保

署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水質標準與一般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之水質，

各廠放流水僅大腸菌類濃度較高，需進一步提升殺菌效能，以符合水質標準要求，

惟規定大腸菌類濃度不得檢出，加氯、臭氧或紫外線消毒單元之選用甚為重要。若

廢污水中若有濁度偏高之情形，建議可由過濾或 MF/UF 單元降低水中濁度或是以懸

浮顆粒型態存在之有機物與氮磷物質，亦可以減少微生物後續孳生。以生活污水再

生回收作為澆灌、沖廁、景觀、親水等生活次級利用時，處理流程考慮之技術單元

以過濾及消毒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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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3.4	典型技術應用

3.4.1	Title	22	典型技術

美國加州廢水再生準則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Wastewater Reclamation Criteria, 

Title 22) 對於二級放流水經再生以符合「不受限制使用」之要求，所提之高級處理流

程為混凝 / 過濾接續加氯消毒 / 脫氯，以符合 0 FC/100 mL 之要求，對於混凝 / 過濾

單元相關選用流程配置如圖 3 所示。圖中所提之過濾單元可以任何相當功能之過濾

技術替代，如表 7 所示。

圖3 Title 22 典型技術之混凝/過濾選用流程

表7 功能相當之過濾替代技術

直接過濾 A. 混凝 / 過濾 ; B. 浮除 / 過濾 生物過濾 ( 脫硝 )

連續過濾
去除懸浮固體物

A. 去除懸浮固體物及 / 或 磷沈澱
去除

去除硝酸鹽
非連續過濾 B. 去除懸浮固體物

活性碳 吸附微量污染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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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加州 Title 22 規定中，符合以下條件，可以免設置混凝單元，即過濾單元進流

水濁度不超過 2 NTU、進流水被連續監測、進流水濁度不超過 5 NTU( 限定在一良好

設計與操作之活性污泥廠 )、且當過濾單元出流水濁度高於 5 NTU 時，具自動啟動化

學藥品添加或控制設施。對於加氯消毒單元，Title 22 規定，可以其他相同功能之技

術單元替代。

3.4.2	雙薄膜典型技術

薄膜程序能將水再生至極高品質，適合所有用途，特別是逆滲透程序，自 70 年

代開始已用於污水之再生程序。高的薄膜積垢潛勢為此程序最被關心之重點，傳統

薄膜前處理以膠凝、石灰沈降、重碳化沈降及重力過濾為主，在小型系統中，則有

線上混凝、二段壓力過濾及濾管之使用，目前，前處理單元則被 MF/UF 所取代，其

能提供更佳之水質、簡易操作與降低空間需求。

在典型流程上，二級放流水先進流至 MF/UF 系統，接著才進入 RO 薄膜與 UV

消毒系統。 MF/UF 系統在於去除顆粒性物質與大的膠體以降低 RO 薄膜之積垢，

MF/UF 系統亦提供去除細菌、病毒及其他如胞子等生物性污染物之機會。在 RO 薄

膜，微細之膠體與溶解性物質被去除，如二價離子與部分一價離子，消毒單元則設

置於配水再利用前。

雙薄膜技術回收再利用之等級相當高，可應用於地下水補注、直接與間接飲

用、微電子產業程序用水及鍋爐用水等用途上。薄膜系統被認定為具”多重阻隔保

護”之系統，以重複又獨立之阻隔對特定之物質加以分離，配合系統之監測計畫，

將能對特定污染物之風險降至最低。當然，多重阻隔保護系統之觀念並不限於水再

生程序本身，對於進流水源之選擇、保護與監測，管理與監測產水之品質亦為重點。

四、結語 
隨著極端氣候發生頻率之增加，台灣及全世界均面臨更嚴苛的缺水威脅，面對

缺水問題，如將廢 ( 污 ) 水處理廠之放流水視為新興水源，納入成為水資源之一環，

將成為我國穩定供水之重要助力。水再生技術為落實新興水源發展之重要環節，水

再生技術之選用具目標導向性，再利用之用途將主導所需之主要技術類型或系統，

故於技術評估上需依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環境用水、生活次級用水等類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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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技術評估

廢污水特性，進行評估，且由於廢污水水質變動大，故進流水質管理與操作應變掌

控亦成為技術成功應用之關鍵，對於尚未能掌握水質特性之廢水，建議除理論評估

外，亦應進行模型廠實證評估，以確保技術之可行，並可作為成本效益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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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工業廢水廠內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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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
設備實績說明

曾震雄 1 何燦穎 2 趙幼梅 3 蘇禎勳 4　李添德 5 劉振中 6 林發恩 7

　柳逸軒 8 陳忠義 9 
1. 處長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公用設施處
2. 總經理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 副處長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處
4. 主任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動力工場
5. 副主任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動力工場
6. 課長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動力工場二課
7. 水務技術研發處經理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8. 股長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動力工場二課
9. 水務技術研發處工程師　中宇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近年來由於薄膜技術日漸成熟，在廢水回收的實廠應用已有相當多成功的例子， 

但由於不同的行業別或同一行業不同的工廠其廢水的特性差異很大，不同的回收水

用水標的會有不同的設計考量，而不同的處理單元也有其處理瓶頸，因此，處理流

程設計需要經過詳細的水質資料收集及分析研判，最好是能透過 PILOT TEST 來求

取相關設計參數。

中鋼集團近年來積極投入廢水回收的相關應用及研發工作，目前運轉中的

13,500 CMD 工業廢水純化場，針對廢水水質先評估其可行性，接著分別組裝小型

MF + RO 及 UF+RO 的 PILOT TEST 來篩選合適的處理單元及收集設計參數，再放

大興建一 UF+RO 中型試範模廠，以驗證處理單元的各項設計及操作參數，最後決定

規劃設置本工業廢水純化場，文中會對各階段進行詳細說明。 

藉由兩階段模型廠實際運轉狀況，可知中鋼內工業廢水回收確實可行，但實廠

運轉後，發現廢水變異性極大，且偶爾發生之突發性水質異常狀況，導致需要相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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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方法；而又因廢水特性，使 UF 處理後之廢水仍易孳生細菌，造成 RO 運轉上

之瓶頸。文中針對曾經遇之異常狀況，以及 RO 機組因細菌孳生快速而影響性能，

說明其經過及因應措施。

由於本廢水純化場配合鍋爐用純水需求增加，將廢水回收製程擴展，由原先規

劃產出 RO 水，提高產水水質至鍋爐用純水，大幅提升產水效益，並配合區域能源

整合，對外售蒸汽產能提升亦有所貢獻。當然，藉由本廢水純化場之興建、運行，

宣示中鋼公司於節水及減排執行上之決心，也望能藉此提高公司企業形象。 

一、前言 
水資源匱乏及污染是 21 世紀人類共同面臨的大問題。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在水

資源的利用上可分為兩大面向，分別是飲用水的高級處理化及廢水回收的實用化，

各建有相當多大型的案例，國內在因應未來嚴峻的水資源短缺及污染的問題，政府

相關單位、產業界及研究單位近年來已積極開發各種處理技術並進行實廠化的建

立。中鋼公司因應水資源的日漸珍貴，多年前即著手針對各廠排放廢水進行可回收

的評估，由於薄膜技術已日漸成熟，在廢水回收的實廠應用上已有相當多成功的例

子，因此，一開始在評估階段即鎖定以薄膜處理的方向來進行規劃。基本流程的組

合以薄膜過濾後接 RO 為處理核心，先建立各股主要廢水的水質及水量基本資料，

評選最有回收效益的廢水，並以電腦模擬評估，計算出回收率及可回收水量，接著

經由第一階段 UF + RO 的小試模型實驗 (RO 產能為 1 CMD)、第二階段 300 CMD 之

移動式 UF/RO 薄膜模組進行 scale-up 之中型放大實驗，運轉半年驗證確實可行後，

決定興建本工業廢水純化場，日回收水量 13,500 立方米，其中 9,000 立方米回收水

將經離子交換系統製成純水供作汽電廠高壓鍋爐補充水，4,500 立方米供動力場自來

水補充水水源。

1.1廢水回收推動歷程

本計畫中鋼公司針對不同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水進行可回收性評估共分為三階

段進行，目標是回收總用水量的 5~10%。由於薄膜技術的成熟度高，已有許多應用

於廢水回收之實廠案例。因此，第一階段本計畫即鎖定以薄膜處理的方向來進行規

劃，系統架構即設定以 RO 為處理核心，再輔以其它前處理設備來設計整體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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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透過中鋼研究發展處新材料研發處淨水技術小組協助，先進行分析各股主要廢水，

收集相關水質及水量之基本資料，再由中宇統整 RO 膜廠商及抑垢劑廠商的軟體先

進行模擬評估，並依初步評估的可回收率及可回收水量評選最有回收效益的廢水進

行第二階段的模型實驗 (PILOT TEST)。模型實驗共進行了超過 6 個月，以兩組分別

採用 UF( 負壓浸入式 )/RO 及 MF( 正壓管殼式 )/RO 的小試模廠進行同步試驗，配合

所獲得的模型實驗結果進行初步實廠化的技術性及經濟性的可行性評估，初步結果

均屬可行。經評估後得知 UF/RO 及 MF/RO 兩套設備設置及維護費用相當，且產水

穩定性則屬 UF/RO 系統較佳，唯本計畫需建置回收水量超過 10,000CMD，為求更

精確求取系統設計及操作參數、並估算放大設計之初設費及操作維護費以降低實廠

化的風險，故在第三階段即規劃以 UF/RO 為主架構，進行移動式 UF/RO 薄膜模組

SCALE-UP 之放大實驗，RO 出水量可達 300 CMD，以驗證各處理單元的設計及操

作是否合適，同時以長期運轉來進行操作條件的優化，以降低運轉成本及未來實廠

營運風險 [1]。

在經濟可行性的分析中，分別針對在可用之有限面積及合理回收率下的不同容

量之設備初設費、操作維護費、回收水回用作離子交換樹脂純水系統所能節省的自

來水費、良好水質所節省的再生相關藥品及用水等費用等，進行直接經濟效益評

估，最後評估以設置回收 4,500CMD RO 水及 9,000CMD 去離子純水為最合適，共計

回收 13,500CMD 回收水。

1.1.1	小型模型實驗階段

本階段回收系統主要以薄膜過濾作為 RO 的前處理單元，為兼顧設備供應商的

技術能力、市場接受度及經濟可行性，規劃第一組系統如圖 1，使用壓力式 Hollow 

Fiber MF 及 3 支 RO 膜，另一組系統如圖 2，選用浸入式 UF 前處理單元後續以一支

RO 膜管來模擬，進行平行對照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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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壓力式MF + RO 模試系統                  圖2 負壓浸入式UF + RO 模試系統

1.1.2中型試示範廠階段

由於小型模廠與放大系統在運行條件必會有所差異，為降低放大設計至實廠之

風險，而設置本中型示範廠來驗證處理單元其各項設計及操作參數是否合適，使未

來工程化設計能更符合實際需求。本階段 UF 單元設計產水量可達 500 CMD、RO 單

元設計產水量可達 300 CMD，自 2006 年 2 月正式運轉已超過五年以上，目前仍正常

運轉中，主要目的是要長期追蹤 UF 與 RO 薄膜的效能及使用壽命，圖 3 為示範廠系

統示意。 

圖3 300 CMD UF + RO 示範廠

 3

出水量可達 300 CMD，以驗證各處理單元的設計及操作是否合適，同時以長期運轉來

進行操作條件的優化，以降低運轉成本及未來實廠營運風險[1]。 

在經濟可行性的分析中，分別針對在可用之有限面積及合理回收率下的不同容量

之設備初設費、操作維護費、回收水回用作離子交換樹脂純水系統所能節省的自來水

費、良好水質所節省的再生相關藥品及用水等費用等，進行直接經濟效益評估，最後

評估以設置回收 4,500CMD RO 水及 9,000CMD 去離子純水為最合適，共計回收

13,500CMD 回收水。 

1.1.1 小型模型實驗階段

本階段回收系統主要以薄膜過濾作為 RO 的前處理單元，為兼顧設備供應商的

技術能力、市場接受度及經濟可行性，規劃第一組系統如圖 1，使用壓力式 Hollow 

Fiber MF 及 3 支 RO 膜，另一組系統如圖 2，選用浸入式 UF 前處理單元後續以一

支 RO 膜管來模擬，進行平行對照實驗。 

圖 1 壓力式 MF + RO 模試系統                  圖 2 負壓浸入式 UF + RO 模試系統

1.1.2 中型試示範廠階段

由於小型模廠與放大系統在運行條件必會有所差異，為降低放大設計至實廠之

風險，而設置本中型示範廠來驗證處理單元其各項設計及操作參數是否合適，使未

來工程化設計能更符合實際需求。本階段 UF 單元設計產水量可達 500 CMD、RO

單元設計產水量可達 300 CMD，自 2006 年 2 月正式運轉已超過五年以上，目前仍

正常運轉中，主要目的是要長期追蹤 UF 與 RO 薄膜的效能及使用壽命，圖 3 為示

範廠系統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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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00 CMD UF + RO 示範廠

1.1.3 廢水純化場實廠

13,500CMD 之廢水純化場已於 2009 年 9 月完工投產，其將原先經一、二級處

理後之合格工業廢水放流水，泵送至本場浸入式的 UF 系統，經 UF 系統幾乎可去

除廢水中所有的微生物、蛋白質及 S.S，再經 RO 去除水中剩餘的雜質及鹽類後，

可產出 13,500 CMD 的 RO 水，其中 4,500 CMD 的 RO 水供給動力工場，做為原有

離子交換樹脂系統之原水；另 9,000 CMD 的 RO 水經本場陽塔/陰塔/混床製程後，

產製鍋爐用純水，再泵送回動力工場使用。 

 

 

 

 

 

 

 

 

 

 

 

 

 

 

 

圖 4 13,500 廢水回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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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1.1.3廢水純化場實廠

13,500CMD 之廢水純化場已於 2009 年 9 月完工投產，其將原先經一、二級處理

後之合格工業廢水放流水，泵送至本場浸入式的 UF 系統，經 UF 系統幾乎可去除廢

水中所有的微生物、蛋白質及 S.S，再經 RO 去除水中剩餘的雜質及鹽類後，可產出

13,500 CMD 的 RO 水，其中 4,500 CMD 的 RO 水供給動力工場，做為原有離子交換

樹脂系統之原水；另 9,000 CMD 的 RO 水經本場陽塔 / 陰塔 / 混床製程後，產製鍋爐

用純水，再泵送回動力工場使用。

圖4 13,500廢水回收廠

二、原水水質特性 
中鋼公司在四階擴建完成後每日補充自來水量約達 15 萬立方公尺，廢水排放量

約 45,000 CMD，依製程產出的廢水可區分為有機性及無機性廢水，中鋼為一貫作業

煉鋼廠，無論煉鐵、煉鋼或軋鋼，皆須用水以滿足冷卻除銹、潤滑或洗塵等不同用

 3

出水量可達 300 CMD，以驗證各處理單元的設計及操作是否合適，同時以長期運轉來

進行操作條件的優化，以降低運轉成本及未來實廠營運風險[1]。 

在經濟可行性的分析中，分別針對在可用之有限面積及合理回收率下的不同容量

之設備初設費、操作維護費、回收水回用作離子交換樹脂純水系統所能節省的自來水

費、良好水質所節省的再生相關藥品及用水等費用等，進行直接經濟效益評估，最後

評估以設置回收 4,500CMD RO 水及 9,000CMD 去離子純水為最合適，共計回收

13,500CMD 回收水。 

1.1.1 小型模型實驗階段

本階段回收系統主要以薄膜過濾作為 RO 的前處理單元，為兼顧設備供應商的

技術能力、市場接受度及經濟可行性，規劃第一組系統如圖 1，使用壓力式 Hollow 

Fiber MF 及 3 支 RO 膜，另一組系統如圖 2，選用浸入式 UF 前處理單元後續以一

支 RO 膜管來模擬，進行平行對照實驗。 

圖 1 壓力式 MF + RO 模試系統                  圖 2 負壓浸入式 UF + RO 模試系統

1.1.2 中型試示範廠階段

由於小型模廠與放大系統在運行條件必會有所差異，為降低放大設計至實廠之

風險，而設置本中型示範廠來驗證處理單元其各項設計及操作參數是否合適，使未

來工程化設計能更符合實際需求。本階段 UF 單元設計產水量可達 500 CMD、RO

單元設計產水量可達 300 CMD，自 2006 年 2 月正式運轉已超過五年以上，目前仍

正常運轉中，主要目的是要長期追蹤 UF 與 RO 薄膜的效能及使用壽命，圖 3 為示

範廠系統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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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之需求。各用水系統經物理單元處理後，循環再使用。排放之廢水，則分別由收

集系統匯集至不同之廢水處理設施處理，圖 5 為中鋼廢水系統方塊流程示意圖及選

定之回收點，表 1 為各股廢水回收水源的水質水量資料。

2.1 廢水來源：

  依廢水性質及處理方式區分為三類：

性質及處理 來源

1. 生化廢水 ( 採生化處理 ) 煉焦廢水及衛生污水。
2. 冷軋廢水 ( 採物理化學處理 ) 酸洗廢水、電解清洗廢水、軋延廢水及連續退火線廢水。

3. 冷卻及洗塵廢水 ( 採物理處
理 ) 高爐及轉爐洗塵廢水、其他冷卻系統排放水。

2.2處理設施：

  中鋼主要處理設施如下：

處理設施 水處理場

1. 生化廢水處理設施 生化廢水處理場

2. 冷軋廢水處理設施 #1CRM、#2CRM 冷軋廢水處理場

3. 冷卻及洗塵廢水處理設施 軋鋼廠直接冷卻水系統、高爐及轉爐洗塵水系統。

圖5 廢水處理系統方塊示意圖32

新生水　　 源開發
推動

成功案例分享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32 2011/11/7   下午 02:16:58



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表1 各股廢水來源水質/水量表
         編號

項目 #1 #2 #3 #4 #5

水量 (CMD) ~7,000 ~32,000 ~2,800 ~4,800 46,600
導電度 (μS/cm) ~5,100 ~2,300 ~7400 ~6,000 ~3,000
SiO2(mg/L) ~26 ~24 ~12 ~11 ~26
COD(mg/L) ~200 ~100 ~190 ~50 ~65

可回收性 差 可 差 水質可 , 水量不足 差

2.3工業廢水回收技術說明

工業廢水因不同的成份及污染負荷有不同的處理程序，但一般不外是傳統的物

理 / 化學處理單元（如：pH 調整、氧化還原、混凝、沉澱 / 浮除、過濾）及生物處

理單元（如：厭氧、好氧、無氧等）的組合應用，主要目的是去除對環境或人體有害

的污染成份至法令規定濃度或總量以下，再排放回承受水體環境，若要考慮回收使

用，則需要考慮到回收水使用目標的用水水質限制及處理程序單元的限制，一般回

收水水質要求依其用途會考慮如下之項目：

1. 有機物（TOC，COD）

2. 懸浮固體物（S.S）

3. 總溶解性固體物（TDS）

4. 油份

5. 硬度及重金屬成份／矽／重金屬）

6. 微生物營養性成份（N／P／S等）

7. 生物性條件（如大腸桿菌，致病菌，總菌數等）

設計選用回收水處理單元，因應要除去成份要求而有不同的設計，針對去除水

中的微顆粒及溶解物，薄膜處理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技術，可大幅提升回收水水質，

而設計薄膜處理所需考慮的問題整理如下：

1. 結垢(SCALING)

2. 有機物阻塞(ORGANIC FOULING)

3. 無機物阻塞(INORGANIC FOULING)

4. 生物膜阻塞(BIO-FOULING)

5. 膠質阻塞(COLLOID-FO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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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學氧化(OXIDATION)

由於薄膜系統較精細且成本高，一般仍需要適當的前處理程序加以保護。因

此，合宜的單元組合規劃除可提高處理系統的效能外，也可使設備運行更安全，整

理薄膜系統的操作影響因子及處理對策如圖 6。

       

圖6 薄膜除鹽系統主要影響因子及處理對策

三、設計水量、水質 
工業廢水回收系統根據系統處理效能進行原廢水水質限值設計，藉以確保 RO

系統、離子交換系統產水水質能符合系統之需求，其系統產出 4,500 CMD 的 RO 水

及 9,000 CMD 的鍋爐用純水，系統設計水質整理如表 2 所示。

 7

由於薄膜系統較精細且成本高，一般仍需要適當的前處理程序加以保護。因此，合

宜的單元組合規劃除可提高處理系統的效能外，也可使設備運行更安全，整理薄膜系統

的操作影響因子及處理對策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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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薄膜除鹽系統主要影響因子及處理對策 

三、設計水量、水質

工業廢水回收系統根據系統處理效能進行原廢水水質限值設計，藉以確保 RO 系

統、離子交換系統產水水質能符合系統之需求，其系統產出 4,500 CMD 的 RO 水及 9,000 

CMD 的鍋爐用純水，系統設計水質整理如表 2 所示。 

 

表 2 廢水回收系統設計水質 

           監測位置 
水質項目 

原水水質 RO 產水水質 
  

  pH 6~9 － － 
鈣硬度 ＜650 ppm as CaCO3 ＜25 mg/L as CaCO3 － 
鎂硬度 ＜200 ppm as CaCO3 ＜9mg/L as CaCO3 － 
M-鹼度 ＜400 ppm as CaCO3 － － 

氯離子（Cl-） ＜1100 ppm as Cl- ＜30 mg/L － 
硫酸鹽（SO4

-2） ＜600 ppm as SO4
-2 － － 

二氧化矽（SiO2） ＜20 ppm as SiO2 ＜1.0 mg/L － 
導電度（Conductivity） ＜4500 μs/cm ＜250μs/cm ＜0.2μs/cm end point 

純水產水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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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表2 廢水回收系統設計水質
           監測位置

水質項目 原水水質 RO 產水水質  純水產水水質

  pH 6~9 － －
鈣硬度 ＜ 650 ppm as CaCO3 ＜ 25 mg/L as CaCO3 －
鎂硬度 ＜ 200 ppm as CaCO3 ＜ 9mg/L as CaCO3 －
M- 鹼度 ＜ 400 ppm as CaCO3 － －
氯離子（Cl-） ＜ 1100 ppm as Cl- ＜ 30 mg/L －
硫酸鹽（SO4

-2） ＜ 600 ppm as SO4
-2 － －

二氧化矽（SiO2） ＜ 20 ppm as SiO2 ＜ 1.0 mg/L －
導電度
（Conductivity） ＜ 4500 μs/cm ＜ 250μs/cm ＜ 0.2μs/cm end 

point
水溫（Temp.） ＜ 40℃ － －

矽（Silica） － －
＜ 0.02 ppm as SiO2 

end point

鈉（Na） － ＜ 30 mg/L ＜ 0.02 ppm end 
point

化學需氧量（COD） － ＜ 10 mg/L －
銅（Cu） － － ＜ 5 μg/L as Cu

鐵（Fe） － － ＜ 10 μg/L as Fe

四、處理流程 
工業廢水回收系統由多個不同目的之處理單元組成，主流程為工業廢水→砂濾

→ 超濾 (UF，Ultrafiltration) →逆滲透 (RO，Reverse Osmosis) →離子交換 (IX,Ions 

Exchange) →純水儲槽。本系統係由主要 UF 系統 (ULTRAFILTER SYSTEM、超濾系

統 )、RO 系統 (REVERSE OSMOSIS SYSTEM，逆滲透系統 )、離子交換系統及廢水

中和系統所組成。

本系統之流程是將工業廢水先經過 UF 系統去除水中 S.S、微生物、金屬氧化物

等，接著由 RO 系統去除水中之濃縮物質 ( 主要為鹽類 )，最後再透過離子交換系統

移除水中離子態之污染物，使水質符合高壓鍋爐用水，再輸送至動力廠進行鍋爐水

及 TW 系統之補水，詳細之流程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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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中鋼公司廢水回收系統流程示意圖

五、主要配置 
工業廢水回收系統由多個不同目的之處理單元組成，主要為超濾 (UF，

Ultrafiltration) 系 統、 逆 滲 透 (RO，Reverse Osmosis) 系 統、 離 子 交 換 (IX,Ions 

Exchange) 系統等三大主體，詳細之系統配置如圖 8、9、10 所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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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由 RO 系統去除水中之濃縮物質(主要為鹽類)，最後再透過離子交換系統移除水中

離子態之污染物，使水質符合高壓鍋爐用水，再輸送至動力廠進行鍋爐水及 TW 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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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中鋼公司廢水回收系統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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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圖8 超濾（UF）系統配置圖

圖9 逆滲透（RO）系統配置圖 9

五、主要配置

工業廢水回收系統由多個不同目的之處理單元組成，主要為超濾(UF，Ultrafiltration)

系統、逆滲透(RO，Reverse Osmosis)系統、離子交換(IX,Ions Exchange) 系統等三大主

體，詳細之系統配置如圖 8、9、10 所示。 

 
 
 
 
 
 
 
 
 
 
 
 
 
 
 

圖 8 超濾（UF）系統配置圖 

 

 

 

 

 

 

 

 

 

 

圖 9 逆滲透（RO）系統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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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逆滲透(RO，Reverse Osmosis)系統、離子交換(IX,Ions Exchange) 系統等三大主

體，詳細之系統配置如圖 8、9、10 所示。 

 
 
 
 
 
 
 
 
 
 
 
 
 
 
 

圖 8 超濾（UF）系統配置圖 

 

 

 

 

 

 

 

 

 

 

圖 9 逆滲透（RO）系統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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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離子交換（IX）系統配置圖

本廢水純化場規劃最終產出 4500CMD RO 水以及 9000CMD 除礦水，其中

4500CMD RO 水輸送至動力工場做為冷卻水塔補水或是既有純水工場入水，取代原

使用之工業用自來水；而 9000CMD 除礦水則直接打入動力工場除礦水儲槽，再由動

力工場管線調配輸送至各下游使用單位，請參考圖 11。

圖11 廢水純化場下游使用單位流程簡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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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離子交換（IX）系統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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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而 9000CMD 除礦水則直接打入動力工場除礦水儲槽，再由動力工場管線調配

輸送至各下游使用單位，請參考圖(11)。 

 

 

 

 

 

 

 

 

 

 

 

 

 

圖 11 廢水純化場下游使用單位流程簡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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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六、操作實績及問題檢討 
本廢水純化場自 98 年 9 月底運轉以後，初期運轉時因尚未找到最佳運轉模式，

加上中鋼內部廢水源自多處廠區，廢水水質變化性亦難以掌控，使得 RO 運轉狀況

不如預期，而須提高清洗頻率甚至停機處理，導致產能較低，經這段期間的努力

後，目前總產能已可達設計值之 80~90%，其中高價值的鍋爐用純水則可穩定滿載生

產 9000CMD。

前面章節已提到中鋼公司工業廢水涵蓋甚廣源自於數十個單位，各單位製程亦

不盡相同，使得工業廢水水質變異大、不易控管，因此目前操作上有訂定運轉上

限，當水質超限時就會執行運轉模式調整或是停機待上游排除異常狀況；另外，中

鋼公司產品為各項鋼鐵製成品，使各製程處理過程排出之工業廢水含有一定的微量

錳、鐵等離子，亦為平時運轉觀察重點，下面則條列出曾經遭遇之問題點與檢討因

應措施，以供參考：

6.1	廢水水質變異大

中鋼公司工業廢水係匯集各單位排放水，各製程差異及運轉特性導致工業廢水

集中後水質變異大，而廢水純化場針對入口廢水，線上連續監控指標主要有導電度、

pH 及濁度，若水質變異過大超出管制時，相關處置說明如下：

6.1.1	導電度異常處理

本廢水純化場導電度設計值上限為 4500 us/cm，平時廢水導電度視豐、枯水期處

於 2000~4000 us/cm 之間，又每日變化最多可達 ±2000 us/cm，異常處理方式為

1.導電度 > 4500us/cm：

當導電度高出 4500us/cm 並持續半小時，此時全場停機並聯繫上游水處理工

場，避免異常水質造成 UF 或 RO 藥洗週期大幅縮短，更甚者會損壞設備。

2.導電度介於3700~4500us/cm：

當導電度介於 3700 ~4500us/cm 並持續半小時，此時可依情況判斷是否降載，採

降低 RO 進水量至 130 噸 / 小時及回收率至 55%，以降低 RO 膜堵塞速度。

6.1.2	pH異常處理

本廢水純化場 pH 設計值為介於 6 ~ 8.5 間，平時控制極穩定，異常狀況發生時

39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39 2011/11/3   上午 11:07:34



首先確認線上儀器無異常 ( 以手持式儀器二次確認 ) 後，訂定之處理方式為

1.pH > 8.5：

當硫酸加酸泵全量輸送時，UF 總入口廢水 pH 仍大於 8.5，表示上游廢水異常，

此時聯繫上游水處理工場協助，必要時全場停機配合。

2.pH < 6：

本場並無法添加液鹼來降低 pH，當 UF 總入口廢水 pH 小於 6，立即檢查是否為

本場硫酸加酸泵浦異常輸出，確認加酸泵浦無誤動作後，若 (1)PH 讀值介於 6~5.5 且

持續半小時或 (2) 當 PH 低於 5.5 時，表示上游廢水異常，此時聯繫上游水處理工場

協助，必要時全場停機配合。

6.1.3	濁度異常處理

本廢水純化場濁度設計管制上限為 20 NTU，平時穩定控制 < 10 NTU，異常狀

況發生時首先確認線上儀器無異常 ( 以手持式儀器二次確認 ) 後，處理方式為

1.濁度 > 20 NTU：

若濁度超出 20 NTU 持續半小時仍未降低甚至有再上升，聯繫上游水處理工場並

持續運轉觀察。

2.濁度 > 30 NTU：

若濁度超出 30NTU 且無降低趨勢則全場停機並聯繫上游水處理工場，避免異常

水質造成 UF 或 RO 藥洗週期大幅縮短，更甚者會損壞設備。

6.2	曾遭遇突發性水質異常對系統之影響

中鋼公司煉製鐵水、冷熱軋鋼等製程之廢水含有較高的錳、鐵等金屬離子，初

期運轉時因尚未掌握相關因子特性及應對方式，曾因水質短時間內的特殊變異，例

如 : 廢水含有較大量的錳、鐵離子、油等，造成 UF、RO 機組產能的影響，相關應

對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6.2.1錳污染異常

本場於運轉初期，曾發生 RO 膜表面被黑色固體物污染，導致 RO 膜受到不可清

洗恢復之損傷，經中鋼新材料研發處淨水技術小組協助分析鑑定，確定為錳離子及

二氧化錳所污染，此種污染物一旦進入 RO 機組，會因 (1) 顆粒狀造成物性割破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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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膜、 (2) 化性持續氧化造成 RO 膜破孔，使得雜質滲透至產水側造成產水水質大幅變

差。

確定污染物為錳氧化物後，為避免 RO 機組再次遭遇相同傷害，便請新材料研

發處淨水技術小組協助確認形成機制，以找出後續控管方法，透過運轉數據剖析及

反覆進行實驗後，推估極可能形成機制為上游某一製程短時間內排放大量酸液，雖

對整體 pH 影響不大，但是可能造成短時間內大量錳離子被溶解到廢水裡，接著進入

廢水純化場，又本場於 UF 機組總入口管上添加漂白水做為初步殺菌用，故穿透過

UF 膜之錳離子被漂白水氧化後，逐漸以黑色錳氧化物型態析出於 RO 入口管、RO

膜上，最後造成 RO 膜受損。

檢討後續控管方式為，(1) 漂白水加藥點修改往上游移動、(2)pH 控制於 7~8，如

此即便上游有突發性大量錳離子被溶出，亦可有足夠時間被漂白水氧化，將大部份

錳離子轉變成固體物析出，並靠 UF 機組將錳氧化物攔截，UF 膜可透過例行性酸洗

將汙染物清除乾淨、(3) 進行 RO 進水管線清洗，以避免殘留於管線上的錳氧化物緩

慢持續進入 RO 機組造成二次傷害。修改操作模式後，已無再發生相同事件。

(遭受錳污染之RO膜管相片)

6.2.2鐵污染異常

如同前面章節所述，與錳離子含量相較之下，本場廢水中總鐵、溶鐵含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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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體 pH 影響不大，但是可能造成短時間內大量錳離子被溶解到廢水裡，接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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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後續控管方式為，(1)漂白水加藥點修改往上游移動、(2)pH 控制於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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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錳污染之 RO 膜管相片)

6.2.2 鐵污染異常

如同前面章節所述，與錳離子含量相較之下，本場廢水中總鐵、溶鐵含量較高、

變異性亦較大，有發現某一段時間疑似因較大量鐵離子/鐵氧化物流入本場，導致

UF 機組透膜壓(TMP)下降幅度增快，而縮短 UF 酸洗週期。另外，初期運轉時曾因

UF 機組濃排管線設計為輸送回本場上游廢水處理站，導致進行檸檬酸酸洗後，使

UF 機組反覆遭遇鐵污染，經取樣分析及數據比對後，研判原先 UF 酸洗時膜絲上

洗出的大量鐵離子、鐵氧化物等被送回上游後又再次進入 UF 機組，經 UF 濃排管

線修改至另一廢水處理站後，已無此問題發生。 

當本場遭遇鐵污染時，若總鐵含量偏高，則僅使 UF 機組透膜壓上升程度加快，

造成清洗頻率增加而減低整體效率，此狀況可透過酸洗將之去除並恢復原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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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變異性亦較大，有發現某一段時間疑似因較大量鐵離子 / 鐵氧化物流入本場，導

致 UF 機組透膜壓 (TMP) 下降幅度增快，而縮短 UF 酸洗週期。另外，初期運轉時曾

因 UF 機組濃排管線設計為輸送回本場上游廢水處理站，導致進行檸檬酸酸洗後，使

UF 機組反覆遭遇鐵污染，經取樣分析及數據比對後，研判原先 UF 酸洗時膜絲上洗

出的大量鐵離子、鐵氧化物等被送回上游後又再次進入 UF 機組，經 UF 濃排管線修

改至另一廢水處理站後，已無此問題發生。

當本場遭遇鐵污染時，若總鐵含量偏高，則僅使 UF 機組透膜壓上升程度加快，

造成清洗頻率增加而減低整體效率，此狀況可透過酸洗將之去除並恢復原有性能。

若溶鐵含量偏高，除 UF 受影響外，亦會使 RO 機組運轉壓差上升程度大幅加快，一

旦受到鐵污染後，可藉由短期近 2 個月的高頻率 CIP(clean-in-place，現場清洗 ) 後，

將運轉壓差恢復到與受污染前相當，而且 RO 膜並不會像錳污染那樣而受到不可復

原的損傷，脫鹽率亦不會受到影響。

(遭受鐵污染之UF膜絲狀況)

(清洗後之UF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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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鐵污染之 UF 膜絲狀況)

 

 

 

 

 

 

(清洗後之 UF 膜狀況)

6.2.3 異常有機物污染

除上述錳、鐵異常污染狀況外，本場於今年初發生於某段時間內，數次 UF 機

組透膜壓(TMP)下降幅度快，甚至 1~2 日內便達清洗壓力點(詳見圖 12)，導致 UF

藥洗週期縮短。然而，該段時間內 UF 膜用酸洗效果差，改用鹼洗後才可達到預期

之清洗效率，因這段時間內曾發現現場有異味，故研判此次為油品或溶劑洩漏之有

機物污染。 

此次污染除使 UF 機組透膜壓上升程度加快，造成清洗頻率增加而減低整體效

率外，亦使 RO 機組運轉壓差上升程度大幅加快，所幸皆可藉由幾次的 UF 機組鹼

洗、RO 機組 CIP 清洗後，分別將 UF 產水透膜壓、RO 運轉壓差恢復到與受污染

前相當，而 UF 及 RO 膜亦不會像錳污染那樣而受到不可復原的損傷，RO 膜脫鹽

率亦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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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後之 UF 膜狀況)

