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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者序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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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經濟產業目前為政府大力推動之 5+2 創新產業之一，本社自 2006 年起即針

對資源循環相關議題持續探討，從物質循環及碳循環、物質流及碳循環、永續資源

管理、國內外循環經濟發展趨勢、中小企業轉型至循環經濟之挑戰與契機、循環經

濟推動的重要關鍵議題等，共出版 6 本專題報告。去年 (2017) 本社與社團法人永續

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簡稱「永循會」）合作，出版「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

專書，獲得廣大回響。今年再度與永循會合作，收錄包括循環經濟觀念介紹及營建 /

橡膠 / 材料產業、廢棄資源再使用等循環技術共 10 篇文章，出版「永續循環經濟觀

念案例分享 2」，供產學研界參考，期待台灣早日以資源循環創造另一波經濟奇蹟。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2018年11月





協同推進循環經濟社會的
建構

涓衷心感謝中技社再度大力支持第二本循環經濟專書的出版。

第一本專書受到各界好評，決定再度邀請專家執筆分享經驗案例，期待逐步播

種循環經濟種子。

過去一年來，永循會一本初衷，以熱誠與信念為資源，以小平台角色夥同專業

機構與專家，持續舉辦循環經濟論壇與研討會，分享實務案例，由做中學，尋求最

適合台灣產業發展的循環模式。

感謝許多機構協同推進，包括台灣創意設計中心辦理循環設計論壇、商業發展

研究院辦理服務業循環經濟研討會、石化公會辦理石化資源循環講座、化工學會與

台灣綜合研究院辦理資源循環研討會、塑膠中心辦理塑膠循環研討會、紡織綜合研

究所辦理循環紡織研討會、中原大學辦理循環經濟研習會…等，分享的專家都能傾

囊相授，也提供第二本專書集結出版的契機。

循環經濟是一條必須要走但是漫長的道路。永循會將一本熱誠與信念，協同會

員與策略夥伴，由草根小處做起，堅定推進循環經濟社會的逐步建構。

期待明年再獲各機構、專家與中技社的大力支持，持續出版第三本循環經濟專

書。涓滴可以成流，為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注入棉薄之力。

永續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永循會)理事長

施顏祥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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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營運模式發展
與成功案例

商業發展研究院» 王建彬» 副院長»

創模所» 林原慶» 組長

全
球多數國家過去多以大量消耗原物料及能源、資源引導製造與消費的方式推升

經濟成長。自工業革命以來，主導全球製造業的正是此類型線性、單向的模

式。

由全球各國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GDP 每成長 1%，平均資源消耗量約上漲

0.4%，顯示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為驅動資源需求量攀升的重要關鍵。

自 2000 年後，由於新興市場中產階級需求激增，推升大宗商品價格飛升，迫使

先進國家苦思經濟成長與原物料價格脫鉤之道。加上環境保育及永續發展意識抬頭，

亦促使全球企業由過去資源單向式消耗的模式，加速邁向循環經濟式創新。

在此環境下，各國莫不積極投入。如德國制定循環經濟和廢棄物處置法、日本

訂定促進循環型社會基本法、中國大陸提出循環經濟促進法。越來越多國家在其法

令中，納入了循環經濟內容。

知名顧問公司 Accenture 公司，將循環經濟歸納為五種商業模式。其中「循環資

源供應」與「資源回收再造」模式主要由製造端驅動；「商品生命延伸」、「共享平

台」、「商品即服務」模式則由商業端驅動。

麥肯錫顧問公司則預測循環經濟將在五年內創造 5 億美金的收益、10 萬個新工

作，並避免 1 億噸的材料浪費，可讓全球每年省下 1 兆美元材料成本，創造超過 100

13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2

萬的就業機會。

為推動循環經濟，歐洲成立 CE100 計畫，由飛利浦 Philips、聯合利華、IKEA、

可口可樂等近百家企業組成。積極推動。

而全球循環經濟營運模式較著名的有：

1.  服務即商品模式(以租代買)–荷蘭Bundles洗衣月租 服務

該提出「附上洗衣機的

洗衣月租服務」，免費提供

洗衣機到府安裝，再根據智

慧連網技術，監測消費者使

用次數及狀況，做為收費基

礎及維修更新規劃。

Bundles 採取「商品即

服務」(PaaS) 模式，提升洗

衣機生命週期並降低閒置成  9

洗衣機
製造

洗衣機
丟棄

洗衣機
銷售

業者
收購

消費者
租賃

設定
計費模式

洗衣機
使用

應用智慧感知、IOT
聯網技術，取得消費
者使用資訊

拆解回收

資料來源：Bundles；商研院整理

吸引德國精品家電品
牌Miele合作，製造端
以最大化回收利用為
目標，進行產品設計
與改良

家電製造業
科技設備業

商業服務業

圖2：荷蘭Bundles洗衣月租服務模式

 

製
造
驅
動

商
業
驅
動

商業模式

循環資源供應：應用再生
能源及可生物分解之材料。

資源回收再造：由廢品中
回收再造能資源。

商品生命延伸：透過維修、
升級與回售，延長商品及元
件的使用週期。

共享平臺：運用數位平臺提高
閒置財貨及服務資源使用率。

服務即商品：以使用權取代擁
有權，強化資源循環生產效率。

產品
設計

採購

製造 物流

銷售

使用

使用
完畢

逆物流

降低廢
棄比例

共
享
平
臺

回售

維修
升級

循環
資源 其他

迴圈

回收

再造

商品再製造

回收再造

資料來源：Accenture；商研院整理

圖1：循環經濟5種創新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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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更進一步影響洗衣機製造商改良機械設計，以提升回收比例。目前，Bundles 也

將烘衣機、洗碗機等其他白色家電，納入這套智慧聯網的解決方案。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活動

關鍵資源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層

通路

成本結構 收益流

以租代賣，創造
使用者價廉物美
，既科技又環保

1.智慧感知/監測
2.最大回收利用
產品設計

3.回收機制

1.IOT技術
2.產品設計能力
3.維修技術

德國精品家電品
牌Miele合作

最大回收利用
產品設計，節省成本

家電最科技、最先進

廣告、降價吸引顧客

科技、先進與廣告

科技力、洗淨力與廣
告力

供應鏈與經銷商

省材料，低製造成本

家電賣場直線銷售

多年家庭消費者

通路採購或代銷一次性收益

持續獲取消費者
使用資訊，精準
顧客關係管理

個人或小家庭消
費者、B2B洗衣
店、宿舍

租賃平臺月
租服務

租賃平臺持續性月租收益

B2B租賃持續性收益

表1：荷蘭Bundles洗衣月租服務模式九宮格

服務即商品模式 ( 以租代買 ) 可廣泛應用於高度反覆再利用型產品，並有效結合

製造業、科技設備業及服務業者，延長循環經濟服務價值鏈效益，創造多元收益。

2.  食聯網協同作業模式–英國Winnow食聯網解決

在眾多新創企業中，成立於 2013 年的英國新創企業 Winnow，特別針對餐廳

用戶提供數據分析與技術解決方案之企業，透過具測重與辨識功能之智慧廚餘回收

桶、以及與回收桶相聯結之觸控螢幕，協助業者精準掌握食材運用情形並據此進行

調整，以降低不必要的食材浪費與成本支出。

Winnow 服務的客戶，包含跨國餐飲巨頭英國金巴斯集團 (Compass Group)，以

及法國雅高國際酒店集團 (ACCOR) 等，兩大集團預計在 2020 年前分別達成降低食

物浪費 10% 與 30% 的目標。此外，Winnow 目前已成功切入新加坡、泰國及中國大

陸等亞洲市場，為將數位經濟應用於餐飲服務業的典型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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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運用智慧裝
置自動量測
並記錄廚餘
重量。

紀錄

提供客製化
介面，客戶
可簡易紀錄
食餘種類、
品項與丟棄
原因。

計算分析

運用雲端平
臺每日紀錄
並計算分析
廚餘丟棄狀
況。

製作報告

系統每日自
動計算並生
成分析報告
，供客戶參
考。

制定改進方
案

精準掌握食
材運用情形
並據此調整
，降低食材
浪費與成本
支出。

Winnow運作流程

資料來源：Winnow；商研院整理

圖2：英國Winnow食聯網解決模式

食聯網協同作業模式係以食品供應鏈各關鍵環節之感測器與數據分析系統應

用，導入場景包括原料管控、產品設計、商業模式、服務設計、資訊連結、食材回

收到行銷方案等各節點，運用數位科技生態圈的力量，為整體食品供應運作與餐飲

服務模式帶來嶄新革命。

表2：英國Winnow食聯網解決模式九宮格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活動

關鍵資源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層

通路

成本結構 收益流

餐廳、美食街、
團膳業者

食源安心、新鮮、
價格穩定廉宜

電商、實體通路
直接販售、批發

契作農場、小農

食材銷售獲取收益

行銷、販售

設備廠商、
資訊業者

系統設置、數
據串接

租賃平臺
月租服務

B2B: 續食業者、
廚餘回收公司、
堆肥、生質燃
料、沼氣能源

租賃平臺持續性月租收益

B2B租賃持續性收益

協助業者落實餐飲
管理，包括掌握食
材運用、控制營運
成本、了解消費者
喜好，並串聯末端
處理業者。

雲端平臺、大
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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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輕再製二級市場服務模式–英國Wear2工作服回收再利用

英國新創公司 Wear2 提出「工作服回收再利用」模式，以模組化設計及特殊材

料製作工作服提供予企業使用，可經由低成本且簡單的再製程序，提供給其他企業

繼續使用。

此模式結合纖維紡織科技及創新商業模式，打破過去大量單向消耗的企業制服

市場模式，建構起低成本的二手衣再製循環經濟。

圖3：英國Wear2工作服回收再利用模式

輕再製二級市場服務模式，主要著重在設計生產與末端回收翻新兩段，透過輕

再製後再投入循環利用以延續商品壽命，適合大量需求之規格化商品 ( 如企業制服、

辦公室傢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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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英國Wear2工作服回收再利用模式九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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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活動 

關鍵資源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層 

通路 

成本結構 收益流 

產品設計 、 
生產製造 

源頭設計即考量未來 
拆除、翻新、升級可 
能性

原物料供應商 

電商 、 實體賣 
場以零售  ( 批 
發 ) 方式販售 

個人 、 公司行 
號 、 學校機關 

賣斷後取得一次性收益 

材料科學 、 
模組化設計 

翻新商品重新 
進入市場流通 
(販售、 租賃 ) 

to C (ex .日本MUJI)
或 to B 

新產品線販售創造新收益來源 
以租賃方式取得持續性收益 

設計生產與末端 
回收翻新兩段， 
透過輕再製後再 
投入循環利用以 
延續商品壽命 

4.  文化創意價值再造模式–英國精品環保品牌Elvis & Kresse

英國精品環保品牌 Elvis & Kresse 成立於 2005 年，所銷售之商品係以廢棄物作

為原料，進行「升級回收」(upcycling) 流程，且以手工縫製富有設計感之包包、配

件。

Elvis & Kresse 使用的素材，係當地消防隊汰舊的消防水帶；這些水帶因使用狀

況不一，讓每個新生的包包都成為獨一無二的商品，零售價約在 200 英鎊左右。除

了消防水帶，Elvis & Kresse 近來也將回收素材擴及工業廢棄物，如廢棄咖啡布袋、

軍方淘汰降落傘、皮革邊角料等。

Elvis & Kresse 將 50% 的獲利回捐給消防員慈善基金，讓環保、商業與公益得以

串聯；富有社會使命的公司經營理念，讓 Elvis & Kresse 獲得「B 型企業」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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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捐贈

公司獲利

末端回收 設計生產 成品販售

圖4：英國精品環保品牌Elvis & Kresse模式

文化創意價值再造模式，係聚焦在生命週期單一，並多以掩埋、焚化等無效率

手段進行末端處理之產品為對象。透過文創加值，讓這些廢棄物以不同形態重返市

場流通，創造新商機。

表4：英國精品環保品牌Elvis & Kresse模式九宮格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活動

關鍵資源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層

通路

成本結構 收益流

包括公、私部
門等對特定產
品有大量需求
對象

智慧資源:創造力、
設計力、品牌力

開發文創商
品

文創商品通路
(線上/線下)

產品銷售帶來收益

生產製造、
行銷

B2B通路採購、
代銷

以產品價格、品質
差異化鞏固客群

文創平臺、
設計師、
網路社群

文創商品銷售取得收益

保有原始廢棄物
之故事性，透過
文創加值方式打
造出全新商品

對文創商品具共
鳴之消費族群

透過產品故事性
渲染，增加消費
者認同感

5.  虛實共享平臺服務模式–荷蘭時尚圖書館LENA

隨著連鎖品牌大量生產銷售成衣、縮短服飾的生命週期，資源的浪費，使服裝

業成為全球的第二大污染源。對此，荷蘭新創公司 LENA 建立起「時尚圖書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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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衣證」讓衣物二手市場更為普及與活絡，對於時尚以及衣服的永續性與環保問題

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LENA 的二手衣租賃模式，讓會員出示「借衣證」挑選架上衣物，並扣取相應

的積點，沒有歸還期限，也可以拿自己家的舊衣服交換。LENA 月費方案最低自 20

歐元起跳，依照個別服裝價值，100 個點數可借出 1 到 4 件衣服，會員也可折扣價購

買喜愛的衣物。

圖5：荷蘭時尚圖書館LENA模式

虛實共享平臺服務模式係以產品使用權共享為主軸，可廣泛應用於需求性高使

用效期短之產品 ( 如流行服飾、母嬰用品 )，結合製造業、平臺服務業者等，擴大商

品使用效益與創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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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荷蘭時尚圖書館LENA模式九宮格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活動

關鍵資源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層

通路

成本結構 收益流

電商、賣
場、專櫃
代理直線
販售

依據各品牌
定位、售價
差異來決定
消費客群

通路商採購
或直接販售
取得收益

透過會員制、折
扣、促銷活動等
來鞏固客群

產品設計製造

O2O通路

以使用者為中
心，改變過去
線性經濟思維，
透過服務租賃
及使用權共享，
降低消費者使
用成本

匯集、分析消費
者使用數據，掌
握消費者圖像，
藉此精準行銷

訂閱收費制度取得持續性
收益

廣告收益

雲端平臺、
大數據分析、
材料科學、
回收科技

6.  建築材料循環利用服務模式–歐盟建材銀行循環迴圈

運用循環材料取代全新

原料為循環經濟重要的價值

創造來源。這不僅牽涉到材

料的重複利用，更重要的是

必須於產品設計時將循環利

用納入考量。

歐盟「建材銀行」計

畫 (BAMB) 便是典型案例。

該計畫提出可回復之建築設

計，將建物視為材料暫時存

放的銀行。因此建築師在設

計建物時必須將延長建物壽

命、最小化拆除與處理廢棄
 

 

材料護照
(Material Passport)

可回復式建築設計
(Revers ible Building Des ign)

實際應用示例：荷蘭Park 20/20

圖6：歐盟建材銀行循環迴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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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成本、建材循環利用、降低原始物料開採投入等因素納入考量。

建築材料循環利用服務模式，係扭轉過去營建業高耗能與高污染特性，以新的

商業模式降低營建、拆除成本，透過科技追蹤建材使用狀況，以提供服務獲取收益。

表6：歐盟建材銀行循環迴圈模式九宮格

 25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活動

關鍵資源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層

通路

成本結構 收益流

傳統線下代理
銷售B2B通路

營造業、建築
師、裝修公司、
設計師、業主

代理商、裝修公司等經
由採購獲取收益

建材設計生產

原物料、生產設備

傳統建材商轉型
成服務供應商，
掌握建材擁有權，
出租建材使用權，
依此降低營建成
本，打造建材循
環利用解決方案

材料科學、模組
化設計、大數據
分析、3D列印

回收、翻新建材
以再次進入市場
流通

建材租賃
平臺

出售建材使用權收益
建材回收翻新再利用多次收益

觀察海外案例，循環經濟商業模式所牽涉的範圍廣泛，導入循環經濟模式應貫

穿服務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結合商業價值與社會公益，讓服務供應鏈與產業網絡

中的各利害關係人均獲得收益，才能夠確保創新商業模式持續開展。我國極度缺乏

天然資源，更應透過循環經濟創新模式，全力朝向永續發展經濟轉型，做為我國產

業邁向新世代的關鍵策略。我國具備「社會、經濟、技術」驅動循環經濟發展要素，

可進一步將循環經濟模式自製造驅動層面延伸擴大，朝向商業與服務驅動邁進，於

新世代的循環經濟生態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

循環經濟模式強調對於整體供應網絡的高度掌握、資訊透明以及快速反應，因

此對創新科技解決方案的需求度相當強烈。

我國以科技製造業立國，中小企業占比高，極富創新能量，相當適合作為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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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合服務科技展開商業應用之試驗場域。奠基在科技應用之循環經濟創新商業

模式，具有前瞻科技與服務創新結合之示範效果，為我國推動循環經濟之方向。台

灣在共享循環經濟浪潮中的角色與機會，應有下列三點：

1.  推動社會企業+服務模式，創造循環經濟商機

台灣在循環型農業、循環型服務業、循環型社會、生態建設的表現相對領先，

例如縣市政府在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表現亮眼。未來更應發展「城市礦產」產業（靜

脈產業），使城市回收體系能銜接，並積極開發與引進技術，使回收物能安全處置與

再利用，進而產生新就業機會。

2.  以商業服務+製造設計，趨動循環經濟豐厚資本

國內緯創公司已投入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售後服務與回收業務，營利率為代工本

 

產品
設計 採購

製造 物流

銷
售

產品
使用

使用
完畢

逆物
流

1. 上位策略擬定
由專注於核心業務
經營，擴大至管理
循環生態圈。

2. 創新產品設計思維
由以單次使用為主之產
品設計，轉變為以多次
循環利用為目標。

3. 採購與製造策略
由單一供應鏈思維
，轉變為異業供應
網絡串聯。

4. 銷售與產品應用模式
由一次性使用銷售，轉變為
客戶與資產生命週期管理。

5. 逆物流服務
由被動支援配
合功能，蛻變
為主動商機驅
動關鍵。

資料來源：Accenture；商研院整理

圖7：循環經濟模式貫穿服務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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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七倍以上。台北市 U-Bike 結合雲端資訊商及自行車製造商的「共享平台」成功

經驗，亦吸引 Gogovan( 機車快遞 APP)、Lalamove( 即物流平台 APP) 等新創業者將

台灣視為重要試驗場域而積極進駐。台灣具備華人優質服務業及科技業設計代工能

量，可以商業服務與製造設計結合，驅動循環經濟的豐厚資本。

3.  以CE100+立法為核心，共創循環經濟美好未來

參考國外 CE100 計畫作法，召集 100 家企業當先鋒，共同來推動產業發展及推

動循環經濟立法，相信前景是樂觀的。

 

社會驅動力

• 追求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
• 勞動力與資源量減少

經濟驅動力 技術驅動力

• 物資價格飛漲
• 高品質就業機會
• 提高生產效率
• 新創企業湧入

• 物聯網
• 感測裝置
• 大數據分析
• 材料與製程技術
改進

循環
經濟

圖8：循環經濟的三個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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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新興科技為循環經濟創新商業模式之基石

循環資
源供應

資源回
收再造

商品生
命延伸

共享
平臺

商品即
服務

數位
科技

行動科技 ★★ ★★★

機器對機器 ★★ ★★

雲端平臺 ★★ ★★

社交平臺 ★ ★★★ ★★

大數據分析 ★ ★★ ★★★

混合

追蹤與逆物流
系統 ★★ ★★★ ★

3D列印 ★ ★★

工程
技術

模組化設計 ★★ ★★ ★

回收科技 ★★ ★★★

生命與材料科
學 ★★★ ★★

資料來源：Accenture；商研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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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循環經濟發展策
略與方向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張啓達» 副執行長

一、前言

台
灣自然資源不足，能資源高度依賴進口，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也需妥善循環

利用及處理處置。將廢料轉化為有價值的物料，不僅可以發展更具生產力和競

爭力的產業，同時也可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為國家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因此，我

國政府大力提倡發展循環經濟，期望經由個別企業、產業間、園區的點線面能資源

循環鏈結，並壯大資源循環產業發展，以建立循環經濟的產業生態體系，達到兼顧

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的產業永續目標。

二、企業永續發展的挑戰與機會

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氣候變遷、能資源短缺、人口成長及海洋生態破壞等全球

陸海空的複雜性環境危機，成為各國政府與企業追求永續發展共同面臨的挑戰與機

會。

1.  氣候變遷風險與減碳潮流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18 年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s Report 2018）指出，

全球第一大風險是極端氣候事件。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極端氣候已是發生機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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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風險，再次蟬聯榜首 [1]。

因應全球減碳潮流帶動低碳市場趨勢，許多跨國企業承諾使用 100% 的再生能

源。例如宜家家居（IKEA）公司於 2012 年宣示旗下所有店面將在 2020 年以前全面

使用再生能源；惠普（HP）公司也於 2016 年 3 月宣示在 2020 年前公司的用電將完

全依賴再生能源；蘋果（Apple）公司於 2018 年 4 月宣佈在全球的工廠、設施將朝

向 100% 採用再生能源的目標，包括在美國、英國、中國等 43 個國家的零售店、辦

公室、資料中心、託管設施。此外，截至 2016 年 5 月蘋果的全球設施，含辦公室、

店面及資料中心，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已達 93% [2]。顯示國際大廠逐步要求供應鏈

全面綠化，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勢必會與再生能源使用比率息息相關。

2.  資源緊缺限制與循環供應鏈趨勢

依據聯合國發布「世界人口展望」2017 年修訂版報告，世界人口數量自 2005 年

以來增加 10 億，已達 76 億，預計 2030 年將達 86 億，2050 年將達到 98 億，2100

年將達到 112 億。世界永續發展協會指出，按照目前的商業與消費模式，2050 年地

球 98 億人口要過得好，需要使用 2.3 個地球資源與能源才夠用。

永續穩定的資源取得成為國際企業經營的重要策略。例如，鈷的需求，從手機

到汽車的大型電池產品，越來越需要這種有限的資源。從 2016 年鈷礦開採公司的股

價全面上漲可以看到端倪。由於對金屬鈷價格持續上漲的擔憂，導致相關產業開始

尋求長期合約來穩定鈷的供應，大型製造商 ( 如蘋果公司 ) 更直接與鈷礦開採商取得

供應。企業社會責任是國際企業經營的核心價值之一，蘋果公司於「2017 年環境責

任報告」中更揭示將實現密閉循環式供應鏈，亦即做到產品 100％回收重覆使用，生

產原料也完全使用再生資源 [3]，以及供應鏈要全部使用再生能源為目標，對於整個

供應鏈數百家廠商所訂定前瞻的綠色環保要求，將促使產業鏈整體綠化、變革與產

業升級。

3.  海洋塑膠垃圾與禁塑發展趨勢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調查報告指出，到 2050 年，海洋中的塑膠垃圾將會比魚還

多。本報告總結表示，要解決塑膠問題，需要大刀闊斧改革，基金會創辦人愛倫‧

麥克阿瑟的理念是打造「新塑膠經濟」，除需要業者、政府和公民齊力合作，以減少

塑膠流入大自然的數量外，應重新思考商品包裝方式，降低對塑膠的需求，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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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新設計塑膠物品，讓它們再利用起來更為簡單，生產方式也須改變，簡化回收

程序 [4]。

「限塑與禁塑」的潮流始自於歐美國家。歐盟於 2014 年通過禁塑令，各會員

國須嚴格控制塑膠袋的銷售及使用，以 2010 年作為基期，設定 2019 年使用量減少

50％，在 2025 年減量達 80％。美國加州於 2014 年頒布禁塑令，並於 2016 年 11 月

公投通過，商家不可提供傳統塑膠袋，須以認證之生物可分解塑膠袋、紙袋、或重

複使用式購物袋取代；夏威夷州在 2015 年正式實施禁塑令，明訂店家提供之購物

袋，須為生物可分解塑膠袋。歐美國家的禁塑政策趨勢，除影響到使用塑膠袋的商

家和消費者外，並將促使相關產業的轉型。

三、國際循環經濟發展趨勢與機會

2014 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邁向循環經濟報告」中提出，循環經濟

在全球化供應鏈中將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未來經濟成長及就業機會的新動能 [5]。英

國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與全球知名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合作推出「循環經濟報告」，

報告指出循環經濟在五年內可創造 5 億美金的淨收益、10 萬個新工作，並避免 1 億

噸的材料浪費；讓全球每年節省下 1 兆美元材料成本的潛力、在全球的再製產業、

歐洲的回收產業超過 100 萬的潛在就業機會。

1.  創新思維擺脫線型經濟發展模式

全球多數先進國家，過去大多以消耗資源、大量生產、引導消費的方式推升經

濟成長，並已成為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例如鄰近的中國大陸正處於自然資

源消耗的高峰期，且資源的利用效率偏低，伴隨產生大量的廢棄物。因此，中國大

陸持續推動相關政策與設定目標，並運用行政、金融、立法等措施，以促進廢棄物

循環利用，期將企業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轉變為另一企業可利用的原料，進而達

到循環產業鏈，實現循環經濟的最終目標。

先進國家為追求永續發展，正思索以創新思維擺脫傳統的「資源—生產—消

費—廢棄」單向式線型經濟發展模式，改採用「源—永續生產—永續消費—升級循

環」回饋式循環模式，強調經濟活動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質和能源，達到「低開採、

高利用、低排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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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法加速邁向循環經濟式創新

為加速邁向循環經濟式創新，已有許多國家在其法令中納入循環經濟的概念，

如德國《循環經濟和廢棄物管理法》、日本《促進循環型社會基本法》、中國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透過相關法令規範廢棄物減量、再使用、再利

用及能源回收等主軸；建構資源再生產品的標準化、產品化之透明度市場環境；投

入相關資源研發升級加值技術。此外，由產品全生命週期考量資源有效利用最大化

及環境衝擊最小化，以經濟誘因 ( 如獎勵補助、政府綠色採購、課徵掩埋稅、資源稅

等 ) 引導市場由傳統線性商業模式，改變為創新之循環經濟模式 ( 包括工業製程重新

設計、循環回收系統之建置、提供服務取代商品買斷等 )，進而建構「最適生產、最

適消費、最少廢棄」之循環型社會體系。

3.  循環經濟的影響與機會

當前經濟發展面臨資源短缺、排碳限制、原物料價格等挑戰。自 2000 年後，由

於新興市場中產階級需求激增，推升大宗商品價格飛升，迫使先進國家苦思經濟成

長與原物料消耗脫鉤之道。

(1)歐盟的循環經濟發展策略

歐盟於 2012 年發表「循環經濟宣言」，推出各種配套政策，提供企業誘因，解

決目前許多產品或零組件材料無法被循環使用的問題 [6]，例如鼓勵產品「生態化設

計」、推動再生材料品質認證機制與獎勵使用措施等。2014 年成立提升歐盟全球競爭

力的跨國科研聯盟「Horizon 2020」，為期 7 年（2014-2020），其中至少投入 240 億

歐元（佔總經費 30％），用於培育循環經濟人才、創新技術、商業模式、減碳有關的

研究。2015 年底公佈「循環經濟方案」，目標透過政策導引，帶動歐洲向循環經濟轉

型 [7]。歐盟估計，循環經濟每年可為歐洲經濟省下 6000 億歐元，或使產業年營業

額增加 8％，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2-4％。這些經濟與環境上的成效，來自產品的重新

設計、回收再利用，以及避免讓資源變成廢棄物等措施。

(2)歐洲成立CE100計畫

歐洲成立 CE100 計畫，由飛利浦 Philips、聯合利華、IKEA、可口可樂、HP、

Apple 等近百家企業組成。促進國際品牌大廠將循環經濟納入綠色供應鏈管理，如電

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 (EICC)、國際品牌大廠的永續採購規範等，朝向改變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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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的思維，調和經濟與環保的雙贏。在產品生命週期中，從設計、採購、包裝、

行銷、消費、回收的循環過程中，皆需符合綠色管理的準則，並重新定義供應商與

消費者的關係，不僅是「販賣產品與消費」，更是「服務與使用者」，服務取向的思

考，加長產品在供應鏈系統的時間，再經由「逆向物流」機制有效回收產品，極大

化回收再利用的價值，打造產業鏈的循環經濟模式。

四、台灣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

我國地狹人稠、環境負荷沉重、自然資源不足，能資源高度依賴進口，生產過

程產生的廢棄物也需妥善循環利用及處理處置。更應透過循環經濟的創新商業模式，

經由個別企業、產業間、園區的點線面能資源循環鏈結，並壯大資源循環產業發

展，以建立循環經濟的產業生態體系，降低外部資源需求並提升資源使用效率，達

到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的產業永續目標。

1.  循環企業

推動企業實施全生命週期管理，將再使用、再利用、資源化的「3R」原則貫穿

到整體生產製程，原物料經製程使用後，優先考慮採廠內再使用，使原物料充分循

環使用；其次採再利用及資源化方式進行物質回收及能源回收。例如半導體、面板

製造業等電子企業透過實施產品環境化設計、綠色製程改善、能資源循環再利用等

清潔生產技術與措施，提升企業資源生產力與綠色競爭力。

2.  循環產業

整合動靜產業間循環連結，實現原料循環的循環經濟產業鏈。例如光電半導體

業廢棄物資源化 ( 如圖 1)，廢水處理產生的「氟化鈣污泥」回收作為水泥或煉鋼廠

的螢石原料；「廢氫氟酸」及「廢磷酸」回收作為化工原料；「廢光阻剝離液及稀

釋液」則逆向循環產製成光阻剝離液及稀釋液，這些成功的回收案例已形成動靜脈

產業共生的物料供應模式，除可減少產業對外來資源的依賴外，並有助於降低物料

成本及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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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資源 再生資源 用途