6.2.3 異常有機物污染

除上述錳、鐵異常污染狀況外，本場於今年初發生於某段時間內，數次 UF 機

組透膜壓(TMP)下降幅度快，甚至 1~2 日內便達清洗壓力點(詳見圖 12)，導致 UF

藥洗週期縮短。然而，該段時間內 UF 膜用酸洗效果差，改用鹼洗後才可達到預期

之清洗效率，因這段時間內曾發現現場有異味，故研判此次為油品或溶劑洩漏之有

機物污染。 

此次污染除使 UF 機組透膜壓上升程度加快，造成清洗頻率增加而減低整體效

率外，亦使 RO 機組運轉壓差上升程度大幅加快，所幸皆可藉由幾次的 UF 機組鹼

洗、RO 機組 CIP 清洗後，分別將 UF 產水透膜壓、RO 運轉壓差恢復到與受污染

前相當，而 UF 及 RO 膜亦不會像錳污染那樣而受到不可復原的損傷，RO 膜脫鹽

率亦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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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6.2.3	異常有機物污染

除上述錳、鐵異常污染狀況外，本場於今年初發生於某段時間內，數次 UF 機組

透膜壓 (TMP) 下降幅度快，甚至 1~2 日內便達清洗壓力點 ( 詳見圖 12)，導致 UF 藥

洗週期縮短。然而，該段時間內 UF 膜用酸洗效果差，改用鹼洗後才可達到預期之清

洗效率，因這段時間內曾發現現場有異味，故研判此次為油品或溶劑洩漏之有機物

污染。

此次污染除使 UF 機組透膜壓上升程度加快，造成清洗頻率增加而減低整體效率

外，亦使 RO 機組運轉壓差上升程度大幅加快，所幸皆可藉由幾次的 UF 機組鹼洗、

RO 機組 CIP 清洗後，分別將 UF 產水透膜壓、RO 運轉壓差恢復到與受污染前相當，

而 UF 及 RO 膜亦不會像錳污染那樣而受到不可復原的損傷，RO 膜脫鹽率亦不會受

到影響。

圖12  UF機組運轉曲線圖

6.3	工業廢水容易孳生細菌

本廢水純化場運轉至今，除上述水質變異大及異常水質會對 UF、RO 機組造成

產能的影響外，亦有發現本場處理之廢水有易孳生細菌的特性，雖然 UF 產水化驗

總菌落數僅有 10~100 cfu/mL，但經過 UF 緩衝水槽、前置過濾器及相關管線後，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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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運轉壓差恢復到與受污染前相當，而且 RO 膜並不會像錳污染那樣而受到不

可復原的損傷，脫鹽率亦不會受到影響。 

 

 

 

 

 

 

 

(遭受鐵污染之 UF 膜絲狀況)

 

 

 

 

 

 

(清洗後之 UF 膜狀況)

6.2.3 異常有機物污染

除上述錳、鐵異常污染狀況外，本場於今年初發生於某段時間內，數次 UF 機

組透膜壓(TMP)下降幅度快，甚至 1~2 日內便達清洗壓力點(詳見圖 12)，導致 UF

藥洗週期縮短。然而，該段時間內 UF 膜用酸洗效果差，改用鹼洗後才可達到預期

之清洗效率，因這段時間內曾發現現場有異味，故研判此次為油品或溶劑洩漏之有

機物污染。 

此次污染除使 UF 機組透膜壓上升程度加快，造成清洗頻率增加而減低整體效

率外，亦使 RO 機組運轉壓差上升程度大幅加快，所幸皆可藉由幾次的 UF 機組鹼

洗、RO 機組 CIP 清洗後，分別將 UF 產水透膜壓、RO 運轉壓差恢復到與受污染

前相當，而 UF 及 RO 膜亦不會像錳污染那樣而受到不可復原的損傷，RO 膜脫鹽

率亦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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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透膜壓(TMP)下降幅度快，甚至 1~2 日內便達清洗壓力點(詳見圖 12)，導致 UF

藥洗週期縮短。然而，該段時間內 UF 膜用酸洗效果差，改用鹼洗後才可達到預期

之清洗效率，因這段時間內曾發現現場有異味，故研判此次為油品或溶劑洩漏之有

機物污染。 

此次污染除使 UF 機組透膜壓上升程度加快，造成清洗頻率增加而減低整體效

率外，亦使 RO 機組運轉壓差上升程度大幅加快，所幸皆可藉由幾次的 UF 機組鹼

洗、RO 機組 CIP 清洗後，分別將 UF 產水透膜壓、RO 運轉壓差恢復到與受污染

前相當，而 UF 及 RO 膜亦不會像錳污染那樣而受到不可復原的損傷，RO 膜脫鹽

率亦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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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UF 機組運轉曲線圖

6.3 工業廢水容易孳生細菌

本廢水純化場運轉至今，除上述水質變異大及異常水質會對 UF、RO 機組造成產

能的影響外，亦有發現本場處理之廢水有易孳生細菌的特性，雖然 UF 產水化驗總菌

落數僅有 10~100 cfu/ml，但經過 UF 緩衝水槽、前置過濾器及相關管線後，RO 入口

總菌落數化驗值會提升 1000~10000 倍，因此造成 RO 機組進行 CIP 的頻率比示範場

運轉經驗高出許多，其中差異可能為示範場設備小、管線短，故滯留時間較短，細菌

孳生狀況較不明顯。當本場將抑菌劑加藥模式改為連續添加且提升注入藥量後，狀況

趨向穩定，目前除持續定期化驗總菌落數做為判斷指標外，主要係以 RO 進水 SDI 監

控值來判斷進口水水質狀況，由目前各項監控數據顯示，SDI 值與 RO 運轉壓力有密

切關係(總菌落數化驗值輔以佐證)，根據最近本場 RO 機組運行狀況，發現當我們將

RO 進水 SDI 穩定控制< 2.5[2]，RO 機組則可維持穩定運轉並保持壓差緩慢上升[3] [4]，

延長 CIP 清洗週期(詳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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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總菌落數化驗值會提升 1000~10000 倍，因此造成 RO 機組進行 CIP 的頻率比

示範場運轉經驗高出許多，其中差異可能為示範場設備小、管線短，故滯留時間較

短，細菌孳生狀況較不明顯。當本場將抑菌劑加藥模式改為連續添加且提升注入藥

量後，狀況趨向穩定，目前除持續定期化驗總菌落數做為判斷指標外，主要係以 RO

進水 SDI 監控值來判斷進口水水質狀況，由目前各項監控數據顯示，SDI 值與 RO 運

轉壓力有密切關係 ( 總菌落數化驗值輔以佐證 )，根據最近本場 RO 機組運行狀況，

發現當我們將 RO 進水 SDI 穩定控制 < 2.5[2]，RO 機組則可維持穩定運轉並保持壓差

緩慢上升 [3] [4]，延長 CIP 清洗週期 ( 詳見圖 13)。

圖13  RO機組運轉壓差(上)及進水SDI分析(下)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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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RO 機組運轉壓差(上)及進水 SDI 分析(下)曲線圖 

 

七、投資經濟分析

中鋼公司在規劃興建本廢水純場正逢急需擴充鍋爐用除礦水產線，以應付因區域能

源整合外售中壓蒸汽至小港工業區其他公司所需，例如:中石化、尚承、中油大林廠等等，

有關廢水純化場產出之 RO 水及除礦水用途，請參照圖(11)，故整體經濟評估分為兩部

份，分別是(1)以廢水純化場與中鋼現有純水系統生產除礦水之價差、(2)除礦水增產所

貢獻到中壓蒸汽輸出之產值，說明如下: 

7.1 生產除礦水之價差效益

此項效益主要係因，初期規劃評估時，即估算廢水回收再純化方式產製除礦水，

其成本會較直接以自來水用離子交換樹脂生產方式低。以實際產水成本而言，去年度

廢水純化場實際產水單價約為 17.3 元/噸、產除礦水單價約為 26.6 元/噸(含折舊費用)；

若以新設純水工場，需採用軟化後自來水為入水，透過傳統離子交換樹脂系統進行水

質純化來生產除礦水，相較之下，以廢水回收再純化方式來生產除礦水確實有其效

益，往後若廢水純化場運轉更順暢，則成本應會更低、效益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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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七、投資經濟分析 
中鋼公司在規劃興建本廢水純場正逢急需擴充鍋爐用除礦水產線，以應付因區

域能源整合外售中壓蒸汽至小港工業區其他公司所需，例如 : 中石化、尚承、中油大

林廠等等，有關廢水純化場產出之 RO 水及除礦水用途，請參照圖 11，故整體經濟

評估分為兩部份，分別是 (1) 以廢水純化場與中鋼現有純水系統生產除礦水之價差、

(2) 除礦水增產所貢獻到中壓蒸汽輸出之產值，說明如下 :

7.1	生產除礦水之價差效益

此項效益主要係因，初期規劃評估時，即估算廢水回收再純化方式產製除礦

水，其成本會較直接以自來水用離子交換樹脂生產方式低。以實際產水成本而言，

去年度廢水純化場實際產水單價約為 17.3 元 / 噸、產除礦水單價約為 26.6 元 / 噸

( 含折舊費用 )；若以新設純水工場，需採用軟化後自來水為入水，透過傳統離子交換

樹脂系統進行水質純化來生產除礦水，相較之下，以廢水回收再純化方式來生產除

礦水確實有其效益，往後若廢水純化場運轉更順暢，則成本應會更低、效益亦越高。

7.2	貢獻中壓蒸汽輸出效益

中鋼內蒸汽可透過管網輸送至各使用單位，加上配合區域能源整合，亦將中壓

蒸汽外售給鄰近工廠，然而中壓蒸汽是經由燃料或廢熱回收鍋爐加熱除礦水後所

得，故生產除礦水主要用來彌補因輸出蒸汽所產生的除礦水缺口。因此，廢水純化

場便規劃最終產出 9000 噸 / 日除礦水及 4500 噸 / 日 RO 水，當時若不興建廢水純化

場則需另新設立一座純水工場 ( 採用傳統離子交換樹脂製程 )，故目前外售蒸汽量的

提升，部份效益可歸功於廢水純化場的興建。

八、結語 

8.1廢水水質變異性及逆滲透機組為系統控管之關鍵

第六章節內提到 (1) 本廢水純化場曾經遭遇突發性的錳、鐵、有機物等汙染，

這些異常狀況並無於兩測試階段被觀察到，雖然影響當時的系統產能甚鉅，也因此

賠上更換設備及檢修的費用，但也藉此掌握異常水質，亦擬定相關應變準則。(2) 原

先由模場經驗告訴我們抑菌劑僅需定期少量添加，但實際運轉後則需連續添加抑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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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才可避免 RO 機組壓差累積過快而穩定系統產能，甚至須控制 RO 進水 SDI 穩

定低於 2.5，才可克服廢水易孳生細菌之窘境，使 RO 機組產能及清洗週期才能符合

預期。

經這段時間製程調整及優化，加上對廢水水質特性及變異性掌握度高，本廢水

純化場已能穩定產出 80~90% 之設計值，高產值除礦水早已可滿載生產，希望近期

可達成全場滿載生產，目前則更近一步進行製程優化及其他技術測試，以達藥品減

量及提高 RO 機組對於水質異常之容忍度的上限。 

8.2 廢水回收可帶來的附加價值
對中鋼及許多公司、企業而言，充足的水量和穩定的水質是企業維持穩定生

產、創造利潤最基本的要求。然而，氣候變遷導致工業用水的供應不再像過去一樣

穩定，除枯水期缺水時間拉長外，甚至雨期過於集中亦會導致河水濁度過高而無法

取用。此時，廢水回收循環回用可說是產業永續發展較佳策略之ㄧ，不過每當檢討

到廢水回收，企業經營者不免又會比較廢水回收單位造水成本跟自來水價，但以目

前台灣低自來水價的情況，縱使回收設備的成本越來越低，離這樣的期望還是有一

段距離。話雖如此，興建廢水回收系統對中鋼而言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主要係因：

1. 廢水純化場採用超濾+逆滲透之薄膜系統，其回收水水質優於自來水，但若直接用

於冷卻水塔補充等其他僅需自來水之製程上，則無實質效益。為因應內部除礦水

需求，當時即規劃最終產出鍋爐補充用除礦水，以近一年之實際運轉狀況，其產

除礦水單價確實比新設傳統離子交換樹脂的純水工場較低。

2. 中鋼公司製程上需消耗大量工業用水及除礦水，若因水量不足或水質惡化，可能

迫使產線被迫減產、停工，甚至若影響到高爐運轉，造成的損失恐怕難以估計。

(同樣的，高產值的電子業多有自備水車，於缺水期購水自力救濟，此時購水成本

恐怕數倍於自來水價，但相對於缺水造成的經濟損失，這些額外購水成本實在微

不足道。)當真正面臨無法預估的缺水期時，勢必對緊急的狀況有若干的緩衝能

力。

3. 廢水回收的經濟效益評估不應該狹隘到只拿來跟自來水價比較，應該從企業整體

的經營綜效來考量，甚至應擴大到企業對社會、環境的責任，提升企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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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工業廢水回收設備實績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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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電路板公司廢水回
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李後昆 , 葉俊克 , 陳志耕
南亞電路板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南亞電路板公司於 90 年起陸續將放流廢水回收使用，主要用於製程區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及辦公大樓廁所沖洗系統，每日節水量約 2,000M3。95 年投資 6 千多萬設

置廢水淨化回收處理系統，每日回收 1,800M3 工業用水，供純水系統產製純水用。

電路板廠因製程生產特性，各股廢水大多含有銅、鎳等金屬離子，為方便處

理，一般將廢水以 COD 濃度區分為低濃度及有機性廢水。低濃度廢水經加鹼去除重

金屬，再調整 PH 值後，大部份皆可達標排放，有機性廢水則需先經化學處理再生物

處理方可達標。前述低濃度廢水經加鹼後，需再加酸調 PH，故於加酸前可將此鹼性

廢水回用作現場酸氣洗滌塔之洗滌用水。經加酸中和之排放水，則回收作廁所沖洗

水，如此可減少用水、用藥及廢水處理量。

針對中和後之排放水，因水質尚佳，故為進一步回收使用，即續探討再生處理

系統之可行性，經一連串之現場 Pilot 測試，採用逆滲透膜 (RO) 方式再處理回收。

本公司 RO 回收設備於 96 年設置運轉，總產水量約有 907 仟噸，以自來水成本

13 元 / 噸換算，減少公司用水成本約 118 萬元。

由於 PCB 廢水採 RO 方式進行回收，於同業內並無相似處理方式，操作運轉過

程中仍有相當多之問題，目前本公司雖稍調整穩定，但仍偶有當機停車異常，期待

大家共同參與解決。

一、前言 
台灣地形雖四面環海，並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降雨量 2,510 公釐，但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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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佈不均，夏季豐水期佔約全年 78%，冬季枯水期雨量即明顯不足，加諸河川坡

陡流急、腹地狹隘，雨水攔蓄利用率僅佔年總逕流量 18%，其餘均奔流入海，以致

可應用之水源相當有限，且每遇氣候變化，即陷入缺水危機，故於台灣，解決用水

不足之問題，顯得相當迫切。

目前台灣地區用水分配，農業約佔 70~75 ％，民生佔 15~20 ％，工業佔

10~15％，供水順序又以農業及民生最優先，工業次之，因此業界為維持其正常用

水，皆力行各項製程改善以節約用水，其中廢水回收再利用即為工廠檢討用水之重

要項目。本文即旨在說明直接回收印刷電路板之中、鹼性廢水，以及以逆滲透膜組

為主要處理單元，處理回收製程排放水作工業水之應用技術。

南亞錦興印刷電路板廠製程屬大用水量之產業，如何妥善應用其水源，為相當

重要之課題。目前日用水量約需 9,000~12,000 噸，廢水日排放量 8,000~ 10,000 噸，

其中約 60% 為含金屬離子之無機低濃度廢水，處理過程係加鹼成氫氧化物，再沉澱

過濾，因其排水水質為鹼性 PH 9~10，排放前須再加酸中和，不但需大量藥劑，亦未

妥善利用水資源。故錦興廠即規劃回收此鹼性廢水及中和後之中性廢水，作為製程

酸、鹼氣洗滌塔之補充用水，如此即可減少酸、鹼用藥，並可減少用水。另針對無

法全量回收仍排放之中和廢水，增設乙套回收 1,800 噸 / 日工業水之廢水再淨化處理

設施，目前已能穩定操作，回收水質導電度 38us/cm，較工業用水 200us/cm 為佳。

二、PCB廠廢水水質特性 
PCB 之製程特性，主要即將含有銅、鎳等金屬離子，藉由化學或電鍍方式，將

金屬鍍於基板上，由於市場需求，基板功能趨向多層板製程，使用之水質要求相對

提高，故需藉由良好的清潔作業，方可維持產品良率。

PCB 廢水大致分為低有機性及高有機性重金屬廢水。在處理流程上，低有機

性重金屬廢水，只要去除水中重金屬物質即可達到法規標準。而高有機性之重金屬

廢水，在處理上相較低有機性廢水來的複雜，除去除重金屬外，尚需去除水中有機

物，才可達到法規管制要求。

2.1	低有機性重金屬廢水

PCB 低有機性重金屬廢水，主要來源為基板表面殘留液洗滌作業衍生之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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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電路板公司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廢水水質如表 2-1。

表2-1低有機性重金屬廢水水質

管制項目 COD
mg/L PH Cu

mg/L

管制值 120 ↓ 10 ↓ 200 ↓
此類重金屬大多以銅金屬離子為主，依其特性只要添加 NaOH 進行 PH 值調整

作業，銅離子去除率即達 99% 以上，排放水即可達 3mg/L 之法規標準。

2.2 高有機性重金屬廢水

無法歸類於低有機性重金屬廢水，即納入高有機性重金屬廢水，處理程序係先

添加液鹼 (NaOH45%) 調整 PH 值及添加重金屬捕捉劑等，將廢水中重金屬去除。

因廢水中尚含有有機物質，去除重金屬後採微生物處理，一般 COD 去除率可達

98% 以上，處理流程圖可參考圖 2-1 電路板廢水處理流程圖。

圖2-1電路板廢水處理流程圖
圖 2-1 南亞電路板公司廢水處理流程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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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段回收水量 
本系統回收用水主要回收低有機性重金屬廢水，廢水處理系統後，水中銅離子

等重金屬均可符合法規標準後，予以截取回收再利用。回收用水主要區分為鹼性回

收水、中性水回收水、廢水淨化處理回收水。

3.1鹼性回收水

廢水處理過程中須添加液鹼， PH 值最佳操作條件位於 8.5~9.5 間。經去銅處理

後，出水水質偏鹼，為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段設有 PH 中和槽，槽內添加 H2SO4 調

整 PH 值至 7.5~8.5。

因 PCB 電鍍程序有許多酸製程，為維持作業區環境品質穩定，須藉抽風設

備將酸氣導引至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水洗 PH 操作條件為

8.5~9.5，與前述低有機性廢水經重金屬去除後之沉澱池出流水 PH 值相同。故於沈澱

池後未中和前先設置收集槽及輸送泵浦，將高 PH 值之排水送至製程區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使用，不僅減少補充水外，亦可減少廢水場酸劑及製程鹼劑使用量。

經統計本公司 99 年度鹼性水回收日均量約有 1,100M3。

3.2中性回收水

PCB 製程需用工業水清洗藥水桶、廁所，以及補充鹼性洗滌塔用水，故檢討回

收使用經中和之排水。其水質 PH 為 7.5~8.5，COD120mg/L 以下，SS 小於 3mg/L，

濁度小於 5 NTU，除 COD 外其餘水質與工業水相當。故 PH 中和池設置回收輸送泵

浦，即可供清洗用水及鹼性洗滌塔用，亦可轉供製程區其他非接觸性用水作業。

經統計 99 年度中性回收水日均量約 900M3。

3.3 廢水淨化處理回收水

本廠廢水淨化處理回收系統規劃回收水量，主要考量低有機性廢水經鹼性及中

性水回收後，尚餘多少水量可供廢水回收淨化處理設備運行。

操作上以連續性操作，設計處理取水量 2400CMD，回收水量 1800CMD，回收

率 72%。回收之水量及水質如表 3-1 及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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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電路板公司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表3-1南電規劃廢水場回收水量表

管制項目 pH COD
(mg/l)

CU
(mg/l)

許可量
CMD

鹼性回收水 8.5~9.5 120 ↓ 3 ↓ 2148

中性回收水 7.5~8.5 120 ↓ 3 ↓ 1090

RO 設備回收水 10 ↓ 120 ↓ 3 ↓ 2400

四、廢水處理及水回收流程 
針對電路板廠低濃度廢水，本廠設置適當之廢水處理系統，首先將製程藥槽區

間水洗廢水收集後，導入廢水場低濃度水收集槽，再泵入調節池調整水量、水質。

此廢水含低有機性及銅離子，藉液鹼 (NaOH) 將銅離子形成氫氧化銅 (Cu(OH)2)，並

添加助凝劑形成較大顆粒物，再經沉澱池沉澱去除此含重金屬顆粒。

沉澱池上層液出水，銅離子含量可穩定於 1~3mg/L 間，符合法規排放標準值，

因僅含少量有機物質，故沉澱效果相較一般生物性沉澱槽佳，出水水質固形物 (S.S.)

可達 3 mg/L 以下，濁度 5NTU 以下。

4.1	鹼性回收水

前述沉澱池上層液出水 PH 值約為 8~10，因電路板廠製程含相當多之酸性氣

體，此酸性氣體易溶於水，故設計鹼性水洗滌塔處理，沉澱池上層液出水即回收作

鹼性水用，可減少水洗塔補充水量，降低加鹼用藥，未回收之排水，水量減少，可

降低後段中和之硫酸用量。

4.2	中性回收水

沉澱處理後之出流水，其水質有機物原即相當低，經加酸中和，PH 約於 7~8

表3-2低有機性重金屬廢水處理後水質

項目 pH
值

水溫
(℃ )

COD
(mg/l)

SS
(mg/l)

Cd
(mg/l)

Cu
(mg/l)

Pb
(mg/l)

Ni
(mg/l)

測值 7.3 24.2 23.4 2.4 ND 0.58 0.07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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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濁度 3 NTU 以下，無異味。可回收作日常生活廁所沖洗用，及製程鹼性廢氣洗

滌塔用，回收使用後之沖洗水可併入生活廢水收集系統，泵入生物處理系統處理。

4.3		廢水淨化處理回收水

低有機物廢水經去除銅等重金屬，其出水雖偏鹼性，並有少許 COD 值

20~40mg/l，惟導電度並不高，一般可維持於 1000~2000μs/cm，故規劃截取此排水

導入回收淨化處理設施處理。

本案規劃設計處理水量 2400CMD，回收率 80%，產水量每日約 1800 噸，出水

水質導電度約可降至 5~60μs 間，優於工業水水質 200~350μs/cm。可泵入公用純水

系統，增加純水產量，減少純水樹脂逆洗再生次數，降低純水製造成本。

RO 濃縮液端 COD 值約提高至 100~200mg/L，排放量 600CMD，此濃縮廢液併

入製程有機性廢水收集，再經重金屬處理及生物系統處理。廢水處理流程，請參考

圖 4-1 廢水回收流程圖。

圖4-1廢水回收流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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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電路板公司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五、水回收設計規範 
5.1鹼性回收水設備

輸送泵浦：4 台、15 HP、1CMM

緩衝槽：5 桶，容積 10 M3

5.2  中性回收水設備
輸送泵浦：4 台、15 HP、1CMM

緩衝槽：5 桶，容積 10 M3

5.3  廢水回收淨化處理設備
流程參考圖 5-1 RO 水回收設備流程圖，輸送泵浦：4 台、15 HP、1CMM

1.  收集槽：容積 6 M3

2.  輸送泵浦 : 取水 124CMH 

3.  加壓浮除設備 

4.  緩衝槽：容積 50 M3

5.  砂濾設備 :

        產水 100CMH，入 MF 設備處理

        逆洗水 20CMH 回系統再循環

設備名稱 / 數量 功能
1. 快混槽 × 1

2. 慢混槽 × 1

3. 浮除槽 × 1

1. 沉澱池出水 SS 值尚有 3mg/l。
屬於細小膠羽物質。

2. 透過微量添加混凝劑使細小羽產
生膠凝懸浮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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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名稱 / 數量 功能

1. 雙層砂濾 × 2

2. 精細砂濾 × 2

1. 浮除槽出水 SS 值已小於  1mg/l。
再經雙層砂濾及精細過濾去除少
量 SS。

2. 以每日逆洗再生維持系統正常操
作

6.  緩衝槽：容積 120 M3

7.  MF 設備： 入水量 100CMH

       產水 98CMH(SDI 值 < 3 ) 入 RO 設備處理

       逆洗水 2CMH 回系統再循環

設備名稱 / 數量 功能

微濾設備 (MF) x 2 套
中空纖維膜

1. 砂濾出水其 SDI 值仍高
於 5.0。

2. 設微濾設備將大於
0.01mm 顆粒物。

3. 透過定時逆洗再生維持
系統正常操作。

8.  緩衝槽：容積 15 M3

9.  RO 設備：

  產水 78CMH(COD<10mg/L、導電度 <200μs) 入公用系統處理濃縮廢水 20CMH 

(COD>120mg/L、導電度 4000~7000μs) 入生物系統處理。

設備名稱 / 數量 功能

RO 處理設備 × 2 套

1.MF 出水經緩衝槽以高壓泵
浦輸送至 RO 設備。

2. 維持定水量方式，穩定 RO
產水水量。

3. 透過差壓檢測，以維持系統
正常操作運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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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電路板公司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圖5-1 RO水回收設備流程圖

六、操作實績及問題檢討 

6.1 操作實績

上述中、鹼性回收水系統與放流廢水再淨化回收處理系統，自建置後運轉至

今，除製程減產導致廢水量過少外，回收系統皆能發揮原規劃之效益，以 100 年第

一季之紀錄為例，放流廢水日平均回收量已達 3,460 噸 / 日，回收量佔未處理之排放

水 30.3%( 表 6-1)。後續本公司仍持續進行各項省水改善提案推動，截至 100 年第一

季為止，全廠日平均外購水量與放流廢水平均回收率均呈現進步的趨勢 ( 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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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歷年用水量及放流廢水回收率趨勢圖

表6-1、歷年用水、放流廢水及回收水統計表

註 1. 放流水回收率 = 放流廢水回收量 /( 放流廢水排放量 + 放流廢水回收量 )
註 2. 製程用水量統計不包含回收至廁所及空污防制設備之用水

6.2	問題檢討

就本公司操作經驗，PCB 廢水以 RO 膜處理回收廢水作工業水用，廢水雖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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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容易藉水中少量有機物滋養，於運轉過程及貯存設施滋長及積垢，致影響設備操

作，降低回收率。本廠操作常遇之問題點說明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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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需經相當之溝通，加強宣導，產生使用回收水之共識。 

2.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洗滌塔)菌垢問題 

              主要於洗滌塔底部、桶壁、垃西環、液位計產生沉積物及

生物黏泥，產生之原因應為水中含有 COD 或水質偏鹼，結垢物

圖示如下: 

 

 

 

 

 

                      圖 6.2 洗滌塔積垢，主要為砂塵及水垢               

           

 

 

 

 

 

 

 

                   圖 6.3 垃西環、塔壁、塔柱生物黏泥 

 

生物黏泥產生之因素有(1)溫度，(2)光照強度，(3)PH 值，

(4)無機物濃度(鹽類)，(5)有機物(BOD、COD)濃度，(6)循環水

濃縮倍數高等，可採週期性清潔保養，約每月進行循環水槽換

槽及清理作業，加大回收水補換水作業，每年則進行洗滌塔之

大清洗，拆卸垃西填充材，並以高壓水柱清洗桶體，如此可有

效抑制生物黏泥產生。 

        3.廢水淨化回收設備(RO)菌垢問題 

RO 膜組之菌垢問題，主要產生原因為水中懸浮微粒組塞及生

物滋長，於本廠抑制之方式為於 RO 膜組前設置多重之過濾及適

當之殺菌劑，本案前處理設施即設有浮除混凝系統（D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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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電路板公司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1.製程使用單位質疑回收水質，不擬採用

因水質不穩，產生之水量不能隨時供應現場使用，致製程區人員即會不願意採

用回收水，並懷疑回收水影響其製程，此即需經相當之溝通，加強宣導，產生使用

回收水之共識。

2.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洗滌塔)菌垢問題

主要於洗滌塔底部、桶壁、垃西環、液位計產生沉積物及生物黏泥，產生之原

因應為水中含有 COD 或水質偏鹼，結垢物圖示如下 :

圖6-2洗滌塔積垢，主要為砂塵及水垢

圖6-3 垃西環、塔壁、塔柱生物黏泥

　　生物黏泥產生之因素有(1)溫度，(2)光照強度，(3)PH值，(4)無機物濃度(鹽類)，

(5)有機物(BOD、COD)濃度，(6)循環水濃縮倍數高等，可採週期性清潔保養，約每

月進行循環水槽換槽及清理作業，加大回收水補換水作業，每年則進行洗滌塔之大

清洗，拆卸垃西填充材，並以高壓水柱清洗桶體，如此可有效抑制生物黏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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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需經相當之溝通，加強宣導，產生使用回收水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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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廢水淨化回收設備(RO)菌垢問題

RO 膜組之菌垢問題，主要產生原因為水中懸浮微粒阻塞及生物滋長，於本廠

抑制之方式為，於 RO 膜組前設置多重之過濾及適當之殺菌劑，本案前處理設施即

設有浮除混凝系統（DAF, Dissolved Air Flotation），去除廢水處理場沉澱池出流水中

之微細懸浮微粒及膠體物質，後續再設置多層濾料過濾（Sand Filters）及細砂過濾

(Polishing Filter) 兩段砂濾槽，使處理後水質污泥密度指數 SDI(Silt Density Index) 約

為 5，接近 RO 膜進流之水質要求 3 以下，之後，再設置乙套 MF 膜組處理後，才泵

入 RO 膜組，確保水質於 SDI3 以下，如此可減少 MF 膜及 RO 膜組之逆洗頻率及延

長化學水洗 CIP 之時間間隔。

七、投資效益分析 
廢水淨化回收處理設備產水穩定，造水成本約 30~40 元 / 噸，就投資角度言，操

作處理成本高於自來水購水費用，並無績效可言，但於 96~99 年因圳水缺少，廠區

公用系統集水難度高，廢水淨化回收處理設備即發揮其補水功能，及時克服製程用

水短缺困擾，對公司貢獻非操作效益可衡量。

八、結語 
本公司自 95 年大幅進行產品升級，98 年完成六廠與七廠擴建，因製程數量與潔

淨度要求的提升，造成用水需求大增，以及因本公司於擴建初期，即設定以不增加

用水量為目標，故如何妥善用水，為本公司一直努力之課題，經多年改善，並推動

多項節水措施，尤其本項再淨化回收處理系統更無業界前例可循，經同仁不斷摸索

改良，近期終能稍穩定操作，使本公司用水日平均外購量逐漸下降，並達環境保護

與永續經營之目標。希望透過這次的彙整分享，能產生更多的交流與創新，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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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
案例

劉昌振 *、黃文宗、黃瓊昌、陳健安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煉油廠

638 雲林縣麥寮鄉台塑工業園區一號

摘要 
煉油廠原產出的廢水有脫鹽廢水、汽提酸水、水塔排放水 ( 含砂濾槽逆洗水 )、

濕式排煙脫硫 (FGD) 洗滌廢水及油品洗滌廢鹼水等五類。由於本案例規劃將既有設

施來處理廢水回用，故廢水回收需考慮回用水的入水水質，而在清污分流處理原則

下，選擇脫鹽廢水及汽提酸水等低鹽類 ( 電導度 ) 與低 COD 的廢水進行回收規劃。

煉油廠原設有四列日處理量 5,000 噸 / 日之生物薄膜 (MBR) 廢水處理系統。利

用歷年節水減排後的餘裕，規劃隔離出一列 5,000 噸 / 日的 MBR 設施，進行低鹽廢

水回收設計，設計之最大回收量 4,700 噸 / 日 ( 回收率 94%)，投資成本以 15 年折舊

攤提計 3.1 元 / 噸，加計原 MBR 運轉成本，操作費用為 41.1 元 / 噸。

低鹽廢水回收案例於 99 年實際上線測試，COD 及 SS 水質處理後分別可達

87.8% 及 91.6% 以上的去除率，且處理後的水質 (COD 平均 70 ppm，SS 平均 2.0 

ppm) 均可達到回收設施 ( 冷卻水塔 ) 之入水水質要求。

實際測試之最大回收水量 1,069 噸 / 日，99 年平均回收水量 510 噸 / 日。回收水

量偏低主要原因：a. 回收水含 H2S，使回用設施的設備腐蝕率增加、b. 入料廢水之氨

氮含量偏低，MBR 無法處理限制回收能力、c. 低鹽廢水 COD 含量偏低，影響污泥

生長及 d. 脫鹽廢水含油易阻塞與損壞薄膜等。

關鍵詞：脫鹽廢水、汽提酸水、濕式排煙脫硫 (FGD)、生物薄膜 (MBR)

61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61 2011/11/3   上午 11:07:37



一、前言 
煉油廠於 85 年建廠初期即依製程特性，及對六輕的環境影響考量，將節水及減

少廢水等列入建廠之規劃設計。並於 91 年度成立『節水小組』，全面進行用水的整

合與單位用量管理。製程開車後，並藉由各製程用水的組織盤查、排放水品質監管

與改善，建立整廠的用水平衡圖，強化自主節水管理能力。

本廠經多年來的節水努力，於製程節約用水、次級水回收再利用上均進行完整

的品質比對與用水整合，並有極大的成效。而在節水與用水整合改善的同時，為開

發新水源，因此進一步評估煉油廠廢水處理後回用的可行性。

煉油廠產生的廢水有脫鹽廢水、汽提酸水、水塔排放水 ( 含逆洗水 )、濕式排煙

脫硫 (FGD) 洗滌廢水及油品洗滌廢鹼水等五類。由於規劃採用既有設施的修改，來

處理既有廢水以進行回用，且處理後的回用廢水也須能符合下游設備的入水水質要

求，以防範回收設施 ( 冷卻水塔 ) 於回收過程發生腐蝕、沉積及損壞等情況發生，經

比較各類煉油廠廢水的水質 ( 表一 )，並參考近年來世界工業廢水回收處理實績，擬

選擇脫鹽廢水及汽提酸水等低鹽類 ( 電導度 ) 與低污染 (COD) 的廢水，並採用現有

廢水場生物薄膜 (MBR，GE-ZENON 500D) 處理系統，來進行廢水回收規劃設計，

以期能成功的回收廢水使用，並降低廢水排放之環境污染問題。

表一   台塑石化公司煉油廠 各類製程廢水品質彙總表

二、原(廢)水水質特性 
本案例針對煉油廠產出的脫鹽廢水與汽提酸水，利用歷年節水減排後的廢水處

理措施餘裕，修改一列既有的生物薄膜 (MBR) 廢水處理系統，規劃處理該低鹽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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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水等低鹽類(電導度)與低污染(COD)的廢水，並採用現有廢水場生物薄膜(MBR，

GE-ZENON 500D)處理系統，來進行廢水回收規劃設計，以期能成功的回收廢水使用，

並降低廢水排放之環境污染問題。 

表一   台塑石化公司煉油廠 各類製程廢水品質彙總表

高鹽 低鹽

1 脫鹽廢水  V 6.0 416 38 442 5 86 < 0.5 13.1

2 汽提酸水 V 8.8 191 16 596 3 20 < 0.5 13.3

3 水塔排放水(含逆洗水) V 8.1 3,670 1,140 26 2 265 1,745 0.7

4 濕式排煙脫硫(FGD)洗滌廢水 V 6.0 19,550 378 2,760 3,284 35 2,459 < 0.1

5 油品洗滌廢鹼水(RUA) V  7.0 61,380 < 0.5 17,300 10 28 352 276.0

排放源

排放水

類別
PH值

Cl-
ppm

電導度

us/cm
SO42-
ppm

NH3-N
ppm

總硬度

ppm
COD
ppm

SS
ppm

項

次

排放水質

二、原(廢)水水質特性

本案例針對煉油廠產出的脫鹽廢水與汽提酸水，利用歷年節水減排後的廢水處理

措施餘裕，修改一列既有的生物薄膜(MBR)廢水處理系統，規劃處理該低鹽廢水後，

予以回收使用。塑化廢水場主要廢水處理系統與流程，及可回收使用的脫鹽廢水與汽

提酸水之發生來源和水質狀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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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後，予以回收使用。塑化廢水場主要廢水處理系統與流程，及可回收使用的脫鹽廢

水與汽提酸水之發生來源和水質狀況，說明如下：

2.1	廢水場處理方式

塑化廢水處理場依各廢水源之廢水特性，如氯離子、含油及 COD 濃度大小，分

為低鹽類廢水、高鹽類廢水及生物薄膜 (MBR) 廢水處理等處理系統 ( 圖一 )。各處理

系統流程概述如下：

1. 低鹽類廢水處理系統(Cl-濃度≦5,000ppm)：主要處理含有油之製程廢水、暴雨污

水，經生物處理及砂濾槽過濾等設施後，使水質達到COD≦100 ppm、SS<20 ppm

及其他規定排放濃度之放流水標準，再與其他排放水合併放流。處理設施包括 油

水分離器、調節槽、空氣浮除槽、曝氣槽、終沉槽、多層過濾槽及污泥處理系統

等。

2. 高鹽類廢水處理系統(Cl-濃度≒10,000ppm)：主要處理水質中含有較高氯鹽濃度及

COD的製程廢水，因此規劃生物塔及活性污泥曝氣槽等二階段的生物處理設施，

確保廢水經二階段生物處理後水質能夠趨於穩定，後再經砂濾槽過濾處理，使水

質達到COD≦100ppm、SS<20ppm及其他規定排放濃度之放流水標準，再與其它類

排放水合併排放，處理設施包括調節槽、沉澱槽、生物反應塔、曝氣槽、溶解空

氣浮除槽、多層過濾槽及污泥處理系統。

3. 生物薄膜(MBR)廢水處理系統(Cl-濃度≒11,000ppm)：主要處理含有油脂及高氯

鹽濃度的製程廢水，經生物處理及薄膜槽過濾等設施後，使水質達到COD≦100 

ppm、SS<20 ppm及其他規定排放濃度之放流水標準，再與其他排放水合併放流。

處理設備包括油水分離器(CPI)、調節槽、空氣浮除槽、曝氣槽及薄膜槽等。

2.2	回收廢水發生源

煉油廠「汽提酸水」廢水主要發生來源，可分為下列幾類：

1. 各類濕式蒸餾塔在使用蒸汽注入蒸餾塔內，進行蒸餾過程中，蒸汽與塔內油品接

觸後，帶出酸性物質於塔頂經冷凝與冷卻設備，而於塔頂受槽冷凝分離出的酸

水。

2. 各類汽提塔於蒸汽汽提過程中，在塔頂受槽以塔頂冷卻系統冷凝下來的酸水。

3. 製程氣濕氣壓縮機中段壓縮過程中，於除液槽前注入沖洗水，以洗滌製程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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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物質，避免腐蝕管線及設備所產出的酸水。

4. 反應器後的蒸餾主塔，於塔頂冷卻系統前注入沖洗水，以洗滌反應過程中產生的

腐蝕性氨鹽，而產出的沖洗水。

圖一 塑化廢水處理場 廢水處理流程

前述產出的冷凝分離廢水 ( 又名酸水 ) 因與製程氣或油品接觸，而含有硫化氫

(H2S)、氨氮化合物等成份，須進一步由汽提塔利用蒸汽加熱，以去除硫化氫與氨氮

化合物，而汽提後產出的次級水稱為「汽提酸水」。該股製程次級水經多年努力節水

回用，已可廣泛應用於製程用水的替換來進行節水，汽提酸水若非過剩，不排至廢

水場進行處理後排放。

「脫鹽廢水」源自煉油廠常壓蒸餾單元 (CDU) 的原油脫鹽槽操作程序，以回收

的汽提酸水與入料原油接觸，利用靜電除水原理進行原油內部脫鹽，脫鹽後產出的

脫鹽水，則送至廢水場處理。

前述煉油過程中產出的汽提酸水與原油脫鹽過程中產出的脫鹽水，其水質經檢

驗分析結果，均較一般廢水的鹽類濃度低，電導度介於 200~500μs/cm 之間，遠低

於冷卻水塔排放水 3,000~3,400μs/cm，經評估可適於處理後回用於冷卻水塔替換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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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塑化廢水處理場 廢水處理流程 

前述產出的冷凝分離廢水(又名酸水)因與製程氣或油品接觸，而含有硫化氫

(H2S)、氨氮化合物等成份，須進一步由汽提塔利用蒸汽加熱，以去除硫化氫與氨氮

化合物，而汽提後產出的次級水稱為「汽提酸水」。該股製程次級水經多年努力節水

回用，已可廣泛應用於製程用水的替換來進行節水，汽提酸水若非過剩，不排至廢水

場進行處理後排放。 

「脫鹽廢水」源自煉油廠常壓蒸餾單元(CDU)的原油脫鹽槽操作程序，以回收的

汽提酸水與入料原油接觸，利用靜電除水原理進行原油內部脫鹽，脫鹽後產出的脫鹽

水，則送至廢水場處理。 

前述煉油過程中產出的汽提酸水與原油脫鹽過程中產出的脫鹽水，其水質經檢驗

分析結果，均較一般廢水的鹽類濃度低，電導度介於 200~500μs/cm 之間，遠低於冷

卻水塔排放水 3,000~3,400μs/cm，經評估可適於處理後回用於冷卻水塔替換工業水，

進行水塔循環水的補充使用。 

汽提酸水與脫鹽廢水的主要水質如下(詳如表一)： 

a. 汽提酸水 

   COD 596ppm 

   電導度 196μs/cm 

b. 脫鹽廢水 

   COD 442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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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業水，進行水塔循環水的補充使用。

汽提酸水與脫鹽廢水的主要水質如下 ( 詳如表一 )：

1. 汽提酸水

   COD 596ppm

   電導度196μs/cm

2. 脫鹽廢水

  COD 442ppm

  電導度416μs/cm

三、設計水量、水質 

3.1	廢水處理方法選定

於廢水處理回收再利用技術上，MBR 處理技術有較一般傳統活性污泥處理較佳

的優勢 [1, 2]，包含：節省設備空間、減少藥品使用、污泥濃度高可處理高濃度負荷、

低食微比 (F/M) 污泥產生量少及處理後水質較佳等，由於本廠經多次的節水減排後，

MBR 處理設施的負荷由原先設計之 20,000 噸 / 日處理水量降至 14,400 噸 / 日，且該

系統原規劃四列日處理水量 5,000 噸 / 日設施，故可規劃隔離一列 MBR 設施進行煉

油廠脫鹽廢水及汽提酸水等低鹽類廢水之處理回收，而將該回收之廢水回用至冷卻

水塔設施，來取代部份工業用水。   

3.2	設計回收水量及水質

低鹽生物薄膜回收廢水的設計處理量 5,000 噸 / 日，扣除薄膜定期再生用水後，

低鹽廢水的最大回收量 4,700 噸 / 日 ( 回收率 94%)。設計入水水質 COD 1,350ppm

及 SS 200ppm；出 水 水 質 COD ≦ 90ppm 及 SS ≦ 5ppm。 實 際 處 理 前 水 質 COD 

569ppm、SS 23ppm，依據設計條件及廢水處理經驗 (COD 與 SS 去除率≧ 85% 以

上 )，處理後的低鹽廢水水質，可達到設計處理後的水質目標，符合水塔補水水質管

制標準。( 詳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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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原廢水水質與設計處理後新生水水質 設計條件

項目 低鹽廢水水質
( 汽提酸水 + 脫鹽廢水 )

生物薄膜 (MBR)
處理後水質 ( 設計 )

冷卻水塔
管制標準

設計回收水量 ( 噸 / 日 ) 5,000 4,700 －
氯鹽 (ppm) 60 － ＜ 500
SiO2(ppm) 2.0 － ＜ 50
電導度 μs/cm 326 － ＜ 3,400
COD(ppm) 569 ＜ 90 ≦ 90
SS(ppm) 23 ＜ 5 ≦ 5
氨氮 (ppm) 12.0 － ≦ 1.0

本案例參考 MBR 廢水處理實績，並利用現有薄膜過濾 ( 孔徑 0.36μm，詳圖

二 )，可有效降低原廢水之 COD 及 SS 濃度，使處理後回收至水塔當作水塔補充之操

作穩定。且煉油廠低鹽廢水由於鹽類低，優於雲林離島工業園區的工業水水質。經

評估，本項 MBR 處理汽提酸水與脫鹽廢水之改善設施後段，可不設置逆滲透 (RO)

薄膜裝置。

圖二 薄膜過濾尺寸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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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bestos Fibers石棉

Reverse

逆滲透
超過濾

Separation
Process

Conventional Filtration 
(granular media)

Microfiltration
Ultrafiltration

Nano
filtration

Reverse
Osmosis

MBR M b Bi t (MBR)

微過濾 傳統過濾

MBR Membrane Bioreactor (MBR)
極微過濾 薄膜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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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四、處理流程 
由原 MBR 系統規劃出來的一列 5,000 噸 / 日生物薄膜處理設施，須進行修改配

管與原處理系統隔離，以避免與原高鹽系統的廢水交叉汙染。另外，在儀電控制邏

輯、反沖洗 (Backpulse)、真空幫浦 (Vaccum) 及加藥 (CIP) 系統等也須同步進行修改

增加修改的設計改善，以使規劃的低鹽廢水能被獨立操作並符合回收規格。設計規

劃的處理流程說明如下：低鹽的脫鹽廢水與汽提酸水被分流，進入由原 MBR 系統隔

離出的 B/C 緩衝槽，以穩定曝氣槽的入料。在緩衝槽內的低鹽廢水再泵送至 A 曝氣

槽，低鹽廢水在此進行曝氣處理並維持最適化的食微 (F/M) 比。曝氣後的處理廢水

然後流入生物薄膜槽 D，除去廢水中的 SS 後，送排放水質監測槽，以 12”專管回收

入煉油廠的冷卻水塔，作為循環補水 ( 圖三 )。後續各段回收處理設施目的說明如後。

圖三 薄膜系統(MBR)低鹽廢水回收系統修改流程簡圖

4.1緩衝槽

隔離系統前段兩個緩衝槽 B/C(10,000M3/ 槽 ×2 槽 )，並進行配管修改，作為煉油

廠入流低鹽廢水 ( 脫鹽廢水與汽提酸水 ) 緩衝與調節廢水品質使用，以利後段活性污

泥曝氣槽能穩定處理。

4.2曝氣槽

修改曝氣槽 A(8,000M3，停留時間約 38.4 小時 )，並將之隔離出原高鹽廢水系統

設施，改為低鹽廢水處理專用，預計曝氣槽污泥濃度於 6,000~8,000ppm ( 實際須視

廢水 COD 負荷大小 )，維持於較低的食微比 (F/M) 下，有效處理 COD 濃度 ( 去除率

>85%，＜ 90ppm) 並降低污泥產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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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薄膜系統(MBR)低鹽廢水回收系統修改流程簡圖 

4.1 緩衝槽

隔離系統前段兩個緩衝槽 B/C(10,000M3/槽×2 槽)，並進行配管修改，作為煉油廠

入流低鹽廢水(脫鹽廢水與汽提酸水)緩衝與調節廢水品質使用，以利後段活性污泥曝

氣槽能穩定處理。

4.2 曝氣槽

    修改曝氣槽 A(8,000M3，停留時間約 38.4 小時)，並將之隔離出原高鹽廢水系統

設施，改為低鹽廢水處理專用，預計曝氣槽污泥濃度於 6,000~8,000ppm (實際須視廢

水 COD 負荷大小)，維持於較低的食微比(F/M)下，有效處理 COD 濃度(去除率>85%，

＜90ppm)並降低污泥產出量。 

4.3 薄膜槽

    考量操作場址位置，選擇薄膜 D 槽(設計過濾水量 5,000 噸/日)，與前段曝氣 A 槽

進行連接，並與其他薄膜槽隔離。經薄膜槽有效過濾後，可有效去除廢水中 SS 濃度，

低鹽回收水濁度預期可控制於≦3.0 NTU。 

4.4 排放水質監測槽

    薄膜槽出口設置一低鹽排放水質監測槽(500M3)，作為出水緩衝功能，並於出口

端設置線上分析儀(含 PH、電導度及油水分析儀)，以即時監控處理後低鹽排放水的

回收水質狀況，以確保回收用水設施(冷卻水塔)的安全與操作的穩定。 

4.5 配設低鹽排放水 12”回收專管

    低鹽排放水監測槽出口配設一回收水 12”專用管線，將生物薄膜處理後之低鹽排

放水配往煉油廠冷卻水塔，以專管方式進行回用，以有效控制回收水的補水量及補水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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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薄膜槽

考量操作場址位置，選擇薄膜 D 槽 ( 設計過濾水量 5,000 噸 / 日 )，與前段曝氣

A 槽進行連接，並與其他薄膜槽隔離。經薄膜槽有效過濾後，可有效去除廢水中 SS

濃度，低鹽回收水濁度預期可控制於≦ 3.0 NTU。

4.4排放水質監測槽

薄膜槽出口設置一低鹽排放水質監測槽 (500M3)，作為出水緩衝功能，並於出口

端設置線上分析儀 ( 含 PH、電導度及油水分析儀 )，以即時監控處理後低鹽排放水

的回收水質狀況，以確保回收用水設施 ( 冷卻水塔 ) 的安全與操作的穩定。

4.5配設低鹽排放水12”回收專管

低鹽排放水監測槽出口配設一回收水 12”專用管線，將生物薄膜處理後之低鹽

排放水配往煉油廠冷卻水塔，以專管方式進行回用，以有效控制回收水的補水量及

補水品質。

五、設計規範 

5.1	處理前/後水質

作為處理煉油廠低鹽廢水以為回用水之生物薄膜處理設施的設計入水量為 5,000

噸 / 日，設計回收水量 4,700 噸 / 日，逆洗用水量佔 6%，設計的 COD 及 SS 去除率

要求在 85% 以上。    

由於本案之 MBR 薄膜屬超過濾薄膜 (UF，孔隙度 0.036μm)，能有效阻隔過濾

污泥、藻類及泥砂等，但對水中氯鹽、SiO2 等離子並無阻絕過濾功能，故無法去除

該等離子，當下游回用水設施須管制此類離子時，將限制低鹽廢水處理後的回用率。

低鹽廢水生物薄膜處理前後之水量及主要水質，如表三所示。

表三 設計處理前/後之低鹽(汽提+脫鹽廢水)回收廢水水質

項目 處理前 處理後

設計回收水量 ( 噸 / 日 ) 5,000 4,700( 扣除逆洗水 6%)

COD(ppm) 569 ≦ 90

SS(ppm) 23 ≦ 5

氨氮 (ppm)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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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5.2	低鹽廢水處理設計參數

以原生物薄膜處理系統隔離，並修改一 8,000M3 之曝氣槽及薄膜槽，來進行低

鹽廢水回收規劃之設計處理水量 5,000 噸 / 日廢水計算，曝氣槽的反應停留時間為

38.4 小時下，均大於比鄰之高鹽與低鹽廢水處理系統的 25.6 與 27.6 小時，再以實際

操作入水之 COD 569ppm，在 8,000M3 曝氣容積及 5,000 噸 / 日廢水入料量下，單位

曝氣槽

表四 高鹽、低鹽及生物薄膜(MBR)低鹽廢水(回收)系統 設計處理參數

COD 處理負荷 ( 體積負荷 ) 為 0.36 噸 /M3- 日，也較比鄰之高鹽與低鹽廢水處

理系統的 0.42 與 0.62 噸 /M3- 日小，同時也小於 MBR 高鹽系統的 0.84 噸 /M3- 日。

高、低鹽及生物薄膜廢水處理系統的設計處理參數，如表四。

六、工程與實際配置 
生物薄膜處理設施改處理低鹽廢水之設施改善工程，於民國 98 年底完成配管修

改及相關軟硬體設施的增設與修改，其後進行低鹽曝氣槽植種污泥的馴養作業，民

國 99 年 2 月完成馴養後進行試水，該試水處理後的低鹽廢水經水質檢驗合格後，開

始回收至冷卻水塔設施，作為補水使用。

變更後之低鹽生物薄膜廢水處理系統之主要流程，如圖四所示。該低鹽生物薄

膜處理系統完全採用既有的生物薄膜處理設備，同時進行如下的設備與系統的改造

措施：

1. 硬體：

 8

五、設計規範

5.1 處理前/後水質

作為處理煉油廠低鹽廢水以為回用水之生物薄膜處理設施的設計入水量為 5,000

噸/日，設計回收水量 4,700 噸/日，逆洗用水量佔 6%，設計的 COD 及 SS 去除率要求

在 85%以上。     

由於本案之 MBR 薄膜屬超過濾薄膜(UF，孔隙度 0.036μm)，能有效阻隔過濾污

泥、藻類及泥砂等，但對水中氯鹽、SiO2 等離子並無阻絕過濾功能，故無法去除該

等離子，當下游回用水設施須管制此類離子時，將限制低鹽廢水處理後的回用率。 

低鹽廢水生物薄膜處理前後之水量及主要水質，如表三所示。 

表三 設計處理前/後之低鹽(汽提+脫鹽廢水)回收廢水水質 

項目 處理前 處理後 
設計回收水量(噸/日) 5,000 4,700(扣除逆洗水 6%)

COD(ppm) 569 ≦90 
SS(ppm) 23 ≦5 

氨氮(ppm) 12.0 －

 

5.2 低鹽廢水處理設計參數

以原生物薄膜處理系統隔離，並修改一 8,000M3 之曝氣槽及薄膜槽，來進行低鹽

廢水回收規劃之設計處理水量 5,000 噸/日廢水計算，曝氣槽的反應停留時間為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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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高鹽、低鹽及生物薄膜(MBR)低鹽廢水(回收)系統 設計處理參數 

0.84 27.0 1,350 38.4 32,000 20,000 高鹽生物薄膜廢水系統

0.36 2.856938.4 8,000 5,000 低鹽生物薄膜(MBR) 廢
水處理系統*

0.42 10.1 447 25.6 24,000 22,512 低鹽廢水處理系統

0.62 14.9 712 27.6 24,000 20,859 高鹽廢水處理系統

體積負荷

D/B, 
(Kg/M3-日)

COD負荷

D, (噸/日)

設計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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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反應/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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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曝氣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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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水量

A, (噸/日)處理系統

0.84 27.0 1,350 38.4 32,000 20,000 高鹽生物薄膜廢水系統

0.36 2.856938.4 8,000 5,000 低鹽生物薄膜(MBR) 廢
水處理系統*

0.42 10.1 447 25.6 24,000 22,512 低鹽廢水處理系統

0.62 14.9 712 27.6 24,000 20,859 高鹽廢水處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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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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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噸/日)處理系統

備註：1. 反應滯留時間由採用既有設施容積計算而得。
2. 入水COD濃度、負荷與體積負荷為依低鹽廢水實際入水水質計算而得。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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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逆洗水槽 × 1

  新設水質監測槽 × 1

  配管修改

2. 軟體：

  新設一組 PLC

  增設線上分析儀

  增設控制閥與隔離閥組

  修改 DCS

本案例之處理措施由原薄膜處理系統隔離而來，系統設施位於廢水場西側，配

管及配管路徑如圖五。

圖四 低鹽生物薄膜(MBR)處理系統之製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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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低鹽生物薄膜(MBR)處理系統之製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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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圖五 塑化廢水場之低鹽生物薄膜處理系統規劃回收路線圖(粗線)。

七、操作實績及問題檢討 

7.1	操作實績

生物薄膜低鹽廢水處理設施，於民國 99 年 2 月份完成污泥菌種馴養後，開始試

水。試水處理後的低鹽廢水，須經水質檢驗合格後，始得開始補入冷卻水塔設施，

取代部份工業水作為補水。試水運轉期間低鹽廢水進流處理前的平均水質為 COD 

569ppm、SS 23ppm，試水處理後之平均出水水質為 COD 70ppm、SS 2ppm，去除率

分別為 87.8% 及 91.6%，均有達到＞ 85% 以上的去除目標 ( 圖六、七 )。由於廢水場

以活性污泥法進行生化處理，未設置其他氨氮處理設施，故低濃度氨氮含量在入出

水中之變化不大，平均約在 12.1ppm 上下。本案目前仍於改善操作中，實際最大回

收量 1,069 噸 / 日，99 年全年平均 510 噸 / 日。

 10

 

8 108 10

操
作
管
理
室

5

38 37

Y-7604

放流池

PTU

化學貯槽區

脫水機房

生活污水前處理
T-7604

水質監測槽

T-7624AT-7624B

去乳化油槽

生物污泥濃縮槽油污泥濃縮槽

Y-7601

T-7603 T-7649T-7642
快混槽

T-7654

T-7645初沈池放流槽

終沈池放流槽

T-7651

T-7617
終沈池放流槽

T-7615
脫泡槽

T-7609快混槽

T-7610
慢混槽

T-7612

DAF放流槽

T-7625B T-7625A

浮油槽

高
鹽

無機鹽

T-7622

Y-7611
VOC

處理器

Polymer

Room

Polymer Room

B-7602A～E

Y-7613B

T-7623

T-7629

T-7657

T-7640B

高鹽調節槽

32

T-7639B

高鹽緩衝槽

32

T-7639A

高鹽緩衝槽

32

T-7648A

高鹽曝氣槽

40

T-7648B

高鹽曝氣槽

40

T-7650B

高鹽DAF

26

T-7650A

高鹽DAF

26

10

T-7607A

低鹽調節槽

32

T-7607B

低鹽調節槽

32

T-7611A

低鹽DAF
17

T-7614B

低鹽曝氣槽

40

T-7614A

低鹽曝氣槽

40

T-7656
無機鹽
調節槽
32

T-7634A

消化槽
24

T-7634B

消化槽
24

T-7647B

暴雨貯槽

61

10

T-7616B

低鹽終沈池
34

T-7631
14

T-7643B

高鹽初沈槽

28

T-7658
無機鹽
沈澱池
26

鼓風機房

F-7604

K-7606

臭氧發生機

K-7605

F-7601

T-7655A

K-7604

K-01 K-7602 K-03

K
-0

7

T-7606

臭
氧
接
觸
槽

T-7640A

高鹽調節槽

32

T-7601B

低鹽緩衝槽

32

T-7601A

低鹽緩衝槽

32

T-7647A

暴雨貯槽

61

T-7630
14

T-7626
14

10

T-7643A

高鹽初沈槽

28

T-7646B

高鹽生物塔

28

T-7646A

高鹽生物塔

28

T-7616A

低鹽終沈池
34

T-7611B

低鹽DAF
17

PN

T-7659

T-7655B

臭
氧
接
觸
槽

高

鹽

過

濾

槽

F-7603
低

鹽

過

濾

槽T-7652 T-7618

低
鹽

T-7653T-7660

油水分離器

高
鹽
活
性
碳
吸
附

低
鹽
活
性
碳
吸
附

F-7602

T-76204
油水分離器

Polymer 
Room

Ø8

T-76220A

Ø14 Ø10

T-76240

MBR生物污泥濃縮槽 MBR水質監測槽

T-76250

T-76203

暴雨貯槽

61

T-76201B

MBR緩衝槽

32

T-76201C

MBR緩衝槽

32

T-76201A

MBR緩衝槽

32

T-76207B

MBR調節槽

32

T-76207A

MBR調節槽

32

T-76230A

MBR曝氣槽

32

T-76230B

MBR曝氣槽

32

T-76230C

MBR曝氣槽

32

T-76230D

MBR曝氣槽

32

10 10Ø8

T-76220B

MBR去乳化槽

操
作
管
理
室

既

有
水

池

薄
膜
設
備
廠
房

Ø12

MBR油污泥濃縮槽

T-76222

MBR浮油槽

T-762212B T-76221A

T-76212

DAF槽

砂
濾
槽

化
學
槽
區

T-76213

T-76210

空壓機廠房

C-76230

入流水

：MBR修改處理流向

T-76251

冷卻水塔

8 108 10

操
作
管
理
室

5

38 37

Y-7604

放流池

PTU

化學貯槽區

脫水機房

生活污水前處理
T-7604

水質監測槽

T-7624AT-7624B

去乳化油槽

生物污泥濃縮槽油污泥濃縮槽

Y-7601

T-7603 T-7649T-7642
快混槽

T-7654

T-7645初沈池放流槽

終沈池放流槽

T-7651

T-7617
終沈池放流槽

T-7615
脫泡槽

T-7609快混槽

T-7610
慢混槽

T-7612

DAF放流槽

T-7625B T-7625A

浮油槽

高
鹽

無機鹽

T-7622

Y-7611
VOC

處理器

Polymer

Room

Polymer Room

B-7602A～E

Y-7613B

T-7623

T-7629

T-7657

T-7640B

高鹽調節槽

32

T-7639B

高鹽緩衝槽

32

T-7639A

高鹽緩衝槽

32

T-7648A

高鹽曝氣槽

40

T-7648B

高鹽曝氣槽

40

T-7650B

高鹽DAF

26

T-7650A

高鹽DAF

26

10

T-7607A

低鹽調節槽

32

T-7607B

低鹽調節槽

32

T-7611A

低鹽DAF
17

T-7614B

低鹽曝氣槽

40

T-7614A

低鹽曝氣槽

40

T-7656
無機鹽
調節槽
32

T-7634A

消化槽
24

T-7634B

消化槽
24

T-7647B

暴雨貯槽

61

10

T-7616B

低鹽終沈池
34

T-7631
14

T-7643B

高鹽初沈槽

28

T-7658
無機鹽
沈澱池
26

鼓風機房

F-7604

K-7606

臭氧發生機

K-7605

F-7601

T-7655A

K-7604

K-01 K-7602 K-03

K
-0

7

T-7606

臭
氧
接
觸
槽

T-7640A

高鹽調節槽

32

T-7601B

低鹽緩衝槽

32

T-7601A

低鹽緩衝槽

32

T-7647A

暴雨貯槽

61

T-7630
14

T-7626
14

10

T-7643A

高鹽初沈槽

28

T-7646B

高鹽生物塔

28

T-7646A

高鹽生物塔

28

T-7616A

低鹽終沈池
34

T-7611B

低鹽DAF
17

PN

T-7659

T-7655B

臭
氧
接
觸
槽

高

鹽

過

濾

槽

F-7603
低

鹽

過

濾

槽T-7652 T-7618

低
鹽

T-7653T-7660

油水分離器

高
鹽
活
性
碳
吸
附

低
鹽
活
性
碳
吸
附

F-7602

T-76204
油水分離器
T-76204

油水分離器

Polymer 
Room

Ø8

T-76220A

Ø14 Ø10

T-76240

MBR生物污泥濃縮槽 MBR水質監測槽

T-76250

T-76203

暴雨貯槽

61

T-76201B

MBR緩衝槽

32

T-76201C

MBR緩衝槽

32

T-76201A

MBR緩衝槽

32

T-76207B

MBR調節槽

32

T-76207A

MBR調節槽

32

T-76230A

MBR曝氣槽

32

T-76230B

MBR曝氣槽

32

T-76230C

MBR曝氣槽

32

T-76230D

MBR曝氣槽

32

10 10Ø8

T-76220B

MBR去乳化槽

操
作
管
理
室

既

有
水

池

薄
膜
設
備
廠
房

Ø12

MBR油污泥濃縮槽

T-76222

MBR浮油槽

T-762212B T-76221A

T-76212

DAF槽

砂
濾
槽

化
學
槽
區

T-76213

T-76210

空壓機廠房

C-76230

入流水

：MBR修改處理流向

T-76251

冷卻水塔

 

圖五 塑化廢水場之低鹽生物薄膜處理系統規劃回收路線圖(紅線)。 

 

七、操作實績及問題檢討 

7.1 操作實績 

     生物薄膜低鹽廢水處理設施，於民國 99 年 2 月份完成污泥菌種馴養後，開始試水。

試水處理後的低鹽廢水，須經水質檢驗合格後，始得開始補入冷卻水塔設施，取代部份

工業水作為補水。試水運轉期間低鹽廢水進流處理前的平均水質為 COD 569ppm、SS 

23ppm，試水處理後之平均出水水質為 COD 70ppm、SS 2ppm，去除率分別為 87.8%及

91.6%，均有達到＞85%以上的去除目標(圖六、七)。由於廢水場以活性污泥法進行生化

處理，未設置其他氨氮處理設施，故低濃度氨氮含量在入出水中之變化不大，平均約在

12.1ppm 上下。本案目前仍於改善操作中，實際最大回收量 1,069 噸/日，99 年全年平均

510 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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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低鹽薄膜生物系統(MBR)處理前後COD(ppm)趨勢圖(平均70ppm，去除率

87.8%)

 圖七 低鹽薄膜生物系統(MBR   )處理前後SS(ppm)趨勢圖(平均2ppm，去除率

91.6%)

7.2	問題檢討與改善

低鹽廢水生物薄膜處理目前仍處於改善操作階段。本案例於操作改善過程中，

獲得如下的問題操作經驗及其改進對策，詳如表五所示。

1. 第一套水塔回收低鹽廢水過程發生設備腐蝕率增加情況。

2. 回收水質氨氮偏高影響水塔處理穩定度。

3. 低鹽廢水COD偏低影響污泥生長及造成COD去除率降低。

4. 脫鹽廢水轉槽過程易含油及薄膜受含油廢水阻塞與老化。

前述之問題操作經驗之原因分析及改進期程說明如后。

1. 回收水含有H2S(二價硫離子)，造成第一套水塔腐蝕率增加：因回收水含有二價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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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低鹽薄膜生物系統(MBR)處理前後 SS(ppm)趨勢圖(平均 2ppm，去除率 91.6%) 

7.2 問題檢討與改善 

低鹽廢水生物薄膜處理目前仍處於改善操作階段。本案例於操作改善過程中，獲

得如下的問題操作經驗及其改進對策，詳如表五所示。 

1. 第一套水塔回收低鹽廢水過程發生設備腐蝕率增加情況。 

2. 回收水質氨氮偏高影響水塔處理穩定度。 

3. 低鹽廢水 COD 偏低影響污泥生長及造成 COD 去除率降低。 

4. 脫鹽廢水轉槽過程易含油及薄膜受含油廢水阻塞與老化。 

前述之問題操作經驗之原因分析及改進期程說明如后。 

1. 回收水含有H2S(二價硫離子)，造成第一套水塔腐蝕率增加：因回收水含有二

價硫離子(氧化性物質)，易造成冷卻水換熱器腐蝕增加，經檢討有如下的原因

及改善對策： 

原因：第一套水塔在回收低鹽排放水時，水體中的氧化物質具有腐蝕性，造

成現有採穩定磷外加漂水之防蝕機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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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問題檢討與改善 

低鹽廢水生物薄膜處理目前仍處於改善操作階段。本案例於操作改善過程中，獲

得如下的問題操作經驗及其改進對策，詳如表五所示。 

1. 第一套水塔回收低鹽廢水過程發生設備腐蝕率增加情況。 

2. 回收水質氨氮偏高影響水塔處理穩定度。 

3. 低鹽廢水 COD 偏低影響污泥生長及造成 COD 去除率降低。 

4. 脫鹽廢水轉槽過程易含油及薄膜受含油廢水阻塞與老化。 

前述之問題操作經驗之原因分析及改進期程說明如后。 

1. 回收水含有H2S(二價硫離子)，造成第一套水塔腐蝕率增加：因回收水含有二

價硫離子(氧化性物質)，易造成冷卻水換熱器腐蝕增加，經檢討有如下的原因

及改善對策： 

原因：第一套水塔在回收低鹽排放水時，水體中的氧化物質具有腐蝕性，造

成現有採穩定磷外加漂水之防蝕機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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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離子(氧化性物質)，易造成冷卻水換熱器腐蝕增加，經檢討有如下的原因及改善對

策：

原因： 第一套水塔在回收低鹽排放水時，水體中的氧化物質具有腐蝕性，造成現 

 有採穩定磷外加漂水之防蝕機制不足。

對策： a. 採用添加含 Br- 成份的化學殺菌方案，對 MBR 回收水之氧化物質具有 

 還原性作用 ( 優於 NaOCl)，可避免氧化物質危害設備。

 b. 將加藥方案變更為碱性配方 (pH：7.8~8.2，磷酸鋅 + Br + 分散劑 )，以  

  改善此問題。該碱性配方加藥方案，先由實驗室完成安全驗證後，施行 

  於第一套水塔加藥方案，並於民國 100 年 1 月中旬完成變更。

表五 低鹽生物薄膜回收之現況問題點及改善對策彙整

 項次 現況問題點 改善對策 預 ( 完 ) 成
日

1
回收水含有 H2S( 二價硫離
子 )，造成第一套水塔腐蝕
率增加

將原穩定磷方案更新為鹼性鋅方案，99
年 12 月進行替換，增加回收量 994 噸 /
日。

100.01/14
( 已完成 )

2
回收水質氨氮偏高，將增
配第三套冷卻水塔，提高
回收量

增配管線已於 100/05/25 完成。可增加
回收水量 1,192 噸 / 日。( 投資 5,187 仟元 ) 100.05/30

( 已完成 )

3
低 鹽 廢 水 COD 負 荷 低，
污泥無法有效生長，影響
COD 去除率

修改曝氣槽體積，提高體積負荷，避免污
泥老化崩解，影響處理效率。( 投資 500
仟元 )

100.12/31

4

脫鹽廢水於原油轉槽時易
發生含油情況，影響薄膜
壽命

1. MBR 低鹽回收系統增設前段加壓浮除
設備去除油脂，以確保薄膜效率。( 投
資 9,401 仟元 )

2. 更換薄膜：
(1). 第一次全部更新薄膜。
(2). 將來則依實際經驗操作壽命，規

劃薄膜更新排程。

100.12/31

2. 回收水之氨氮(12.1ppm)偏高，增配回收至第三套冷卻水塔，提高回收量：由於入

料廢水的氨氮濃度約12ppm含量低，以活性污泥曝氣暨生物薄膜過濾廢水處理系統

時，無法將氨氮予以脫除，而冷卻水塔入水水質要求，管制氨氮≦1.0ppm以下，

故回收水之氨氮濃度偏高，而限制了回收入水塔的水量，前期改善方案以增設配

管入第三套冷卻水塔，來降低循環水的氨氮含量，提高回收量。本案增設回收配

管於100年5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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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鹽廢水COD負荷低，使污泥因老化崩解無法有效生長，影響COD去除率：計劃

修改曝氣槽出水口位置往下移動，減少曝氣槽體積約1/2，提高COD體積負荷，避

免污泥過度老化崩解，影響生物處理效率，預定於100年底完成曝氣槽修改工程。

4. 脫鹽廢水於原油轉槽時易發生含油情況，影響薄膜壽命及處理效率：脫鹽廢水源

自原油進行脫鹽過程所排放的廢水，因該脫鹽程序含有乳化層，脫鹽過程中油份

易由乳化層進水層部分帶出，而使廢水含油，造成薄膜的損害及影響薄膜壽命。

其原因與對策如下：

原因：生物薄膜 (MBR) 與油脂接觸後，使薄膜表面附著油脂而發生阻塞情況。

將新薄膜與經藥洗乾淨後舊薄膜，於 100,000 倍電子顯微鏡放大後，觀察

薄膜表面實際情況，可明顯發現舊薄膜表面的過濾孔洞稀少且不明顯，顯

示多處過濾孔洞遭受阻塞，且薄膜由於長期使用後表面有明顯的磨損情

況，影響過濾水量與品質，另薄膜與設備管線黏膠封口處，亦有溶解撥離

現象 ( 圖十 )。

對策：計劃於 MBR 低鹽回收系統增設前段加壓浮除設備除去浮油，以改善廢水

含油問題 ( 圖十一 )，確保薄膜處理效率，此計劃預計 100/12/31 完成改

善。另原舊薄膜已使用近 5 年，且近期因回收低鹽廢水受油接觸阻塞，影

響薄膜過濾水量，須一併重新請購新膜，該計劃於 100 年底前全數更新。

將來則依實際經驗操作壽命，規劃薄膜更新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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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圖八 脫鹽廢水於原油轉槽時易含油，影響薄膜壽命

圖九 新膜與現況使用薄膜用藥清洗後，電子顯微鏡100,000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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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低鹽薄膜生物處理系統前段增設空氣浮除槽，以利改善含油問題

八、投資經濟分析 
本計劃設計系統入水 5,000 噸 / 日，設計回收水量 4,700 噸 / 日，回收率 94%。

相關配管及設備暨軟體的投資費用預估 82,928 仟元，以 15 年折舊攤提計，投資成本

每噸 3.1 元 / 噸，加計 MBR 設施運轉成本 38.0 元 / 噸，合計每噸操作費用 41.1 元 /

噸。

民國 99 年度經實際上線測試，COD 及 SS 分別可達 87.8% 及 91.6% 以上的去除

率，且處理後的水質 (COD 70 ppm，SS 2.0 ppm) 可達到回收設施 ( 冷卻水塔 ) 之入

水水質要求。然試水運轉過程中因 7.2 節之問題操作經驗，使得 99 年實際測試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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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資經濟分析