金屬銦(2N5) 銦製品

矽晶原料
矽晶圓或太陽能電池

原料

二乙二醇、
碳化矽

化工製品原料

光阻剝離液 光阻剝離製程

稀釋劑 晶圓製程

異丙醇 化工製品原料

氟化鈣 助熔劑

氟矽酸鈉 化工製品原料

磷酸鈉、磷酸銨、
工業磷酸

化工製品原料

水泥原料 水泥製品

光
電
半
導
體
製
造
業

含銦廢液

40(公噸/年)

廢矽晶

200(公噸/年)

廢切削油

1,400(公噸/年)

廢光阻剝離液

10,100(公噸/年)

廢光阻稀釋劑液

18,400(公噸/年)

廢異丙醇

630(公噸/年)

廢氫氟酸

30,050(公噸/年)

廢磷酸

10,660(公噸/年)

氟化鈣污泥

47,160(公噸/年)

圖1　光電及半導體製造業資源循環價值鏈

3.  循環園區

建構循環經濟產業鏈，持續推動既設工業區能資源循環利用外，未來國內新設

工業區前，以循環經濟之思維模式發展循環經濟園區，透過系統性的規劃設計，將

工業生產過程排放的能源、資源、廢棄物及廢水，妥善收集、再生及循環利用，實

現企業、產業間的循環連結，提高產業關聯度和循環化程度，強化能源資源等物質

流管理和環境管理的嚴謹化程度。

4.  循環經濟產業化

台灣資源循環產業多為中小企業，從事資源再生業務在形成產業化的過程，相

關業者由單一廢棄物再利用業務盈利，逐步邁進縱向延伸多種廢棄物再利用及垂直

加值再生產品質。已有數家企業結合資本市場來帶動企業強化研發及拓展業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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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推動產業朝向規模化、產品高值化、市場國際化發展之際，應依據企業成長型

態，提供創業育成、多元整合及轉型升級等不同階段的技術、管理、資金及人才等

輔導措施，協助業者突破現有技術或設備瓶頸，並整合組成策略聯盟及取得資本市

場資金，以建構開拓海外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五、企業的循環經濟發展策略與方向

企業面臨全球氣候變遷、能資源短缺、人口成長及生態破壞的挑戰，促使國際

間眾多標竿企業將企業永續發展議題整合於營運策略之中，以結合企業核心能力及

管理各議題風險，激勵產品、技術與商業模式在環境與社會面向的創新，並透過永

續發展績效的資訊揭露，主動與利害相關人進行溝通及合作，進一步發展出創造有

利價值、提升經營效率及營造品牌資產等企業永續要素。因此，企業發展循環經濟

的理念，實應整合於企業永續發展的要素之中，據以形成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策略

與方向，如圖 2 所示。

 

企
業
永
續
要
素

創造有利價值

1.加入綠色供應鏈，穩固在全球供應鏈成員的地位

2.延伸產業價值鏈，成為綠色原材料的供應者

提升經營效率

3.推行產品環境化設計及清潔生產，升級為綠色工廠

4.參與區域能資源整合，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

營造品牌資產

5.協同解決生活廢棄資源物，形塑企業社會價值

6.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溝通綠色低碳循環資訊

圖2 整合於企業永續發展要素的循環經濟策略與方向

1.  加入綠色供應鏈，穩固在全球供應鏈成員的地位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企業無止境的物質需求，造成資源日益枯竭，將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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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價格攀升，進而使製造的成本與風險提高，降低產業的競爭力。因此，跨國

企業在面臨受碳限制、受資源限制等議題的挑戰之際，對其供應鏈管理的重點除在

產品的品質、價格與交貨期外，並檢視供應鏈對氣候變遷、資源循環等永續議題的

衝擊，將其納入供應鏈管理的事項及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重要的趨勢。

蘋果公司於「2017 年環境責任報告」中揭示將實現密閉迴路式供應鏈，亦即做

到產品 100％回收重覆使用，生產原料也完全使用再生資源，以及供應鏈要全部使用

再生能源為目標。儘管沒有明定這一目標的日期，這個宣示對於資源循環產業而言，

已成為重要的指標。蘋果公司對於整個供應鏈數百家廠商所訂定前瞻的綠色環保要

求，將促使產業鏈整體綠化、變革與產業升級。

近年來，化學廢棄物對於環境的污染已成為高科技製造業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

一。在政府政策對於循環經濟的重視，以及國際大廠在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驅使下，

綠色製造與綠色供應鏈的概念也逐漸成為主流。以電子製造為主力的台灣產業界，

應致力推動循環經濟的觀念與創新。例如台積電制訂廢棄物廠內回收再利用的目標

[8]，將廢硫酸再生為工業級硫酸，從硫酸銅廢液中取得純銅，創造資源再生的循環

經濟新價值，並將回收成果分享給同業，足為台灣產業最佳的學習典範，並奠定企

業在全球綠色供應鏈成員的穩固地位。

2.  延伸產業循環價值鏈，成為綠色原材料的供應者

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研究報告指出，海洋的塑膠垃圾已達 1.5 億公噸，到

2050 年海洋垃圾的重量就會超過魚類。建議各國別再使用石油及天然氣製造塑膠，

應改用其他可分解的原料，同時增加塑膠製品的回收率。應對未來全球禁塑趨勢，

遠東新世紀公司推動聚酯減量、發展回收聚酯及生質聚酯等三大永續創新策略，以

降低對於石化原料的依賴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9]。

(1) 研發聚酯減量：在不改變產品特性下，透過製程與原料的調整，進行聚酯

產品的減量研發。2012 年成功將 0.6 公升的碳酸飲料聚酯瓶重，由 27.5 公克減少至

22.5 公克，減幅達 18%，並獲得大型飲料商採用。

(2) 回收聚酯再生：將回收的寶特瓶經由粉碎、清洗、加熱、熔融、抽絲及假撚

加工後，製成的服飾用紗，供應 NIKE、Adidas 等各大知名運動品牌製作球衣。

(3) 發展生質聚酯：研發應用生質乙二醇來生產聚酯產品的技術，取代 3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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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原料，進一步減少聚酯產品對於石化原料的依賴。

面對全球化的市場競爭，除從發展品牌或產業技術升級的方向外，尚需加入永

續供應鏈的思維，將環保視為企業責任，並將其整合到產品的開發、生產、配送及

回收等流程中，以奠定企業在全球供應鏈成員的穩固地位。例如三福化工開發「氫

氧化四甲基銨」(TMAH) 回收技術 [10]，由客戶端回收 TMAH 廢液，在廠內進行

純化、回收與再製，各階段所使用的化學液可回收再利用，再製液可回供客戶循環

使用，不但可免除廢液處理問題，並可節省原料採購成本，延伸企業再供應鏈的價

值，成為綠色原材料的供應者。

3.  推行產品環境化設計及清潔生產，升級為綠色工廠

綠色工廠標章制度係結合「綠建築」標章與「清潔生產」評核等兩大要素，面

向涵蓋企業追求永續發展的全方位項目，包括建築物的生態、節能、減廢、健康，

及工廠營運管理的製程、產品與服務面向。已有包括台積電、日月光、群創光電、

寶成工業、永光化學、國瑞汽車、南亞塑膠等企業 / 工廠，共 55 家，獲頒綠色工廠

標章。產業透過清潔生產評估系統檢視工廠體質，並訂定永續營運目標。綠色工廠

可獲致效益：能資源節約、綠色製程改善，降低企業營運成本；減少廢棄物和污染

排放，利用循環經濟概念，實施產品環境化設計；熟悉國際環保規範標準，掌握綠

色趨勢；提升企業名聲，加強資訊透明，確保本身競爭力及永續能力。

4.  參與區域能資源整合，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

台灣自然資源不足，能資源高度依賴進口，經由資源與能源循環再利用，能夠

有效減緩資源與能源供應壓力，降低環境衝擊，企業與企業間如能形成生態化循環

鏈，將可促使資源與能源被多次利用，提升其使用效率。早期產業園區內廠家之生

產製程產生的廢棄能資源，須經傳統的污染防治程序 / 設備處理後再加以排放，藉

由區內廠商改善能資源使用情形及建立有效循環利用鏈結，形成產業間資源共生，

促成產業能資源使用最佳化，並提升產業競爭力。例如以「中鋼公司」為核心之工

業區能資源整合 [11]，包括區域能源整合：利用汽電共生系統及廢熱回收等產製蒸

汽，與工業區內鄰近工廠互通多餘能源，包括蒸汽、氧氣、氮氣、氬氣、壓縮空氣

及焦爐氣等，將區域能資源做最有效率的整合。區域資源整合：建構工業區內產業

間的循環利用網絡，共計包含 20 家企業，資源循環種類包括水淬高爐石、氣冷高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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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脫硫石、轉爐石、礦泥、煤焦油、廢酸、廢耐火等。

5.  協同解決生活系統廢棄資源物，形塑企業社會價值

企業設立的主要目的，除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產品及服務外，實可依據本身

具備的核心技術及能力，檢視可協助解決環境和社會面向的議題，以延伸企業的價

值鏈。例如日本太平洋水泥集團，除為建設社會基礎設施供應穩定的基礎材料外，

更利用本身水泥生產技術，回收鋼鐵業的爐石、發電業的煤灰等行業廢棄物作為水

泥替代原料。此外，台泥於中國大陸的水泥廠，利用水泥窯高溫特性協同處理光電、

半導體及輪胎等廢棄物，以及協同處理生活垃圾。

6.  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溝通綠色低碳循環資訊

企業經營與員工、環境、所處社區及整體社會互動日趨密切，受到全球化趨勢

的衝擊，及環保、人權、工安衛等意識日益抬頭，消費者及社區民眾等利害關係人

對企業應承擔環境及社會責任之期許也日益殷切。面對國際市場競爭，企業如果沒

有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內涵及具體相關認證，將難以取得國外品牌大廠訂單。例如

S&P 500 企業中，不僅多數零售或食品業者如麥當勞、沃爾瑪、星巴克早就持續編

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與台灣企業息息相關的電子公司如 HP、Dell 等，其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之公開亦已行之有年。在企業彰顯社會責任之國際浪潮下，台灣企業身為

國際供應鏈之一環，亦無法置身事外。如 Dell 在 2017 年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明確

表示將要求所有供應商必須根據國際 GRI 準則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顯示編製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將是取得國際大廠合格供應商之入門票！

六、結語

全球永續發展面臨氣候變遷與資源緊缺等挑戰，將加速企業邁向循環經濟式創

新。由於循環經濟非單一策略可達成，需依據各國的自然資源條件、產業與技術、

政治經濟局勢、消費文化等設計合適的階段性策略，與完整配套措施，因此，循環

經濟在各個國家發展出不同的策略和措施組合。

台灣製造業的生產與出口集中於屬中間財的電子零組件產業，應積極透過城市

採礦循環的低碳再生原料，製造出不使用開採地球資源的低碳足跡材料，創新發展

成為綠色原材料的供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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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模式成為企業的策略優勢，藉由企業間的合作循環與創新以增加利潤

與價值。如加入國際品牌大廠的「綠色的供應鏈」以奠定在全球供應鏈成員的穩固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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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循環經濟的角度推
動海廢塑膠再利用的新

機會》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許祥瑞» 經理

一、海洋廢棄物問題

聯
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以下簡稱Rio+20）產出文件《我們想要的未來》以強制規

定設立一個開放的工作小組，研擬一系列永續發展目標（以下簡稱SDGs），

供給聯合國大會在第68屆大會中討論及採取適當動作。該文件亦為概念化提供基

礎，Rio+20使命包括：SDGs在西元2015年後跟聯合國的發展議程連貫及整合。目標

十四：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在西元2025年以前，預

防及大幅減少各式各樣的海洋污染，尤其是來自陸上活動的污染，包括海洋廢棄物

以及營養污染。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對海洋廢棄物

(marine litter) 之定義是：「遭人為處置、丟棄、或遺棄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的任何

持久性、人造或加工的固體」依據 2015 年台灣民間海洋廢棄物監測數據顯示，台灣

海洋廢棄物依材質種類分類，前三大是：塑膠 (89.6%)、玻璃 (7.6%)、金屬 (1.3%)。

依用途分類的前三大是：與飲食行為相關的廢棄物佔了 72.4%( 其中 54.0% 為飲料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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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與吸管，食品餐具與容器占了 18.3%)，其次是漁業廢棄物 (17.8%)、菸蒂和打火機

(6.3%)。

圖一 Martin McCaskie先生自1981年起，重複使用同一個塑膠袋， 
估計至少重複使用2000次以上

為邁向「資源永續」及「零廢棄」的國際趨勢，台灣的推動策略是「源頭減量、

資源回收」。2006 年英國環境局分析一般賣場提供的不同材質袋子對環境所造成的影

響進行評估，發現最「環保」的是我們一般最常見到的 HDPE 塑膠袋！而紙袋對環

境影響是塑膠袋的 3 倍，不織布袋對環境影響是塑膠袋的 11 倍，棉製環保袋對環境

影響是塑膠袋的 131 倍。依照這樣的標準來看，一次性塑膠袋，的確是較環保的選

擇。而且塑膠袋兼顧耐用質輕的特性，更適合重複使用。例如：英國馬汀（Martin 

McCaskie）老先生自 1981 年起，重複使用一個 Tesco 超市的塑膠購物袋購物，平均

一周會使用一次，估計至少重複使用 2000 次以上，詳如圖一。因此改變消費者的

使用習慣，避免一次性使用的大量丟棄，而誤入大海造成海洋污染，是從「源頭減

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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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源回收方面，顯而易見，塑膠是海洋廢棄物中最常見的材質，而這些塑膠

材質一般都是可再回收利用的熱塑性塑膠，但由於使用後被廢棄，未能進入回收系

統有效利用，因此造成海洋環境的污染，如果這些塑膠物品能有效提升再利用產品

的應用價值，可以促進海廢塑膠的循環經濟形成，改善目前的困境。本文將就財團

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近年對海廢塑膠應用產品的介紹，拋磚引玉帶動消費者

與產業鏈共同解決海廢塑膠的污染問題，圖二為筆者淨灘過程所收集的廢漁網和保

麗龍等漁業廢棄物。

圖二 筆者淨灘過程所收集的廢漁網和保麗龍等漁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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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膠工業與製品

塑膠是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若自 Baekeland 在 1906 年開發出第一種