本計劃設計系統入水 5,000 噸/日，設計回收水量 4,700 噸/日，回收率 94%。相關

配管及設備暨軟體的投資費用預估 82,928 仟元，以 15 年折舊攤提計，投資成本每噸

3.1 元/噸，加計 MBR 設施運轉成本 38.0 元/噸，合計每噸操作費用 41.1 元/噸。 

民國 99 年度經實際上線測試，COD 及 SS 分別可達 87.8%及 91.6%以上的去除

率，且處理後的水質(COD 70 ppm，SS 2.0 ppm)可達到回收設施 (冷卻水塔) 之入水

水質要求。然試水運轉過程中因 7.2 節之問題操作經驗，使得 99 年實際測試之最大回

收水量 1,069 噸/日，99 年平均回收水量 510 噸/日，以 99 年底前之實際投資 58,417

仟元計算，99 年平均回收水量之投資成本為每噸 19.9 元/噸，若加計原 MBR 運轉成

本 38.0 元/噸，則每噸製造成本為 57.9 元/噸。 

表六 低鹽薄膜(MBR)回收處理系統之製造成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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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57.941.1元/噸操作成本
(含折舊費用)

4.019.93.1元/噸
(15年攤提)增加投資費用

3

73,50558,41782,928仟元投資成本

47,80532,71757,228仟元系統修改成本

25,70025,70025,700仟元MBR薄膜設施修改成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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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改善後預期99年實際測試設計單位項目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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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回收水量以水塔可接受氨氮含量計，最大補水量3,180噸/日。

由於民國 100 年度將持續針對問題點進行規劃改善，預估將再投資 15,088 仟元，

使總投資成本累計達 73,505 仟元。前述改善計劃完成後，預估回收水量可提升至 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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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油廠低鹽廢水回收案例

58,417 仟元計算，99 年平均回收水量之投資成本為每噸 19.9 元 / 噸，若加計原 MBR

運轉成本 38.0 元 / 噸，則每噸製造成本為 57.9 元 / 噸。

表六 低鹽薄膜(MBR)回收處理系統之製造成本表

由於民國 100 年度將持續針對問題點進行規劃改善，預估將再投資 15,088 仟

元，使總投資成本累計達 73,505 仟元。前述改善計劃完成後，預估回收水量可提升

至 3,180 噸 / 日，投資成本與 99 年比較將降為每噸 4.0 元 / 噸，每噸製造成本將降為

42.0 元 / 噸。

九、結語 
煉油廠低鹽廢水 ( 脫鹽廢水與汽提酸水 ) 之硬度、導電度及氯鹽符合冷卻水塔補

水規格，分流該廢水入生物薄膜處理系統處理後，COD 及 SS 各有 87.8% 及 91.6%

的去除效果，處理後平均水質為 70 ppm 及 2 ppm 可達到回收設施之 COD 及 SS 入水

水質規格要求。

本改善案仍處於改善操作測試階段，民國 99 年實際測試最大回收水量 1,069 噸 /

日，平均回收量 510 噸 / 日，每噸回收水製造成本為 57.9 元 / 噸。回收水量偏低原因

有：1. 回收水含 H2S( 二價硫離子 )，使回用設施的設備腐蝕率提高、2. 入料水之氨氮

含量偏低，  MBR 無法處理限制回收能力、3. 低鹽廢水 COD 含量偏低，影響污泥生

長、4. 脫鹽廢水含油易阻塞與損壞薄膜，須替換更新等因素。

廢水回收水量的提高，決定於廢水中硫化氫、氨氮、COD 負荷及廢水含油問題

的改善，當前述問題完成改善後，以冷卻水塔水塔水氨氮管制標準≦ 1.0ppm 計，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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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低鹽廢水回收量可提高至 3,180 噸 / 日，每噸製造成本可降為 42.0 元 /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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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林園石化
廠廢水回收系統簡介

涂茂園 1 張士元 1 王振欽 2 李念崎 2 李文毅 3 溫德財 3 蔡榮輝 3

1 台灣中油公司煉製研究所
2 台灣中油公司興建工程處

3 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林園石化廠

摘要 
本文依水資源有效利用觀點，針對林園石化廠說明廢水回收再利用。低水質標

準廢水回用：用於油槽及設備清洗水，考慮對設備管線腐蝕性，冷卻排水較適合該類

用水。高水質標準廢水回用：用於冷卻水塔補充水或純水製造用水，廢水工場排水較

適合該類用水，但需以逆滲透薄膜脫鹽處理，因其較能符合對 COD 及 SiO2 良好去

除效率的要求；逆滲透前處理採用缺氧 / 好氧薄膜 ( 超濾 UF) 生物反應器；預估回收處

理操作維護費用每立方米回收水約 30 元。

關鍵詞：廢水回收、缺氧 / 好氧薄膜生物反應器、逆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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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地區河川豐枯水期逕流量差異相當大，豐水期逕流量佔全年之 80-90%，因

此枯水期常出現乾旱現象，季節性缺水問題時常發生，再加上工業用水逐年增加，

限水問題常對需水量大之煉油石化廠造成困擾，且未來需面臨高水價時代，因此煉

油石化廠對廢水回收再利用實有其必要性，增加水資源以降低原水供應不穩定之衝

擊。再者三輕改建環評說明書中針對廢水回用方面，要求改建完工後預計其中 TDS

較低的 5,000CMD( 未含位含高濃度硫酸鈉 WAO 處理廢鹼液 ) 進一步進行回用處

理，回收水量 3,250CMD，回收率 65%，限期在 102 年底建置完成回收處理設備。

本文依水資源有效利用觀點，針對林園石化廠，說明廢水回收再利用。

二、公用供水系統與廢水產生來源 
公用水系統主要分為工業用水、純水超純水及冷卻水系統；工業用水用途包括消

防、綠化、油槽與設備清洗試壓、工場洗滌等，廢水排入廠區明溝匯集至區域油分

離水 CPI 再抽入廢水儲槽。純水、超純水用途為飼入鍋爐產生高中低壓蒸氣，高壓

蒸氣推動發電機或壓縮機 turbine 產生電力或動力；中壓蒸氣用途為熱交換、油料霧

化、製程、真空抽氣、管線保溫、再生、燃燒塔降溫等；低壓蒸氣用途為加熱管線、

保溫、除焦、脫氣、製程、再生等；部份蒸氣使用後經冷卻進入冷凝水回收系統；純

水、超純水製造過程及蒸汽產生過程皆須排出濃縮無機性廢水。製程中多餘水分挾

帶溶入含化學需氧量物質排放到工場 CPI 再抽入廢水儲槽。冷卻水用途為移除製程

流體多餘熱量使各分流液體氣體溫度達設計值，以利反應分離提高產品產率與品質；

冷卻水藉蒸發降溫而濃縮，避免換熱器結垢腐蝕，需將循環水適量排放，維持濃縮

倍數。

三、廢水類別及分流處理原則 
三輕改建 ( 年產乙烯 80 萬公噸 ) 投產後，整廠未來廢水類別及水量，依據分類

處理原則，將製程有機性及公用無機性廢水儘量分流，針對改建投產後整廠廢水類

別及水量如表 1 所示 ( 表中既有未來加上改建新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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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廢水回收系統簡介

表1 廢水類別及數量(CMD)
 既有 既有未來 改建新增

有機性    
製程廢水 5800

5800

1300
WAO 廢鹼 100 200
平常地表廢水 800 600
逕流雨水 800 0
FGD 廢水 1000 1000 0
壓濾機排水 ( 內循環 ) 500 500 400
廢水砂濾連續逆洗水 ( 內循環 ) 1000 500 500
焚化爐煙氣洗滌水 ( 內循環 ) 1000 1000 0
                      小計 11000 8800 3000
無機性
原水處理砂濾逆洗水 500 300 500
純水製造排水 500 300 500
冷卻水塔排水 ( 含旁濾槽逆洗 ) 4000 2800 3600
小計 5000 3400 4600

實際總排放 ( 扣除內循環 ) 13500 10200 6700

3.1	有機性廢水

包括製程廢水、廢鹼 WAO 處理水、逕流雨水、地表廢水、FGD 廢水、壓濾機

排水 ( 內循環 )、廢水砂濾連續逆洗水 ( 內循環 )、焚化爐煙氣洗滌水 ( 內循環 )，共

計 11,800CMD，其中 50% 利用現有廢水工場處理，另 50% 利用新增回收系統處理。

3.2	無機性廢水

包括原水處理砂濾逆洗水、純水製造排水 ( 先經沈澱 ) 及冷卻水塔排水 ( 含旁濾

槽逆洗 )，共計 8000CMD，三者混合後利用新增纖維過濾處理 ( 因纖維過濾在過濾

速率、去除 SS 效率及逆洗水用量方面均優於砂濾 )，處理水直接排放；纖維過濾逆洗

水 300CMD 送回純水工場與樹脂再生及中和廢水合併，其處理方式：利用現有混凝沈

澱處理，上層溢流水送纖維過濾，下層底泥利用 Belt Filter 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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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水回收再利用 
為減少用水量進行廢水回用，依用水水質要求回用目標分為：低水質標準用途，

如油槽檢修清槽頂水試壓水、工場歲修設備清洗水；高水質標準用途，如冷卻水塔補

充水或純水製造用水。

4.1低水質標準回用

4.1.1油槽清理試壓及設備清洗用水

該類用水標準較低因此廢水不需再經處理即可回用，但需考量廢水對碳鋼設備

的腐蝕性與微生物數量，因微生物通常會促進腐蝕，表 2 比較冷卻水塔排水及廢水

工場排水腐蝕率、孔蝕 index 及細菌數，冷卻排水含腐蝕抑制劑及殺菌滅藻劑致低腐

蝕性與低微生物較適合該類用水，冷卻排水分散在廠區，大部份已有抽取設備，僅

需另配管線至油槽區；若回用為工場歲修設備清洗水及工場區油槽頂水及試壓時，較

便利方式則為直接使用附近仍在操作工場之冷卻水回水，但使用水量需搭配該水塔

之排放量，以免造成操作期間濃縮不足困擾。

表2 工業用水冷卻水塔排水及廢水工場排水水質

工業用水 冷卻水塔排水 廢水工場排水

水量 , CMD 4000 10000
PH 7.5 7.8 7.5
導電度 , μS/cm 600 3510 3100
總鹼度 , mgCaCO3/L 150 60 150
NH4, mg/L - - 5
Ca, mg/L 80 410 220
Mg, mg/L 16 85 50
Cl, mg/L 70 550 450
PO4, mg/L 0.5 8 1
SO4, mg/L 90 1110 750
SiO2, mg/L 18 95 32
COD, mg/L 15 60 75
SS, mg/L <5 <10 20
腐蝕率 , mpy 2.3 3.5 4.2
孔蝕 index 3.1 3.6 5.2
細菌數 , CFU/mL 100 35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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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廢水回收系統簡介

4.2	高水質標準回用

4.2.1	薄膜法脫鹽比較說明

1.逆滲透(Reverse Osmosis, RO)：

逆滲透原理是在高濃度端外加大於滲透壓之壓力，使水分子能克服滲透壓經半

透性膜流向低濃度端，達到去除鹽類及有機物之目的。RO 膜之材質主要計有兩類：

Cellulose Acetate(CA) 及 Aromatic Polyamide(ARAMID)，前者缺點為使用 pH 範為

小、化學耐性不良且易被微生物分解，後者雖改善前項諸缺點，但易被自由餘氯 Cl2
氧化而分解；膜的截面構造由 100μm 厚多孔性底層支撐面鋪上表層 0.25μm 厚平均

孔洞大小約 1nm 之薄膜，因此表面如開孔大小不一之微細網篩能截留有機分子；另水

分子與膜表面官能基形成氫鍵，且膜表面具排斥離子作用，此特性說明水分子能快

速通過膜但離子卻被截留；膜依外觀分為管型 (Tubular) 螺旋型 (Spiral Wound) 及中空

纖維型 (Hollow Fiber)，管型單位体積膜面積小難以推廣，大型系統均以螺旋型及中

空纖維型為主，但後者不易清洗，廢水回用仍以螺旋型較實用。

2.互換式電透析(Electrodialysis Reversal,EDR)：

利用一系列交互排列之陰陽離子交換膜 (Anion/Cation Transfer Membrane) 以間隔

(Spacer) 分開，間隔主要功能為增加膜堆強度，提供水流空間及造成所需擾流作用，

在兩端電極直流電作用，陽離子移向負極但僅能通過陽離子交換膜，而陰離子移向

正極卻僅能通過陰離子交換膜，因此形成脫鹽水 / 濃縮水交互分離水道，最終分別匯

集成產水與濃縮水，而將帶電物質分離。電透析膜在操作壓力 50-60psi 不具透水性

但具導電性，主要為 styrene/divinylbenzene 共聚物，陰陽離子膜取代性官能基分別為

sulfonate 及 quaternary ammonium，對離子選擇性約 90%，大小約 46x102cm，厚度

0.15-0.8mm，薄者電阻小可提高電流效率，厚者電阻雖大但具良好機械強度耐清洗

優點。EDR 依據上述原理，但每隔 15 分鐘電極電性互換，脫鹽水 / 濃縮水之水道互

換，以三向控制閥及時切換進流水、產水及濃縮水之方向，主要目的為防止膜之結

垢積污與阻塞。

高水質標準回用通常要求對 COD 及 SiO2 需有良好去除效率，表 3 比較逆滲透

及互換式電透析操作概況，互換式電透析不具該要求，因此廢水回用水質要求低濃

度 COD 及 SiO2，選擇逆滲透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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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逆滲透(RO)與互換式電透析(EDR)之比較

4.2.2	廢水選用

表 3 說明逆滲透對溶解性鹽類及 SiO2 去除效率大於 95%，為避免在薄膜濃縮側

造成 CaSO4 及 H2SiO3 沈積問題，廢水 Ca、SO4 及 SiO2 低時較適合，表 2 顯示廢水

工場排水上述離子濃度低於冷卻水塔排水，因此宜選擇廢水工場排水。

4.3	逆滲透前處理方案選用

表 3 逆滲透(RO)與互換式電透析(EDR)之比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               EDR 

      Feed 

        SDI15                      < 5               <15 

        pressure(psi)             150-800              50 

        Resi. Cl2(mg/L)             trace               0.5 

Concentrate 

        LSI                        < 0                 2.1 

        CaSO4 Saturation   

          w/o chemicals            100%              175% 

          w/ chemical              150%              300% 

        SiO2(mg/L)                 160                160 

      Temperature(。C)            20-45              20-45 

      pH                           3-11               1-11 

Salt rejection(%)                >95               85 

Silica Rejection(%)              >95              <10 

      COD Rejection(%)              >90              <20  

  Recovery(%)                  60-75            70-80 

      Membrane 

        life(yr)                      1.5-3.0            3-6 

        cleaning chemical            special           HCl 

        storage                   w/ biocide        keep wet 

        replacement             whole element    specific she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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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廢水回收系統簡介

4.3.1	可用方案

1.傳統方案：

油水分離－混凝溶氣浮除－活性污泥－沈澱－砂濾－壓力式超濾薄膜

(pressurized UF) －逆滲透 (RO)

2.業界趨勢方案：

油水分離－混凝溶氣浮除－活性污泥－沈浸式超濾薄膜－逆滲透 (RO)( 活性污

泥與沈浸式超濾薄膜組合成沈浸式生物薄膜反應器系統，MBR )

4.3.2	MBR方案選用說明

傳統方案 業界趨勢方案

MBR 優點

1. 節省用地
MBR 的沈浸式超濾薄膜單元能替代傳統方案的沈澱、砂濾及壓力式超
濾薄膜單元

2. 操作性能高

    污泥濃度 MLSS 2,000 ~ 4,000 mg/L

MLSS 3,000 ~ 10,000 mg/L
高污泥濃度維持較低食微比，提高有機污
染物去除效率，
及較能忍受突發性負荷

    污泥齡 SRT 10 ~ 20 days

SRT 15 ~ 60 days
污泥停留時間長使生長緩慢的微生物能夠
滯留增殖，有利於煉油石化難分解污染物
的去除及氨氮的生物硝化作用，降低生物
毒性

3. 低污泥產率 0.25-0.30 kg MLSS/kg 
COD 去除

0.15-0.20 kg MLSS/kg COD 去除，減少
後續污泥焚化費用

4. 操作維護
壓力式超濾薄膜阻塞後清
洗不易復原 ( 操作壓力 3~4 
kg/cm2)

沈浸式超濾薄膜阻塞後清洗容易復原，目
前煉油石化案例該類薄膜壽命可達 5 年
( 操作壓力 ~0.5 kg/cm2 Abs.)

MBR 缺點 MBR 薄膜較壓力式 UF 貴 1 倍
但不需沈澱、砂濾，價差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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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煉油石化業採用MBR案例

案例 廢水 Capa., CMD 薄膜 Maker 試車

Repar Refinery Brazil 煉油 10,800 Siemens 2012

Taneco Refinery, Russia 煉油 16,800 GE TBC

寧波 , 大陸 石化 5,700 Sumitomo 2011

HPCL Mittal Refinery, India 煉油 12,000 GE  2010

REVAP Refinery  Brazil 煉油 7,200 GE 2010
Lukoil Volgograd Refinery, 
Russia 煉油 15,000 GE TBC

台化 ,Taiwan 石化 -PTA 9,000 Toray  2010

HPCL Refinery, India 煉油 7,200 GE 2009

Bina Refinery, India 煉油 9,000 GE 2008

惠州 , 中海油 , 大陸 煉油 10,000 2008

海南 , 中石化 , 大陸 煉油 10,000 2006

哈爾濱 , 中石油 , 大陸 石化 10,000 2006

廣州 , 中石化 , 大陸 煉油 10,000 2006
台塑化 , Taiwan 石化 20,000 GE 2006
Syndial – Porto Marghera, 
Italy 石化 47,500 GE   2005

Borsodchem 石化 600 GE 2004

Mol-ZAFI, Hungary 煉油 480 GE 2003

4.4	廢水處理及回用流程說明(如圖1所示)

圖 1 廢水處理及回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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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廢水回收系統簡介

4.4.1既有處理系統

12,000CMD 有機性綜合廢水經浪板式油水分離池 CPI(4 sets)，上層浮油被刮油

機送至污油池，底部含油污泥以螺旋輸送機送至浮渣槽，廢水流至出水池再送至調

勻槽，槽內備攪拌機防止沈澱，槽上方依不同高度共設四組管閥收集浮油；廢水抽出

與焚化爐排水、壓濾機清洗水及砂濾槽逆洗水混合進入線上混凝器，進行 pH 調整、

添加混凝劑 (PAC) 及高分子凝集劑，使形成化學膠羽顆粒流至溶氣浮除池 DAF(3 

sets)，氣泡由經空氣飽和迴流加壓水釋出附著在膠羽一起上升至液面而形成浮渣，經

刮渣機刮入浮渣池，浮除後廢水流入 DAF 出水池，再經換熱器將廢水溫度由 50℃降

至 35℃。

6,000CMD DAF 處理廢水並於管線內添加適量比例氮磷營養源，與 300 CMD 

WAO 處理廢鹼液 ( 含高 Na2SO4) 混合再流入現有曝氣池 (2 線 3 池 / 線 )，由鼓風機

提供足量經冷卻空氣，以深槽式曝氣機 (6 sets) 將氧氣溶入水中並使活性污泥懸浮及

與進流廢水充份接觸，將有機污染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分解過程活性污泥繁殖

生長，因此污泥迅速累積，需適量由終沈池排泥，使曝氣池內維持所需適當污泥濃

度，污泥液進入再曝氣池，通入空氣，藉由底部粗氣泡散氣器攪動污泥液，將附著

在污泥生物膠羽上氣泡趕除以利沈降，污泥液進入終沈池 (2 sets)，生物膠羽藉重力

達成固液分離，利用刮泥機刮除上浮污泥及將底部各處污泥刮送至池中心，以利污

泥迴流及排泥，廢棄污泥送至污泥濃縮池，澄清處理水排至暫存池，池底設置粗氣

泡散氣器曝氣攪拌廢水避免沈澱。處理水再經流動式砂濾器 (8 sets) 濾除懸浮固體排

入放流池，其中部分返回焚化爐及壓濾機使用，其餘經水質監測站送至工業區聯合

污水處理廠。

4.4.2新增廢水回收處理系統

另 6,000CMD DAF 處理廢水並於管線內添加適量比例氮磷營養源，進入缺氧池

(2 線 1 池 / 線 ) 利用 Jet Mixer 攪拌混合，活性污泥先吸附有機物同時將硝酸鹽氮進

行脫硝作用生成氮氣。污泥液再進入曝氣池 (2 線 1 池 / 線 ) 利用 Jet Aerator 攪拌混合

及傳輸所需氧氣量，快速將有機污染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及將氨氮經硝化作用

生成硝酸鹽氮。污泥液以 5 倍進料量抽至膜堆池，經抽水泵產生負壓，將 5700 CMD

澄清水送至 RO 進料槽，污泥迅速累積需適量排泥使生物系統維持所需適當污泥濃

87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87 2011/11/3   上午 11:07:41



度，其餘污泥液返回缺氧池及曝氣池。澄清水線上添加鹽酸、抗垢劑、還原劑或非

氧化性殺菌劑，進料泵提高壓力進入 RO 模組 (3 線 )，產出 3,900 CMD 回收水作為

純水工場離子交換樹脂進料，濃縮廢水排至既有放流池。

五、新增廢水回收處理系統概要 

5.1	缺氧池

主要利用缺氧環境使迴流污泥液與進流廢水接觸後產生脫硝作用降低硝酸氮，

因應未來排放水總氮管制。

Q= 6,000 CMD ( 均分成 2 train)

進水水質   CODs 800  mg/L  BOD5 500 mg/L  TKN-N 50

出水水質   CODs 600  mg/L  

缺氧槽 HRT 6 hr

V= 750 m3/ 池  共 2 池

5.2	曝氣池

Q= 6,000 CMD( 均分成 2 train)

HRT 18 hr

V= 2250 m3/ 池  共 2 池

進水水質   CODs 600 mg/L  TKN-N  50 mg/L

出水水質   CODs 50  mg/L  NH4-N  5  mg/L

食微比 F/M = CODin x Q/ (MLSS x V) =0.1 kg COD/kg MLSS - day

活性污泥濃度 MLSS =CODin x Q/(F/M xV) = 600x 3000/0.1x 2250 = 8000mg/L  

每池設計實際輸氧量 (field oxygen transfer rate)= 153 kg O2/h   

每池空氣壓縮機容量 29.4 Nm3 /min x 1.3 kg/cm2。

每池操作需循環水泵容量 26.64 CMM x 7MTDH

5.3	膜堆池

共 2 池

薄膜採用 Hollow Fiber 材質 PVDF 或 PTFE，孔徑 0.04-0.08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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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廢水回收系統簡介

操作條件及操作維護

Flux 18 L/m2-h ，TMP -8~ +8 psi，負壓操作出水量 5700CMD( 回收率 95%)

膜壽命保固 5 年。

每池薄膜設計面積 =7585 m2 ( 含 15 % Excess，逆洗及積污需求 )

因應除菌清洗，2 個產水槽 50m3 交替使用，產水監測 pH、濁度、TOC。

利用產水逆洗 (backpulse 30s/15min ) Flux 30 L/m2- h

膜片兩側連續或間歇性交替 scouring air 0.3 Nm3/m2-hr 防止污泥沈積

提供漂白水線上殺菌 (maintenance cleaning， 40min/2wk)

必要 NaOH 或 citric acid 溶液浸泡 (recovery cleaning，6-8h/3-6month)

產水要求：COD < 50 mg/L、SDI < 3 

5.4	逆滲透

利用 Hydranautics 軟體 ROdesign 進行系統設計預估分析，進水 5700 CMD 

產水 3,900 CMD 回收率約 70%， RO 系統共 3 train，採用 1 pass / 2 stages，選用

Hydranautics 耐有機污染膜型號 PROC 10，每支 pressure vessel 內裝 5 支 element 為基

準，溫度 25℃及 36℃，每 train 估算結果如下：

5.4.1	CASE	1：25℃

總產水 pH 5.1 TDS 24.1 mg/L，濃縮排水 pH 7.0 TDS 6623.1 mg/L。

stage #PV Feed
CMH

Feed P
bar

Conc.
CMH

Conc P
bar

Permeate
CMH

AVG. Flux
LMH

Permeate 
TDS, mg/L

1 10 79.03 8.4 38.5 40.7 21.9
2 5 38.5 7.4 24 14.8 15.9

5.4.2	CASE	2：36℃

總產水 pH 5.2 TDS 34.4 mg/L，濃縮排水 pH 7.0 TDS 6602.2 mg/L。

stage #PV Feed
CMH

Feed P
bar

Conc.
CMH

Conc P
bar

Permeate
CMH

AVG. Flux
LMH

Permeate 
TDS, mg/L

1 10 79.03 6.8 37 42.3 22.8
2 5 37.0 5.8 24 13.3 14.3
操作條件及操作維護

Flux < 20 L/m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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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系統包括氧化還原電位 (ORP)、酸鹼度 (pH)、餘氯 (Cl2)、導電度 (Cond.)、

總有機碳、總溶解固體 (TDS) 等。

RO 薄膜使用壽命至少 3 年以上。

RO 線上自動加藥設備：RO 線上自動加藥設備，包含酸劑、還原劑、抑垢劑與抑

菌劑。

產水要求：COD < 15 mg/L、TDS < 80 mg/L。

六、回收處理費用 
每日操作維護費用包括電力 32,000 元、藥品 15,000 元、膜更換 25,000 元、折舊

(20 年 ) 40,000 元、維謢及人力 5,000 元，合計 117,000 元，相當於每立方米回收水

30 元。

七、結語 
1. 低水質標準廢水回用：用於油槽清洗及試壓用水或工場歲修設備清洗水，考慮對

設備管線腐蝕性，冷卻排水較適合該類用水。

2. 高水質標準廢水回用：用於冷卻水塔補充水或純水製造用水，廢水工場排水較適

合該類用水，但需以薄膜法脫鹽處理。

3. 針對6,000 CMD有機性廢水，回用處理採用缺氧/好氧薄膜生物反應器再串聯逆滲

透，回收水量3,900 CMD；預估操作維護費用每立方米回收水約30元。

參考資料 
[1] Simon Judd & Claire Judd, The MBR Book(2006): Principles & Applications of 

Membrane Bioreactor in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Elsevier.

[2] 段士倫,張永民及王敬(2010), MBR技術在石化污水處理應用,科學技術, p.69, Aug.

(大陸)

[3] 吳建源及彭波(2006), MBR處理技術在煉油污水處理應用, 石油化工環境保護, p.11-

14,29(4).(大陸)

[4] 崔文江, 煉油區域節水減排工程(2008), 工業用水與廢水, p.92-96,39(4) . (大陸)

[5] 最新廢水處理技術與回收技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2004)，中國工程師學會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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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林園石化廠廢水回收系統簡介

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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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海水淡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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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在台灣
朱文生

能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

摘要 
海水淡化已成為世界許多中東沙漠地帶以外沿海城市與島嶼的主要水資源。在

台灣，仍僅在墾丁核三廠、澎湖、馬祖等離島才可見到。台灣本島的水資源開發目

前仍然是以興建水庫、攔河堰，更積極利用地面水為主導思想。在地表逕流利用率

極低的情況下，這個思維有它的道理。但是，在民意、選票強烈主導公共政策的政

治環境裡，興建新水庫和攔河堰的過程將會非常的艱難和緩慢。在新水庫不能蓋、

舊水庫壽命有限、水費又不能調漲的形勢下，應該可以逐步落實「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的多元化水資源開發政策。

一、前言 
海水淡化過去 20 多年在世界許多面臨長期或短期性缺水，包括好幾個民意主導

公共建設的國家或地區，都能夠突飛猛進地發展有許多理由。第一，因為濾材、節

能設備的進步讓海水淡化的造水成本只有上世紀 90 年代初時的一半不到。其次，許

多面臨缺水國家在發現提高水費還是無法減少需求，興建傳統水源費用攀高且阻礙

重重，加上氣候異常頻頻影響供水可靠度後，紛紛毅然採用供水不受氣候影響、成

本漸趨合理的海水淡化做為多元供水方案的一個單元。第三，世界各地許多操作或

設計中的海水淡化廠都已蒐集了具有代表性的科學論證數據，證實只要採取適當的

取排水方式、節能設施、和替代能源，海水淡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輕微的，碳排

放量也會逐漸減低的。第四，有些國家的政府較能擺脫選票政治的惡風、依法放手

做事，企業也比較循規蹈矩，因此合約能讓政府迅速保障供水，企業賺取合理利潤。

海水淡化對一個水資源規劃者來說應該只是一個淨水程序，海水淡化廠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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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用海水當作原水、可以穩定供水的水源。但是，因為隔行如隔山的關係，加上大

部份水利工程師並不熟習海水淡化，所以常把海水淡化廠視為一個操作費用昂貴、

也一樣會污染環境、衝擊生態的工廠。

水資源規劃的目標 (objective) 應該就是用最經濟、衝擊最輕微的手段為用水戶找

到最安全又可靠 (safe and reliable) 的用水。相對的，用水戶也應該為用水無虞、保障

水質付出合理的代價。這兩點在台灣都很難實現。

二、海水淡化在全球各地的發展 
到上世紀的 90 年代初為止，海水淡化一直都被認為是中東沙漠地區產油國家

的 “專利”。但是，因為前節所述的幾個原因，到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許多中東

地區以外的臨海國家或地區也開始大量開發、使用海水淡化 ( 表 1)。雖說這些地區

的氣候條件、經濟實力、政治環境並不一樣，但是其中日本、以色列、新加坡、澳

洲、美國加州等國或地區推動和興建海水淡化的過程和作法上的確有許多值得我們

借鏡之處，謹此簡略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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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在台灣

表1 中東地區以外部分臨海國家開發利用海水淡化情況

地點 用途 每日產水量 
(m3/day)

啟用 
年份

日本沖繩 公共給水 
（自來水） 40,000 1997

日本福岡 公共給水 50,000 2005

新加坡
（Tuas #1） 公共給水 140,000 2005

新加坡
（Tuas #2） 公共給水 318,500 2013

澳洲伯斯 
（Perth #1） 公共給水 144,000 2007

澳洲黃金海岸 
(Gold Coast) 公共給水 125,000 2009

澳洲雪梨
（Sydney） 公共給水 125,000 2011

澳洲伯斯 
（Perth #2） 公共給水 150,000 2011

澳洲墨爾本
（Melbourne） 公共給水 450,000 2011

澳洲阿德雷德
（Adelaide） 公共給水 150,000 2012

以色列 Ashkelon 公共給水 280,000 2005

以色列 Hadera 公共給水 350,000 2009

Tampa
( 美國佛羅里達州 ) 公共給水 94,500 2007

Carlsbad 
(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市郡 ) 公共給水 189,000 2013

Huntington Beach 
( 美國加州橘郡 ) 公共給水 189,000 2015

El Segundo 
( 美國加州洛杉磯郡 ) 公共給水 75,600 2015

Playa del Ray 
 ( 美國加州洛杉磯郡 ) 公共給水 45,000 2015

日本有全亞洲最貴的水費，也面向著最高昂的地價和龐大的漁業利益團體，所

以沖繩和福岡兩座做為公共給水替代水源的海水淡化廠興建成本都頗高。新加坡因

為電費比我們便宜，加上政府補貼和保護本國企業的政策，所以兩個大型的海水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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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廠都是由新國本土企業取得興建營運權。該企業也運用這個優勢，已經把新加坡

的大型海水淡化建廠與操作的技術成功地輸出到中國大陸、北非等地。新加坡因為

落實了新興水源的推動，現在已成為世界各國爭相學習的對象。

以色列為了確保東部山區水庫和湖泊的永續利用，採納了「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的多元化水資源供給策略，讓靠海的城市、工業區、甚至於高產值的農業都以

海水淡化為主要水源。水庫、湖泊和地下水則做為靠近山區的民生、工業、和農業

用水的主要水源。尤其值得我們學習的是，以色列認為穩定供應廉價的用水是政府

給人民的一種福利，所以有立法明訂每年可以編列預算補貼供水成本和廉價水費 ( 和

我們的差不多 ) 間的差異。以色列的海水淡化技術也藉著在本國累積的經驗已經輸出

到中國大陸的天津市。

儘管澳洲伯斯市所採用的官民聯盟 (Alliance) 雙贏的招標方式很難在台灣實現，

但他們的多元化水源開發方案很值得我們參考。美國加州各個郡 (county) 和市與當

地堪稱全世界最元老、依然最“慓悍”的環保團體周旋溝通的方式也很值得我們學

習。他們為了減少衝擊海域生態而創意出與電廠共構的興建方式更是適合我們台灣

的形勢和環境。

西班牙地中海沿岸陽光普照，是歐洲渡假勝地，也是許多供應北歐洲蔬菜的主

要生產基地之一。為了因應近年來用水的快速成長，許多西班牙、歐盟、甚至於美

國的專家學者都評估過各種水資源開發方案。最後西國政府在考量經濟與生態的平

衡後，決定沿著地中海沿岸興建了八個大型的海水淡化廠供應沿海民生（觀光）、工

業及農業灌溉用水。西班牙的海水淡化技術也因為這一系列興建營運的經驗而揚名

國際。澳洲最新位於阿得雷市的海水淡化廠就是由某西班牙企業領軍的團隊在興建

中。

三、在台灣推動海水淡化面臨的問題 
在台灣，除了馬祖與澎湖列島在沒有其他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已逐漸用海水淡化

來取代被長期超抽、早已鹽化的地下水和本島遠距運水。馬祖與澎湖最近六、七年

所興建完成、現已在營運中的幾個中小型海水淡化廠，也因為經驗的累積，已逐漸

達到世界的水平。雖然海水淡化的規劃工作從未間斷，但是在台灣本島推動海水淡

化還是面臨著兩個問題（或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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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在台灣

第一個是水費的問題，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課題。台灣的水費沒有反應造水成

本和合理的營業利潤，政府又沒有法定的補貼或調漲機制，所以水費變成了選票政

治的犧牲品，不管誰當家都不肯也不敢調漲水費。雖然我們每個家庭每個月付的水

費遠比外食、交通，甚至於香煙酒水的費用還要低，誰也不肯讓政府調漲水費。儘

管水費只佔生產成本的極小部份，大部份的工業用水大戶仍然反對政府調升水費。

和每立方公尺（噸）不到新台幣 10 元的水費比，那個新水源的開發成本會不顯得昂

貴？

第二，台灣的大、小用水戶就是因為水費太低、「感覺」每次下雨時雨量總是來

勢洶洶，所以都不相信會缺水。所以，用起水來都像是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免

費、無限供應一樣。加上我們地面水被有效利用的比率的確很低，所以水源開發的

思想還是以興建水庫攔河堰，更積極地利用地面水為主。

四、結語 
最近的幾個颱風似乎敲響了台灣水庫壽命有限的警鐘。部份地區地下水超抽所

造成的災害或潛在危機也又重新浮上了檯面。雖然我們質疑有些規劃或執行中方案

的具體成效，但是我們還是支持所有拯救這些水庫和地層下陷的行動。但是，當我

們認清水庫的壽命有限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落實一個循序漸進、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的多元化水源開發政策呢 ?

傳統的水資源開發在民主的政治體制中若沒有在地百姓、甚至於全民的共識下

是很難啟動的。在需求居高不下、老水源壽命有限、新水源開發又不易的形勢下，

海水淡化恐怕已不能只是每逢缺水時撫慰民心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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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三期海淡廠 BTO 案
之興建及營運綜合研析

王文山 1、吳炯達 2、張維釗 3、蔡仲育 4

1. 進方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2. 進方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協理

3. 進方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4. 南竿三期海水淡化廠   廠長

摘要 
本文以日產 950 CMD 的南竿三期海水淡化廠為例，彙整分析現階段操作數據

及各項興建營運支出成本。結果顯示：本廠產水率平均為 35％，除鹽率可達 99.4％

以上；UF (Ultrafiltration) 系統操作穩定，RO (Reverse Osmosis) 系統進流前濁度穩定

維持在 1 NTU 以下。整廠平均用電量為 5.8 kwh/m3、RO 系統平均用電量為 3.4 kwh/

m3，均位於正常操作區間。在興建及營運成本方面，因本廠未達經濟規模 (Economic 

Scale) ，每噸水建造成本為 165,630 元明顯偏高；另每噸水操作成本約為 32.3 元，其

中以電費支出比例最高，約占整廠操作費用之 38.1％。最後以單位供水量角度比較

本廠與水庫的興建營運成本，顯示后沃水庫高於本廠 73 元 / 噸，可知海淡廠作為離

島地區主要民生用水頗具競爭力。

【關鍵字】 1. 海水淡化廠  2. Ultrafiltration  3. Reverse Osm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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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南竿三期海水淡化廠」係為了穩定馬祖南竿地區未來用水所需而推動，進方

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幸於甄審過程中獲選為最優申請人，負責規劃興建乙座日產

淡化水 950 立方公尺之海水淡化廠，參與模式係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

採用「興建 - 移轉 - 營運」（Built-Transfer-Operation, BTO）之方式執行。興建期自簽

約日起，至民國 99 年 11 月順利完成所有權移轉，共計 20 個月，營運期至民國 119

年 11 月止，共計 20 年。

二、基本資料 

2.1廠址

本廠位於馬祖南竿現有一、二期海淡廠與后沃水庫間，實際使用面積約 6,127 平

方公尺 ( 未包括海水取排水設施及淡化水專用管路 )。廠區內包括各功能性池體、UF

機房、淡化水機房及管理中心等設施，詳圖 1 廠區位置及平面配置圖所示。

圖1 廠區位置及平面配置圖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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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三期海淡廠 BTO案之興建及營運綜合研析

2.2潮汐

潮汐變化關係本廠取水設計之成敗，因此本廠規劃之初即著手進行海域測量工

作，表 1 為南竿地區潮位變化實際測量成果。

表1 南竿地區潮位變化

名稱 簡稱 絕對高程 (M)

最高潮位 H.H.W.L. EL +2.58

大潮平均高潮位 H.W.O.S.T. EL +1.7

平均高潮位 M.H.W.L. EL +1.24

平均潮位 M.W.L. EL -1.01

平均低潮位 M.L.WL. EL -3.3

大潮平均低潮位 LW.O.S.T. EL -3.5

最低潮位 L.L.W.L. EL -4.95

2.3原水水質特性

依據 2011 年馬祖南竿海水淡化廠海域環境監測年報告書之連續 4 季監測結果顯

示，導電度及懸浮固體等有隨季節而變化之趨勢，惟仍於正常海域水質範圍，詳表 2

所示。

表2 南竿地區水質變化

檢測項目 單位 第 1 季 第 2 季 第 3 季 第 4 季
水溫 ℃ 15.0 13.4 23.4 26.3

鹽度 psu 29.8 28.4 34.9 34.1

酸鹼值 － 8.23 8.04 7.98 8.06

導電度 μmho/cm 25℃ 46,100 44,700 53,100 51,800

懸浮固體 mg/L 9.0 11.2 2.8 5.3

總有機碳 mg/L 0.2 0.8 0.7 1.3

總氮 mg/L 0.53 0.87 0.35 0.45

總磷 mg/L 0.048 0.073 0.050 0.262

總油脂 mg/L 1.0 1.7 4.0 1.4
註： 1.監測期間為98年11月至99年10月。
 2.監測位址：119055’58.4”E , 2609’50.1”N。
 3.監測深度為- 4.1m之中層海域。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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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流程及設計準則 

3.1處理流程

本廠依據南竿當地水質特性及水量需求進行最適化之設計，主要由取水井單

元、前處理單元、UF 系統、RO 系統、清水池單元、廢水處理單元及加藥單元等七

個單元所構成，圖 2 為整廠處理流程。

圖2 整廠處理流程

3.2設計評估要點

為了提高逆滲透系統效率，必須針對原水進行有效的前處理，以減少污堵、結

垢及膜降解等狀況發生，從而提高 RO 系統效能，實現產水量、脫鹽率、產水率及

運轉費用的最佳化。本廠規劃設計階段各主要處理單元之評估要點彙整於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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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三期海淡廠 BTO案之興建及營運綜合研析

表3 主要單元設計評估要點

單元名稱 設計評估要點

取水井及
取水管線

a. 潮汐變化測量。
b. 海域地形震測。
c. 取水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
d. 取水處需設欄污裝置，入水口流速小於 0.1 m/sec，以防止吸入

異物。

前處理單元

a. 沉砂池 HRT ≧ 15 min，水平流速＜ 0.07 m/s。
b. 膠凝池 HRT ≒ 10 min。
c. 沉澱池表面負荷≒ 80 m3/m2/day，HRT ＞ 1 hr。
d. UF 前端過濾器≦ 130 μm。

UF 系統

a. 膜通量及回收率。
b. 膜清洗頻率及實際產出時間。
c. 清洗藥劑種類。
d. 各項進流限制因子 ( 壓力、濁度等 )。

RO 系統

a. 原水水質分析以決定前處理及後處理方式。
b. 膜通量、回收率及操作壓力。
c. 線上清洗頻率及藥劑。
d. 採行原廠系統評估軟體模擬產出數據。
e. 各項進流限制因子 ( 壓力、水溫及餘氯等 )。
f. 管路材質及配置方式。
g. 備載機組。

鹵水排放

a. 海域地形震測。
b. 排放管佈管埋設及壓塊錨錠工法。
c. 管末擴散佈管方式。
d. 海域擴散模擬決定取排水相對位置。

四、運轉現況分析 
本廠自 99 年 11 月運轉迄今，逐步收集並建立每日操作數據及趨勢圖表，現場

操作人員除可依線上監控儀錶數據判定或調整操作條件外，各項數據之累積，有助

於進一步獲取最佳操作條件。本節將針對整廠重要操作數據及圖表分述之。

4.1操作水量

海水取水量隨 RO 系統產水率有所變異，而 RO 系統產水率與水溫變化相關；由

圖 3 取水及產水關係圖得知本廠實際取水量約為 3,000 CMD ~3,500 CMD，產水量平

均約為 930 CMD，平均產水率為 35％。在壓力一定時，產水率提高會造成膜表面的

濃度極化現象愈加嚴重，有效壓力則相對減小，導致產水量及脫鹽率降低，而以一

般海水淡化廠設計產水率為 30％ ~45％而言，本廠產水率位於正常操作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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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期間：99 年 11 月 24 日 ~100 年 4 月 30 日

圖3 取水及產水關係圖

4.2脫鹽率

理論上，在一定的操作壓力下，當 RO 系統進水中的含鹽量增高時產水量將會

減少，這是由於進水滲透壓變高，有效壓力隨之降低所致；而脫鹽率亦受進水含鹽

量的影響，當進水含鹽量在一定的範圍內時，隨著含鹽量的增加，脫鹽率會稍微提

昇。圖 4 中黑色虛線處顯示，海水取水的總溶解固體物 (TDS) 在 1 月至 2 月間濃度

略為偏高，約為 34,000 mg/L，脫鹽率於此階段亦有提昇趨勢，符合溫度↓、操作

壓力↑、脫鹽率↑之操作趨勢。整體而言，本廠取水海域 TDS 濃度平均約為 32,000 

mg/L，產水 TDS 濃度約為 180 mg/L，脫鹽率平均可達 99.4％，且產水 TDS 優於飲

用水標準 (500 mg/L) ，符合逆滲透膜之操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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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三期海淡廠 BTO案之興建及營運綜合研析

  ＊分析期間：99年11月24日~100年4月30日

圖4 取水及產水TDS關係圖

4.3	操作壓力與溫度

進流水溫對於脫鹽率和產水量的影響十分顯著，當溫度升高時，由於海水的黏

度降低，產水量隨之增加。一般而言，在一定的壓力下，進流水溫每上升或下降 1 

℃，產水量可增加或降低 3％ ~4％，且由於溫度上升時，鹽的擴散速度隨之增大，

將導致脫鹽率下降。圖 5 為進流水溫與操作壓力關係圖，由圖中可知隨著溫度降

低，操作壓力有逐漸升高之趨勢；以本廠而言，水溫最低的時期落在 2 月 ~3 月，RO

系統入口端之最低水溫可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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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期間：99年11月24日~100年4月30日

圖5 進流水溫與操作壓力關係圖

4.4	濁度

本廠取水濁度變化頗大，由圖 6 可看出濁度值最高可達 90 NTU，經本廠前處理

系統及 UF 系統處理過後，穩定維持在 1 NTU 以下，再經 RO 系統過濾後，濁度值

穩定維持在 0.2 NTU 以下。

此外，由於本廠 UF 系統操作穩定，有效降低了 RO 系統進流前 Cartridge Filter 

(5 μm ) 之負荷；圖 7 可明顯看出 Cartridge Filter 前後壓差 ( △ P ) 變異不大，由虛線

標示處可進一步獲知，操作約略 1.5~2 個月才有明顯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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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流水溫對於脫鹽率和產水量的影響十分顯著，當溫度升高時，由於海水的黏

度降低，產水量隨之增加。一般而言，在一定的壓力下，進流水溫每上升或下降 1 ℃，

產水量可增加或降低 3％~4％，且由於溫度上升時，鹽的擴散速度隨之增大，將導致

脫鹽率下降。圖 5 為進流水溫與操作壓力關係圖，由圖中可知隨著溫度降低，操作

壓力有逐漸升高之趨勢；以本廠而言，水溫最低的時期落在 2 月~3 月，RO 系統入

口端之最低水溫可達 9.1℃。 

 

 

 

 

 

 

 

＊分析期間：99 年 11 月 24 日~100 年 4 月 30 日 

圖 5 進流水溫與操作壓力關係圖 

4.4 濁度

本廠取水濁度變化頗大，由圖 6 可看出濁度值最高可達 90 NTU，經本廠前處理

系統及 UF 系統處理過後，穩定維持在 1 NTU 以下，再經 RO 系統過濾後，濁度值

穩定維持在 0.2 NTU 以下。 

此外，由於本廠 UF 系統操作穩定，有效降低了 RO 系統進流前 Cartridge Filter (5 

μm )之負荷；圖 7 可明顯看出 Cartridge Filter 前後壓差( △P )變異不大，由虛線標示

處可進一步獲知，操作約略 1.5~2 個月才有明顯壓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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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進流及產水濁度變化 

 

 

 

 

 

 

 

＊分析期間：99 年 11 月 24 日~100 年 4 月 30 日 

圖 7 Cartridge Filter 操作趨勢 

4.5 用電量分析

依據表 6 所示，本廠電費占整廠操作運轉費用之 38.1％，足見節省用電量為海

水淡化廠營運成敗之重要環節；有鑒於此，本廠於設計之初，除了在每套 RO 機組

中配置能源回收裝置外，並採用變頻器節能操作 RO 機組高壓進流泵浦。一般而言，

未裝設能源回收裝置之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8.5 kwh/m3；具有能源回收裝置

之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4~6 kwh/m3。而根據圖 8 顯示，本廠整廠產水平均運

轉電量約為 5.8 kwh/m3，RO 系統產水平均運轉電量約為 3.4 kwh/m3，均位於合理用

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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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三期海淡廠 BTO案之興建及營運綜合研析

圖6 進流及產水濁度變化

   ＊分析期間：99年11月24日~100年4月30日

圖7 Cartridge Filter操作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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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期間：99 年 11 月 24 日~100 年 4 月 30 日 

圖 7 Cartridge Filter 操作趨勢 

4.5 用電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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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配置能源回收裝置外，並採用變頻器節能操作 RO 機組高壓進流泵浦。一般而言，

未裝設能源回收裝置之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8.5 kwh/m3；具有能源回收裝置

之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4~6 kwh/m3。而根據圖 8 顯示，本廠整廠產水平均運

轉電量約為 5.8 kwh/m3，RO 系統產水平均運轉電量約為 3.4 kwh/m3，均位於合理用

電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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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進流及產水濁度變化 

 

 

 

 

 

 

 

＊分析期間：99 年 11 月 24 日~100 年 4 月 30 日 

圖 7 Cartridge Filter 操作趨勢 

4.5 用電量分析

依據表 6 所示，本廠電費占整廠操作運轉費用之 38.1％，足見節省用電量為海

水淡化廠營運成敗之重要環節；有鑒於此，本廠於設計之初，除了在每套 RO 機組

中配置能源回收裝置外，並採用變頻器節能操作 RO 機組高壓進流泵浦。一般而言，

未裝設能源回收裝置之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8.5 kwh/m3；具有能源回收裝置

之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4~6 kwh/m3。而根據圖 8 顯示，本廠整廠產水平均運

轉電量約為 5.8 kwh/m3，RO 系統產水平均運轉電量約為 3.4 kwh/m3，均位於合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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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能源回收裝置外，並採用變頻器節能操作 RO 機組高壓進流泵浦。一般而言，

未裝設能源回收裝置之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8.5 kwh/m3；具有能源回收裝置之

海淡廠，單位運轉電量約為 4~6 kwh/m3。而根據圖 8 顯示，本廠整廠產水平均運轉

電量約為 5.8 kwh/m3，RO 系統產水平均運轉電量約為 3.4 kwh/m3，均位於合理用電

範圍。

  ＊分析期間：99年11月24日~100年4月30日

圖8 整廠及RO單元耗電量

五、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 

5.1興建期間成本分析

本廠興建期間支出成本彙整如表 4 所示，其中興建成本以土建工程及機械設備

之支出為大宗，分占總工程金額之 30.3％及 26.2％。根據經濟部水利署計算，不含

土地、輸水管線、回饋補償，單位建廠成本約為新台幣 50,000 元 / 噸，但本廠日產

水量未達二萬噸以上之經濟 ( 商業運轉 ) 規模，單位建造成本合理偏高。

表 5 為國內海淡廠單位建造成本比較表，表中數據乃以 950 CMD 日產量計算，

單位建設成本為 165,630 元 / 噸；惟本廠規劃之初尚考量備載機制，倘若整廠全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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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期間：99 年 11 月 24 日~100 年 4 月 30 日 

圖 8 整廠及 RO 單元耗電量 

五、興建及營運成本分析

5.1 興建期間成本分析

本廠興建期間支出成本彙整如表 4 所示，其中興建成本以土建工程及機械設備

之支出為大宗，分占總工程金額之 30.3％及 26.2％。根據經濟部水利署計算，不含

土地、輸水管線、回饋補償，單位建廠成本約為新台幣 50,000 元/噸，但本廠日產水

量未達二萬噸以上之經濟 (商業運轉) 規模，單位建造成本合理偏高。 

表 5 為國內海淡廠單位建造成本比較表，表中數據乃以 950 CMD 日產量計算，

單位建設成本為 165,630 元/噸；惟本廠規劃之初尚考量備載機制，倘若整廠全載運

轉，日產量可達 1,400 CMD 以上，單位建造成本可降至 110,000 元/噸左右，二種估

算方式皆低於馬祖西莒 500 CMD 海淡廠之單位建造成本，足見由民間參與海淡廠之

興建頗具競爭優勢。 

另由圖 9 得知海淡廠單位建造成本將隨淡化水產量提升而下降，可知興建海淡

廠除考量民生實際需求外，日產量是否可達到或趨近經濟運轉規模亦是重要的考量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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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三期海淡廠 BTO案之興建及營運綜合研析

轉，日產量可達 1,400 CMD 以上，單位建造成本可降至 110,000 元 / 噸左右，二種估

算方式皆低於馬祖西莒 500 CMD 海淡廠之單位建造成本，足見由民間參與海淡廠之

興建頗具競爭優勢。

另由圖 9 得知海淡廠單位建造成本將隨淡化水產量提升而下降，可知興建海淡

廠除考量民生實際需求外，日產量是否可達到或趨近經濟運轉規模亦是重要的考量

範疇。

表4 興建期間工程經費統計表

單位：仟元

成本項目 工程費 百分比 (％ )
設計階段作業費 3,310 2.1
直接工程費
土建工程 47,600 30.3
機械設備工程 41,180 26.2
電氣儀控工程 10,500 6.7
管線工程 14,870 9.5
雜項工程 2,280 1.4
間接工程費 6,050 3.8
管理費 12,980 8.2
融資利息 18,579 11.8
興建成本合計 157,349
單位建造成本 ( 元 / 噸 ) 165,630
註：融資利息為3.75％，單位建造成本以設計規模950 CMD計算。

表5 國內海淡廠單位建造成本一覽表

廠名 淡化水產量 (CMD) 單位建造成本 ( 元 / 噸 )

澎湖二期海淡廠 7,000 62,857

澎湖海淡廠 2,500 80,000

金門一期海淡廠 2,000 100,000

南竿三期海淡廠 950 165,630

馬祖西莒海淡廠 500 190,000

澎湖望安島廠 400 142,500
資料來源：國家政策論壇 (李至倫，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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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建造成本與產量關係圖

5.2營運期間成本分析

本廠自民國 99 年 11 月 24 起正式營運，營運成本支出包括人事、電費及期中設

備更新準備金等，各項支出皆考量物價年平均上漲率；根據行政院主計處統計資料

民國 82 年至民國 91 年平均消費者物價指數年增加率約為 2%，惟民國 91 年度為 - 

0.2%，基於穩健成長原則，仍以一般常用之 2% 為估算基礎。由表 6 得知現階段本

廠預估單位營運成本約為 32.3 元 / 噸，雖略高於契約單價 31.96 元 / 噸，惟經由本廠

逐步建立最佳化操作模式，以及薄膜市場的良性競爭下，可預期營運支出成本將能

有效降低，進而提高投資報酬率。

 表6營運期間支出費用統計表 單位：仟元

成本項目 營業費 百分比 (％ )
電費 81,103 38.1
藥品費 16,830 7.9
設備維護費 20,988 9.9
人事費 54,744 25.7
設備重置費 12,200 5.7
業管費 20,243 9.5
保險費 5,720 2.7
土地租賃費 1,205 0.6
營運成本合計 213,033
單位營運成本 ( 元 / 噸 ) 32.3
註： 1.物價年平均上漲率以2％計。
 2.營運期間之年運轉率以95％計。
     3.經濟壽命以20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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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興建期間工程經費統計表 
                                              單位：仟元 

成本項目 工程費 百分比(％)
設計階段作業費 3,310 2.1 
直接工程費   

土建工程 47,600 30.3 
機械設備工程 41,180 26.2 
電氣儀控工程 10,500 6.7 
管線工程 14,870 9.5 
雜項工程 2,280 1.4 
間接工程費 6,050 3.8 

管理費 12,980 8.2 
融資利息 18,579 11.8 

興建成本合計 157,349 
單位建造成本(元/噸) 165,630

註：融資利息為 3.75％，單位建造成本以設計規模 950 CMD 計算。 
 

表 5 國內海淡廠單位建造成本一覽表 

廠名 淡化水產量 (CMD) 單位建造成本(元/噸)

澎湖二期海淡廠 7,000 62,857 
澎湖海淡廠 2,500 80,000 
金門一期海淡廠 2,000 100,000 
南竿三期海淡廠 950 165,630 
馬祖西莒海淡廠 500 190,000 
澎湖望安島廠 400 142,500 

資料來源：國家政策論壇 (李至倫，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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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三期海淡廠 BTO案之興建及營運綜合研析

5.3海淡廠與后沃水庫生命週期成本比較

現階段美國採 BOT 或 BOO 方式鼓勵民間投資海淡廠，正式商業營運之水價每

噸約新台幣 18 至 28 元；日本政府採行補貼相關措施後，水價每噸約新台幣 20 至 36

元。反觀台灣地區自來水價目前僅為 10 元左右，與海淡水的單位產水成本差距頗

大，惟吾人皆知目前水價並未考量水源開發之建設費用。表 7 試著以鄰近本廠的后

沃水庫之單位建設費用進行粗略比較，若以 20 年為生命週期評估年限，並以單位供

水量為比較基準，政府出資之單位供水費用分別為南竿三期海淡廠 65.12 元 / 噸、后

沃水庫 138.73 元 / 噸，二者差距近 73 元 / 噸；由此得知，以海水淡化廠作為離島地區

主要民生供水方式，並非全然不具競爭力。

表7 本廠與后沃水庫興建及營運成本比較表

南竿三期海淡廠 后沃水庫

供水量 (CMD) 950 526

建造費用 ( 仟元 ) 229,964 532,697

營運費用 ( 仟元 ) 210,560 --

單位建造費用 ( 元 / 噸 ) 33.16 138.73

單位營運費用 ( 元 / 噸 ) 31.96 --

單位成本合計 ( 元 / 噸 ) 65.12 138.73

註： 1.資料來源：民間參與馬祖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評估(水利署，2006)。
 2.南竿三期海淡廠以本計畫之契約單價為計算基準。
   3.經濟壽命以20年計。

六、結論與建議 

6.1結論

‧海水淡化廠興建的成敗，取決於取水地點及高程之調查是否詳盡；本廠於規劃設

計之初，耗費近半年進行海域地形測量、擴散模擬以及佈管工法等規劃工作，才

能以確保取水無虞。

‧民間投資海水淡化廠營運的成敗，取決於能耗的降低，選用高運轉效率的設備或

結合替代能源 (如風力發電等)，頗具未來發展潛力。

‧以超過濾 (UF) 作為海淡廠之前處理程序之一，可獲得良好的RO進流前水質，且模

組化設計拆裝容易，雖單位造價頗高，仍具商業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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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廠為例，採行促參法推動海水淡化廠之興建及營運，在業主及投資業者互信

的基礎下，確可如期如質地達成目標。

6.2建議

‧本廠於興建期間之初辦理融資貸款，遭遇「離島永續發展貸款」停止受理及BTO

模式無法提供對等擔保品等種種困難，最後僅能以利息及手續費偏高的「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金」申貸；顯示促參法中許多優惠措施，如租稅減免、低利貸款

等，皆牽涉不同部會之權責，造成民間業者申辦困窘，冀望政府日後採行BTO模

式時，能有更佳的整合配套機制。

‧鹵水回收再利用除可興利外，亦可減少海洋環境的衝擊，如能由政府提供研究資

源並結合專業民間業者，將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在水資源日趨匱乏的今日，世界各國無不竭力發展先進除鹽程序(Desalination)，海

水逆滲透機組與產量正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反觀台灣仍採偏低的水價供

應民生用水，減低了國內發展先進淡化技術之誘因，希冀政府能正視先進水資源

發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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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增建馬公5,500噸海水
淡化廠興建及營運案之案例分享

陳福田 1、林岳 1、黃靖修 2、魏維國 2

1. 台灣自來水 ( 股 ) 公司
2.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 ( 股 ) 台灣分公司

摘要 
澎湖地區建設與觀光的蓬勃發展，對於飲用水質與量的要求與日俱增，然因澎

湖地形因素致常有供水短缺之現象，為考量澎湖地區未來長久供水穩定、安全出水

備載容量及水源調配順暢，則以推動興建海水淡化廠為發展策略。本文之案例為採

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之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針對澎湖

地區之海域環境及水質、海水淡化之功能規範與水質需求、處理流程與配置、操作

經驗分析、財務經濟分析等面向，提供案例分享及建議，期協助台灣地區之海水淡

化技術能更蓬勃發展。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政府大力推展澎湖地區建設，以及觀光旅遊休閒活動的發展，同時

居民生活水準也相對提昇，對於飲用水質與量的要求與日俱增。然由於澎湖地形環

境特殊，降雨機率小，致旱季來臨時常有供水短缺之現象，為考量澎湖地區未來長

久供水穩定、安全出水備載容量及水源調配順暢，經濟部水利署及台灣自來水 ( 股 )

公司 ( 以下簡稱台水公司 ) 乃積極推動興建海水淡化廠之發展策略以確保民生及觀光

用水無虞。

台水公司依據民國 93 年之「澎湖地區水資源後續開發修正計畫」中因應澎湖地

區後續之用水需求，則規劃於馬公增建 5,500 噸 / 日之海水淡化廠，並採用『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之有償 BTO( 興建、移轉、營運 ) 方式及「保

價保量」之興辦原則辦理本項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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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水公司續依促參法相關作業程序、計畫特性及民間參與方式等辦理可行性評

估及先期計畫書，並於 95 年 8 月 4 日由行政院經建會、同月由經濟部授權台水公司

依促參法辦理招商作業，隨後於 96 年 11 月公告招商、97 年 2 月與民間機構簽訂「民

間參與增建馬公 5,500 噸海淡廠興建及營運案」契約，主要工作範圍為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新建與營運、既設馬公 7,0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整建與營

運、既設望安 400CMD 海水淡化廠之整建與營運等部分，其許可年限為 21 年 ( 含興

建期及營運期 )。而本文後續則以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為案例分享及

探討。

二、海域環境及水質 
「民間參與增建馬公 5500 噸海淡廠興建及營運案」之計畫廠區位於馬公市烏崁

里 ( 馬公機場南方 )，如圖 1 所示。本案例計畫廠區之海域環境及水質部分，分述於

下：

圖1 本案例計畫廠區位置示意圖

2.1	潮位

2

二、海域環境及水質

「民間參與增建馬公 5500 噸海淡廠興建及營運案」之計畫廠區位於馬公市烏崁里

(馬公機場南方)，如圖 1 所示。本案例計畫廠區之海域環境及水質部分，分述於下：

圖 1 本案例計畫廠區位置示意圖

2.1 潮位

澎湖地區為半日潮，每日高低潮各兩次，一般而言，澎湖海域漲潮時之潮流為向

北流，退潮時則向南流。依據中央氣象局澎湖馬公測站歷年統計資料顯示，澎湖地區

海域之最高高潮位(HHWL)約 1.8m、最低低潮位(LLWL)約-1.8m，潮差約 3.6m(潮高基

準：相對台灣高程基準 TWVD2001 基隆海平面)，此部份將與海床深度、海底地形等

因素考量取水工設置位置。

2.2 海溫

依據中央氣象局澎湖浮標歷年統計料顯示，澎湖地區海域之最高海溫約在 30℃、

最低海溫約約 10℃，溫差約 20℃，此部份涉及無論採用如何之海淡技術，均應於此

海溫範圍內穩定提供設計淡化出水量。

2.3 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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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增建馬公 5,500 噸海水淡化廠興建及營運案之案例分享

澎湖地區為半日潮，每日高低潮各兩次，一般而言，澎湖海域漲潮時之潮流為

向北流，退潮時則向南流。依據中央氣象局澎湖馬公測站歷年統計資料顯示，澎

湖地區海域之最高高潮位 (HHWL) 約 1.8m、最低低潮位 (LLWL) 約 -1.8m，潮差約

3.6m( 潮高基準：相對台灣高程基準 TWVD2001 基隆海平面 )，此部份將與海床深

度、海底地形等因素考量取水工設置位置。

2.2	海溫

依據中央氣象局澎湖浮標歷年統計料顯示，澎湖地區海域之最高海溫約在

30℃、最低海溫約約 10℃，溫差約 20℃，此部份涉及無論採用如何之海淡技術，均

應於此海溫範圍內穩定提供設計淡化出水量。

2.3	水質

在近、中、遠海域水質及底質重金屬部分，依據澎湖縣海水淡化廠新建工程擴

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如表 1 所示，其中 pH 值約介於 7.2~8.9 之間，溶氧皆在 5 

mg/L 以上，COD 皆在 2 mg/L 以下。另按本案例可行性評估再就逆滲透 (RO) 淡化技

術較注重之淤泥密度指數 (Silt Density Index，SDI) 及總溶解固體量 (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 項目之調查結果，於離岸 500m 之水深 5m 以上位置部分之 SDI 介於

8.6~10.2 之間、TDS 則平均約於 36,000~39,000 mg/L 之間。

另海域之鹽度部分，依澎湖縣環境保護局『93 年度澎湖縣、金門縣及馬祖海

域環境品質調查監測計畫』內容說明其澎湖海域鹽度分佈介於 31~35‰，財團法

人台灣漁業顧問社 83 年 6 月之『澎湖縣沿岸海域漁業利用規劃』報告說明介於

33.02~34.81‰，及行政院環保署海域監測資料庫顯示介於 32.9~34.8 ‰，綜觀文獻資

料顯示歷年鹽度範圍介於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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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計畫廠區附近海域水質情形分析表
項目 近海域 中海域 遠海域

水質

溶氧 (mg/L) 5.4~8.6 5.0~8.8 5.0~8.8
鹽度 0/00 33.8~34.9 33.8~35.0 34.0~35.1
pH 7.28~8.85 7.28~8.85 7.24~8.86
COD(mg/L) 1.0~2.2 1.0~1.7 1.0~1.6
OCl- 0.01~0.03 0.01~0.04 0.01~0.05
大腸桿菌群 <10 <10 <150

底質重金屬

銅 0.214~4.595 0.053~2.321 ND~3.659
鋅 ND~26.987 ND~30.364 ND~23.987
鎘 ND~4.522 ND~2.84 ND~2.502
鉛 0.035~14.407 2.075~19.464 1.883~32.685
鉻 0.545~10.234 ND~6.636 0.73~8.546
汞 ND ND ND
砷 0.288~2.794 0.37~1.913 0.385~2.838

資料來源：澎湖縣海水淡化廠新建工程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三、功能規範與淡化水質 
按本案例之可行性評估及招商文件，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功

能規範、設計水量及水質部分，分述說明如下：

3.1	功能規範

台水公司參考既設馬公 7,000CMD 海淡廠及既設望安 400CMD 海淡廠之操作營

運經驗，考量在維持每日穩定供水、選用逆滲透 (RO) 方式及 RO 技術之進水水質影

響、節能、管線與設備材質防蝕、穩定海水來源與品質及避免取排水管線上浮風險

等因素以設計規劃處理流程與功能規範。

3.1.1先期計畫之處理流程

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設計以逆滲透 (RO) 技術為主要方案，由於

海水之 SS、COD 及總油脂對 RO 膜之操作穩定性影響較大，皆會使設計 RO 系統最

重要之 SDI 參數值提高，因此設計需有充份的前處理設施。先期計畫之處理流程為

海水由取水口經攔污柵攔除大型固體物後至取水井，經海水沉砂調節池、混凝加藥

沉澱池、過濾器、過濾水槽、微過濾器、RO 系統後，RO 淡化水進入新設清水池並

經 pH 調整後送至既有 5,000 噸清水池，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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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增建馬公 5,500 噸海水淡化廠興建及營運案之案例分享

圖2 本案例先期計畫書規劃之處理流程圖

3.1.2主要功能規範

本案例之功能規範考量前述因素後，再依據海域背景資料，規劃之功能規範說

明如下：

1.處理規模設計及流程部分：

(1) 取水單元功能：為備而後擴建需要，最低潮位時之進水量需達 60,000CMD。

(2) 保證淡化水購水量 5,500CMD。

(3) 廠內管線、供電設備等，須額定容量加 50％備載容量之容量設計及施作。

(4) 需有前處理系統 ( 沉砂調節池、過濾單元 )

(5) 初濾處理後之海水濁度需≦ 0.2NTU。

(6) 微過濾後海水之 SDI 值需≦ 3。

(7) 淡化水依需要設置後段水質穩定處理設備以調整蘭氏飽和指數 (LSI)。

(8) 本案許可年限長達 21 年，考量設備重置至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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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逆滲透淡化機組部分：

(1) 海水淡化設備每處進口之最高操作壓力≦ 65 kgf/cm2。

(2) 機組 ( 含備載機組 ) ≧ 3 套。

(3) 淡化水回收率（淡化水產量與海水原水量之比）≧ 34％。

(4) 高壓管路或設備材質≧ Duplex 2205 等級。

3.海事工程部分：

(1) 取水工須設置於最低潮位線下水深≧ 6 公尺處。

(2) 取水工頂部需離最低潮位線≧ 3 公尺。

(3) 取水工於進水量 60,000CMD 時，入水口流速≦ 0.091 m/sec 以防止吸入異物。

(4) 鹵水排放口位置需距離新設取水頭≧ 600 公尺以上。

(5) 鹵水排放管總長需離岸≧ 1,200 公尺。

(6) 海水取水管及鹵水排放管，在退潮線以下需採用「矩形鋼筋混凝土固定塊敷

設」之方式辦理，固定塊間距依管徑需於 1.5( 含以下 )~3.3m 之間、每只固定塊 ( 係

指單一之上固定塊重量或下固定塊之重量。) 重量依管徑需於 80~1,135Kg( 含以上 )

之間。

3.2	淡化水質

在海水水溫 10℃～ 30℃間，總溶解固體量 (T.D.S) 在 41,000mg/L 以下時，海

水淡化後之水質則須符合表 2 及表 3 之淡化水各項水質限值，其中主要項目有氯鹽

≦ 200 mg/L、總溶解固體量≦ 400 mg/L、蘭氏飽和指數 (LSI) 為 -1~+1 之間 ( 依計

算 )、硼≦ 1 mg/L( 參考世界衛生組織 WHO 建議 )。

表2 淡化水每天檢驗項目及限值表

項目 單位 限值 項目 單位 限值

大腸桿菌群
MPN/100ml ≦ 1 pH 值 無 7.0 ~ 8.5
CFu/100ml ≦ 1 氯鹽 mg/L ≦ 200

總菌落數、單
一水樣 CFu/ml ≦ 10 總溶解固體量 mg/L ≦ 400

濁度 NTU ≦ 0.5 自由有效餘氯 mg/L 0.5 ～ 1.0
色度 鉑鈷單位 <5 蘭氏飽和指數 (LSI) ( 依計算 ) ±1

臭度 初臭數 <3 - - -
資料來源：本案例之招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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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淡化水每月檢驗項目及限值表

項目 單位 限值 項目 單位 限值

硝酸鹽氮 ( 以氮計 ) mg/L ≦ 10.0 三氯乙烯 mg/L ≦ 0.005

亞硝酸鹽氮 ( 以氮計 ) mg/L ≦ 0.05 四氯化碳 mg/L ≦ 0.005

氨氮 ( 以氮計 ) mg/L ≦ 0.05 1,1,1- 三氯乙烷 mg/L ≦ 0.20

鐵 mg/L ≦ 0.05 1,2- 二氯乙烷 mg/L ≦ 0.005

錳 mg/L ≦ 0.02 氯乙烯 mg/L ≦ 0.002

銅 mg/L ≦ 1.0 苯 mg/L ≦ 0.005

鋅 mg/L ≦ 5.0 對 - 二氯苯 mg/L ≦ 0.075

總硬度 ( 以 CaCO3 計 ) mg/L ≦ 150 1,1- 二氯乙烯 mg/L ≦ 0.007

氰鹽 ( 以 CN 計 ) mg/L ≦ 0.05 酚類 mg/L ≦ 0.001

氟鹽 ( 以 F 計 ) mg/L ≦ 0.8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mg/L ≦ 0.5

硫酸鹽（以 SO4
-2 計） mg/L ≦ 250 安殺番 mg/L ≦ 0.003

鉛 mg/L ≦ 0.05 大利松 mg/L ≦ 0.005

鉻 ( 總鉻 ) mg/L ≦ 0.05 巴拉松 mg/L ≦ 0.02

鎘 mg/L ≦ 0.005 一品松 mg/L ≦ 0.005

銀 mg/L ≦ 0.05 亞素靈 mg/L ≦ 0.003

汞 mg/L ≦ 0.002 溴酸鹽（Bromate） mg/L ≦ 0.01

砷 mg/L ≦ 0.01 丁基拉草 mg/L ≦ 0.02

硒（elenium） mg/L ≦ 0.01 2,4- 地（2,4-D） mg/L ≦ 0.07

鋇（Barium） mg/L ≦ 2.0 巴拉刈（Paraquat） mg/L ≦ 0.01

銻（Antimony） mg/L ≦ 0.01 納乃得（Methomyl） mg/L ≦ 0.01

鎳（Nickel） mg/L ≦ 0.1 加保扶（Carbofuran） mg/L ≦ 0.02

硼（Boron） mg/L ≦ 1 滅必蝨（Isoprocarb） mg/L ≦ 0.02

總三鹵甲烷 mg/L ≦ 0.03 達馬松 mg/L ≦ 0.02

資料來源：本案例之招商文件

四、興建之處理流程與主要配置 

4.1	處理流程

本案例為採促參法辦理，民間機構可發揮其創意與技術，因此，本案例於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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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執行時，其在符合前述之功能規範下設計之處理流程主要於前處理流程中採用

超微過濾 (Ultra Filtration, UF) 系統，並考量在原水水質異常情形下仍可提供符合水

質要求之淡化水的目標，規劃有第二段 RO 系統，如圖 3 所示。

圖3 本案例興建之處理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案例之細部設計文件)