完全由人工合成的酚醛樹脂 ( 電木 ) 算起，塑膠至今已歷經一百年，塑膠是石化工業

的一環。原本在原油提煉成石油的過程中，部分沒有利用的副產物會經燃燒塔燃燒

處理，後來建置輕油裂解程序進行回收利用，再由中間單體聚合成各種塑膠原料並

進行下游加工應用，慢慢構建成完整的石化產業上下游體系，塑膠約占煉油過程衍

生產品的 4%，如圖三所示（台塑公司，2007）。

圖三 石化產業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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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之分類依不同的特性有不同的分類方式，常見的分類包括「熱塑性塑膠和

熱固性塑膠」、「泛用塑膠和工程塑膠」，如圖四所示。

按 加 工 特 性 可 區 分 為 熱 塑 性 塑 膠（Thermoplastic） 和 熱 固 性 塑 膠

(Thermosetting)。熱塑性塑膠分子結構以直鏈型為主，加熱達到特定的溫度後，由固

態轉變為熔融狀態，經注入模具並給予冷卻，可固化成預期的產品形狀，當此產品

經粉碎並再次加熱則又會變回熔融的狀態，可再次進行加工成型，它的形變行為是

可逆的，因此，熱塑性塑膠通常可回收再利用。而熱固性塑膠在加熱固化成形後，

分子即起交聯反應 (crosslinking) 變成三度空間的結構，使得熱固性塑膠一旦固化後

即無法重行使用，亦經由再加熱來反覆成型，若以回收再利用的角度而言，熱塑性

塑膠較熱固性塑膠環保。

圖四 塑膠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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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加工用途可區分為泛用塑膠 (General plastics) 和工程塑膠 (engineering 

plastics)。泛用塑膠一般是指產量大、用途廣、成型性好、價格便宜的塑膠。工程塑

膠泛指作為機械工程材料所使用的塑膠；塑膠是以合成樹脂為主要成分的高分子材

料。1907 年酚醛塑膠 (PF) 問世，開始用於生活用品，後用作電器絕緣零件和機械

零件。此後出現了聚氯乙烯 (PVC)、聚乙烯 (PE)、聚苯乙烯 (PS)、高耐衝擊聚苯乙

烯 (HIPS)、聚丙烯 (PP)、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聚物 (ABS)、乙烯醋酸乙烯共聚

物 (EVA) 等。這些塑膠發展快、成本低、用途廣、產量大，稱為泛用塑膠。大量用

於建築、包裝、農業、傢具、家用電器等方面 ； 1939 年聚醯胺即尼龍 (PA) 出現，

由於其良好的機械性能和熱性能，開始用作軸承、齒輪等重要機械零件，並被稱為

工程塑膠。後來又相繼有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聚碳酸酯 (PC) 和聚甲醛

(POM) 等新材料問世。

三、海廢塑膠應用案例

海廢塑膠依據使用用途，與飲食相關用途為最多，這包括：飲料容器例如 PET

材質的寶特瓶，PP 材質的手搖飲料杯、吸管、刀叉，PE 材質的塑膠瓶、塑膠袋，

發泡 PS 材質的保麗龍杯，此外還有上述材質的塑膠托盤或泡殼等。這些材質是熱塑

性塑膠，因此在台灣已有完善的回收再利用的產業鏈。例如： PET 材質可以回收做

成填充棉、不織布、聚酯布料，也可以做成包裝用泡殼，也可透過混練技術生產 PC/

PET 聚合物合金 (Polymer Alloy) 應用於電子產品外殼等； PP 及 PE 材質可以回收

做成不織布、文具禮品、垃圾桶、工具箱、車用零組件等，用途十分寬廣；發泡 PS

材質可以回收做成衣架、裝潢飾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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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塑膠中心與富勝紡織合作，將廢魚網回收製成平板電腦包

海廢塑膠另一項來源是漁業廢棄物，包括：漁網以尼龍 6 為主，浮球則有 ABS

及 HIPS 材質，發泡有 EVA 和保麗龍等。尼龍 6 的回收處理方式，可分為化學方式

和物理方式。化學方式係將尼龍透過「散聚製程」，藉由添加酸、鹼等化學物質，在

加熱的方式下將尼龍 6 還原成尼龍 6 的原料 - 己內醯胺 (CPL)，再將回收而來的己內

醯胺摻配於正常的尼龍 6 聚合製程中，生產出尼龍 6。此回收製程所得的再生尼龍 6

品質較佳，但耗用的能資源及化學物質較多，環境效益不高；另外的處理方式是透

過物理方式，將漁網送入押出機加熱熔融，並藉由多層不同網目的濾網組合，將漁

網中的固體雜質過濾，雖然製成的原料品質較化學方式差，但製程簡單，耗用的能

資源遠遠較化學方式少，環境效益高。

過去，塑膠中心與業者合作，以海廢漁網透過物理方式回收造粒，應用於紡織

製程，開發出短纖毛氈布的電腦包 ( 詳如圖五 )、長纖的 POLO 衫等多樣產品，也應

用射出成型的技術開發出太陽眼鏡 ( 詳如圖六 ) 等產品。顯示漁網回收的尼龍原料，

後端再利用的範圍極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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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塑膠中心與藍鯨國際/華美光學合作，將廢魚網回收製成太陽眼鏡框

發泡類的保麗龍也是一項常見的海廢塑膠，由於保麗龍的密度低、體積大的特

性 (90∼ 95% 的體積是空氣 )，不利於運送成本，目前有業者先行將海廢保麗龍於

當地用溶劑減積前處理，再運回工廠回收處理，還原成 PS 聚苯乙烯。再生的聚苯乙

烯由於太脆不耐衝擊，因此只能摻配在 PS 原料中使用，或加入乙酸乙酯做成保麗龍

膠。另一種改善 PS 太脆的作法是加入丁二烯改質成 HIPS，塑膠中心目前與業者合

作，將海廢保麗龍回收改質成 HIPS，開發文具產品及電子產品外殼。

塑膠中心並於 2018 年成立「海廢塑膠循環經濟聯盟」( 詳如圖七 )，提倡「將海

廢塑膠轉換為具有商業價值的消費性產品！」，聯盟之任務目標如下：

1. 推動海廢塑膠之再生、供給與需求循環

2. 運用設計與技術能力將海廢塑膠轉換為具經濟價值商品

3. 發展海廢塑膠再生循環先進技術 

本聯盟在塑膠中心號召產業連結合作下，已經有多項專案展開，近期將有新的

應用商品推出，期望有效提升海廢塑膠的永續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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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塑膠中心成立「海廢塑膠循環經濟聯盟」之LOGO

四、結論及建議

要推動海廢塑膠的循環再利用，以減少海洋污染，必須做好「源頭減量、資源

回收」，並以經濟的驅動力促進循環系統的運作，結論及建議歸納如下：

1. 民眾教育： 須先以生命週期的觀點評估不同材質的環境效益，再教導民眾使

用該材質產品的正確作法，以減少大量一次性的使用，減少廢棄

的數量。

2. 循環系統： 首先要建立有效率的材質分類方式，材質分類越正確有利於回收

塑膠的品質和成本，例如：利用材質標示代碼分類或規定特定

材質用不同顏色區分的方式，以利塑膠材質簡單有效率的分類。

海廢塑膠也不能為回收而回收，如果太過骯髒或劣化的塑膠，並

不建議回收再利用，因為環境效益不大。

3. 最 佳 化： 考量廢棄塑膠的品質和數量，需有不同的再利用措施，以符合環

境效益。例如數量多且品質好的寶特瓶可以作為量產材料，大量

應用於紡織產品或塑膠射出產品。數量少但品質好的漁網可以朝

高值化設計商品發展，將材料背後的故事講出來，吸引消費者購

買，拉高產業鏈的利潤空間，才有辦法推動循環系統。如果數量

多但品質差的廢棄塑膠，只能回收做為摻配的替代應用或填充

材。如果數量少且品質差的廢塑膠，沒有經濟及環境效益，可以

熱能回收或熱裂解製造柴油 ( 詳如圖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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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數量少 數量多

品質好 高值化設計商品 作為量產材料

品質差 熱能回收、熱裂解 替代材料、填充材

圖八 海廢塑膠最佳化處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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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循環經濟：再生水
在台灣的發展

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張廣智» 組長»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環境工程研究中心» 朱敬平» 副主任

1. 再生水推動背景

水
資源為社會大眾維生所必需，產業生產、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之關鍵。臺灣本

島雖然多雨，平均年降雨量達2,502毫米，但季節分布不均，約有78%集中於

5月至10月豐水期，南部地區更高達89%，亟需仰賴興建水庫、堰、壩等蓄水設施以

蓄豐濟枯，維持各項發展所需[1]。然近二十年來因全球氣候變遷，澇旱交替頻繁之

現象(圖1），使得豐枯差距加大，乾旱週期由17年降至9年，降雨時數每10年即降低

3.01%，旱災事件頻傳(圖2）；此外因地質脆弱，強降雨時常為集水區帶來嚴重土砂

災害，減少水庫蓄水容積與使用壽命，民國98年後我國水庫總淤積率已超過28%，南

部地區水庫總淤積率更超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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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民國91年後重大旱澇事件

圖2：臺灣本島豐枯差距變化示意圖

臺灣本島地狹人稠，可開發的優良壩址有限，加上民眾對環保生態日益重視，

近 15 年來，僅新建寶山第二及湖山兩座水庫，目前每人可擁有的水庫蓄水容量僅約

83 立方公尺，遠低於世界平均。自 2000 年後因水量不足而支付的農田停灌補償經費

估計近百億新臺幣 [2]，而供水不穩定對於工業整體生產衝擊更是難以估計，有礙於

我國工商農業之正常發展。

廢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因具水質穩定、水量較不受天候影響等特性，隨水處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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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日益成熟，已可將待排放的放流水水質提升至符合特定用途需求，產製「再生

水」（Reclaimed Water）並作常態性供應，減輕傳統水源開發壓力；國外目前已有許

多成功案例，如新加坡 NEWater、美國加州橘郡 GWRS 等，顯示大規模使用再生水

以補傳統水資源缺口之可行性。

因應未來產業用水需求，經濟部水利署已將再生水視為水源開發重要一環，爰

此設定政策目標，預定於民國 120 年達成全臺再生水利用量 132 萬立方公尺 / 日，相

當於現有公共給水量的 10%。在此基礎之上，行政院在民國 104 年 4 月 10 日節水抗

旱國安會議，指示「工業成長零增自來水」，要求工業用水優先使用再生水，在既有

工業用水每年 16 億立方公尺之外，增加 3 億立方公尺（約 82 萬立方公尺 / 日）的工

業用水需求以再生水補充，降低自來水供應壓力，提高民生供水之穩定度。

2.  再生水定義

再生水（Reclaimed Water）為「新興水源」的一種；有別於傳統水源（地面水、

地下水），新興水源是在傳統水源外，其他目前無需辦理水權登記的水源，包括生活

污水、事業廢水、尚未排入承受水體之放流水、海水、貯留雨水等。依「再生水資

源發展條例」（104 年 12 月 30 日公布）第二條，再生水定義為「指廢（污）水或放

流水，經處理後可再利用之水」，亦即由前述生活污水、事業廢水等新興水源經再生

處理產製。依處理水源之不同，再生水可分為「系統再生水」與「非系統再生水」；

系統再生水指取自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理後可再利用之水；非

系統再生水則指取自未排入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或放流水，經處理後可再利用

之水。

綜合上述定義，再生水來源包括四種主要類型 [3]，如圖 3 所示：

(1) 都市污水處理廠之污水或放流水，專指取自「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系統再

生水，民國120年目標使用量為77萬立方公尺/日。

(2) 工業區廢水處理廠之廢水或放流水，專指取自「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之系統再生水，目標使用量3萬立方公尺/日。

(3) 工業用水大戶將預定放流或納管之廢水加以回收所產製之水，亦即取自工業部

門（工廠、礦場等製造業）的非系統再生水，目標使用量50萬立方公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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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污水大戶受環評或其他法規要求所需自行回收使用之水量，亦即取自住商

部門（社區、學校、政府單位、博物館等建築物）的非系統再生水，目標使用

量2萬立方公尺/日。

 

都市污水處理廠

系統再生水廠

工業區
廢水處理廠

系統再生水廠

放流水 非系統再生水廠
收集非經下水道系統收集
之污(廢)水、放流水

工
業
用
水

生
活
次
級
景
觀
用

放流水

放流水

污(廢)水

再生水

自廠
回收
(非系統
再生水)

工
業
用

工業用水

生活次級、
景觀用水

圖3：系統與非系統再生水示意圖

其中再生水水源取自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處理廠放流水（第 1 類水源），水量

穩定不易受枯旱季節影響；另在產水規模與水質相當時，再生水處理純化成本咸低

於海水淡化，以用電為例，當再生水水源取自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並處理至符

合近自來水水質，耗電量約 1.5-2 kWh/m3，低於海水淡化廠的 3-5 kWh/m3 [2]，且隨

科技技術進步與再生規模擴大，尚有下降空間。在電力供應亦趨緊的前提下，開發

再生水以供給特定用途受到各國水資源管理單位之重視。

3.  再生水之水量調查

為系統性建置再生水使用基礎資料，作為水再生政策推動成效評估依據，經濟

部水利署成立「再生水資源推動服務團」，自民國 101 年起對各項再生水之量與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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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系統性調查並推動供需媒合以及技術輔導，作為整體水資源開發之參考。考慮工

業部門有多種用水來源，循環、回收利用程序複雜，統計非系統再生水時，主要認

列經高階處理明顯提升水質之水量，以符「再生」定義 ; 雨水以及空調冷凝水之回

收，以及冷卻、廢氣洗滌系統中持續循環之水量則不列於非系統再生水之範疇（圖

4）[3]。

統計至民國 105 年底，合計前述四大類再生水使用量共 51.71 萬立方公尺 / 日

[4]。我國營運中之公共污水下水道處理廠放流水總量為 304 萬立方公尺 / 日，再生

利用量僅為 39,066 立方公尺 / 日，其中大於 500 立方公尺 / 日之污水處理廠，計有臺

北市內湖廠、迪化廠、新北市八里廠、淡水廠、桃園市大溪廠、新竹市客雅廠、臺

南市安平廠、高雄市鳳山溪廠以及金門縣榮湖廠等，用途包括景觀用水、澆灌用水

或供民眾取水等生活雜用，以及少數作為廠內之設備清洗用水。

 
列入再生水利用量統計

用水單元I

用水單元II

用水單元III

用水單元…

處理設施 放流

處理設施

消耗

循環

回收

自來水
地下水

水利會調水
外購蒸汽
雨水…

原始取水量
(自外部取用之水量)

外部再生水

冷卻水塔

處理設施

純水
系統

不列入再生水利用量統計

圖4：工業部門非系統再生水統計範疇[3]

59 座營運中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廢水處理廠中，放流水總量為 72.7 萬立方公

尺 / 日，再生利用量為 7,116 立方公尺 / 日，其中大於 500 立方公尺 / 日者，計有中

壢工業區、大發工業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加工出

口區楠梓園區以及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等，主要用途包括設備清洗、曝氣池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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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次為澆灌用水、消防用水等。

在非系統再生水方面，工業部門將廠內預定放流或納管之廢水加以回收所產製

之再生水量，統計達 459,423 立方公尺 / 日，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之非系統再生水產

製使用量最大，用途則以製程用水最多，其次為冷卻水塔補充水；另科學工業園區

內納管事業的非系統再生水產製使用量遠高於其他工業區或工業區外之事業。住商

部門從生活污水回收產製之非系統再生水量，則遠低於工業部門，統計為 11,529 立

方公尺 / 日，主要來自於大專院校等具有污水處理量大且校地占地廣大之單位，用途

主要為沖廁、景觀及澆灌。

 

234家生活污水戶
污水再生利用量

1.1萬 CMD
710家工業用水戶
廢水再生利用量

45.9萬 CMD

55座工業區廢水處理廠
放流水再生利用量

0.7萬 CMD
85座都市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再生利用量

3.9萬 CMD 再生水
利用量
51.7萬
CMD

圖5：民國105年底再生水使用量統計[4]

綜合前述再生水量統計結果，可發現下述現象：

1. 國內工業部門因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廠內節水已超過20年，事業對於廢污水

回收有相當經驗；基於近年屢屢缺水等危機，廠商更積極投入節水並進行設備之

資本投資，預期工業部門之非系統再生水將持續成長。

2.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水處理廠所接收事業廢水，來源眾多，水質複雜，

即使已符合放流水標準，然組成不穩定，導電度高，限制再利用的用途與使用者

意願，目前僅不到1%回收用於與製程較無關之雜用水；未來可朝向推動再生後

循環用於所在工業區內各廠生產製程、冷卻、洗滌等用水。

3. 單一住商部門與文教單位往往囿於人力不足、規模較小，以及可使用再生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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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用量有限，回收再生污水與放流水較不容易，預期未來發展有其侷限性。

4. 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水量大、水質穩定、污染程度低，再生潛力高，雖目前統

計顯示放流水再生比例僅1.2%，但預期未來有相當成長空間。目前公共污水處

理廠持續建成，若順利完工並接管，至民國120年全臺實際污水處理量將成長至

近400萬CMD，以回收比例20%計，來自公共污水處理廠之系統再生水可近80萬

噸/日。

4.  國內再生水主要使用標的與供需媒合

以色列、突尼西亞、美國加州、日本、澳洲、中國大陸北方、新加坡等缺水地

區，將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予以再生已有數十年經驗，用途包括工業用水、農業

灌溉、景觀利用、融雪、消防、河川涵容維持、防止海水入侵等用途；在新加坡

NEWater、美國加州橘郡 GWRS 等案例中，則進一步作為間接飲用（Indirect Potable 

Reuse）。國內推動再生水運用時，需依我國國情考量適當用途 ：

1. 再生水有水質限制且基於現行法規、民眾觀感，尚無法與其他傳統水源或新興水

源混合使用，在未將民生、工業用水管網予以區隔之現況下，再生水必須獨立建

置管線供應。

2. 臺灣因長期自來水水價偏低（約11元/立方公尺），地下水之管理亦待強化；若

需將前述四大類水源再生至與一般自來水相近，產水總成本咸認仍超過20元/立

方公尺。

3. 依據水利法第18條，水權（地表水及地下水）之各用水標的順序為家用及公共用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水運等，再生水之供應預期將以順序較後

之工業用水為優先。

4. 考量國內工業部門大用水戶用水型態，一般製程用水約占50%以上（多以自來水

供應），冷卻及其他次級用水等用途約占40%（多以廠內回收水，亦即非系統再

生水供應之）[4]，需水端若引入外部之系統再生水作為補充水源，極可能需用

於製程，因此水質亦需大致與當地自來水看齊。

綜上四點，國內系統再生水之供應將以專管供應予工業用水大戶使用，並依使

用者需求協商個案供水水質，為較適合模式。經濟部水利署基於前述原則，研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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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關策略，將於下段說明。

5.  推動國內再生水的「三支箭」

(一)  第一支箭：持續推廣再生水使用觀念

鑑於社會大眾與工業界對於再生水認識不足，缺乏使用信心，本署及所屬水利

規劃試驗所 ( 水規所 ) 曾針對高雄、金門、新北、桃園、新竹、臺中、雲林、臺南、

基隆等區域之公共污水下水道與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之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工程進

行研究、規劃與工程可行性評估 [3,4,5]。本署除辦理個案規劃，亦搭配教育宣導，

投入科技專案資源，透過驗證提供充足數據，建立使用者信心。本署水規所分別於

民國 93 年於新竹工業區設置一座產水量為每日 20 立方公尺之放流水再生模廠，再

生處理程序為砂濾 - 超過濾膜 - 逆滲透膜，藉以評估產水水質、再生成本以及廠商

製程試用可行性（圖 5(a)）[6]。同時於八里污水處理廠設置中空絲薄膜生物反應器

（Membrane Bioreactor，MBR）模廠，藉此驗證提升初級污水處理廠處理效能，轉作

再生水廠之潛力（圖 5(b)）[7]。

本署水規所另於民國 96 至 100 年間辦理「廢污水再生利用技術研究台中市福田

水資源回收中心再生水試用計畫」，於臺中市南區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設置放流水再

生模廠，設計產水量為 100 立方公尺 / 日，進行超過三年之長期測試，了解產水水

質，評估系統效能，以及再生水使用健康風險與生物毒性，並進行廠商長期試用，

配合模廠參觀向大眾宣傳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可行性（圖 5c）[8]。

(a) (b)

(c) (d)
圖5：本署投入各再生水試驗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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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更大規模試驗計畫為在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揚水站設置類似之工業廢水

再生模廠，該廠於民國 99 年建成，於民國 100 年期間，將工業廢水經纖維快濾、超

過濾膜、逆滲透膜處理後，產水量達 1,800 立方公尺 / 日，供區內廠商日月光與楠電

等高科技製造廠試用，並導入製程端，廠商反應試用結果良好（圖 5d）[9]。

水再生在國內屬先進議題，尚存在多項議題需持續投入資源研究，包括尋求回

收率、除鹽率、抗污性、單位產水用電等較「雙膜法」程序更佳之處理技術。本

署目前因應趨勢，持續投入除氮技術、節能技術（含再生能源、能源回收等）、零

廢棄技術等，以及薄膜蒸餾（Membrane Distillation，MD）、電容除鹽（Capacitive 

Deionization，CDI）等新型再生設備，搭配研發與技術服務輔導，協助研析更佳方

案，進一步降低再生水成本。

(二)  第二支箭：跨部會共同努力

技術進步與關鍵設備之價格降低，雖使再生水單價逐年下降，目前仍高於我國

自來水價，不易循「使用者付費」之一般市場機制覓得再生水用水者。目前內政部

營建署規劃針對福田、豐原、安平、永康、鳳山溪與臨海等 6 座具有放流水再生潛

勢且鄰近有潛在用水需求之污水處理廠，於下水道建設計畫項下提出「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再生利用示範計畫」，補助縣市政府設置再生程序所需設備之費用，後續再生

水廠隨污水處理廠一同轉交縣市政府管理，用水者僅需付予縣市政府污水處理廠二

級處理、再生水廠與配送管線之操作維護費 [10] ；循此模式，預期再生水價可低於

20 元 / 立方公尺，部分個案甚至可能低於 15 元 / 立方公尺。

在此原則下，經濟部水利署刻與內政部營建署合作，國內第一座再生水實廠高

雄市鳳山溪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自 107 年 8 月起供應臨海工業區使用。第一期供

水量 25,000 立方公尺 / 日，全期供水量 45,000 立方公尺 / 日，售水單價為 18.8 元 /

立方公尺，再生水廠連同污水處理廠由高雄市政府採 BTO 促參模式推動（供水水質

節錄如表 1），由經濟部工業局臨海工業區服務中心與高雄市政府簽約，服務中心調

配區內相關用水。希冀透過此一示範計畫，建構我國使用再生水之相關工程經驗、

商業模式與工業界使用經驗，促使相關產業能日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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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鳳山溪案預定供水水質（節錄）

水質項目 經濟部水利署 
自來水水質標準

鳳山溪案設計 
供水水質

溫度（℃） - 15~35
pH 6.0~8.5 5.5~8

導電度（μS/cm） - <100
總有機碳（mg/L） - <5.0
懸浮固體（mg/L） - <3.0

濁度（NTU） <4.0 <0.2
總硬度（mg/L） <400 <20

氨氮（mg/L） <0.5 <0.5
除前述示範案，尚有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將另循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經

費推動，以及桃園市的中壢與桃園北區兩廠或以原污水下水道 BOT 案之附屬事業型

式推動；全臺具優先推動潛勢之公共污水處理廠分布與潛在媒合對象分布如圖 6 所

示 [5]。

圖6：近期具系統再生水開發潛勢之公共污水處理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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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區廢水處理廠中，除前述楠梓加工出口區之放流水模廠設備由用水者承

租，持續產製再生水外，尚有彰濱工業區線西區、新竹工業區、南科臺南園區等。

因應大用水戶進駐、用水計畫書變更與審核相關因素，而啟動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再

生相關評估與供需媒合，未來如成案，則由工業區主管機關調配供區內事業使用；

全臺具優先推動潛勢之工業區廢水處理廠分布如圖 7 所示 [5]。

圖7：近期具系統再生水開發潛勢之工業區廢水處理廠[5]

(三)  第三支箭：完備法制面

我國自來水供應為自來水事業，灌溉用水為各地農田水利會供應，廢污水處理

則由各縣市或指定地區之下水道主管機關主政，用水者則因所在園區不同而各有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致協調事宜複雜，欲推動民間參與再生水經營業，將面臨缺

乏「單一窗口」。

為解決前述問題，經濟部透過「再生水資源發展協調會報」作為系統再生水個

案推動時之跨部會協調平台，同時基於現行水利法無法因應再生水政策之推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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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30 日公告「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並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4 日

陸續完成 9 項授權子法制定發布，賦予權責單位法源，營造系統再生水推動所需友

善環境。重點立法精神包括：

1. 視下水道系統放流水為水資源開發之一環，明定其使用許可申請、管理規範，降

低欲開發者面臨水源取得的不確定風險。

2. 在「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內，興辦或變更開發案，用水需求達一定規模者，

應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如無足夠之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放流水者，得以

非系統再生水或其他方式替代之。

3. 為降低再生水水源取得成本，以及提升民間投入開發再生水之意願，賦權地方政

府於一定期間無償提供所轄公共下水道系統之污水或放流水予再生水經營業及自

行取用者；地方政府願意統籌興建及營運再生水開發案，或配合民間開發提供污

水或放流水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優先核定辦理該地區之公共下水道系統建設或

申請中央補助建設經費，中央與地方合力開發「都市小水庫」。

4. 明確事權分工：系統再生水之推動，分別由管理水源之主管機關受理申辦；特定

園區使用地方政府所辦之系統再生水者，由該特定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

統一用水窗口 [11]。

5. 再生水經營業主體可為政府機關或民間公司，政府機關可以成立公司或以基金方

式運作，開發案應依條例規定於各階段取得籌設、興建、放流水使用、營運等許

可。

6. 再生水處理成本包含建設及營運成本，依不同水源水質、供水水質及輸送距離，

訂定再生水費計算準則，保障再生水經營業營運合理利潤及用水人權益。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為「節水三法」之一，旨在將系統再生水納入大用水戶補

充水源選項中。另為鼓勵工業部門與住商部門產製與使用非系統再生水，則有賴自

來水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以及水利法部分條文案；未來三法互相搭配，將提供水資

源管理更有力的法源以及使用多元化水源的誘因。

經濟部水利署透過「三支箭」的推動策略，研究發展低耗能新穎再生水處理技

術，提供工廠非系統再生水利用參考，以及媒合具潛勢用水廠商，促動污水下水道

系統再生水利用。我國首座再生水廠－鳳山溪再生水廠，於民國 107 年 8 月正式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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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創造我國再生水利用新紀元之里程碑，其他個案如永康案、臨海案等，亦將陸

續於民國 109、110 年啟用，未來將可持續提升社會對於使用再生水之認知，擴大再

生水的使用層面。

6.  未來展望

藉由再生水廠示範案的推動，累積個案實務經驗，希冀轉換為優化整體再生水

廠工程。另一方面，擴大再生水供應與使用量，將有助於水利產業中的高階水處理

業之發展，包括廢污水處理、淨化處理、化學品、檢測分析，以及工程規劃、採

購、施工等。此外，我國水利產業為基礎建設之一環，若只依賴國內市場，不易支

持產業規模，反觀印尼和越南等新南向國家其多數地區欠缺乾淨用水及淨水相關設

施，此為臺灣水再生處理拓銷新南向市場的優勢。提升國內再生水相關產業之技術

層次與施工經驗，得以向海外輸出，促使產業升級，亦有助於降低未來再生水產製

成本。

我國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率較高的地區如臺北、臺中、高雄，高雄在鄰近都市

污水廠處有大用水戶外，臺北、臺中欲應用其放流水成為再生水水源，動輒需鋪設

二、三十公里以上的管線到大的工業用水戶，因此未來採「以人就水」之理念，調

整集污區，或促成污水處理廠附近設置工業園區之原則，縮短新設污水廠與潛在用

水端距離，此有助於降低再生水價格。

水資源日趨珍貴，應能回歸市場機制，由利益相關者（縣市政府、自來水事

業、農田水利會或具高階水處理能力之用水者）共組水務公司供水，形成市場競價

機制；融資方面，可循發行綠色債券等模式籌措經費，以期能持續擴大再生水之使

用層面。

7.  推動方向

開發再生水可提高區域供水穩定性與餘裕量，有助於工商農等各產業之發展，

降低因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水資源風險。為逐步克服行政與實務推動各層面所面臨的

問題，媒合特定事業有意願使用再生水，促成系統再生水廠個案，達成水資源利用

之目標，都是要持續努力的方向。未來仍有必要持續調查各單位之再生水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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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再生水成長趨勢，並定期審核追蹤再生水使用量，滾動式檢討再生水推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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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台灣橡膠產業循環
經濟生產圈

環拓科技公司»