4.2	主要配置

依前言一節說明，「民間參與增建馬公 5,500 噸海淡廠興建及營運案」主要工作

範圍為包含有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既設馬公 7,000 CMD 海水淡化

廠及既設望安 400 CMD 海水淡化廠，其中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既

設馬公 7,000 CMD 海水淡化廠是位於同一基地內，台水公司於招商時即考量二廠配

置之彈性，如可規劃將新建 5500 噸海水淡化廠及整建之既設 7,000CMD 海淡廠之海

水淡化機組容納於既設之 7,000CMD 海淡廠廠房內（或將該廠房增改建後容納之）。

因此，民間機構於設計興建之主要配置，如圖 4 所示，各設備配置情形，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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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言一節說明，「民間參與增建馬公 5,500 噸海淡廠興建及營運案」主要工作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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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機組容納於既設之 7,000CMD 海淡廠廠房內（或將該廠房增改建後容納之）。

因此，民間機構於設計興建之主要配置，如圖 4 所示，各設備配置情形，如圖 5

所示。

( 當 原 水 水 質 或
1stRO 水質異常時，
方啟動 2ndRO 確保水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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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本案例主要配置圖

五、操作經驗 
一般民眾對於海水淡化廠的疑慮多在於鹵水排放部分，採用 RO 技術部分則需

注意耗能及其他操作經驗，如下說明：

5.1	海域水質變化

依台水公司持續進行之環境監測結果，歷年與最近 99 年第 4 季與 100 年第 1 季

之空氣品質、噪音 ( 含低頻 ) 振動、海域水質、海水淡化廠放流水水質均符合相關標

準，海域生態調查亦與歷年相比較差異不大，亦無特殊異常狀況發生。

而在海水鹽度部分，按 99 年間之監測結果亦在 33.5~34.5‰之間，主要是因鹽度

變化會因季節變動而有所差異，而比較前 2.3 節之鹽度文獻資料，鹽度變化不大，顯

示由海水淡化廠排出的鹵水經由充分稀釋，對此海域的鹽度影響不大。

5.2	能源消耗

依民間機構於 100 年 1 月至同年 6 月之操作經驗，新建 5,500CMD 海水淡化廠

及整建既設 7,000CMD 海水淡化廠之單位產水用電為約 4 度 / 噸，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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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本案例各設備配置情形

9

廠房外觀

UF 系統及沉砂調節池 RO 機組

後段水質穩定處理設備及 2,000 噸清水池

圖 5 本案例各設備配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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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本案例用電量情形

(註：用電量包含新建5,500CMD廠及整建既設7,000CMD廠之所有用電)

5.3	其他經驗

按民間機構操作新建 5500 噸海水淡化廠之其他經驗，可歸納主要項目如下：

1. 每年約於4~6月期間，計畫廠區之外海及地形氣候於南風時，海面會有大量海草飄

移問題，需注意是否影響取水工進水情形。

2. 因海水溫差可達20℃，於實際操作經驗，溫度變化容易影響RO操作壓力、產水水

質、用電量，需依溫度範圍調整適當操作因子及建立操作模式。

3. 按民間機構之處理流程，採用了UF系統為前處理流程之一，原理可去除部份影響

RO膜壽命之物質，但後段水質穩定處理系統為其調整LSI最重要流程。

4. 需高壓操作下之管材與設備，選用Duplex 2205以上等級抗蝕，至今仍正常運作，

與以往之既設馬公7,000 CMD海水淡化廠、既設望安400CMD海水淡化廠在未整建

前所採用之SUS316L等級有明顯差異。

六、投資經濟分析 
依本案例之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於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

之新建與營運、既設馬公 7,0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整建與營運、既設望安 400CMD

海水淡化廠之整建與營運等三廠之相關工程及操作經費、民間機構投資效益分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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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間機構操作新建 5500 噸海水淡化廠之其他經驗，可歸納主要項目如下：

1.每年約於 4~6 月期間，計畫廠區之外海及地形氣候於南風時，海面會有大量海草飄

移問題，需注意是否影響取水工進水情形。

2.因海水溫差可達 20℃，於實際操作經驗，溫度變化容易影響 RO 操作壓力、產水水

質、用電量，需依溫度範圍調整適當操作因子及建立操作模式。

3.按民間機構之處理流程，採用了 UF 系統為前處理流程之一，原理可去除部份影響

RO 膜壽命之物質，但後段水質穩定處理系統為其調整 LSI 最重要流程。

4.需高壓操作下之管材與設備，選用 Duplex 2205 以上等級抗蝕，至今仍正常運作，

與以往之既設馬公 7,000 CMD 海水淡化廠、既設望安 400CMD 海水淡化廠在未整

建前所採用之 SUS316L 等級有明顯差異。

六、投資經濟分析

依本案例之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於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新

建與營運、既設馬公 7,0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整建與營運、既設望安 400CMD 海水淡

化廠之整建與營運等三廠之相關工程及操作經費、民間機構投資效益分析說明如下節。

6.1 計畫成本及財務支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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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下節。

6.1	計畫成本及財務支付模式

於前述三廠之計畫成本，為區分工程成本、每年固定及變動操作維護費用、重

置費，費用分別如下：

1. 工程成本：約6.6億元，其中馬公新建5,500 CMD海水淡化廠約5億元。本案例為於

興建完成驗收及移轉後，民間機構可一次領取部分工程款約計3.2億元，其餘攤提

於營運期間之建設費支付。

2. 每年固定及變動操作維護費用：6,528萬元。

3. 重置費：每年約3,063萬元。

當民間機構進入營運期間時，台水公司則開始支付處理費，處理費區分為建設

費及營運費，建設費為支付民間機構興建本計畫所需之工程成本 ( 其中部分為一次領

取，其於部分依營運期間攤提 )；營運費為支付民間機構營運本計畫所需之營運費，

區分為操作維護費、電力費及重置費，以攤提於每噸淡化水計價。

6.2	財務分析

依前節之計畫成本，並考量各項財務參數、投資報酬率及自償率結果，本案例

於先期計畫書之分析結果，在澎湖馬公新建 5,5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新建與營運、

既設馬公 7,000 CMD 海水淡化廠之整建與營運二廠下，每噸處理費為 34.51 元，其

他費用如表 4 所示；財務分析之自償率達 130.08%，其他分析項目如表 5 所示，均顯

示本案例有其財務可行性。

表4 本案例之先期計畫處理費一覽表

處理費 單價 
 建設費費率 (A) 10.46  元 / 噸 

 營運費費率 (B=a+b+c) 24.05  元 / 噸 
操作維護費費率 (a) 11.85  元 / 噸 

電力費率 (b) 5.48  元 / 噸 
重置費費率 (c) 6.72  元 / 噸 

 委託處理費費率 (A+B) 34.51  元 /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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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本案例之先期計畫財務分析結果表
項目 指標值

計畫內部報酬率 (Project IRR) 10.07% 
計畫淨現值 (Project NPV) 107,914 仟元 

股東投資內部報酬率 (Equity IRR) 12.00% 
股東投資淨現值 (Equity NPV) 0 仟元 

自償率 130.08% 

七、結語與建議 
本案例為目前台灣地區海水淡化廠為採取促參案辦理之三個案例之一，在未來

可提供相關之促參辦理及履約經驗的提供。而在本案例自規劃至執行的經驗過程

中，提供未來發展海水淡化廠之建議：

1. 建議國內可建立長期模廠試驗，配合營運中海淡廠經驗，發展最適國內環境之成

本效益比最大之技術流程，如前處理方式研究等。

2. 維持定量之穩定供水為最主要目標，此時應考量一定容量之備載設備，以因應可

能風險並利穩定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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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跨區域廢 ( 污 ) 水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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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
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沈榮津 1、戴瑞卿 1、沈龍志 1、嚴小梅 1、黃俊仁 1、王炳琳 1、
黃仕憲 1

張振章 2、王曉明 2、黃淑君 2

1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2 京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 
「楠梓加工出口區水再生利用模型廠建置及驗證計畫」為經濟部水利署擬定，

委請楠梓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執行之計畫。本計畫為國內第一座以工業廢水回收再利

用模型廠，將海洋放流水經高級處理：前處理 - 纖維快濾（Fiber Filtration, FF）、超過

濾（Ultrafiltration, UF）及逆滲透（Reverse Osmosis, RO），成為低導電度軟水，提供

區內現有高科技電子廠商使用。

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於 99 年 12 月建置完成，於今年已產水 1,800 

CMD 供區內廠商使用。本文主要說明試俥期間相關測試結果，回收再生水水質比導

電度約 20 ~ 50 µS/cm，總硬度小於 5 mg/L as CaCO3，TOC 0.4 ~ 1.0 mg/L，本計畫之

測試與操作驗證經驗可供未來推動工業區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參考。

一、前言 
台灣雖然年平均降雨量為全世界平均降雨量之三倍，卻是全球第十八缺水國

家，此乃肇因於豐、枯水期分明，降雨量懸殊且境內河川陡急無法留存所致，屬高

缺水風險地區。另一方面，台灣用水需求隨著經濟成長與人口增加不斷擴增，可是

新建水庫與水源跨區調度卻因環保訴求等問題而難以推動，造成水資源短缺、開發

不易困擾。因此政府非常重視開發替代水資源，積極評估將工業區放流水回收為再

生水，希望能供應工廠使用以減少自來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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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 99 年每日用水量約為 38,000 噸，目前區內廠商約有 88 家，其

中電子產業（日月光、華泰、楠電公司等）用水量約占區內用水 80% 以上。本區主

要由自來水公司供水，正常情況下供水無虞，如遇乾旱、水災等天然災害或管線維

修時即可能造成供水不足困擾。八八水災時即曾暫停供水長達 9 日（停水期間廠商

以水車載水情形如圖 1 所示）造成廠商不少損失。高科技產業對缺水容忍度極低，

遇 20% 缺水即可能造成 50% 製程停擺，基於高科技產業「保險用水」之需要，經濟

部水利署特擬定「楠梓加工出口區水再生利用模型廠建置及驗證計畫」，委請楠梓加

工出口區管理處代為執行，由京華公司取得總顧問計畫，歐榮公司取得興建與操作

統包計畫。冀望藉由興建再生水模型廠驗證解決相關回收技術、操作經驗與使用再

生水等問題，作為後續實廠應用推動之參考，未來則可增加供水穩定度，以減緩傳

統水資源供應受氣象水文變異之影響。

每日由區內揚水站取用海洋放流水進行再生水處理，產出水質優良之低導電度

軟水，供應區內廠商（日月光 K5、K15 及楠電）用於製程用水，區內配置及供水路

線如圖 2 所示。再生水用於離子樹脂可延長再生週期，減少再生藥劑與人力費用。

作為純水系統之水源，可提高 RO 之回收率，提升純水之水質及延長 RO 壽命。作為

冷卻水塔補充水則可提高濃縮倍數，減少補充水用量與抗垢抑菌藥劑添加量，達到

節約用水之目的，並提供多元化用水需求，提高用水效率，降低颱風或降雨不足導

致自來水供應不穩定的製程停擺疑慮。

「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廠建置與驗證計畫」自 97 年 10 月進行預備試驗、

歷經 98 年設計、99 年建廠及試運轉，於 10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產水供水，在目前世界

各國仍鮮少進行工業綜合廢水再生利用之際，為台灣地區綜合工業廢水再生利用之

推動，劃下新的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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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圖1 八八水災高雄地區停水九天廠商運水情形

圖2 再生水供應廠商管線圖

二、原水水質特性 
本模型廠待處理水主要取自於楠梓加工出口區揚水加壓站「揚水濕井」，為區內

廠商經處理後行海洋放流之廢水。表 1 為委託 SGS 公司檢測海洋放流水之水質，由

  2

如圖 1 所示）造成廠商不少損失。高科技產業對缺水容忍度極低，遇 20%缺水即可能

造成 50%製程停擺，基於高科技產業「保險用水」之需要，經濟部水利署特擬定「楠梓

加工出口區水再生利用模型廠建置及驗證計畫」，委請楠梓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代為執

行，由京華公司取得總顧問計畫，歐榮公司取得興建與操作統包計畫。冀望藉由興建再

生水模型廠驗證解決相關回收技術、操作經驗與使用再生水等問題，作為後續實廠應用

推動之參考，未來則可增加供水穩定度，以減緩傳統水資源供應受氣象水文變異之影響。 

每日由區內揚水站取用海洋放流水進行再生水處理，產出水質優良之低導電度軟

水，供應區內廠商（日月光 K5、K15 及楠電）用於製程用水，區內配置及供水路線如

圖 2 所示。再生水用於離子樹脂可延長再生週期，減少再生藥劑與人力費用。作為純水

系統之水源，可提高 RO 之回收率，提升純水之水質及延長 RO 壽命。作為冷卻水塔補

充水則可提高濃縮倍數，減少補充水用量與抗垢抑菌藥劑添加量，達到節約用水之目

的，並提供多元化用水需求，提高用水效率，降低颱風或降雨不足導致自來水供應不穩

定的製程停擺疑慮。 

「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廠建置與驗證計畫」自 97 年 10 月進行預備試驗、歷經

98 年設計、99 年建廠及試運轉，於 10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產水供水，在目前世界各國仍

鮮少進行工業綜合廢水再生利用之際，為台灣地區綜合工業廢水再生利用之推動，劃下

新的扉頁。 

圖 1 八八水災高雄地區停水九天廠商運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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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數值來看，除大腸桿菌群與總菌落數外大部分數值都符合放流標準，這是因為

取樣點為未加氯之「消毒前放流渠道」，菌落數值較高。本區排放水硬度與二氧化矽

不高、硫酸鹽與氨氮稍微高一些。

本區有許多半導體封裝工廠，放流水中可能含有些許晶圓切割與背面研磨微細

粉體，經過粒徑分析發現有 0.3 µm 微細粉體，一般砂濾過濾效能僅能達到濾除 20 

µm 以上膠羽，這些粉體可能穿透傳統砂濾，將造成後續回收處理 UF 單元負擔，因

此前處理是否能有效去除懸浮固體將為本研究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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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表1 揚水站（揚水濕井）海放水水質

Frequency Unit Range Average

coliform group Week CFU/100 mL 5~6.3x107 3.1x106

total bacterial count Week CFU/mL 3~3.1x107 3.7x106

M alkalinity Week mg/L as CaCO3 104~215 167 

SS Week mg/L 8.2~63.0 29.3 

TOC Week mg/L 5.3~26.8 15.6 

COD Week mg/L 33.6~128.0 66.0 

NO3
--N Month mg/L 0.20~11.20 3.37 

NO2
--N Month mg/L 0.05~0.71 0.31 

NH4
+-N Month mg/L 6.1~14.9 12.0 

total P Month mg/L 0.70~12.40 1.56 

PO4
3- Month mg/L 0.20~12.30 0.86 

SiO2 Month mg/L 5.3~21.2 10.4 

SO4
2- Month mg/L 217~441 330 

Cl- Month mg/L 130~742 319 

F- Month mg/L 0.25~1.15 0.59 

total dissolved solid Week mg/L 661~2,060 1,276 

Ca hardness Week mg/L as CaCO3 64~370 173 

total hardness Week mg/L as CaCO3 105~551 257 

Iron Week mg/L 0.20~4.87 0.62 

Mn Week mg/L 0.017~0.759 0.059 

pH Week - 6.85~8.26 7.65 

EC Week µS/cm 1,365~3,220 2,090 

turbidity Week NTU 6.2~73.7 20.3 

flow rate Week CMD 1,914~10,354 7,442 

資料來源：楠梓加工出口區揚水加壓站水質檢測（民國97年11月至1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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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水量、水質 
本模型廠處理原水水質範圍及產水水質要求，如表 2 所示，設計產水量為 1,800 

CMD，UF 總過濾水量需達 3,600 CMD，FF 過濾水量需達 4,000 ~ 4,500 CMD。

表2  再生水模型廠進水及產水設計

進水範圍 產水要求 單位

1 pH* 6.0~9.0 5.5~8.0 ─
2 比導電度 （EC） ＜ 4,000 ＜ 200 µS/cm
3 總硬度 ＜ 800 ＜ 10 mg/L as CaCO3

4 化學需氧量 （COD） ＜ 300 ＜ 10 mg/L 
5 總有機碳 （TOC） ＜ 100 ＜ 5 mg/L
6 懸浮性固體 （SS） ＜ 150 ＜ 3 mg/L
7 濁度 ＜ 50 ＜ 0.2 NTU

四、處理流程 
本模型廠處理程序如圖 3，主要程序為原水→前處理（纖維過濾）→超過濾

（Ultrafiltration, UF）→（Reverse Osmosis, RO）。本區用地空間小，因海洋放流水含

有小於 1 µm 晶圓切割研磨微細粉體之特性，前處理採纖維過濾（FF），具有濾速較

高、去除粒徑較小且占地面積小特色，主要可濾除各廠經混凝後大於 10 µm 以上懸

浮固體。UF 則可去除大分子有機物、微細膠羽與微生物等固體，採正、負壓兩種

UF 系統分別進行驗證，以比較優缺點。最後再利用 RO 去除廢水中水溶解性鹽類與

有機物，變成低導電度軟水回收再利用。每單元皆須達到其處理效能，方能減少後

端處理單元負荷，延長處理單元使用壽命，以降低操作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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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圖3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處理流程圖

圖4  再生水模型廠各設備外觀照片

  5

表 2  再生水模型廠進水及產水設計 

  進水範圍 產水要求 單位 

1 pH* 6.0~9.0 5.5~8.0 ─ 
2 比導電度 （EC） ＜4,000 ＜200 µS/cm 
3 總硬度 ＜800 ＜10 mg/L as CaCO3 
4 化學需氧量 （COD） ＜300 ＜10 mg/L  
5 總有機碳 （TOC） ＜100 ＜5 mg/L 
6 懸浮性固體 （SS） ＜150 ＜3 mg/L 
7 濁度 ＜50 ＜0.2 NTU 

 

四、處理流程 

本模型廠處理程序如圖 3，主要程序為原水前處理（纖維過濾）超過濾

（Ultrafiltration, UF）（Reverse Osmosis, RO）。本區用地空間小，因海洋放流水含

有小於 1 µm 晶圓切割研磨微細粉體之特性，前處理採纖維過濾（FF），具有濾速較高、

去除粒徑較小且占地面積小特色，主要可濾除各廠經混凝後大於 10 µm 以上懸浮固體。

UF 則可去除大分子有機物、微細膠羽與微生物等固體，採正、負壓兩種 UF 系統分別

進行驗證，以比較優缺點。最後再利用 RO 去除廢水中水溶解性鹽類與有機物，變成低

導電度軟水回收再利用。每單元皆須達到其處理效能，方能減少後端處理單元負荷，延

長處理單元使用壽命，以降低操作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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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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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設備 UF 設備 

  
RO 設備 再生水模型廠中控室 

圖 4 再生水模型廠各設備外觀照片

五、設計規範 

1.前處理設備基本效能： 

(1)產水濁度須低於 10 NTU。 

(2)產水水量，至少須滿足 UF 機組日所需進水量 4,500 立方公尺。 

2.UF 設備基本效能： 

(1)UF 設備機組包括正壓式與負壓式 UF 模組以比較處理效果（正壓 UF 每日產

水量須 2,550 ~ 2,700 CMD，負壓 UF 每日產水量需 900 ~ 1,050 CMD）。 

(2)UF 設備機組設計回收率達 80%以上（正、負壓式機組產水量總合），日平均

產水量須至少 3,600 CMD。 

(3)設計時以 25℃下，正壓式 UF 流通量小於 40.8 LMH（24 GFD），負壓式 UF

流通量小於 34 LMH（20 GFD）做為 UF 模組數量計算基準（實際設計正壓

UF 流通量為 28.9 ~ 30.6 LMH，負壓 UF 流通量為 22.3 LMH），產水濁度需

低於 1 NTU 且 SDI（Silt Density Index，淤泥密度指數）小於 3。 

3.RO 設備基本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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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計規範 
1.前處理設備基本效能：

(1)產水濁度須低於10 NTU。

(2)產水水量，至少須滿足UF機組日所需進水量4,500立方公尺。

2.UF設備基本效能：

(1) UF設備機組包括正壓式與負壓式UF模組以比較處理效果（正壓UF每日產水量

須2,550 ~ 2,700 CMD，負壓UF每日產水量需900 ~ 1,050 CMD）。

(2) UF設備機組設計回收率達80%以上（正、負壓式機組產水量總合），日平均產

水量須至少3,600 CMD。

(3) 設計時以25℃下，正壓式UF流通量小於40.8 LMH（24 GFD），負壓式UF流通

量小於34 LMH（20 GFD）做為UF模組數量計算基準（實際設計正壓UF流通

量為28.9 ~ 30.6 LMH，負壓UF流通量為22.3 LMH），產水濁度需低於1 NTU

且SDI（Silt Density Index，淤泥密度指數）小於3。

3.RO設備基本效能：

(1) RO回收率至少（含）50%，模組設計保留操作彈性介於50%~75%之間，每日

供水1,800立方公尺。

(2) 以25℃下50%回收率時RO流通量小於20.4 LMH（12 GFD），做為RO模組數量

計算基準。

六、主要配置 
本再生水模型廠設計為地下一樓，地上兩樓之建築物，位於楠梓加工區環保大

樓前方，地下一樓主要包含高噪音設備區、備品儲放室、各類設備區及設備水池及

消防等；一樓為主要設施設備，如正、負壓 UF 及 RO 等，如圖 5 所示，並於建築物

外設參觀廊道；二樓為中控室、MCC 控制室、化學藥劑槽及消防發電機室等。纖維

快濾系統則設置在楠梓加工區揚水站內，直接處理原水後再送至再生水模型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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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圖5  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配置圖（一樓）

七、操作實績及問題檢討 
模型廠試俥連續操作 42 天，期間因海放中心停止排放導致模型廠中止運轉 2 次

（第 22~24 及 29~31 天）共 6 天，以下說明各程序及整體處理結果。

7.1	原水水質

待處理水水質檢測結果（pH、濁度、比導電度）如圖 6 ~ 8 所示。由水質資料可

發現模型廠待處理水 pH 位於 6.5~8.0 之間，濁度大多分布在 15~43 NTU 範圍之間，

變異性較大，但仍低於原水進水濁度 50 NTU 要求。原水比導電度低於 4,000 μS/

cm，只有一天偵測比導電度高至 3,500 μS/cm。綜合上述結果，模型廠待處理水算

穩定且符合再生水廠進水限值要求。

141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141 2011/11/3   上午 11:07:49



圖6 原水pH值

圖7 原水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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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圖8  原水比導電度

7.2 纖維快濾處理效能

由圖 9 發現原水濁度雖變異性大，濁度曾高至 45 NTU，但纖維快濾系統仍發揮

良好過濾效果，產水濁度皆可達濁度低於 10 NTU（約 3-9 NTU）要求，產水水質佳，

濁度去除率幾乎在 80% 以上，可見纖維快濾處理效能極佳，可有效降低後續處理程

序負擔。

當原水濁度超過 50 NTU，因為污染量太多，造成纖維快濾系統壓差急速昇高，

頻繁的停機與反洗會影響產水量。雖然設計上已降低代處理原水濁度，但仍需面對

不少懸浮固體，所以操作上必須細膩控制壓力及產水流速。現場設有壓差計、水量

計及變頻器，達操作限值時即停止產水進行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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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原水/纖維過濾水濁度與去除率比較圖

7.3 UF處理效能

由圖 10~11 可知正負壓 UF 過濾水濁度皆低於 1 NTU，去除率 80% 以上，產水

水質佳。期間 FF 過濾水質接近處理效能極限（9.9 NTU）時，正負壓 UF 仍能將濁

度降至 1 NTU 以下，濁度去除率差異不大，皆在 80% 以上。

圖10 正壓UF過濾水濁度及去除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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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圖11 負壓UF過濾水濁度及去除率比較圖

另由圖 12 可以看到本模型廠 UF 總產水量約 3,612 CMD，符合設計產水量

（3,600 CMD），UF 回收率約 90% 左右，比設計值高。

圖12  UF過濾水量與回收率比較圖

7.4 RO處理效能

由圖 13 可知試俥期間 RO 產水之比導電度值低於設計產水水質要求（200 µS/

cm），約 50 µS/cm 以下，更低於一般自來水比導電度（約 500~600 µS/cm），因為原

水中兩價離子含量較多，加上只有一段（one stage）管殼設計，因此 RO 除鹽率較高，

可至 98% 以上，去除率效果相當好。

RO 產水及 RO 濃縮液流量皆控制於 75 CMH 左右，RO 回收率控制在 50%（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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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所示），因為回收率不高所以濃縮液水質仍符合海放排放限值要求，可以直接

排放。

圖13  RO產水比導電度與除鹽率

圖14  RO產水量與回收率

7.5 整廠處理效能

比較各程序過濾水水質變化，從圖 15~17 可以觀察到比導電度在 UF 程序以前

沒有明顯變化，在 RO 處理程序才被大量去除，回收之再生水比導電度低於 50 µ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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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cm。濁度經過纖維快濾後可有效降至 10 NTU 以下，經過 UF 過濾後濁度更低至 1.0 

NTU 以下。COD 於各程序中逐步去除，UF 產水穩定維持在 30 mg/L 左右，經過 RO

處理程序後更低至 10 mg/L 以下，甚至低於偵測極限（< 4.6 mg/L）。圖 18 為各處理

程序過濾水的外觀變化，由顏色上亦可明顯觀察到原水為混濁黑灰色，經再生處理

後逐漸澄清並呈現高透視度，去除效果相當好。

圖15  各處理程序過濾水比導電度變化情形

圖16  各處理程序過濾水濁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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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RO 產水量與回收率

7.5 整廠處理效能 
比較各程序過濾水水質變化，從圖 15~17 可以觀察到比導電度在 UF 程序以前沒

有明顯變化，在 RO 處理程序才被大量去除，回收之再生水比導電度低於 50 µS/cm。

濁度經過纖維快濾後可有效降至 10 NTU 以下，經過 UF 過濾後濁度更低至 1.0 NTU

以下。COD 於各程序中逐步去除，UF 產水穩定維持在 30 mg/L 左右，經過 RO 處理

程序後更低至 10 mg/L 以下，甚至低於偵測極限（< 4.6 mg/L）。圖 18 為各處理程序

過濾水的外觀變化，由顏色上亦可明顯觀察到原水為混濁黑灰色，經再生處理後逐漸

澄清並呈現高透視度，去除效果相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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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各處理程序過濾水比導電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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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各處理程序過濾水 COD 變化情形

 
圖 18 各處理程序過濾水外觀變化（100/01/25）

 

試俥期間除分析各處理程序之過濾水基本水質之外，RO 產水另外同步採樣委託

原水 FF UF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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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各處理程序過濾水COD變化情形

圖18  各處理程序過濾水外觀變化（100/01/25）

試俥期間除分析各處理程序之過濾水基本水質之外，RO 產水另外同步採樣委

託 SGS 公司檢測，結果如表 5 所示。pH 約 5.8 ~ 7.1，比導電度低於產水設計值，

平均約 24 μS/cm 左右，除鹽效果相當好。SS 檢測結果皆為 ND（低於 1 mg/L），

COD 在 3 mg/L 以下，總硬度低於 5 mg/L as CaCO3，多次低於偵測下限（1 mg/L as 

CaCO3）。濁度約 0.05 ~ 0.1 NTU，TOC 則低於 1 mg/L。綜合以上結果，RO 產水水

質皆低於設計值，產水水質相當良好。

處理過程中所排放廢水包含 RO 濃縮液及各單元產生之廢水，因為整廠回收率

不高所以水質仍符合海放排放限值要求，可以攙入原廢水排放。濃縮廢水量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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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所示，每日廢水排放量約 2,166 CMD 左右，RO 產水量穩定維持在 1,800 CMD 以上

（平均產水量 1,823 CMD），換算再生水模型廠回收率約 45.7%。

表5  RO產水水質分析檢測結果

水質項目 檢測
次數 產水要求 偵測極限

檢測結果

Range Average

pH 21 5.5~8.0 - 5.8~7.1 6.5

比導電度 (EC) 21 <200 μS/cm - 16~38 24
總硬度 (TH) 21 <10 mg/L as CaCO3 1.8 ND~4.8 2.3 ＊
化學需氧量 (COD) 12 <10 mg/L 1.0 ND~2.8 1.4 ＊
總有機碳 (TOC) 12 <5 mg/L 0.1 0.4~1.0 0.65
懸浮性固體 (SS) 21 <3 mg/L 1.0 ND ND
濁度 (NTU) 21 <0.2 NTU 0.05 ND~0.1 0.06 ＊
＊計算平均值遇到ND時，以檢測下限值代表其值併入計算。

圖19  再生水處理水量與整廠回收率

7.6 問題檢討

7.6.1原水水質不穩定，增加操作及產水難度

楠梓加工出口區揚水加壓站收集全區各廠自行處理後之排放水，經過沉砂曝氣

即泵送外海，本身並無生化處理功能，所匯集廢水成份複雜，且日夜水量變化大。

在白天水質較穩定時，纖維快濾產水時間較長，反洗次數較少；當夜間水質不穩定

時，纖維快濾產水時間被迫縮短，反洗次數增加。雖然可以增加原水及產水之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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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濁度檢測頻率來控制，但是水質的不穏定，確實增加操作上許多困難。

7.6.2原水取水方式修正

纖維快濾取水管原本為揚水陰井排泥管，原設計取水口為向下取水，因為污泥

累績一段時間後可能被誤抽，大量懸浮固體物進入纖維快濾塔，造成系統無法負荷

而當機。經檢討修正取水管線改為向上取水，避免誤抽淤積之底泥，才解決問題。

7.6.3	RO產水端管線修正

原設計管殼排列進出口位置偏低，上方管殼可能存在空氣導致無法滿管，濃縮

液可能發生短流現象，管殼中水體分配不平均，將造成 RO 膜容易污堵，導致整體

操作壓差偏高。因此修正濃排管線使每支 RO 膜水量分配平均些，其操作壓力差亦

明顯降低，改善 RO 操作效率。

7.6.4	RO前置濾心更換頻率高

操作初期，發現 RO 膜前置濾心更換頻率非常高，且前置濾心堵塞嚴重，表面

長滿一層厚厚生物膜，可能因 UF 產水槽槽體以混凝土製作，造成產水槽易孳生生

物。因此在 UF 過濾水槽內面增設 epoxy（環氧樹脂）後，已改善前置濾心經常更換

問題，並降低操作成本。

八、投資經濟分析 
試俥期間因為實際操作數據仍然有限，無法進行完整經濟分析，今以規劃初期

資料說明如下。

初設成本考慮土建、機電設備及材料初設費用，平均每噸產水單價約 16.0 元 /

噸；操作費用則包括營運管理、UF 及 RO 耗材費用並扣除海放水收取費用，平均每

噸產水約 15.2 元 / 噸，費用估算如表 6 所示，若操作技術成熟，進廠水質佳則會減

低營運管理及耗材費用，整體操作費用可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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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廢水回收再利用案例分享

表6 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成本分析表（試俥期間估計）

項目 經費 ( 元 ) 折舊
年限 ( 年 )

營運
天數 ( 天 )

每日產
水量 (m3)

平均每噸
單價 ( 元 )

初設
成本

土建 20,859,836 20 360 1,800 1.6 

16.0機電設備 34,512,364 10 360 1,800 5.3 

材料初設費用 11,790,000 2 360 1,800 9.1 

操作
費用

營運管理 8,203,680 -- 360 1,800 12.66

15.2
UF 耗材費用 8,640,000/ 次 3 360 1,800 4.0 

RO 耗材費用 3,150,000/ 次 2 360 1,800 1.9 

扣除海放費用 3.36

九、結語 
試俥期間再生水模型廠纖維快濾過濾水濁度可控制在 10 NTU 以下並穩定產水， 

UF 過濾水濁度可降至 1 NTU 以下，平均回收率達 90%，RO 產水比導電度可降至 50 

μS/cm，除鹽率達 98% 以上，回收率可達 50%，穩定產水 1,800 CMD。

整廠處理效能良好，產水水質比導電度 20~50 µS/cm，總硬度小於 5 mg/L as 

CaCO3，TOC 約 0.4 ~ 1.0 mg/L，再生水水質可達設計標準，優於自來水水質，整廠

回收率約 45.7%。

「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廠」為國內第一座綜合工業廢水再生利用模型廠，

除了提供符合工廠製程用水水質，以提高區內事業的競爭力，亦可增加園區供水來

源，減少區內自來水供水壓力，相關之測試與操作驗證經驗可供未來推動工業區放

流水回收再利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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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
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陳筱華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摘要 
根據水利署之分析，大台中地區民國 110 年預計將缺水 12.4 萬～ 38.4 萬

CMD。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 簡稱福田廠 ) 為國內第一座以取供模式辦理水再

生利用之都市污水處理廠，預計將原水 ( 放流水 ) 經砂濾消毒之前處理後，由福田

廠興建一條 27.72 公里之輸水管線，藉由重力將已於福田廠附近進行簡單前處理之

原水輸送至台中港區，再於台中港區設置水再生廠，供應再生水給區內工廠作為工

業用水使用，預計於民國 105 年供應工業用再生水 96,500 CMD，而於民國 108 年供

應 128,500 CMD。經調查，台中港區已表達強烈意願之再生水用戶包括：中龍鋼鐵公

司、中石化公司和台電台中火力電廠，而未來需求量預估仍會成長。經估算直接工

程成本，興設產水 128,500 CMD 之水再生廠約需 17.55 億元，興設 140,000 CMD 之

輸水管線約需 23.86 億元。經考慮各公司需用之再生水水質要求不同，本研究規劃

三套不同流程之水再生設施 ( 包括：除氨＋軟化脫鹼、除磷＋除金屬、除離子 + 除

有機物 )，當考慮輸水管線之單位成本 ( 約 5.13 元 / 噸 )，再生水供水總成本介於

9.51~23.03 元 / 噸。

因考慮引用民間促參可能造成興建時程耽擱，且投資自償率低，因此本研究建

議之興辦方式可能為：(1) 完全政府公辦，或 (2) 部份政府公辦＋部份民間自辦。而又

以 (2) 部份政府公辦＋部份民間自辦 最為合適。部份政府公辦＋部份民間自辦為：前

端之 (1) 原水前處理設施興建和操作、(2) 原水輸水管線興建和維護、(3) 台中港區水

再生廠土地取得、(4) 台中港區共同原水池興建和維護、(5) 台中港區共同清水送水管

溝興建和維護等 採公辦公營 ( 公辦建設 + 委託代操作 )，而後端之 (1) 水再生廠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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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操作、(2) 送水管線興建和維護 採民間自辦。如此興辦則再生水之供水成本將大幅

降低，甚至低於工業用自來水之購水價格 ( 現約 12.5 元 / 噸 )。此外，若可引用水資

源作業基金或水利署研擬中「新興水源發展條例」之獎勵補貼措施，則針對福田廠

取供模式之水再生設施興設將會更具誘因。

一、前言 
都市污水二級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利用為國際趨勢，利用先進的水回收再利用技

術可淨化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提供做為區域水源，除可達到供水多元化的目的外，

並可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益。

根據大台中地區之水資源缺口分析，即使現有規劃之水利設施如期完工民國 110

年大台中地區仍缺水 12.4 萬 CMD，若不能如期完工，則將缺水 38.4 萬 CMD。

台中市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 以下簡稱福田廠 ) 設置於台中市南區綠川與旱溪匯

合處北岸，福田二街南側及福田路東側所圍成面積約 13.6 公頃之用地，民國 90 年

11 月完工，民國 91 年 8 月開始運轉。福田廠目前 ( 民國 100 年 ) 放流水每日已超過

6 萬立方公尺，福田廠水再生利用規劃由民國 95 年迄今已超過 5 年，經水再生廠規

劃、模廠設置和使用意願調查評估，前規劃之結論將再生水供應台中港工業專區最

為可行。因此，自民國 99 年起，水利署再就水再生實廠規模及位置、輸水路線及管

徑、興辦方式及財務營管計畫等項目進行更進一步檢討及規劃，以加速福田廠水再

生實廠之建設。本再生水供水計畫預計可於民國 105 年 ~108 年供水約 10 萬 ~13 萬

CMD，可為大台中地區提供可觀之新興水資源。

二、原水水質特性 

2.1	水處理方式

福田廠採用二級生物處理 ( 標準活性污泥法與單段式污泥消化 ) 處理流程如圖 1

所示。

 2

淨化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提供做為區域水源，除可達到供水多元化的目的外，並可提高