吳俊耀　總經理

一、台灣橡膠產業概述

橡
膠業屬於石油化學工業的一環，由石油、煤等天然資源當中，提煉基本原料，

經過處理後合成各種橡膠原料，再與天然橡膠、橡膠助劑及添加劑等配合，以

適當加工技術如混練、成型、硫化、整理等製成各種產品，以供應各種用途，而橡

膠製品由於具有優越的物性、彈性、耐磨、絕緣等特性，所以大都應用於零配件產

品，為運輸、電子、機械、電機、國防、航太等工業不可或缺的材料，故橡膠業無

論在民生需求或國防科技發展上，都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

橡膠業主要分為橡膠原料業及橡膠製品業，由於橡膠原料業屬石油化學工業的

一部分，本文則以橡膠製品業為範疇，探討產業特性及建置循環經濟生產圈的關鍵。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統計 2013 年台灣橡膠製品製造業約有 1,500

家，行業從業人員約 35,000 人。可概分為 1. 輪胎製造業：凡從事橡膠輪胎及內胎製

造或翻新之行業；包括汽車輪胎、汽車內胎、機車輪胎、機車內胎、自行車輪胎、

自行車內胎、航空器輪胎、航空器內胎、農工業車輪胎、農工業車內胎、重機械車

輪胎、重機械車內胎製造及各種輪胎翻修等。2. 工業用橡膠製品製造業：凡從事工

業用橡膠製品製造之行業；包括橡膠管、橡膠傳動帶、橡膠密封材、建築用橡膠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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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電機電子用橡膠零配件、機械用橡膠零配件、橡膠輸送帶、橡膠滾輪、防震

橡膠及車輛用橡膠零配件製造等。3.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凡從事輪胎製造業及工

業用橡膠製品製造業以外橡膠製品製造或翻新之行業；包括橡膠板、橡膠片、橡膠

塊、橡膠條、橡膠絲線、橡膠粉粒、泡沫橡膠、矽膠奶嘴、橡膠枕、橡膠氣墊、再

生橡膠、橡膠墊、橡膠衣、橡膠雨衣、橡膠手套、橡膠圓盤、橡膠褲、橡膠圍裙、

橡膠地板及橡膠冰袋製造等。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 2013 年統計，台灣橡膠製品業年銷售額約達 998 億元，其中

輪胎製品（含汽車、機車、自行車及其他胎）佔 47.3% ；另外，工業橡膠及其他橡

膠製品等佔 52.7%。顯示台灣橡膠產業除輪胎業外，亦有一半的產值來自於以中小企

業為主的橡膠製品製造業。

二、廢棄橡膠資源的回收與問題

2.1  橡膠業廢棄資源數量

橡膠製品製造業產品相當多樣

化，廢棄的橡膠資源包括製程中產

出的廢料及產品使用後的廢棄物，

其中最大產出量的廢棄資源，也與

民生息息相關的就是廢輪胎。台灣

每年產出的廢輪胎量高達 12 萬公

噸，為能有效處理廢輪胎的環境衝

擊，台灣環保署於 1998 年成立回收

基管會，推動各項公告應回收一般廢棄物之資源回收工作。要求應回收項目之製造、

輸入業者，按當期營業量，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所有繳納的費用成立特種基金，

並將該筆基金用於補貼回收處理業者，藉以提高回收處理工作之誘因，亦即將處理

責任延伸至生產者。經過二十年來的努力，台灣廢輪胎回收處理率可達 90% 以上。

除廢輪胎外，橡膠業生產製程中會產出的廢料，主要是廢邊料或是不合格品，

屬事業廢棄物，須由業者自行處理。至於橡膠產品經使用後，必須予以汰換更新，

所以會有大量廢橡膠製品進入廢棄物處理體系，例如，台灣每年更換大量橡膠輸

表1 近五年廢輪胎回收處理量

年度 年回收量(公噸)
102 106,808
103 117,255
104 120,770
105 121,096
106 142,837

資料來源：環保署網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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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帶、大型橡膠防震墊等。根據環保署的廢棄物申報統計，以 106 年為例，約有

19,500 公噸的混合橡膠廢棄物，進入垃圾掩埋場或焚化爐體系處理，另有約 34,000

公噸廢橡膠採再利用處理。這些廢棄資源物性雖與廢輪胎相近，然缺乏以經濟誘因

為導向的管理模式，尚有大型廢橡膠塊或是不易處理的廢橡膠，累積於環境中。

2.2  以「能源利用」為主的廢輪胎處理體系

台灣在回收基管會多年的努力下，每年約收集處理 12 萬公噸廢輪胎，由於廢輪

胎的組成複雜，內含橡膠、碳黑、鋼絲、纖維及添加物等，所以處理上需先經破碎

分離鋼絲及胎片，廢輪胎破碎處理為前處理程序，破碎處理可分離約 14% 鋼絲交由

煉鋼廠回收。破碎處理產出胎片主要交給汽電共生廠作為輔助燃料，部分則磨粉作

為再生原料，或進行熱裂解回收環保碳黑及裂解油。106 年起由於國內無法全數燃燒

廢膠片，環保署媒合國外業者境外輸出，提供他國作為輔助燃料，未來每月將維持

500 ～ 1,000 公噸胎片的輸出量。表 2 為環保署說明國內廢輪胎處理情形（106 年 11

月 7 日），顯示台灣廢輪胎處理以能源利用為主，占總量 71.5%。

表2 106年（1～10月）廢輪胎再利用占比

再利用方法 百分比 備註
境外輸出 5.4% 以作為輔助燃料
熱裂解 12.5% 回收環保碳黑及裂解油
再生原料 14.4% 磨粉做成橡膠製品
輔助燃料 66.1% 能源利用

資料來源：環保署說明國內廢輪胎處理情形

2.3  現存處理體系的檢討

二十年來在政府的推動與各界的努力下，台灣已建構廢輪胎完整的處理體系，

在以經濟誘因為導向的處理架構下，廢輪胎處理成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然由於

處理費用補貼的政策，廢輪胎處理提供低廉的燃料，成為以能源利用為主的處理策

略，甚或境外輸出，提供國外低廉及污染性高的燃料。以永續物料管理的精神，面

對廢橡膠資源應逐漸擺脫由「能源利用」為主，轉向「經濟循環鏈的物質利用」，落

實資源的有效利用。檢視現存的處理體系，下列兩個面向，仍有待各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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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橡膠製造業的廢棄資源需共同解決

台灣地區廢橡膠資源回收體系原本就架構在廢輪胎的處理，且以破碎廠為主，

因為收集運輸成本的考量，台灣 18 家破碎廠分散在各地區，除東部地區外，所以破

碎廠大多以小型廠為主，破碎設備多數老舊，無法擔負其他種類廢橡膠破碎回收工

作。因此造成其他種類廢橡膠回收的困難，尤其是大型的廢橡膠，例如，廢橡膠輸

送帶、廢防撞橡膠塊等，多數大型廢橡膠料仍被堆置於環境中，無法妥善處理。因

此，未來如何再整合各界的力量，增加現有的處理能力，讓這些廢橡膠資源也能妥

善回收處理，是業界可以努力的目標方向。

2. 應以「循環經濟圈的物質利用」為導向的新思維

綜觀世界上採使用者付費或生產責任延伸管理廢輪胎處理的國家，廢輪胎處理

模式「能源利用」比例均高於 50%，主要是因為能源利用最為快速有效，而輪胎中

約含 17% 天然橡膠，也讓廢輪胎作為燃料更顯減碳的利益，然輪胎中硫及氧化鋅含

量高，燃燒後產生的空氣污染物控制較為困難，燃燒後產生的底灰或飛灰內含高量

的氧化鋅，也造成處理上的困難與資源浪費，尤其是台灣近年來空氣品質不良日偏

高，以廢輪胎作為輔助燃料，遭受民眾質疑。

以永續資源管理的精神，建立循環經濟圈的物質利用模式，已成為政府施政目

標，因此，廢橡膠資源應逐漸擺脫能源利用模式，從而建立橡膠產業循環經濟圈，

讓有限的橡膠資源循環利用，是下階段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標。近年來，台灣廢橡膠

回收業發展橡膠粉、再生膠及熱裂解等技術，將橡膠資源回收再生，再利用於橡膠

產業，政府應該給予適當的導引，同時也有賴橡膠產業生產技術提升，發展台灣橡

膠產業獨特的生產模式。

三、廢橡膠熱裂解處理技術

廢橡膠經處理後，可直接利用於橡膠製程包括橡膠粉、再生膠及熱裂解製程生

產的環保碳黑，由於橡膠製品品質規範需求，此三項回收原料使用量受限於使用技

術的開發。橡膠粉及再生膠需採用特定種類廢橡膠，且使用比例不高，處理市場上

大都僅約 10 ～ 20%。

熱裂解處理技術將廢橡膠於高溫缺氧的條件下，分解回收環保碳黑及裂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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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量回收處理廢橡膠，所生產的環保碳黑亦逐漸受到橡膠業的重視與採用，成

為廢橡膠最佳的最終處理方式。

3.1  廢橡膠熱裂解技術說明

台灣近三十年來廢輪胎處理業者陸續投入熱裂解處理技術的開發，最終皆無法

成功，目前僅環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環拓公司）屏南廠能順利運轉，生

產產品成為台灣橡膠產業低碳生產的原料。廢橡膠裂解技術有多種型式，以下僅就

環拓公司的經驗說明。

環拓公司熱裂解系統為自行研發設計且具專利的連續式裂解系統，全系統包括

廢輪胎破碎系統、裂解系統、環保碳黑處理系統、裂解油處理系統及公用系統等。

廢輪胎先經破碎後再穩定連續地經裂解系統處理，廢輪胎片經裂解反應產出粗裂解

油及粗碳黑等半成品，再經一系列碳黑處理及裂解油處理程序，且在品管系統管控

下，穩定生產各品級環保碳黑及裂解燃油，供工業界使用。廢輪胎裂解處理流程如

圖 1 所示。

圖1 環拓科技廢輪胎處理流程

1. 破碎系統

71

建構台灣橡膠產業循環經濟生產圈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2

廢輪胎破碎系統主要是將鋼絲拉除，再經粗破碎、破碎及細鋼絲分離等程序，

將廢輪胎破碎成 3 公分以下尺寸且其鋼絲含量低於 1% 的胎片，作為裂解系統原料。

破碎系統包括鋼絲拉除機、粗破碎機、細破碎機、細鋼絲分離機及相關設備等。

2. 裂解系統

此系統主要包含四大部分：進料設備、燃燒爐、裂解反應器及裂解油冷凝系

統。胎片自動、連續式的由進料系統送入裂解反應器中處理，裂解反應器屬慢速裂

解，胎片在高溫缺氧及負壓的條件下，進行裂解反應；反應所需要的熱源由燃燒

爐提供，裂解反應產出裂解氣經冷凝系統收集裂解油，未冷凝的裂解氣則導入燃燒

爐，燃燒爐的主要燃料為反應裂解氣，不需外加能源。裂解反應產出的粗碳黑經冷

卻後，再進入環保碳黑處理系統。

3. 環保碳黑處理系統

裂解反應產出的粗碳黑必須再經一系列的製程加工，使之成為環保碳黑。環保

碳黑處理系統包括磁選分離、研磨、造粒及乾燥程序等，加工過程須經嚴密的品質

管理程序，確保環保碳黑的品質穩定。

4. 裂解油處理系統

胎片裂解反應的氣相反應物經冷凝系統冷卻收集即為粗裂解油，粗裂解油中含

碳顆粒，因此需再經裂解油處理系統處理。裂解油處理系統包括沉澱、過濾及油泥

處理等程序，控制裂解油品質達控制標準即為成品。

5. 公用系統

公用系統包括冷卻塔、空壓機、裂解油儲槽、廢熱回收系統、廢水處理設備、

廢氣處理系統等，公用系統隨設置地點不同需求，而有不同的設計，系統廢熱回收

裝置亦可採用廢熱回收鍋爐，產生蒸汽使用。

3.2  廢橡膠熱裂解產品

1. 廢輪胎熱裂解產品產率

廢輪胎連續式熱裂解處理包括破碎前處理及熱裂解處理兩大製程，由於輪胎的

組成，熱裂解處理過程將回收裂解油、環保碳黑及廢鋼絲等，三項主要產品回收比

例如表 3 所示。目前環拓公司屏南廠製程中配置廢熱回收鍋爐產生蒸汽，銷售附近

化工廠使用，因此若裂解廠附近若有蒸汽需求，蒸汽亦為熱裂解廠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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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廢輪胎熱裂解產品產率

產品別 產率 用途
裂解油 38% 作為工廠燃料油
環保碳黑 28% 應用於橡膠製品
廢鋼絲 15% 由煉鋼廠回收
裂解氣 18% 提供裂解製程燃料
棉絮 <1% 廢棄物處理

資料來源：環拓公司生產統計

2. 環保碳黑特性及應用

廢輪胎熱烈解處理所生產碳黑可否能應用於橡膠產業，是熱裂解處理技術主要

成功關鍵。相較於傳統碳黑，回收環保碳黑因內含約 15% 灰分，導致於橡膠業使用

上的困難。環拓公司目前擁有環保碳黑的製程及品管技術，使各品級環保碳黑品質

得以穩定，且能符合歐盟的管制標準，成為橡膠業低碳生產所需原料。

表4 廢輪胎熱裂解環保碳黑品質標準

項目 單位 測試方法 標準值
碘值 mg/g ASTM D1510 80±10
吸油值 ml/100g ASTM D2414 85±10
灰分 wt.% ASTM D1506 16.0 Max.
氮比表面積 m2/g ASTM D6556 65±10
甲苯萃取物 % ASTM D1618 85 Min.
篩餘物 , 35# ppm ASTM D1514 0
篩餘物 , 100# ppm ASTM D1514 10 Max.
篩餘物 , 325# ppm ASTM D1514 1000 Max.
燒失分 % ASTM D1509 2 Max.

資料來源：環拓公司環保碳黑管制標準

環拓公司生產的環保碳黑經碳足跡評估認證為 671.5Kg-CO2/T，一般爐法碳黑為

2,620Kg-CO2/T，因此使用環保碳黑可以大量降低橡膠產品的碳足跡，受到國內外橡

膠產業的重視。隨著環保碳黑應用技術的持續開發，目前已成功廣泛使用於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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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輸送帶、潛水衣、塑膠色料、印刷油墨及其他橡膠製品等。

3. 裂解油特性及應用

廢輪胎橡膠成分經熱烈解程序分解成為裂解油，環拓公司生產的裂解油經碳足

跡評估認證為 479.2Kg-CO2/T，中油燃料油為 3,980Kg-CO2/T，且輪胎一般含天然橡

膠約 17%，屬生質能源，目前裂解油多做為燃料油。

四、建構台灣橡膠產業循環經濟圈

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努力，廢輪胎得以妥善處理，同時累積相當豐富的處理經

驗，過去是輪胎業界出錢，政府規劃處理策略，回收業界投入回收，在處理時效性

的壓力下，及缺乏輪胎業使用回收資源的研發動能下，廢輪胎採能源回收成為主

流。隨著車輛產業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崛起，橡膠資源將逐漸匱乏；且橡膠

業高耗能、高碳排的生產模式，未來勢必須重視永續物料管理，讓綠色生產模式帶

動產業升級。因此，政府部門如何結合橡膠業界（產業動脈）及回收業界（產業靜

脈）共同發展循環經濟型的廢橡膠資源再利用產業模式，將是台灣橡膠業產業升級

的最大契機。

4.1  建構橡膠業循環經濟圈的困境

台灣的橡膠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推動廢橡膠資源再利用循環經濟圈，受限於

以下各項阻力與挑戰。

1.  缺乏再生資源的使用技術及研發

多年來台灣廢輪胎資源回收體系已投入大量資金技術研發，包括廢輪胎破碎、

橡膠粒磨粉、再生膠生產及熱裂解處理等，然所生產的再生資源因應用技術不足，

造成再生資源通路不足，影響回收業者技術創新的意願。目前都由回收業者自行開

發再利用技術，不容易廣泛推廣，成效受限。

2. 橡膠業技術轉型不易

橡膠業使用回收物料，需配合製程技術及生產配方調整，然中小型橡膠業常受

限人力不足、資金有限及增加行政作業成本而作罷，此部分需由政府或工會協助輔

導技術轉型，或是提供適當經濟誘因，才能順利推廣。

3. 知識訊息流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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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缺乏橡膠業技術轉型知識訊息流通平台，造成業界忽視技術提升所帶來好

處，此部分需由政府或工會協助架構知識平台，提供訊息交流。

4. 缺乏政府法規政策支持

循環經濟雖然是政府現階段最重要的產業政策之一，但台灣現行法規對於廢棄

物定義與處置方案的規範，將可能阻礙循環經濟的推動。例如，廢輪胎處理以能源

利用為主，已阻礙資源回收技術的發展；政府鼓勵污染性較大的廢輪胎片直接當輔

助燃料，而限制污染性相對較低的廢輪胎裂解燃油的使用；缺乏鼓勵輪胎業直接使

用回收資源的處理費減收策略等。因此，政府單位應積極修訂現有法規以利循環經

濟的推動，實屬當務之急。

5. 缺乏消費者認同支持

消費者對於綠色產品的認同支持，是橡膠業循環經濟成功的關鍵。以全世界最

大潛水衣製造商薛長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因消費者認同該公司使用環保碳黑

的綠色產品，順利綠色技術轉型，而能獲取轉型所帶來利益，是目前應用環保碳黑

最成功的案例。因此，如何應用各種工具提升消費者的認同，是循環經濟圈每個份

子的共同責任。

4.2  台灣橡膠產業循環經濟圈

環拓公司歷經十四年的努力，已成功開發廢橡膠熱裂解技術，生產環保碳黑被

廣泛應用於橡膠生產，成為台灣橡膠業綠色生產利器。綜合檢討台灣廢橡膠回收處

理業的技術能力的開發，包括破碎、磨粉、再生膠及熱裂解等均已完成，且領先全

球。因此，台灣廢橡膠資源由能源利用為主，轉向以物質利用為主，技術上已具備

條件，且環拓公司已著手再建置廢橡膠熱裂解回收處理廠，作為橡膠業循環經圈物

質回收的核心，此計畫若能順利展開，配合政府及產業的推動，台灣橡膠業將可望

全部納入循環經濟生產模式。

1. 台灣橡膠業循環經濟圈架構

橡膠業循環經濟圈的建立，必須由相關單位共同組成與努力，最後的成果也必

須配合消費者的認同，組織架構如圖 2 所示。

2. 循環經濟圈組織分工

橡膠業循環經濟圈架構在台灣既有的資源回收系統上予以擴充，系統中包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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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單位、橡膠業、資源回收業、處理業及資源再利用單位等，組成中的每個單位均

影響計畫的成功與否，系統中各單位的分工如表 5 所示。系統的推動力量以政府單

位為最，資源回收型態是否轉型，既有廢輪胎回收基金適當應用提供經濟誘因，配

合橡膠業環保標章的推動，鼓勵消費者使用，提供回收物質（再生膠、環保碳黑及

裂解油）使用技術的研發及輔導等，均有賴政府的決心與執行。

圖2 台灣橡膠業經濟循環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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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系統組織團隊組成及分工

組織單位 責任分工

政府單位

1. 推動橡膠業循環經濟。
2. 鼓勵資源利用，降低能源利用。
3. 推動橡膠業環保標章等，鼓勵消費者使用綠色產

品。
4. 協助回收物質再利用技術研發，輔導橡膠業綠色

生產轉型。
橡膠製造業 創新使用再生膠及環保碳黑從事低碳生產
資源回收業 城市採礦廢橡膠收集
廢橡膠破碎業 廢橡膠破碎處理、回收廢鋼絲。
再生膠業 回收廢輪胎，製造再生膠。

熱裂解處理業
資源循環中心
環拓公司屏南廠

1. 裂解處理廢橡膠及廢輪胎，回收資源物質，杜絕
污染。

2. 提供橡膠業創新生產及管理技術，建構產業循環
經濟圈的核心。

3. 推動橡膠業循環經濟產業文化，成為台灣產業標
竿。

石油煉製業 回收裂解油作為最佳應用
煉鋼業 使用再生焦炭及回收廢鋼絲

3.  計畫目標

環拓公司籌建中的廢橡膠熱裂解回收處理廠，主要目標在於彌補廢橡膠資源捨

去能源利用後，所造成的資源回收缺口，同時以環拓公司歷年來建立的回收資源再

利用研發技術，協助橡膠業進行綠色生產轉型。

本計畫投資擬分三期實施，第一期以配合現有廢輪胎處理體系為主，處理目標

包括目前無法妥善處理之廢輪胎及廢橡膠，使資源循環系統順利建置；第二期則規

劃將廢橡膠、巨型輪胎及廢輸送帶全數納入處理；第三期則視國家政策及橡膠業循

環經濟生產需求，將作為輔助燃料的廢輪胎全數納入處理。投資規劃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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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資源循環中心分期投資目標及時機

投資期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產能目標
（公噸 / 年）

處理廢輪胎 22,000
及廢橡膠 10,800 為
目標，有效解決台
灣廢輪胎現有的環
境問題。

處理廢輪胎 13,500
及廢橡膠 22,800 為
目標，廢橡膠全數
納入處理。

處理現有當輔助
燃料之廢胎片
28,800，完成建立
橡膠業循環經濟生
產架構。

主要設備
100TPD 破碎系統及
100TPD 裂解製程系
統產業支持

100TPD 破碎系統
（含巨型胎）及
100TPD 裂解製程系
統

100TPD 裂解製程系
統，破碎胎片由現
有破碎場提供

產量
（公噸 / 年）

裂解油 12,700
環保碳黑 6,550
焦炭 2,820
廢鋼絲 4,380

裂解油 13,000
環保碳黑 4,070
焦炭 5,370
廢鋼絲 7,670

裂解油 13,000
環保碳黑 5,700
焦炭 1,900

投資時機 獲國家及橡膠產業
支持 第一期投產後啟動 禁止使用廢輪胎當

輔助燃料

4.  循環經濟圈質量平衡估算

本計畫三期完成後，將可處理約 69,000 公噸廢輪胎及 33,600 公噸廢橡膠，屆時

廢輪胎處理加上再生膠生產及環拓公司屏南廠的處理量可以充分處理；對於目前無

法處理的廢橡膠，例如橡膠輸送帶、巨型防震墊等亦能獲得妥善處理。循環經濟圈

質量平衡估算如圖 3 所示。

本計畫若能順利推動，橡膠產業將可再生可利用的資源物質包括再生膠（20,000

公噸）、廢鋼絲（24,300 公噸）、環保碳黑（16,900 公噸）、再裂解油（46,350 公噸）

及焦炭（10,100 公噸），再生膠及環保碳黑可直接應用於橡膠製造，裂解油可提供橡

膠產業能源需求，廢鋼絲回收至鋼鐵廠使用，焦碳則可提供鋼鐵廠作為增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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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台灣橡膠業經濟循環圈質量平衡估算

5.  循環經濟圈成功關鍵

橡膠業循環經濟生產模式的建立，不僅希望將有用的資源充分利用，同時是台

灣第一個以整體產業面為基礎的循環經濟架構，台灣中小企業林立，以產業為目標

的循環經濟架構，是台灣特有的新思維，也是台灣立足於世界的新亮點。本計劃的

成功，可以提供台灣各項產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示範。

台灣長期以來已經建立相當良好的資源回收體系，加上台灣領先全球的資源回

收處理技術，因此推動循環經濟的成功關鍵，首要之務在於推動的決心，掌握循環

經濟鏈結現有空缺，並給予補足，透過各單位的高度合作與分工，將能成功推動循

環經濟產業政策，本計畫尚有賴於政府推動的決心與協助。

五、結語

「台灣唯一的資源是廢棄物」

1. 循環經濟生產模式是能資源匱乏的台灣未來必須發展的方向，也是新政府產業政

策的重點，台灣中小企業林立，以單一產業為目標基礎的循環經濟架構，是台灣

特有的新思維，也是台灣立足於世界的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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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橡膠業所產出資源廢棄物，以能源利用為主軸的處理方式應該思考轉型，推動物

質利用提供產業綠色生產，是共同努力的目標。

3. 應用台灣獨步全球的專利技術，可有效的將廢橡膠資源化，使橡膠產業得以資源

循環利用，達到低碳生產的目的。

4. 建構在台灣資源回體系既有的基礎，配合環拓科技已實證的處理技術，橡膠業是

目前台灣最容易完成建構的產業型循環經濟生產模式，亦是推動政府循環經濟政

策的重要指標。

5. 仍有賴政府單位的推動與協助：

• 展現政府推動循環經濟的決心，協助整合循環鏈結。

• 協助推動資源循環中心投資計畫，排除計畫投資障礙，讓計畫可以順利進

行。

• 督導石油煉製業參與裂解油回收，並將再生循環能源高值化。

• 透過綠色採購鼓勵橡膠產業再生環保碳黑創新利用，生產綠色橡膠製品，建

立產業循環經濟的生產文化。

• 獎勵輪胎及橡膠製品產業投入環保碳黑新材料應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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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綠色溶劑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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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
文分成CO2捕獲及CO2再利用兩部份進行探討，而CO2再利用當中則以CO2做為

綠色溶劑之應用為主要內容。

溫室效應近年來顯著影響全球之氣候，使各地的極端氣候現象加劇，而造成此

現象主要原因之一即為過度使用化石燃料，使得大氣中 CO2 濃度逐年升高。大氣中

CO2 的濃度在工業革命前約為 280ppm，2018 年 4 月夏威夷 Mauna Loa 監測站的大氣

CO2 平均濃度已達 409ppm。為減緩全球暖化，如何減少大氣中 CO2 的濃度即為一重

要的課題。雖然目前各國致力於發展再生能源以取代火力發電，但因化石燃料具較

豐富之蘊藏量且發電成本相對低廉，對缺乏能源的我國，未來仍無可避免需要火力

發電廠。國際上為減緩溫室效應，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 由 195 國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將取代京都議定書，冀望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

勢。另外國際能源總署 (IEA) 於 2016 年報告中指出，在 2050 年時需削減 430 億噸

CO2，方能維持溫度上升在 2℃內。就我國而言，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已於 2015

年 6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明訂全國減碳目標為 2050 年時為 2005 年排放量的一半 ( 即

CO2 的排放須控制在 122.45 百萬噸之內 )。因此無論在國際上或國內，二氧化碳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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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封存及再利用 (CO2 Capture, Storage and Utilization, CCSU) 為減少 CO2 排放之一

必要手段。

自煙道氣中捕獲 CO2 的技術，包含吸收、吸附及薄膜等，其對應的技術發展及

相對時程如圖 1 所示 [1]。根據 Global CCS Institute 的調查，國際上已有多座大規模

CO2 捕獲實場，其規模為每年超過百萬噸 [2]，至於台灣 CO2 捕獲技術則以化學吸收

及鈣迴路為主，在規模上仍只在示範工廠階段 [3]。

針對 CO2 再利用，本文說明如何以 CO2 做為綠色溶劑之應用。綠色化學近年來

受到廣泛的重視，原因在於其具低環境之衝擊且可有效率進行分離或反應。在應用

綠色化學時需遵守 Anastas 與 Warner 於 1998 所提出的「綠色化學 12 條原則」[4]。

綠色化學強調盡可能不使用溶劑，但在大部分的製程中，溶劑的使用是不可避免

的，因此使用綠色溶劑取代有機溶劑時即需考量不同的輸送性質，如黏度、質傳及

熱傳等。

對於不同的製程，綠色溶劑的選用亦會有所不同，譬如藥品的開發，在溶劑的

選擇上必須使用低生物危害且容易去除的溶劑；但若製程強調分離上的操作成本，

在溶劑的選擇上則必須使用容易分離的溶劑。通常綠色溶劑又可分類如下 [5] ：

• 取代環境危害之溶劑(例如水或生物可分解之溶劑)

• 生物溶劑(例如生質酒精)

• 超臨界流體(例如超臨界CO2、CO2膨脹溶液等)

• 離子溶液(例如低蒸氣壓之含陰陽離子的溶劑)

做為綠色溶劑，除了要盡可能滿足綠色化學應用原則之外，也不能忽略溶劑的

本質，即對於溶質的溶解度。若要將 CO2 做為溶劑，溶解度即為一重要的考量。在

常壓下，CO2 是氣相，不具備對溶質的溶解度；但當溫度及壓力高於其臨界溫度及

壓力進入超臨界態時，其對有機物質會具高溶解度，也因此是屬親有機性物質。雖

然如此，超臨界 CO2 對有機物的溶解度還仍遠低於一般有機溶劑。但由於 CO2 具

無毒、不可燃性、價格不高、來源廣、易於達到臨界點以及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等特

點，也因此被選用做為取代有機溶劑之綠色溶劑。其較為廣泛的應用可以歸納成以

下幾類：

• 反應工程：包含了在超臨界CO2環境下的反應、高壓環境下的奈米粒子合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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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程序：包含了超臨界流體萃取、壓縮流體反溶劑(Antisolvent)沉積等。

• 清潔程序：包含了晶圓表面的光阻去除、稻米上的農藥去除等。

• 表面處理：包含了如微藻破壁以增加萃取效率、導電膜(如銀或銅)的製備以及觸

媒的合成等。

圖1. CO2捕獲技術商業化時程

二、CO2捕獲

(一)  CO2來源

大氣中 CO2 的來源主要是來自於燃燒化石燃料，因此亟需減少發電廠排放之

CO2。依燃料燃燒的方式及製程之差異，可以大致分為以下三類 [6] ：

1. 燃燒後捕獲(Post-combustion Capture)