水資源的利用效益。 

根據大台中地區之水資源缺口分析，即使現有規劃之水利設施如期完工民國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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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廠水再生利用規劃由民國 95 年迄今已超過 5 年，經水再生廠規劃、模廠設置和使用

意願調查評估，前規劃之結論將再生水供應台中港工業專區最為可行。因此，自民國 99

年起，水利署再就水再生實廠規模及位置、輸水路線及管徑、興辦方式及財務營管計畫

等項目進行更進一步檢討及規劃，以加速福田廠水再生實廠之建設。本再生水供水計畫

預計可於民國 105 年~108 年供水約 10 萬~13 萬 CMD，可為大台中地區提供可觀之新興

水資源。 

二、原水水質特性

2.1 水處理方式

福田廠採用二級生物處理(標準活性污泥法與單段式污泥消化)處理流程如圖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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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福田廠處理流程 

2.2 進流水水質

福田廠進流水之 SS 值介於 20～70mg/L，皆低於設計值之 200mg/L。進流水 COD

值介於 40～90mg/L，進流水 BOD5 值則在介於 15～40mg/L，低於設計值之 180mg/L。 

因調整操作策略之故，民國 95 年後福田廠操作單位提高柳川截流量，以改善河

154

新生水　　 源開發
推動

成功案例分享

內文_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3_17x23cm.indd   154 2011/11/3   上午 11:07:52



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圖1 福田廠處理流程

2.2	進流水水質

福田廠進流水之 SS 值介於 20 ～ 70mg/L，皆低於設計值之 200mg/L。進流水

COD 值介於 40 ～ 90mg/L，進流水 BOD5 值則在介於 15 ～ 40mg/L，低於設計值之

180mg/L。

因調整操作策略之故，民國 95 年後福田廠操作單位提高柳川截流量，以改善河

川水質環境，因此進流水 SS、COD 及 BOD5 則略降。整體而言，進流水流量、SS、

BOD5 均低於設計值，代表系統處理尚有相當餘裕，而 SS、BOD5、COD 之去除率均

在 80 ～ 90% 之間，代表操作效能理想。去除率以 BOD5 最佳，其次為 SS 和 COD。

三、設計水量、水質 

3.1	設計水量水質

福田廠整體規劃有 4 期，各期程設計處理水量與進流水質如表 1 所示。設計水

量預計於民國 120 年達成 4 期規劃，屆時總處理量可達每日 298,300 立方公尺。民國

98 年前，污水來源為生活污水、柳川截流之排水、與水肥處理場上澄液排入福田廠；

民國 98 年以後處理量約每日 55,000 立方公尺，其污水來源則分別為生活污水 ( 每日

53,600 立方公尺 )，與水肥處理廠上澄液 ( 每日 1,400 立方公尺 )。

福田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已完工運轉之容量 Qave= 76,000CMD，目前每天實

際處理量已超過 60,000 CMD；現正辦理福田廠第二期擴建工程設計和發包工作，預

計再增加處理污水量 Qave=74,300 CMD，使總容量於民國 105 年達 Qave=150,30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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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福田廠處理流程 

2.2 進流水水質

福田廠進流水之 SS 值介於 20～70mg/L，皆低於設計值之 200mg/L。進流水 COD

值介於 40～90mg/L，進流水 BOD5 值則在介於 15～40mg/L，低於設計值之 180mg/L。 

因調整操作策略之故，民國 95 年後福田廠操作單位提高柳川截流量，以改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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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 103 年接管戶數將達 91,000 戶，污水量可達 Q = 136,900CMD，已到達福田

廠第二期擴建工程總容量之 90%，而福田廠將於 103 年進行第三期擴建工程設計規

劃。

表1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各期程設計處理水量與設計進流水質
項目 民國 100 年 民國 105 年 民國 110 年 民國 115 年

每階段可收集之平均日污水量
(m3/day) 76,000 150,300 224,300 298,300

福田廠興建階段劃分 一期 ( 既有 ) 二期 ( 新增 ) 三期 ( 新增 ) 四期 ( 新增 )

福田廠
設計處理水量
與設計進流水

質

平均日污水量
(m3/day)

76,000 74,300 74,000 74,000

最大日污水量
(m3/day)

87,500 87,500 86,000 86,000

pH 6~9 6~9 6~9 6~9
BOD5(mg/L) 180 180 180 180
SS(mg/L) 200 200 200 200
大腸桿菌 ( 個
/100mL)

2.0×108 2.0×108 2.0×108 2.0×108

油脂 (mg/L) 65 65 65 65
資料來源：台中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實施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民國98年。

3.2	放流水水質

由民國 95 年～民國 99 年福田廠放流水水質 11 次詳細調查，每次檢驗約 75 項

水質之結果可知，福田廠之放流水各項水質均低遠於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而福

田廠放流水除未含環境荷爾蒙外，致病菌僅一次檢出檢出隱孢子蟲及梨形鞭毛蟲。

另因放流水水質濃度均小於之「放流水標準」1/2，表示若採用逆滲透程序進行水再

生，其濃縮水排放仍可符合放流水標準。

針對福田廠歷年來所記錄放流水之水質資料由小至大排列，找出位於 95% 之數

值，此數值為 95% 最劣數值，表 2 為福田廠放流水之 95% 最劣數值。由表 2 可知，

福田廠放流水 SS 之 95% 最劣數值 8.1 mg/L，BOD5 之 95% 最劣數值為 3.69 mg/L，

COD 之 95% 最劣數值為 13.4 mg/L，濁度之 95% 最劣數值為 4.57 NTU，導電度之

95% 最劣數值為 463.7 μ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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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表2 福田廠放流水水質95%最劣數值

水質項目 95% 最劣數值 單位

懸浮固體物 (SS) 8.1 mg/L

生化需氧量 (BOD) 3.69 mg/L

化學需氧量 (COD) 13.4 mg/L

濁度 4.57 NTU
導電度 463.7 μS/cm

3.3	再生水水量水質和期程要求

3.3.1需求端水量水質分析

經民國 99 年 ~100 年之實廠訪查，台中港地區再生水需求端之工業用水水質水

量要求為：

1. 中龍鋼鐵公司同意將再生水作為「低階冷卻用水」，使用量為58,000 CMD (民國

102年起)，其水質要求可示如表3，提供該水質之再生水可直接使用於低階冷卻系

統。

表3 中龍鋼鐵公司再生水水質需求分析

水質項目 單位 福田 *
放流水

最近 **
檢測值

中龍公司水質
要求

NH3-N mg/L 1.3~1.6 1.4 0.5
SS mg/L 2.0~7.0 7.0 20
總硬度 mg/L as CaCO3 152~174 152 130
鹼度 mg/L as CaCO3 63~96.3 63 20
大腸桿菌群 CFU/ 100ml <10~3.5×104 <10 50
*福田廠95年~民國99採樣之放流水水質範圍
**指福田廠民國99年採樣之放流水水質

2. 台電台中電廠同意將再生水作為煙道脫硫產製石膏之「高階環保用水」，使用量

為10,000 CMD (民國100年)～12,000 CMD (民國108年11/12號機運轉)，其水質要求

優於「飲用水水質標準」，須達「現行台中地區之自來水水質」，其要求可示如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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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台電台中火力電廠再生水水質需求分析

水質項目 單位 福田 *
放流水

最近 **
檢測值

飲用水
水質標準

台中電廠水質
要求

Cl- mg/L 19.2~32.1 21.8 250 15
F- mg/L 0.09~0.3 0.3 0.8 0.2

COD mg/L 3~10 6 － 4
鋁 Al mg/L ND~0.72 ND － ND
鐵 Fe mg/L ND~0.35 0.15 0.3 ND
錳 Mn mg/L 0.02~0.06 0.06 0.05 0.0005
鎘 Cd mg/L ND~0.003 ND 0.005 0.0005
鉻 Cr mg/L ND~0.01 ND 0.05 ND
銅 Cu mg/L ND~0.042 ND 1.0 ND
鎳 Ni mg/L ND~0.008 0.004 0.1 0.006
鉛 Pb mg/L ND~0.011 0.009 0.05 0.005
鋅 Zn mg/L 0.018~0.05 0.022 5.0 0.009

大腸桿菌群 CFU/ 100ml <10~3.5×104 <10 6 6
*福田廠95年~民國99採樣之放流水水質範圍
**指福田廠民國99年採樣之放流水水質

3. 依據中石化公司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劃，預估將再生水作為「石化工場冷卻用

水」，使用量為16,500 CMD(民國102年) ～28,500 CMD (民國105年) ，其水質要求

可示如表5。

表5 中石化公司再生水水質需求分析

水質項目 單位 福田 *
放流水

最近 **
檢測值 中石化公司水質要求

SiO2 mg/L 12.8~15.8 15.8 20
PO4

3--P mg/L 1.9~3.1 1.9 1.0
Al mg/L ND~0.72 ND 0.02
Fe mg/L ND~0.35 0.15 0.1
Mn mg/L 0.02~0.06 0.06 0.02

*福田廠95年~民國99採樣之放流水水質範圍
**指福田廠民國99年採樣之放流水水質

由上述再生水需求端之水質水量要求可知，需求端對於再生水之水質需求有兩

類：(1) 以現行福田廠放流水水質進行簡單程序再生即可，如中龍鋼鐵公司和中石化

公司，(2) 必須要與現行台中港地區自來水相同之水質，即優於現行「飲用水水質標

準」之水質，如台電台中火力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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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3.3.2再生水供需水量平衡及期程

經實廠訪問與調查，並考慮未來可能增加之需求供水量，以及水再生廠可能之

完工時間，本研究規劃之再生水供水期程可示如表 6。由表 6 可知，民國 105 年之

再生水供水量預計為 96,500 CMD，而民國 108 年之再生水供水量預計為 128,500 

CMD。

    表6 再生水規劃供水期程表 單位:CMD

民國年
項目 100 年 102 年 104 年 105 年 108 年 110 年

中龍鋼鐵
需水量 － 58,000 58,000 58,000 58,000 58,000
供水量 ( 規劃 ) － － － 58,000 58,000 58,000

台中火力發電廠
需水量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2,000 12,000
供水量 ( 規劃 ) － － － 10,000 12,000 12,000

中國石油化學工
業

需水量 - 16,500 18,000 28,500 28,500 28,500
供水量 ( 規劃 ) － － － 28,500 28,500 28,500

其他廠需求供水量 ( 預期 ) － － － － 30,000 30,000
再生水總供水量 ( 規劃 )

( 上列合計規劃量 ) － － － 96,500 128,500 128,500

四、水再生處理流程 

4.1	水再生廠廠址與輸水管線評估

經台中港區之再生水用戶調查，可知再生水之需求端要求多元水質 ( 三種水

質 )，需進行多元水再生程序規劃，因此，本研究規劃水再生廠廠址需設置於台中港

附近，且需以大管徑由福田廠將原水輸送至台中港區。經考量遠距之原水輸送可能

造成懸浮物質之管內沈積與微生物生長，本研究選擇於福田廠附近先進行放流水之

砂濾和加氯消毒之前處理程序，再以大管徑管線輸送經砂濾消毒之原水至台中港區

之水再生廠，於水再生廠進行不同程序之再生處理後，提供三種不同水質之再生水

給台中港區之用戶使用。

4.2	水再生處理程序建議及處理方法選擇

4.2.1水再生處理程序建議

針對不同之需求水質，於台中港地區水再生廠之再生程序可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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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滿足中龍鋼鐵公司再生水之需要，福田廠放流水須進行改善之水質項目包括：

NH3-N、總硬度、鹼度、大腸桿菌群。本研究建議之可能水再生程序包括：除氨處

理、軟化處理、脫鹼處理、消毒殺菌等。

2. 為滿足中石化公司再生水之需要，福田廠放流水須進行改善之水質項目包括：

PO4
3--P、Al、Fe、Mn。本研究建議之可能水再生程序為：除磷處理、除鋁程序、

除鐵程序、除錳程序。

3. 為滿足台電台中火力電廠再生水之需要，福田廠放流水須進行改善之水質項目包

括：Cl-、F-、COD、鋁Al、鐵Fe、錳Mn、鎘Cd、鉻Cr、銅Cu、鎳Ni、鉛Pb、鋅

Zn、大腸桿菌群。本研究建議之可能水再生程序包括：除離子程序、除金屬程

序、除有機程序、消毒殺菌程序等。

4.2.2水再生處理方法選擇

1. 水再生處理方法選擇原則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污水處理和水再生廠之設施建置經驗，以 3E( 工程

Engineering， 經 濟 Economics， 環 境 Environment) 原 則 進 行 BAT(Best Available 

Treatment，最有效處理，如表 7 所示 ) 評分及選擇水再生處理方法。

表7 台中港地區水再生廠BAT(最有效處理)-3E分析評估內容

項目 經濟 40%
(Economics) 評分 工程 40%

(Engineering) 評分 環境 20%
(Environment) 評分

總分：
100 分

設備投資總額 15 設備商業化可信度 10 操作期間環境影響 10

操作維護成本 15 設備操作效率 10 濃縮水及污泥
二次公害 5

再生水水質水量穩
定且合乎需求標準 10 擴廠難易程度 10 再生水水質

健康風險 5

－ － 變異水質應變能力 10 － －

2.水再生處理方法選擇

針對前節建議之水再生程序，本研究篩選之可能水處理方法為：

(1) 除氨處理水再生程序：氨氣提法、生物氧化渠法、生物流體化床法、加氯脫氨

法、離子交換法。

(2) 軟化脫鹼水再生程序：離子交換法、逆滲透法、流體化床結晶法、加鹼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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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法。

(3) 除磷處理水再生程序：化學除磷法、生物除磷法。

(4) 除金屬(鋁、鐵、錳)程序水再生程序：化學混凝沈澱法、曝氣沈澱法、活性碳

吸附法。

(5) 同時除離子、除金屬、除有機物水再生程序：離子交換法、逆滲透法。

透過 BAT-3E 之評分，表 8 為評分之排行和水再生處理方法之選擇結果。

表8 福田放流水再生處理方法選擇

水再生程序 * 水再生處理之
可能方法

BAT-3E 分析 **
排行

水再生
處理方
法選擇經濟性 工程性 環境性

除氨處理
( 氨氮 1.6mg/L
→ 0.5mg/L)

氨氣提法 佳 不良 佳 5
生物氧化渠法 尚可 尚可 佳 4

生物流體化床法 佳 佳 佳 1 Ｖ
加氯脫氨法 佳 尚可 尚可 3
離子交換法 尚可 佳 佳 2

軟化脫鹼
( 硬度 152mg/L
→ 130mg/L)
( 鹼度 63mg/L
→ 20mg/L)

離子交換法 尚可 尚可 尚可 4
逆滲透法 尚可 佳 尚可 3

流體化床結晶法 佳 佳 佳 1 Ｖ

加鹼軟化法 佳 尚可 尚可 2

除磷處理
(3.1mg/L
→ 1.0mg/L)

化學除磷法 佳 佳 佳 1 Ｖ

生物除磷法 尚可 尚可 佳 2

除金屬程序
( 鋁 0.72 → 0.02mg/L)
( 鐵 0.35 → 0.1mg/L)
( 錳 0.06 → 0.02mg/L)

化學混凝沈澱法 佳 佳 尚可 2
曝氣沈澱法 佳 佳 佳 1 Ｖ

活性碳吸附法 尚可 佳 尚可 3

同時除離子、金屬、有
機物程序

離子交換法 尚可 佳 尚可 2

逆滲透法 佳 佳 佳 1 Ｖ

消毒殺菌程序
加氯消毒 佳 佳 尚可 2

紫外線 UV 消毒 佳 佳 佳 1 Ｖ
臭氧消毒 尚可 佳 佳 3

* 指經砂濾消毒前處理後原水之再生程序，原水經本程序再生後，即輸送給指定客戶(中龍鋼
鐵、中石化、台電台中電廠、其他需自來水水質之廠商)使用。而原水水質取福田廠放流水
水質範圍(福田廠95年~99年)之最差水質

** BAT-3E分析結果：“佳”表示＞85%；“尚可”表示75~85%；“不良”表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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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可知，本研究選擇之水再生處理方法為：

(1 除氨處理水再生程序：生物流體化床法。

(2) 軟化脫鹼水再生程序：流體化床結晶法。

(3) 除磷處理水再生程序：化學除磷法。

(4) 除金屬 ( 鋁、鐵、錳 ) 程序水再生程序：曝氣沈澱法。

(5) 同時除離子、除金屬、除有機物之水再生程序：逆滲透法。

(6) 消毒殺菌程序水再生程序：紫外線 UV 消毒。

其中，中龍鋼鐵公司需水之水再生方法為 (1)+(2)+(6)，中石化公司需水之水再

生方法為 (3)+(4)+(6)，台電台中火力電廠需水之水再生方法為 (5)+(6)。

4.3	水再生處理流程規劃和產水預估

4.3.1水再生處理流程規劃

經整合前述優選水再生處理方法，可規劃水再生廠之處理單元和流程，圖 2 為

台中港區水再生廠之處理流程規劃圖。由圖 2 可知，為滿足三種不同水質需求，本

研究規劃三種水再生處理流程。又因本計畫分兩期程 ( 民國 105 年和民國 108 年 ) 供

水，RO 處理流程又可分為兩階段完成。由圖 2 可知，三種處理流程之沈澱槽、污泥

脫水機、污泥處理單元可共同興設和操作。

圖 3 為民國 105 年之水再生廠之水平衡圖，圖 4 為民國 108 年之水再生廠之水

平衡圖。由圖 3 可知，民國 105 年需原水 99,800 CMD，水再生處理後，除產出再生

水 96,500 CMD 外，尚有 1,800 CMD 可供台中港區進行澆灌和洗街，而 RO 濃縮水

之排放量為 1,500 CMD。而由圖 4 可知，民國 108 年需原水 139,200 CMD，水再生

處理後，除產出再生水 128,500 CMD 外，尚有 4,400 CMD 可供台中港區進行澆灌和

洗街，而 RO 濃縮水之排放量為 6,300 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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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水再生處理流程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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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水再生廠之水平衡圖(民國105年)

圖4 水再生廠之水平衡圖(民國108年)

4.3.2各單元出水水質水量預估

依據不同用戶端水再生處理流程之規劃，本研究規劃三種處理流程之各單元出

水水質水量分析如下：

1.中龍鋼鐵公司水再生處理流程

中龍鋼鐵公司水再生處理流程之四個水質水量預估點位置分別為：(1) 原水 ( 指由

福田廠經砂濾消毒後，以專管輸送至台中港區之原水 )；(2) 硝化生物反應槽出水；(3)

結晶軟化脫鹼出水；(4) UV 消毒出水。表 9 為各預估點之產水水質水量預估。

表9 質量平衡和各觀察點水質水量預估表－中龍鋼鐵用水再生流程

出水編號
項目

(1)*
原水

(2)
硝化生物反應出水

(3)
結晶軟化脫鹼出水

(4)
UV 消毒出水

水量 (CMD) 59,000 58,000 58,000 58,000
NH3-N (mg/L) 1.6 0.1 0.1 0.1
總硬度 (mg/L as 
CaCO3)

174 174 92.7 92.7

鹼度 (mg/L as CaCO3) 96.3 96.3 15 15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3.5×104 3.5×104 3.5×104 ND

*取福田廠放流水水質範圍(福田廠95年~民國99年水質採樣)之最差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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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aCO3) 
174 174 92.7 92.7 

鹼度 (mg/l as 
CaCO3) 

96.3 96.3 15 15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3.5×104 3.5×104 3.5×104 ND 

*取福田廠放流水水質範圍(福田廠95年~民國99年水質採樣)之最差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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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由表 9 可知，由硝化生物反應槽出水水質已可達到 NH3-N ＜ 0.5 mg/L 之要求，

由結晶軟化脫鹼槽出水水質已可達到總硬度＜ 130 mg/L as CaCO3 和鹼度＜ 20 mg/

Las CaCO3 之要求，而由 UV 消毒之出水已可達到大腸桿菌群＜ 50 CFU/100 ml 之要

求，依此處理系統之產水水質可提供給中龍鋼鐵公司作為「低階冷卻用水」。

2.中石化公司水再生處理系統

中石化公司水再生處理流程之四個水質水量預估點位置分別為：(1) 原水 ( 指由福

田廠經砂濾消毒後，以專管輸送至台中港區之原水 )；(2) 混凝沈澱反應槽出水；(3) pH

調整及曝氣槽出水；(4) UV 消毒出水。表 10 為各預估點之產水水質水量預估。

表10 質量平衡和各觀察點水質水量預估表－中石化用水再生流程
出水編號

項目
(1)*
原水

(2)
混凝沈澱槽出水

(3)
曝氣槽出水

(4)
UV 消毒出水

水量 (CMD) 28,500 29,000 28,500 28,500
PO4

3--P (mg/L) 3.1 0.5 0.5 0.5
鋁 Al (mg/L) 0.72 0.01 0.01 0.01
鐵 Fe (mg/L) 0.35 0.35 0.05 0.05
錳 Mn (mg/L) 0.06 0.06 0.01 0.01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3.5×104 3.5×104 3.5×104 ND

*取福田廠放流水水質範圍(福田廠95年~民國99年水質採樣)之最差水質。

由表 10 可知，由混凝沈澱槽出水水質已可達到 PO4
3--P ＜ 1.0 mg/L 和 Al ＜ 0.02 

mg/L 之要求，由 pH 調整及曝氣槽出水水質已可達到 Fe ＜ 0.1 mg/L 和 Mn ＜ 0.02 

mg/L 之要求，而由 UV 消毒之出水已可使達到大腸桿菌群 ND 之水準，依此處理系

統之產水水質可提供給中石化公司作為「石化工場冷卻用水」。

3.台電台中火力電廠及其他廠需求之高階用水水再生處理系統

台電台中火力電廠水再生處理流程之四個水質水量預估點位置分別為：1. 原水

( 指由福田廠經砂濾消毒後，以專管輸送至台中港區之原水 )；(2) UF 膜管出水；(3) RO

膜管出水；(4) UV 消毒出水。表 11 為各預估點之產水水質水量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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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質量平衡和各觀察點水質水量預估表－台電台中火力電廠用水再生流程

出水編號
項目

(1)*
原水

(2)
UF 出水

(3)
RO 出水

(4)
UV 消毒出水

水量 (CMD) 12,300 12,300 10,000 10,000
Cl- (mg/L) 32.1 32.1 0.64 0.64
F- (mg/L) 0.3 0.3 0.009 0.009
COD (mg/L) 10 5 ND ND
鋁 AL (mg/L) 0.72 0.72 ND ND
鐵 Fe (mg/L) 0.35 0.35 ND ND
錳 Mn (mg/L) 0.06 0.06 ND ND
鎘 Cd (mg/L) 0.003 0.003 ND ND
鉻 Cr (mg/L) 0.01 ND ND ND
銅 Cu (mg/L) 0.042 0.042 ND ND
鎳 Ni (mg/L) 0.008 0.004 ND ND
鉛 Pb (mg/L) 0.011 0.011 ND ND
鋅 Zn (mg/L) 0.05 0.05 ND ND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3.5×104 1×104 <6 ND
*取福田廠放流水水質範圍(福田廠95年~民國99年水質採樣)之最差水質。

由表 11 可知，由 UF 膜管出水水質已可達到 COD ＜ 4 mg/L 之要求，由 RO 膜

管出水水質已可達到 Cl- ＜ 15 mg/L、  F- ＜ 0.2 mg/L、AL ～ ND、Fe ～ ND、Mn ＜

0.0005 mg/L、Cd ＜ 0.0005 mg/L、Cr ～ ND、Cu ～ ND、Ni ＜ 0.006 mg/L、Pb ＜ 0.005 

mg/L、Zn ＜ 0.009 mg/L、和大腸桿菌群＜ 6 CFU/100 ml 之要求，而由 UV 消毒之出

水更可使大腸桿菌群達到 ND 之水準，依此處理系統之產水水質可提供給台電公司

及其他需求廠作為「高階環保用水」。

五、設計規範 
經考量各單元之進出流水量水質要求，表 12 為本計畫擬定之水再生廠各處理單

元之設計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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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表12 水再生廠各處理單元之設計規格
水再生方法 設施單元 空間規格 機械設備規格 其他規格

砂濾和加氯消
毒 ( 福田廠前
處理 )

重力式快濾槽 表面濾速 150m/ 天 , 含反洗 pump 和
鼓風機

第一期
99,800CMD

第二期
139,200CMD

加氯設備 － 產水餘氯 2mg/L －

快濾儲留池 日產水量之 15%
有效深度 4m － －

除氨處理－
生物流體化
床法 ( 需求
58,000CMD)

硝化生物反應槽 HRT：2 小時
有效水深 5m － 59,000CMD

鼓風機 － 供氣壓力 6000 
mm H2O

－

散氣設施 － 1 個散氣頭 /m2 －
加藥機 － 1 組 NaOH 添加
清水槽 HRT:1 小時 － 59,000CMD

軟化脫鹼－
流體化床結
晶法 ( 需求
58,000CMD)

結晶槽 HRT: 10min － pH 維持 9.5
58,000CMD

加藥機 － 1 組 NaOH、H2SO4 添
加

迴流 pump － 維持上流速度 : 
50m/hr －

pH 調整槽 HRT:5min － 58,000CMD
清水槽 日產水量之 15% － 58,000CMD

沈澱槽 ( 含排泥機 )
( 一般污泥，與逆

滲透共用 )

HRT:2hr (40m/
天 )，有效水深 2m 排泥機一台 第一期 1800CMD

第二期 4400CMD

除磷處理－
化學除磷
法 ( 需求
28,500CMD)

混凝槽 HRT:15min
WLH=1:1:1.2 攪拌機 100rpm 加 PAC, NaOH

28,500CMD

膠凝槽 HRT:30min 攪拌機 30rpm 加 Polymer
29,000CMD

沈澱槽 ( 無機污泥 ) HRT:2hr (40m/ 天 )
有效水深 2m 排泥機一台 29,000CMD

污泥脫水機 ( 所有
污泥共用 ) －

原污泥含水率
98-99%，脫水後

含水率 80%

原污泥量
第一期 21 m3/ 天
第二期 34 m3/ 天

清水槽 HRT:1 小時 － 29,000CMD

除金屬程序－
曝 氣 沈 澱 法
( 需 求 28,500 
CMD)

pH 調整及曝氣槽
HRT:5min

WLH=1:1:1.2, 
H=2.5~4m

曝氣攪拌機
0.15m3air/m2/

分

pH 維持 9.5( 鐵錳
沈澱物形成 )
29,000CMD

加藥機 － －
NaOH、PAC、

Polymer、H2SO4

添加
中和槽 HRT:5min － 29,000CMD

纖維過濾槽 (5μ 孔
隙 ) 60~80m/hr － 含加壓反洗設施，

29,000CMD
清水槽 日產水量之 15% － 29,00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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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水再生廠各處理單元之設計規格(續)

水再生方法 設施單元 空間規格 機械設備
規格 其他規格

除離子、金屬、有
機物程序－逆滲透
法
( 第一期需求
10,000 CMD 第
二期需求 42,000 
CMD)

10μ 匣式
過濾器 － － 第一期 12,300CMD

第二期 51,700CMD

UF 膜管

採 10 吋直徑 x5 呎長之中
空絲膜管，產水 60CMD/
支，每套模組 30 支，第

一期 7 套 (12600CMD)，
另 1 套模組備用。

－

第一期產水
12,300CMD
第二期產水
51,700CMD

清水槽 HRT:1 小時 － 第一期 12,300CMD
第二期 51,700CMD

1μ 匣式過
濾器 － － 第一期 12,300CMD

第二期 51,700CMD

高回收率
RO 膜管

採 10 吋直徑 x5 呎長
之 ESPA2 膜管，產水
回收率 85% 以上。產
水 24CMD/ 支，6 支 /
vessel，30vessel/ 模

組，第一期 3 模組
(12960CMD)，另 1 模組

備用。

－

第一期產水
10,000CMD
第二期產水
42,000CMD

CO2 氣提
槽 － － 第一期 10,000CMD

第二期 42,000CMD

清水槽 日產水量之 15% － 第一期 10,000CMD
第二期 42,000CMD

殺菌程序－紫外線
UV 消毒 ( 第一期需
求 96,500 CMD 第
二期需求 126,500 
CMD)

UV 燈管 HRT:20 秒
處理量 :100m3/ 支 / 天

沉水式
UV 燈

組，波長
254nm

第一期 96,500 CMD
第二期 128,500CMD

穩壓器 － 1 組 －
殺菌程序－加氯消
毒 ( 中港區再生程
序反洗水再利用 )

加氯設備 － 產水餘氯
1mg/l

第一期 1,500 CMD
第二期 4,400 CMD

六、主要配置 

6.1	原水輸水和清水送水管線工程

本管線工程分為原水輸水管線與清水送水管線，輸水管線接自福田水資源回收

中心之回收水暫存貯槽，管線沿綠川右岸埋設，經前處理設施及烏日都市計畫預定

道路用地後，以推進管穿越旱溪排水轉入環中路，再沿環中路西側往南埋設至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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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路口，經五光路往西轉入環河路，並沿環河路向下游埋設；至旱溪排水、筏子溪分別

採推進管穿越，至環河路與長壽路交叉處以推進管穿越省道聯絡匝道進入中山路，

再沿中山路東側埋設，並以推進管穿越省道及台鐵涵洞，至烏溪防汛道路後轉入防

汛道路右側往下游埋管；管線經烏溪右岸之中和、大肚、汴子頭及龍井等堤防防汛道

路，至台中港特定區污水處理廠附近進入水再生廠。送水管線起於水再生廠，採共

同管道沿龍井大排左岸上溯，以管道橋跨越龍井大排水後，經往南堤路北行經火力

發電廠大門接至龍昌路，再轉往西止於中龍鋼鐵廠接水點。

由上述說明，可將管線分為七大段，第一～第六段為原水輸水管，第七段部份

為原水輸水管，部份為清水送水管，整體工程概況如表 13，其輸水路線可示如圖 5。

6.2	水再生處理廠工程

圖 6 為福田廠放流水消毒暫存貯水池至原水前處理設施之相關施工程配置規

劃。本計畫規劃自福田廠消毒池後端以∮ 1,350mm 之管線 ( 設計最大輸水量為

140,000 CMD) 接管至前處理設施之進流水匯流池，再由抽水機抽水至快濾池進行過

濾，過濾後之水再匯流至過濾水匯流池，然後輸送以重力輸送至台中港區之水再生

處理廠。

圖 7 為位於台中港區之水再生處理廠設置位置圖。該水再生處理廠預計設於中

港專業區外污水處理廠附近，該場地面積約 5 公頃，購地費用約 1.1 億元。

台中港區水再生處理廠整體相關系統設施工程配置規劃如圖 8 和圖 9 所示。台

中港區之水再生設施包括：原水池、中龍鋼鐵公司 58,000 CMD 水再生處理系統、中

石化公司 28,500 CMD 水再生處理系統、台電公司 12,000 CMD 水再生處理系統、其

他廠需水 30,000 CMD 之 UF 及 RO 系統、清水池等。

6.3	施工進度

本計畫工程預定整體工期預估需時 4 年，進度如表 14 所示，相關設施施工計畫

說明如下：

1. 設計及審查作業：於開工前完成細部設計與審查作業，並完成開工所需證照申

請，以避免延誤工期。相關設計及審查作業預估需時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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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圖5規劃輸水路線圖(福田廠至台中港)

圖6 前處理設施工程配置規劃圖(福田廠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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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mm放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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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消毒暫存貯池
接管引放流水

 
圖 6 前處理設施工程配置規劃圖(福田廠附近) 

區位：台中港專業區外,
鄰近污水廠

面積：約5公頃

 
圖 7 水再生廠設置位置(台中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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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水再生廠配置規劃圖(台中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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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水再生廠設置位置(台中港區)

圖8 水再生廠配置規劃圖(台中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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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圖9 水再生廠3D意象圖(台中港區)

2.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作業：本工程私有地面積佔總工程用地比例不高，依據一般

工程開發時程，用地徵收及補償作業需時約1年。

3. 管線工程主要工項包括明挖埋管約23.4公里、推進埋管約1.7公里、共同管溝明挖

埋管約2.0公里。明挖埋管工程數量最多，當屬管線工程施工要徑，就單一標而

言，平均每工作天埋管約12m，若分成4標段，則每標段可於2.5年施工完，再利用

半年時間進行試水、試運轉及驗收等工作，整體工期為3年。

4. 前處理設施及水再生廠土木設施：整地開工後應優先由相關土木及廠房設施開始

興建，其中包括前處理(快濾)系統、硝化池體、結晶軟化池體、混凝沉澱池體、超

過濾池體、原水及清水池體及逆滲透系統之廠房，相關土木施工作業預估需時1.5

年。

5. 前處理設施及水再生廠系統設備安裝：於土木施工完成後，將相關系統設備進行

安裝，相關系統設備安裝作業預估需時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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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福田水再生廠工程預定進度表

七、投資經濟分析 

7.1	工程經費分析

本計畫工程經費總表及分年工程費總表詳見表 15。由表中可知總工程費為 70.63

億元，施工期間利息為 5.21 億元，建造成本則為 75.84 億元。其中，輸水管線之直

接工程費 (23.86 億元 ) 約為水再生廠之直接工程費 (17.55 億元 ) 之 1.3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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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表15 福田再生水工程之工程經費估算總表

成本項目 工程費
( 億元 ) 備註

壹
100. 設計階段作業費 2.32
  110. 基本設計作業費 0.93 直接工程成本之 2%
  120. 詳細設計作業費 1.39 直接工程成本之 3%

貳 200.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1.88 ( 含用地徵收及補償作業費 )

參

300. 直接工程成本 46.46 310~340 項之和
  310.輸水管線工程 23.86
  320.水再生廠工程 17.55
  330. 雜項工程 4.14 (310+320) 之 10%
  340.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0.91 (310+320+330) 之 2%
400. 間接工程成本 6.97 直接工程成本之 15%
500. 工程預備費 9.29 直接工程成本之 20%

600. 物價調整費 2.32 以分年建造費平均每年上漲 1.5% 複利
計算

工程建造費 65.04 300+400+500+600
肆 其他費用 1.39 直接工程成本之 3%
伍 總工程費 70.63 壹至肆項之和
陸 施工期間利息 5.21 以分年總工程費年息 3% 複利逐年估列
柒 建造成本 75.84 伍、陸項之和

7.2	產水單價分析

表 17 為福田廠水再生設施產水單價分析表。由表 16 可知，針對本計畫於民國

105 年需用再生水之三家公司 ( 三種水質需求 )，以及於民國 108 年將供水提升至

128,500 CMD 之條件下，各情況之單位產水成本可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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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水再生設施產水單價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 元 /m3

成本項目

福田廠
附近原
水前處
理設施
( 砂濾
消毒 )

輸水設
施 ( 含
共同管

道 )

台中港區水再生設施

共同 
原水池

再生處理設備

硝化 + 軟化
+UV 

( 中龍鋼鐵 )

混凝 + 曝氣
+UV 

( 中石化 )

UF+RO
+UV(105 年 ) 

( 台電 )

UF+RO
+UV(108 年 ) 

( 台電等 )

單位建造成
本 ( 元 /m³) 0.54 3.85 0.27 2.72 1.51 6.20 5.22

單位營運成
本 ( 元 /m³) 0.78 1.28 0.07 2.8 1.21 10.03 8.16

單位產水成
本 ( 元 /m³) 1.32 5.13 0.34 5.52 2.72 16.24 13.38

合計 ( 含前三項成本 6.79 元 /m3) 12.31 9.51 23.03 20.17

1. 供應中龍公司「低階冷卻用水」之砂濾+消毒+硝化處理+軟化脫鹼處理+UV消毒之

再生水單位總成本為12.31元/噸。

2. 供應中石化公司「石化工廠冷卻用水」之砂濾+消毒+混凝沈澱處理+曝氣沈澱處理

+UV消毒之再生水單位總成本為9.51元/噸。

3. 供應台中火力發電廠「高階環保用水」之砂濾+消毒+ UF+ RO+ UV消毒之再生水

單位總成本為23.03元/噸。

4. 新增供應其他廠之RO高階再生水30,000 CMD，其程序為砂濾+消毒+ UF+ RO+ UV

消毒，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和其他廠供水單位總成本降為為20.17元/噸。

八、興辦方式 
由福田廠 ( 台中市區 ) 至再生水用戶廠內設施 ( 台中港區 ) 之間，本計畫涵蓋之

水再生系統設施包括：放流水輸水管、原水前處理設施、原水前處理後之輸水設施、

水再生設施、清水 ( 再生水 ) 輸水設施 等五項。

針對上述五種水再生系統設施之「用地取得」、「設施興設」和「操作營運」，其

可能興辦方式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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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操作營運方式建議－公辦公營 

8.2 部份公辦、部份民間參與之興辦方式 

經興設時程考量，本計畫研議之民間參與乃引進民間自辦，而不引用促參法。 

以國內現今之法規，並無法對民間自辦之興設者、操作者和使用者提供任何獎勵

和補貼。但是，對於民間興設水再生廠取供雙方之管理，則可引用「新興水源發展條

例(草案)」之原則，納入民間自辦時政府與民間簽訂之合約中。 

本興辦方式之「用地取得」完全由政府公辦，「設施興設」和「操作營運」則部

份由政府公辦。而民間自辦部份則涵蓋與再生水需用廠商最為相關設施之「設施興設」

和「操作營運」。因此，本計畫建議之興辦模式可示如圖 11。由圖 11 可知，民間自辦

「設施興設」和「操作營運」之範圍包括： 

1.水再生設施－不含原水蓄水池之水再生設施 

2.清水送水設施－不含共同管溝之清水送水管線 

3.再生水用戶廠內設施：完全由民間自辦土地取得、興設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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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興辦模式建議－民間自辦(不引用促參法) 

由圖 11 亦可知，本計畫建議之放流水輸水管、原水前處理設施、原水前處理後

之輸水設施、水再生設施之原水蓄水池、清水送水設施之共同管溝均由政府以公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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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8.1公辦公營興辦方式

公辦公營指「用地取得」和「設施興設」均由政府公辦，而操作營運可由政府

公辦，或由政府以公開招標委託民間公司代操作，而由政府負責營運。

基於國內公務員人力有限，為提升操作效率，現行都市污水廠大都採用委外代

操作之方式辦理，因此，本計畫建議水再生系統設施之「操作營運」採「代操作」

方式進行，示如圖 10。

圖10操作營運方式建議－公辦公營

8.2部份公辦、部份民間參與之興辦方式

經興設時程考量，本計畫研議之民間參與乃引進民間自辦，而不引用促參法。

以國內現今之法規，並無法對民間自辦之興設者、操作者和使用者提供任何獎

勵和補貼。但是，對於民間興設水再生廠取供雙方之管理，則可引用「新興水源發

展條例 ( 草案 )」之原則，納入民間自辦時政府與民間簽訂之合約中。

本興辦方式之「用地取得」完全由政府公辦，「設施興設」和「操作營運」則部

份由政府公辦。而民間自辦部份則涵蓋與再生水需用廠商最為相關設施之「設施興

設」和「操作營運」。因此，本計畫建議之興辦模式可示如圖 11。由圖 11 可知，民

間自辦「設施興設」和「操作營運」之範圍包括：

1.水再生設施－不含原水蓄水池之水再生設施

2.清水送水設施－不含共同管溝之清水送水管線

3.再生水用戶廠內設施：完全由民間自辦土地取得、興設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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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11 亦可知，本計畫建議之放流水輸水管、原水前處理設施、原水前處理後

之輸水設施、水再生設施之原水蓄水池、清水送水設施之共同管溝均由政府以公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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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興辦模式建議－民間自辦(不引用促參法)

由圖 11 亦可知，本計畫建議之放流水輸水管、原水前處理設施、原水前處理後

之輸水設施、水再生設施之原水蓄水池、清水送水設施之共同管溝均由政府以公辦

公開招標辦理代操作，且為減少代操作之界面，最好由同一家公司辦理為宜。

針對代操作之公開招標發包，建議仿效福田處理廠代操作模式 ( 由台中市政府發

包和監督 )，委由台中市政府統一辦理所有代操作案之發包，而福田廠代操作仍由台

中市政府負責 ( 水利署酌予支付購置原水費用 )。至於水利署則編列預算補助其餘水

再生設施之代操作費用，並於代操作合約中規範各設施之界面問題。

九、結語 
1. 根據大台中地區之水資源缺口分析，即使現有規劃之水利設施如期完工(102年大

安大甲水源聯合運用、106年烏嘴潭人工湖)，民國110年大台中地區仍缺水12.4萬

CMD，若不能如期完工，則將缺水38.4萬CMD。本再生水供水計畫預計可於民國

105年~108年供水約10萬~13萬CMD，可為大台中地區提供可觀之新興水資源。

2. 國內「水源」和「放流水」管理紛雜、「水質」管理嚴格、「水價」過低，水利

署對於掌握「水源」、「放流水」、「水質」、「水價」均有其力有未逮之處。

本案之推動牽涉之事權較多(水利署、台中市政府和議會、台中港務局等等)，因

此，推動之阻力仍多。

3. 為因應全球暖化造成之更嚴重水資源分配問題，對於水再生利用，先進國家均由

政府主導整合自來水供應、污水處理、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單位，單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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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操作營運方式建議－公辦公營 

8.2 部份公辦、部份民間參與之興辦方式 

經興設時程考量，本計畫研議之民間參與乃引進民間自辦，而不引用促參法。 

以國內現今之法規，並無法對民間自辦之興設者、操作者和使用者提供任何獎勵

和補貼。但是，對於民間興設水再生廠取供雙方之管理，則可引用「新興水源發展條

例(草案)」之原則，納入民間自辦時政府與民間簽訂之合約中。 

本興辦方式之「用地取得」完全由政府公辦，「設施興設」和「操作營運」則部

份由政府公辦。而民間自辦部份則涵蓋與再生水需用廠商最為相關設施之「設施興設」

和「操作營運」。因此，本計畫建議之興辦模式可示如圖 11。由圖 11 可知，民間自辦

「設施興設」和「操作營運」之範圍包括： 

1.水再生設施－不含原水蓄水池之水再生設施 

2.清水送水設施－不含共同管溝之清水送水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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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興辦模式建議－民間自辦(不引用促參法) 

由圖 11 亦可知，本計畫建議之放流水輸水管、原水前處理設施、原水前處理後

之輸水設施、水再生設施之原水蓄水池、清水送水設施之共同管溝均由政府以公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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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案例分享

(或機關間有合作協議)掌握「水源」、「水質」和「水價」，亦即掌握再生水之

「供」和「需」，以高效率推動再生水使用，永續規劃水資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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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興辦模式建議－民間自辦(不引用促參法) 

由圖 11 亦可知，本計畫建議之放流水輸水管、原水前處理設施、原水前處理後

之輸水設施、水再生設施之原水蓄水池、清水送水設施之共同管溝均由政府以公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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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
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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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8 月 25 日「氣候變遷下之水資
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主持：
財團法人中技社執行長  林志森

聯合報系經濟日報副總編輯  張正

引言：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莊順興

來賓：
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  張子敬
經濟部水利署副署長  吳約西

經濟部工業局主任秘書  甘薇璣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名譽理事長  歐陽嶠暉

台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張添晉
能邦科技顧問公司總經理  朱文生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副總經理  陳筱華
中鋼集團助理副總經理  張西龍

台塑集團處長  張承呂

面對全球水資源日趨匱乏的危機，財團法人中技社日前舉辦「氣候變遷下之水

資源調適─新生水水源開發」研討會，由中技社執行長林志森主持，集合產官學界，

分別就氣候變遷下缺水風險與水資源再生利用調適策略議題，擴大概念的宣導與提

供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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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技社執行長  林志森 
中技社去 (2010) 年針對節水議題舉辦多場論壇，出席相當踴躍。中技社早期就

成立台灣最早的節能服務團工業與污染防治服務團。近年因應國內外趨勢，歷經多

次的變革，目前主要扮演公益法人的角色，以「科技、公益、創新」精神，建構節

能環保智庫，希望能促成環保節能與經濟繁榮的兼籌並顧，也積極協助政府推動相

關重要的議題，如政府環保法規及制度研擬。

台灣缺水危機日益嚴重，尤其面對地球暖化，水資源分配將更不均；中技社這幾

年特別關心此議題，一方面讓業界了解，一方面也提出具體的建議因應，提供政府

主管機關參考。雖然產業用水占台灣水資源只有 10% 左右，70% 幾乎用在農業用水，

20% 用在民生用水。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不限於在產業用水，也包括農業用水的節

省、有效利用之道。

除水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外，最近我們也關注中部地區地盤下陷的問題，未來政

府將採取相關的政策也會衝擊到用水用戶。所以如何讓水資源做有效的利用，未來

不致影響各產業之發展，可看出水資源再生成為重要的議題。

朝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莊順興 
由於全球氣候變遷、降雨日數減少、水庫嚴重淤積、自來水漏水率改善緩慢等

因素，造成台灣地區水資源長期以來面臨供水量不穩定問題，推動新生水源開發有

助於提昇我國供水穩定度，已成為水資源永續利用之重要議題。

以生活污水及工業廢水利用為新生水源，具有水量來源穩定，不受氣候影響，

屬分散性水源可就近再利用等優點。而隨著我國下水道普及率之逐步提昇，推估至

民國 120 年可再生之生活污水總水量將達 340 萬 CMD，可再生之工業廢水總水量

將達 87 萬 CMD，加上農業之可回收水量 476 萬 CMD，總回收潛勢量將達 900 萬

CMD 以上，將可提供我國總供水量 10-15% 以上之餘裕量，顯示出落實建置再生水

系統，將能有效提昇我國供水穩定度。為我國值得投入之基礎建設。

以國際發展經驗來看，污水再生利用，各國特色不同。世界各國推動水再生利

用時，所考量水再生的最優先效益為「水再生可節省高品質用水以供民生等高階用

途使用」。美國、以色列、義大利等國之水再生以農業為主要用途；日本則以都市利

用為主；新加坡利用於產業製程；各國亦因應區域水源要求，將再生水注入地下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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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8 月 25 日「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庫用水作為補充水源或防止海水入侵之用，當然，民眾接受度與水質達成度的考量

為再生水利用之關鍵議題。我國發展再生水系統之特色，必須檢討國內各類用水與

缺水特性，台灣與南加州、以色列或新加坡不同，台灣並非降雨不足或無法掌握水

源之地區，關鍵重點在於降雨不均，蓄水容量有限，無法應付豐水暴雨期與枯水期

穩定供水之需求，尤其，缺水期間生活用水與工業用水之缺水忍受度最低。故建構

台灣再生水系統必須優先考量作為缺水期生活次級用水與工業用水之替代水源，而

於非缺水期則應將再生水納入整體水資源管理系統，提供調配使用之效益。

欲有效推動新生水源開發，可從政策、經濟、技術及接受度等四大核心面向加

以檢視我國現況與遭遇的問題。在政策推動面部分，首要關鍵議題為政府所扮演的

角色，對於生活污水之再生利用，大型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管理權屬政府部門，應

視為公眾所有，放流水應被納入成為整體水資源之一環，如何透過公權力使其發揮

最大效益，避免成為經濟市場之商品，為首要課題。而工業廢水之再生利用，重點

在於如何透過獎勵投資與低利貸款方式，鼓勵產業界建置再生水系統，增加水資源

利用之彈性。其次，法規與制度之建置應列為優先作為，政府如何透過「新興水源

發展條例」之研擬與立法，公告缺水地區推動再生水利用、主導及協助再生水系統

管線建置、擬定水再生政策目標並設置推動新興水源發展基金，作為持續推動之動

力。

在經濟推動面部分，與世界各國相較，台灣屬低水價國家，自來水價約為每噸

10 元，未能實際反映水源開發之成本，使得推動再生水利用相對不易。因此，水價

檢討成為推動再生水不可避免的過程。從美國、以色列、日本與新加坡這些推動水

再生的國家來看，其再生水價均低於自來水價。因此，如何透過公開機制檢討水價

結構成為必要之作為，以確保再生水使用誘因。另從產業整體用水成本分析顯示，

再生水回收至產業使用已展現誘因，以生活污水再生作為製程純水成本約為每噸

12-15 元，以工業廢水再生作為製程純水成本約為每噸 20-30 元，與省下之用水與排

水成本相當，未來如能強化使用再生水業者的穩定供水配套措施及研發鼓勵，將有

助於提高使用之誘因。

在技術推動面部分，再生水使用之用途將主導水再生技術。目前雙薄膜系統 

(Double membrane system) 成為典型標竿技術，廣泛使用於高階用途的水再生。水再

生技術關鍵在於薄膜材料、進流水質管理與操作應變掌控。對我國而言，推動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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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材料與技術研發鼓勵、持續技術應用性驗證，以累積技術信心並輔導建立具競

爭力之水再生產業，為落實水再生產業發展之必要策略。

在社會接受度推動部分，民眾接受度則需要時間，尤其廢污水來源不同，生活

污水、事業廢水水質特性不同，社會接受度不同，也會影響其再利用用途。接受度

除了長期推動之外，如何建立水再生利用風險控管觀念，並納入公眾參與機制，導

引社會了解與正確使用再生水，並透過國內大型企業實廠的應用案例，建立水質可

靠的信心。其次是加強微量物質的檢測，掌握水質安全性，並透過環境教育法，推

展水再生利用觀念，以建立社會對再生水的信心。

綜合而言，我國於水再生之推動上，對於將污水及廢水回收為生活次級用水利

用，在國內推動已超過 15 年有近 200 個成功案例，普遍被接受。而近年來，國內

中鋼、台塑等大型企業已有十多件成功案例，將污水經薄膜處理再生為產業製程用

水，其水質優於自來水，亦大大增加了產業使用再生水之信心。顯見，在水利署、

工業局、環保署等政府單位及產業界與學術界各方多年來之努力下，已顯著提升產

業與社會對水再生的重視，國內社會及產業已逐漸重視並接受再生水之利用，我國

推動新生水源開發的時機似已逐漸成熟，但是推動所需之相關政策、經濟、技術與

接受度等問題及配套措施仍有待克服與建立，期待往後的十年，我國再生水系統之

建置能為穩定供水解決缺水問題做出貢獻。

經濟部水利署副署長  吳約西 
在全球氣候變遷之下，台灣的水資源面臨四大挑戰：第一是颱風豪雨多，洪澇災

害頻仍；其次是降雨量豐枯懸殊，根據水利署過去 60 年的降雨觀測資料顯示，上下

的起伏震盪幅度已達到 2,000 毫米，也就是說年降雨量愈來愈大，缺水也缺的愈嚴

重。第三個挑戰是海平面上再加上地下水的超抽使用，造成沿海淹水問題；第四個是

土石災害的激烈化。

台灣因降雨時間及空間上的差異極大，水資源利用更加重要。面對氣候變遷的

調適這個全方位的工作，已超過水利署的業務範疇，未來更需要行政院的團隊合

作，才有辦法解決。舉例來看，全世界均有三個基本方向，第一是加強水資源設施

運用的效率，包括從既有的水庫加強排砂功能與減少泥砂淤積、加高水庫來增加蓄

水的空間，或是將地表地下水與水庫之間聯合的運用，這些作法都有別於過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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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8 月 25 日「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水資源的運用。

第二是水資源與水權管理。經由長期與農委會的溝通，這部分有很大進展，尤

其是雲、彰地區，單單是善用農業夜間用水，就有 3 億噸的水資源可使用。配合水

利署水資源規劃的政策，即將展開重要的灌溉渠道沿岸的農塘設置，將夜間的水資

源蓄存下來，就可增加農業水資源的運用；此外，還有利用節水灌溉的方式。再來是

落實耕作的制度，將水源有效利用。因為濁水溪沿岸許多是三年兩期作或三年一期

作，由於之前沒有節約用水的概念，導致農民嚴重超抽地下水。除了農業用水，也

感謝工業局在這段時間給予的協助，未來我們也鎖定 22 個工業區進行廢水回收，這

些都是現行推動的工作。

針對新生水水源開發，我認為最大的關鍵在於水價，但這是很大的困難。台灣

省的水價已經 17 年沒有調整，在低價之下要推動再生水，對再生產業的誘因與觸發

其實是不足的，除非政府打算長期用補貼的政策。未來希望透過水價的合理調整，

能帶動再生產業的投資。另外就是污水下水道的建設遠落世界先進國家。以新加坡

和以色列為例，之所以能夠成功推動再生水，就是其污水下水道是百分之百，所以

有辦法將所有的再生水、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如果再把海淡水加進去，這兩個國

家幾乎都達到 30%，也就是海淡加上再生水占全國的水資源供應量 30%。

讓我更佩服的是新加坡，他們甚至對外宣稱「每一滴水最少要用兩次」，這個觀

念可以讓全國民眾放在心上，家裡的每一滴水都要用兩次，也就是將用過的水再用

一次然後再排掉，對於國家整體水資源的運用就是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台灣的水資源困境特別多，尤其有限水的危機。以汐止和基隆為例，過

去是個雨都，就統計數據來看，下雨時全年都有水所以不必太擔心，以致於基隆最

大水庫其蓄水量只有 1,000 萬噸，但每天的用水量有 32 萬噸，如果 40 多天不下雨，

水庫也只能再供水兩個月，這就是一個危機；但是其他長期缺水的地方，各種水資源

設施就必須要足夠。

整體來看，全國水庫要全部蓄滿才有 20 億噸的水，但是一年的用水量是 180

億噸，換句話說台灣的水庫全部蓄滿一次才蓄到一年用水量的 11%，比起韓國與日

本，他們的水庫蓄滿一次可以足夠供應全年用水量的三分之一，剛好是我們的三倍；

加上台灣山高流短、泥砂淤積嚴重，我們的水資源設施挑戰也較大，導致台灣兩三

個月不下雨就會造成缺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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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為服務廠商，協助解決污水處理困擾，成功推動楠梓加工區廢水處理計

畫，在工業區內設置聯合污水處理廠。雖然當時不被看好，事實證明處理過後的水

質比自來水的水質還要好，再扣除海放的費用之後，其水價比自來水成本還低。所

以也得到楠梓加工區廠商的肯定，讓這個污水處理廠率先成為全國首批污水處理廠

民營化示範廠之一，甚至大廠也願意自己投資設廠處理廢水，如日月光公司。

中小企業雖然沒有足夠的資金與自行處理廢水的經驗，但是水利署也聯合民間

污水處理業者，成立 WASCO 機制，也就是廢水聯盟的處理單位。中小企業的業者

只要願意做再生水廢水的使用，即可與該聯盟連絡，立即診斷並提出規劃報告。

經由此機制，投資的經費由廢水的業者去承擔，廠商老闆無需擔心，只要合乎

的水質進來，即可減少廠商廢水處理成本與失敗的機會，這也是水利署目前在做的

第二項工作。

第三項工作，營建署的污水處理設備對二級廢水處理已有很大的進步，所以我

們鎖定幾個重大的污水處理廠，注意它將來推出的量與時間，著手規劃這些水資源

再利用最佳的供給地點，但不能等到水價調整之後才做，這也是水利署目前重

點方向。未來將與工業局合作，因為工業局所主管的工業區裡面有 22 個工業區

每天都有 5,000CMD 的排放量，這些都很有潛力去做回收；此外，縣政府主管的工業

區也有很多的量，但是目前回收率都較低，大概只有 10~20%，這也是我們可以努力

的空間。

綜上所述，如果水價可以調整，那麼很多誘因可以配合推動；如果水價不能調

整，現階段要推動的話，則必須要有一些策略，如找一些用水成本較高的廠商來推

動，這是優先可以進行的；其次是生活污水，在廢水處理當中是較容易處理的

。從台中福田污水處理場的經驗看出，以後各個都會區的污水處理廠所產出的

再生水，將是各縣市政府重視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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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8 月 25 日「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經濟部工業局主任秘書  甘薇璣 
台灣過去在推動節水與回收再利用較為不易，水價偏低是因素之一；另外對製造

業而言，在製程管理上如何維持生產的良好條件是主要目標，較不願輕易嘗試製程

節水措施或回收再利用，因此在工業上推動使用回收再生水比當初預想的困難。因

應之道是加強廣宣，將成功的案例向一般的製造業、產業界及民眾宣傳，讓大家了

解經過良好的技術處理，回收水再利用其實比自來水品質還好。

工業局從民國 92 年開始執行產業節水輔導，但是經費不太穩定；這一兩年配合

行政院工業區更新計畫，我們有比較多的經費來協助產業進行節水；廠商通過審查平

均一家企業約有 22.5 萬元的補助費，輔導內容包括專業的團隊的諮詢或現場訪視，

必要時可以做模廠試驗或駐廠輔導。工業局去 (99) 年共完成 204 件輔導案，其中較

多申請案屬於紡織業，績效算是不錯。從 92 年推動以來，在整個工業用水的回收率

已從 91 年的 46% 提升到 99 年的 65.2%，預計在 110 年可以達到 70% 的回收率。

台灣地區工業廢水經廢水處理後之放流水量每天約有 60 萬噸，如能經過技術處

理回收再利用，對於穩定工業用水與成為輔助來源應有相當助益，所以這一兩年在

工業區更新的案子中，工業局也針對污水處理量約 5,000CMD 以上的污水處理廠進

行規劃，選定的優先條件包括廠區內大用水戶有配合意願，我們並對前十大的用水

戶進行其水量水質之分析；其次是區內具有中水道配水系統，這也會減少未來建置的

成本；還有過去整個污水處理廠的水質與水量穩定供應者為優先。

目前已在老舊的工業區裡選定 14 座污水處理廠進行水質、水量、用地、配管等

分析規劃，其中有三座已做模廠的試驗，包括中壢工業區、台中工業區、臨海工業

區，希望能找出最佳流程與操作的模式，利於未來的建置評估；工業局也將林

園工業區定為示範廠，經過詳細的規劃與評估之後，已列入水利署新生水源發

展計畫現正報行政院核定中，希望院核定後能爭取經費執行，初期的建設規劃由政

府負擔，後續的營運與維護則需靠水價來收取。

因應水資源取得不易且未來水資源供應不穩定常發生，水再生利用產業將應運

而生，預估未來商機無限。工業局去年 5 月公告「水再生利用設備及應用服務」，為

行政院「關鍵產品登峰造極計畫」的關鍵產品項目，由政府提供研發及應用補助，

鼓勵業者進行大尺寸薄膜模組、不織布過濾模組及 MBR 套裝設備等之研發。另外也

規劃於重點應用領域，扶植大型旗艦業者結合專長互補之中小業者組成合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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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爭取大型之水再生回收工程，累積經驗後再航向國際市場。用水效率的提升主

要仍須依賴政策規劃及技術工具的整合運用，才能儘速達到工業用水回收率 110 年

70% 的長期目標。引進優良先進的節水技術及觀念，也是達成此目標的重要方式。

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  張子敬 
目前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關子法中，對於廢污水經處理後之放流水的回收再利

用，環保署訂有回收使用專章作為管理依據。考量推動水再生的前瞻性，應加強水

污染防治法與水再生法令的結合。關於自來水水價的問題，在整個水資源利用管

理，甚至未來在氣候變遷下，對水資源的調適是一個根本的議題。

在水資源的分配上，長期以來對於水權分配一直受到很大的挑戰，更是水利署

的負擔。為提升環境品質與生態系的穩定，促進資源有效合理利用，政府將成立環

境資源部，將可健全決策機制、強化行政效能，未來也會將水資源的分配與運用做

整合。目前產業界普遍反應用水不足，特別在農業用水部分，這牽涉到整個農業發

展政策與農民生計等問題，未來也會將水資源合理分配，不應隨便調度。

除了應從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水資源的分配，還有水的排放許可，這些都是水

資源管理上可使用的工具。包括環評與法規的推動落實，如果針對不同缺水狀況的

新生產業，其需自備的新生水源採分級制度，並透過環評來達到需求；或者未來是否

要成立再生水公司來統一供水，經由分散水源的概念，讓業者在設廠前就能優先考

慮其新生水源、水的排放或回收再利用等問題，使得水資源從上游到下游都能有效

運用及管理。

未來相關的法規若能從資源管理的角度來整合，我想會更有機會。公部門應該

要建立平台，讓民間可以參與，推動效率也較高。至於水價問題，未來若能結合資

源運用，或是提高水污費，某種程度上即可抵消新生水成本，達到平衡。

環保署同時作為環境教育的主管機關，未來對水再生環境教育議題，也應會加

強新生水環境風險評估工作，並規劃長期教育宣導計畫，建立社會對新生水利用的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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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8 月 25 日「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名譽理事長  歐陽嶠暉 
台灣水資源不足，人口持續增加，高耗水產業持續發展，可用水源更加不足。

除每年面臨缺水問題外，由於自來水漏水率偏高，且老舊自來水管持續惡化中，如

果在我們這一代沒有去修自來水管，它的漏損率會愈來愈高，等到下一代更沒有能

力去修了。因此如何降低現有供水設施的漏水、輸水損失，減少水資源消耗值得深

思。

台北市的自來水管持續在更換中，從六年前的一天供水 240 萬噸，現在已經降

到 216 萬噸，這個現象說明其漏損率減少同時也達到節水的效益。至於其他縣市，

一天供水約 860 萬噸，各縣市漏損率約 20%~40% 不等，台灣省地區平均漏損率約

25%，每天約漏掉大台北區的用水量 216 萬噸，一年約漏掉 8 億噸的水量，且耗費淨

水過程電力費及藥品費至大，這就是一個問題，尤其將來面臨人口老化與少子化，

維修的能力將更低。

「假設現在不做，未來會更嚴重」，目前日本的平均漏水率約 7%，台灣卻超過

25%；根據國際水協會 10% 的標準來看，如果我們能降到 10%，一年就可省下 4.7 億

噸的水源，如此看來台灣並不是沒有水源，而是不懂節水之道，缺乏有效運用。我

覺得可以從「世代利用」的角度來引起大家的重視，以創造第二水資源，以舒緩水

資源的不足。

至於農業用水一年用水約 120 億噸，其輸水損失率超過 20% 以上，多因未能有

效率灌溉利用。現在農村有很多的中老年人面臨失業，如能利用這些人口來做夜間

按時逐區代灌水的工作，不僅可以創造地方就業，也可達到節水效益。還有地盤下

陷問題，目前很多產業都在抽用地下水，過去也沒要求他們做回收，我認為應該公

告地盤下陷地區，在未來延長水權登記時，需訂定回收水量，以減少地下水抽取量。

此外也建議在水利署所登記的新設工廠其用水計畫書，除了標示製程的回收率

外，針對缺水地區需再加註廢水再生回收率。據我估計一個工廠在製造的過程，大

概會有 50% 的水蒸發掉，其餘 50% 是以廢水型式流出去，如能要求回收 30%，就等

於總量的 15%，也就是新的水源，在用水計劃書就可以減少 15% 的供水量。目前國

內在做大量回收的產業約有 12 家，如台塑、奇美、友達、中鋼、中龍等，顯見產業

願意投資以減少缺水的風險，同時也減少供水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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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院長  張添晉 
2005 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水諾貝爾頒獎典禮上，有位得獎者表示：「除非人類改

變對用水的思維，否則將來還是要面臨缺水的危機」。他提出四項建議，其中最重要

是節約用水，其次是水再生利用。除了頒獎之外，主要探討水資源問題的現狀與未

來。

對於水資源的議題，目前國內無論從計劃的推動或教育的宣導儼然成形。從政

策推動面來看，針對用水量及廢水排放量過大的產業制訂使用再生水比例，如染整

業、造紙業、PCB 電路板業及光電業；不僅訂定水質排放標準，更嚴加管控廢水排放

量，以總量管制的觀點，限定產業廢水排放量額度，提高產業回收廢水再利用的發

展。

從經濟推動面來看，台灣自來水水價遠低於其他國家，應適度提高水價，並針

對缺水季節、缺水風險高的地區制訂較高的水價，以促成使用者減少水資源用量及

提高利用效率；並制定再生水用戶的水價抵減方案，以使用量的方式規劃抵減額度，

進而提高再生水的市場需求量。

另從技術推動面來看，解決積垢問題為目前薄膜處理廢水的關鍵技術，應加強

國內對於抗垢劑、制菌劑、抗藥洗腐蝕薄膜等專業技術研發，以解決現階段技術的

瓶頸；並增加國內水再生相關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設備研發的經濟效益。此外，以

再生水作為地下水補注水源，可有效解決台灣缺水及地層下陷問題，因此需強化國

內發展硝化、脫氮等關鍵技術的改良與管理，並發展適用於社區的小規模水再生套

裝系統或設備，以解決缺水問題。

在接受度推動方面，需建立安全驗證機制，包含水質檢測頻率及應變機制，以

科學研究數據建立再生水質可靠度及使用者的接受度；並以大型工廠做示範，利用這

些成功案例，帶動中小型廠家跟進；還有建立國內再生水的健康風險評估制度，規劃

完善的程序、提升「安全利用」的可信度。

在我國積極推動水再生利用之際，僅提出四項建議：第一、注意源頭減量的管理

與技術；第二，以過去國外的經驗來看，不計代價做水再生利用，並非水再生的本

意，因此經濟誘因和技術面需同時配套。長期下來對環境的影響會慢慢顯現；第三，

水再生利用還是要從高附加價值為導向；第四，針對水再生利用中新興的有害物質，

應以安全處理為原則，下一步才考慮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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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8 月 25 日「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中鋼集團助理副總經理  張西龍 
1、 歷經88水災供水可能中斷之風險，中鋼體認未來必將面對更多類似因供水不穩

影響生產營運之事件，因此推動水源多元化是非常必要的。多元化策略規劃供

水來源自來水(1/3)、都市污水再生(1/3)及海水淡化自來水(1/3)。

2、 供水多元化計畫推動，將整合國內外技術並共同開發建立屬於中鋼集團（中宇

為主)自主性之工程技術，進一步對外推展新興水利工程。材料與水處理藥品

開發與應用，將以中鋼技術與中宇結合國產化策略，大幅降低成本。

3、 中鋼自行研究並已建造世界上鋼鐵業最大之工業廢水回生再生系統13,500 

CMD，其中9,000CMD做為電廠純水補充。另在熱軋一廠與水工所合作完成倒

極式電透析(EDR)水處理系統。

4、 長期水資源策略目標是“零排放”(Zero Discharge)，目標視環境與經濟可行性

而定，歡迎各界提供經驗技術交流與合作。

5、 推動再生水新興工程，優先與國內業界合作，共同開發技術與材料應用（如薄

膜、脫水濾布與機械)。曾經外購脫水濾布一片台幣40萬元，經與國內業界開

發成功，降價至1/4以下。

6、 再生水推動面臨「水權歸屬」、「濃液排放法源」、「脫水泥餅資源化利

用」…等法規問題，希望環保署協助。

7、 再生水資源系統穩定性端賴進水品管（含水量與水質)，尤其都市污水品管需

要地方政府配合管理，做好分類、收集、輸送與調控(勻)之標準化與落實。

8、 另外針對微量污染物的分析管理將更重要，目前中鋼已與成大、澳洲專業機構

進行策略聯盟中，將共同成立高級水質研究管理中心。

台塑集團處長  張承呂 
台塑麥寮工業區因為枯水期没有水權，為了讓製程穩定，需要向農業調水。近

年因氣候變遷，我們也感受到水資源不足，工業界確實有必要進行節水及多元化水

資源開發的工作。台塑過去在省水、節水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有獲致相當成果；我

們在麥寮工業區每天的用水量，從過去每日平均 37 萬噸降至 29 萬噸。

在多元水資源的開發，則有雨水、農業用水廻歸水回收及廢水再生回收等。雨

水平均每日回收 2500 噸，相當園區員工一天的用水量，廢水再生回收部分，則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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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約有 1 萬 4,000 噸的量，約占廢水排放量的 17~20%，未來我們會再努力提高回

收比例。以台塑的經驗來看，要做好廢水回收，源頭的水質管理非常重要，如何讓

其分流並有效管制是確保後端廢水回收穩定操作的關鍵因素。當初我們也吃了很多

的苦頭，甚至合作廠商也在質疑水質的不穩定，後來追根究柢發現主要問題來自於

工業區廢水來源相當複雜，水質的特性、成份都不同。

我們現在廢水回收的設備大都使用薄膜分離的技術，這是很精密的分離設備。

若遇到特殊成分、甚至長菌阻塞薄膜，就會影響設備的穩定操作。所以在推動工業

區的廢水回收時，還是要詳細將水源水質調查清楚，哪些水可以回收，哪些水則不

利回收，甚至會增加廢水回收的困難度。這些水都要分流出來，未來運轉才能穩

定，同時亦可降低成本。

關於目前水價太低的問題，會降低業界推動水回收的意願。我們目前的做法是

設法提高回收的附加價值，即讓回收水高質化，如回收作為鍋爐用水或製程用純水

等，如此回收水的成本，就跟自來水作為純化來源之成本差不多，所以工業區在推

動時，可以將水回收後之用途先調查清楚，朝此的方式來做，就會有誘因，鼓勵業

界來做。

能邦科技顧問公司總經理  朱文生 
我很早就在台灣的水利界提出污水回用的問題，從國外成功經驗來看，我認為

「使用者付費」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所以水費必須要調整。在再生水的利用方面，

我認為應該優先考慮用來在沿海地層下陷、海水入侵地區補注地下水。這樣，在推

動初期的阻力會比較小。但是，目前地下水補注的水質標準必須要鬆綁。以前我們

把處理過的污水還當做廢棄物，現在是想把處理過的污水當成新興水資源。20 多年

前訂下的地下水補注水質標準可以重新思考了。

在政策上，今後應大幅增加水資源和環保的預算，考量建置分散式污水處理設

施和污水管線，還要廣為宣傳，提升公眾參與度。我也要為自來水的漏水率講幾句

話。我們要在三年內具體改善自來水漏水率，除了需要近千億元的預算，還要有足

夠的工程人力和路權的配合。目前修繕維護台灣非常老舊的自來水管網是一件相當

辛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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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8 月 25 日「氣候變遷下之水資源調適─推動新生水水源開發」論壇 
發言紀要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副總經理  陳筱華 
因極端氣候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問題已非常明顯，國內水資源單位須先認定「非

自然水源」亦能成為「水源」( 現行水利法僅認定「自然水體」方能成為水源 )，且

非自然水源 ( 包括放流水、農業迴歸水等 ) 之回收再利用已成為水資源供應之必要方

案。

現行國內因下水道、放流水、自然水體之管理和規範分屬不同單位，水回收之

推動困難重重。建議應仿效國外先進國家將放流水納為水源，並將水放流水再生回

收再利用之推動納為水源供應方案之一，並由原本下水道、放流水管理之各權責機

關授權供水機構單一管理方為上策。

為使「非自然水源」成為必要的水源，建議「水利法」將「水權」、「水利事業」

之定義將「放流水」、「農業回歸水」等非自然水源納入，使非自然水源亦有水權。

申登非自然水源者可依法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權 ( 水利法第十五條 )。而以人為方法控

馭或利用非自然水源亦可算為水利事業。如此水利單位即能完整管理水再生事務，

並使水源與供水之管轄與權責統整。

目前國內推動水回收利用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取用型，另一是取供型。前者由

工業局主導推動，為工廠廠內水回收，後者由水利署主導推動，為都市和工業區

公共污水廠放流水回收，再進行供水。取用型水回收建議工廠整廠水回收率應達

65%，此種型式現已有超過 100 萬噸 / 日的回收水量，已造就超過 200 億元的產業規

模，可說成效相當好。未來工業局若將整廠水回收率之要求提升至 75%，再加上水

利署預計回收供水 120 萬噸 / 日，估計會創造 650 億元以上的產值及每年 55 億元之

操作維護產業，而此一水回收產業之推動非薄膜技術莫屬。因此，國內紡織薄膜產

業之自主化一定要加緊推動，而推動國內之薄膜產業首先須建立自主產業鏈，並朝

水再生工程自主化的方向努力。而在薄膜產業自主化之同時，針對國內廢污水和氣

候特性進行薄膜可回復性操作研究亦為未來搭配薄膜產品開發之重點。

目前談再生水時多以供水端來看，反而在需求端的資料庫建立並不完整。因推

動水回收利用首重需求端資訊之完整掌握，建議由水利署、工業局和農委會先進行

具潛力用水者之水量水質需求合併盤查，並請農委會檢討水稻和旱作對於灌溉水質

之不同要求，修訂灌溉水水質標準，以利未來再生水利用依水質和用水量訂再生水

價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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