將化石燃料與空氣直接進行燃燒，將所產生的高溫煙道氣經降溫及雜質去除

後，以 CO2 分離技術如吸收、吸附及薄膜等進行捕獲，由於燃燒後所排放出 CO2 濃

度不高，約為 3~18%，因此常利用化學吸收法中吸收劑與 CO2 所發生的化學反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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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捕獲。

2. 燃燒前捕獲(Pre-combustion Carbon Capture)

將化石燃料與蒸氣於高溫爐中進行氣化，產生 CO(40~60%) 及 H2(20~35%) 為

主之合成氣，再結合水氣轉化反應產生高濃度的 CO2 與 H2，其後再利用分離技術將

CO2 分離，H2 則可做為燃料或發電上使用。

3. 富氧燃燒(Oxyfuel Combustion)

將高濃度的氧氣和化石燃料進行燃燒，降低氮氣濃度，因此可提高火焰的溫

度，並減少 NOx 之產生，燃燒後所產生之排放氣含有 90% 的 CO2 及部分水氣，經過

冷凝後即可得到高純度之 CO2，然而目前將氧氣從空氣中分離成本仍然偏高，因此

富氧燃燒應用仍不普遍。

(二)  CO2捕獲技術

1 .吸收

吸收法主要是靠液體吸收劑與 CO2 進行反應達到分離的效果，其分成物理吸

收及化學吸收。由於物理吸收法不易應用於大量含 CO2 的氣體且其捕獲 CO2 效率

不高，因此 Rochelle 預測在 2030 年時，化學吸收法會是燃燒後捕獲最主要的技術

[7]，目前國外許多大規模捕獲實場也是使用此法。化學吸收法是使用鹼性醇胺類水

溶液做為吸收劑，經與 CO2 進行化學反應加以捕獲。化學吸收法主要流程為煙道氣

從燃煤電廠排出後經過雜質去除、降溫、NOx 及 SOx 去除等步驟後進入吸收塔，CO2

氣體與吸收液在吸收塔中以逆流方式接觸，於填料表面進行質傳並進行化學反應，

達到 CO2 捕獲之目的。吸收後之吸收劑則進入到氣提塔中加熱脫附 CO2，在氣提塔

塔頂收集 CO2 後，進行壓縮及輸送，以供封存或再利用之用。至於再生過後的吸收

液則可送回吸收塔重複使用。一般而言，吸收之溫度約介於 40~60℃，再生之操作溫

度則介於 100~120℃。雖然化學吸收法為目前最為廣泛及成熟之技術，但仍具有許多

缺點，例如：吸收劑之再生需於高溫下操作，其再生能耗占總能耗之 70%[8]，因此

如何降低再生能耗為化學吸收法所需考量的問題；另外，鹼性吸收劑於操作中會對

管線產生腐蝕，也會與特定氣體發生不可逆之反應而發生劣化失去其吸收能力，這

些皆會造成運作安全疑慮及操作成本的增加。

為改善化學吸收法之缺點，本實驗室研究重點著重於改良吸收劑配方及改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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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兩大部分 [9]。就吸收劑配方而言，開發新型吸收劑如醇胺吸收劑、胺基酸鹽類吸

收劑或混摻不同之吸收劑，以達高 CO2 反應速率、高 CO2 吸收量、低再生能耗、低

蒸發熱、低蒸氣壓、低腐蝕等特性。在改善製程方面，則應用製程強化的概念，採

用超重力旋轉床。

目前最廣泛使用的醇胺吸收劑為 Monoethanolamine(MEA)，其吸收量為 0.5mol 

CO2/mol MEA，再生能耗介於 3.2~5.5GJ/ton CO2[10]，雖然 MEA 有良好的反應速率

及較低的黏度，但其本身也同時具有低吸收量、高腐蝕性及高再生能耗的缺點。吸

收促進劑以 Piperazine(PZ) 為代表，其結構為兩個相對胺基的環形結構，因此具有

高反應速率、高吸收量及良好的熱穩定性 [11]，其最大吸收量可達 1.0mol CO2/mol 

PZ，但其最大的缺點為本身結構中缺乏 OH 基，因此常溫下在水中溶解度有限，僅

約 15%[12, 13]，因此需與其他吸收劑混摻以降低析出的風險 [14, 15]。

胺基酸鹽類吸收劑為近年來積極開發的吸收劑，也是本實驗室的發展重點之

一，其除了具備高反應速率外，也因本身離子性的結構，使其具有低揮發性、高

抗氧氣劣化及良好的熱穩定性。胺基酸鹽類吸收劑含有羧酸基 (-COOH)、磺酸基

(-SO3H) 及胺基 (-NH2)，在高 pH 值的環境下胺基酸會進行質子化，胺基上的孤對電

子便以路易士鹼形式與 CO2 進行酸鹼平衡反應而加以捕獲。德國 Simens 公司所提出

之 Post CapTM Technology 即使用胺基酸鹽混搭 MEA 及 Ammonia，並宣稱此配方在

製程中溶劑損失極少，運轉一年間需要補充的吸收劑量小於 MEA 的 20%，且可達到

90% 捕獲效率及低再生能耗 2.7GJ/ton CO2[16]。然而胺基酸鹽類吸收劑由於分子量

較大因而相同重量濃度下的胺含量較少，且在高濃度或高 Loading 值時會有析出的風

險，這些都是胺基酸鹽類吸收劑急需解決的問題 [17, 18]。

在配方的改善上，現多以混摻多種吸收劑藉由結合各吸收劑的優點以達到最佳

捕獲效果。本實驗室以 PZ 混摻 Diethylenetriamine(DETA) 應用於超重力旋轉床中進

行 CO2 捕獲，除捕獲效率及捕獲量皆優於 MEA 外，能耗更可以降低約 54%[19]。除

此之外，另也添加無機鹽類 KCl 取代傳統氧氣抑制劑 Na2SO3 於吸收劑配方中，藉此

降低飽和溶氧量，進而減少氧氣劣化發生的可能性 [20]。過去在化學吸收法的報告

中，多著重於捕獲效率的提升，但本實驗室更強調捕獲量的增加，其意味著可實質

的減少 CO2 的排放。在吸收劑配方的研究上，除了增加捕獲效率、捕獲量及降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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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耗外，為了能於工廠的環境下長時間的操作，且不失去其吸收及再生能力，也

應需考量到吸收劑本身的腐蝕性、揮發性及熱穩定性。

如何降低再生能耗一直是化學吸收法所要克服的問題之一。近年來，有許多學

者提出於醇胺水溶液中添加固體觸媒，藉由固體觸媒扮演質子提供者，加速分解胺

基甲酸酯 (Carbamate) 進而降低再生所需活化能，以加速再生速率及降低再生時所

需溫度。文獻報導指出添加 H-ZSM-5、MCM-41 及 SO42-/ZrO2 於醇胺吸收劑中，

在 98℃下進行再生，其結果皆較未添加觸媒的吸收劑有更快的再生速率，其中以

H-ZSM-5 效果最好 [21, 22] ；另添加 TiO(OH)2 於 NaHCO3 中可以增加 80% 的再生量

及經過了 5 次的吸收再生重複實驗其觸媒仍具有良好的結構 [23] ；也有添加奈米結

構物質如： Al2O3、Fe3O4 及 SiO2 於吸收劑中成為 Nano Fluid，由於所添加固體觸媒

為奈米尺寸因此不會造成管件的堵塞，並藉此降低質傳阻力及改善吸收效果 [24]。在

吸收方面，添加 0.15g 的 MCF-AT 於 MEA 中成為 Nano Fluid，捕獲效率可從 76.46%

提升至 99.46%[25]。

在製程的改進部分，傳統上所使用的吸收塔為固定床 (Packed Bed, PB) 形式，為

避免溢流的發生，因此無法處理較大的氣體流量，也不太能使用較高黏度的吸收劑

配方；此外，吸收劑長時間與設備接觸對材料造成的腐蝕也是一大問題。本研究團

隊使用超重力旋轉床 (Rotating Packed Bed, RPB) 取代傳統固定床做為吸收及再生設

備 [26]，其示意圖如圖 2 所示，其外觀呈圓盤狀，內部填充金屬材料，液體進料是

由中心之噴嘴噴出，藉由床體高速旋轉使液體被高速甩出，接觸到床內填充物後，

分散切割為小液滴及液膜；氣體由圓盤外徑進入 RPB 中，並藉由內外徑之壓力差，

使氣體流入內部與液體接觸反應。與固定床反應器比較，由於 RPB 高速旋轉使其內

部可以產生 100~1000G 之重力場，因此能處理更高黏度的吸收劑，並允許較大的氣

體進料而不會有溢流的發生 [14, 15]，此外，被切割成小液滴及液膜的吸收劑，更能

大幅增加與氣體的接觸面積，降低質傳阻力，提升質傳速率 [27]，也因此 RPB 所需

設備體積約為固定床的四分之一，並降低了設備成本。本團隊使用 RPB 做為 CO2 捕

獲的新製程，現今已成功運轉於台塑石化、長春及中鋼的示範工廠中。近年來，超

重力旋轉床逐漸受到重視，除了本實驗室利用液體與氣體逆流的方式進行實驗，亦

有學者提出使用橫流 (Cross-Flow) 的方式捕獲 CO2[28]，此外，也有相關文獻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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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B 中的填充物進行設計與製作，例如：將傳統的不鏽鋼材質更換成結構性的鎳材

料，並表示更換填充物材料後的 RPB 更能提升質傳速率及增加接觸面積 [29, 30]。本

團隊針對以一台 RPB 進行吸收及再生的循環操作製程進行精進，提出以兩台 RPB 進

行吸收串聯及再生，並以 Aspen Plus 模擬得知此製程之精進更能提升 CO2 捕獲量、

提高吸收劑的 Loading 值及降低再生能耗 [31]。

圖2. 超重力旋轉床示意圖

2. 吸附

除了使用吸收法分離技術進行 CO2 捕獲，近年來也有許多研究朝固體吸附發

展。固體吸附法可以克服使用醇胺水溶液造成管件腐蝕所產生的問題，其吸附材需

具備高吸附量、高選擇率、快速吸 / 脫附速率及成本低廉的特性；另外，為增加吸

附法在 CO2 捕獲上的應用，也須考量到吸附材的可再生性，即經過長時間的操作仍

不失其吸 / 脫附的能力 [32]。

固體吸附操作方式可以依吸 / 脫附方法不同，分成溫度擺盪吸附法 (TSA)、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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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盪吸附法 (PSA) 及電力擺盪吸附法 (ESA)。TSA 為利用低溫吸附及高溫脫附，其

適用於處理低 CO2 濃度氣體； PSA 原理為高壓吸附、低壓脫附，由於主要是靠壓力

差進行吸脫附，因此適用於高 CO2 濃度氣體； ESA 則為發展中的技術，以導電或導

熱材料作為吸附材，脫附時僅需要通電即可加熱而達到再生的目的，由於所需電能

與 CO2 吸附熱相近，因此可大幅降低再生能耗。

化學吸附法為負載醇胺於吸附基材上，由於醇胺與 CO2 作用力為化學鍵結，因

此吸附量較物理吸附來的高，也可在低壓環境下操作。負載醇胺方法包含含浸、嫁

接及黏著等方式，而常見的吸附基材為活性碳、分子篩、沸石、中孔材與有機金屬

骨架 (MOF) 等。化學吸附的研究以提升吸附量及降低製作成本與時間為目的，本實

驗室在鹼性環境下以正矽酸鹽 (TEOS) 及 3- 胺基丙基三乙氧基矽烷 (APS) 合成之吸

附材 as-APS/MCM-y 可使 CO2 吸附量達到 1.18 mmol/g[33]。於 pH 值介於 11.21 與

11.68 之間的環境下，將 Polyethylenimine(PEI) 溶於水與甲醇的混合液中，再添加

TEOS，攪拌並置於 80℃烘箱約一小時，以此一步合成法所製備的吸附材 PEI-MSP-x

相較於兩步合成法所製備的吸附材 PEI/SBA，只需其 4% 製備時間及 50% 的化學試

劑，吸附量可達 147mg/g 且高於 60%-PEI/SBA[34]。本實驗室亦使用超臨界丙烷取代

甲苯做為綠色溶劑嫁接 APS 於 SBA-15 中，其胺含量及吸附量分別可提升 3~20% 及

6~49%，並可同時縮短操作時間 [35, 36]。此外，為了解決粉體吸附材於固定床操作

下壓降問題，本實驗室添加 Polyacrylic Acid(PAA) 與 NaOH 做為黏著劑並將吸附材

進行壓錠，不但可使錠狀吸附材之機械強度符合需求，且可維持粉體之吸附量 [37]。

針對水泥產業，工研院所設計的鈣迴路 CO2 捕獲系統，目前有全球最大規

模 (1.9MW) 之示範工廠。其利用 CaO 作為吸附材，與吸附煙道氣中之 CO2 形成

CaCO3，捕獲時的溫度為 600~700℃，CaCO3 再經 850~950℃鍛燒後釋放之 CO2 濃度

達 90% 以上，此系統理論上吸附能力最高可達 0.786kg CO2/kg CaO 遠勝過其他吸附

材；此外，製程中碳酸化反應所放出的反應熱可以回收生產蒸氣，失活的 CaCO3 也

能投入水泥廠再次利用，以降低整個鈣迴路 CO2 捕獲系統的操作成本 [1]，惟因操作

溫度高，此方法是否能應用到發電廠，仍需加以驗證。

3.薄膜分離技術

薄膜分離為利用一具有選擇性的薄膜接觸帶有 CO2 的煙道氣，透過進料氣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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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材料的穿透性、溶解度、吸收及吸附能力的不同進而將 CO2 分離出來 [38]。此

技術之機制包括：溶液擴散、吸附、表面擴散、分子篩選、離子傳遞等。薄膜分離

技術示意圖如圖 3 所示，煙道氣進入薄膜反應器中進行分離，分離後的煙道氣分成

滯留氣體 (Retentate Stream) 及穿透氣體 (Permeate Stream)，並透過薄膜將進料氣體中

大部分的 CO2 分離至穿透氣體以達到分離 CO2 的效果 [39, 40]。影響薄膜性能的兩大

因素為穿透率 (Permeability) 及選擇率 (Selectivity)，穿透率高則可使更多氣體穿過薄

膜，增加穿透氣體的流量，因此決定煙道氣分離的程度，選擇率高的薄膜則增加分

離後氣體中 CO2 的純度 [41]，但由於排放氣中 N2 及 CO2 分子大小過於接近，因此穿

透率及選擇率不易同時兼顧，一般的 CO2/N2 選擇率為 65，而 CO2 穿透率則希望大

於 30000 GPU(Gas Permeation Unit)，若低於這個範圍，則捕獲到的 CO2 純度及捕獲

量過低，但若增加 CO2/N2 選擇率，則會因提高純度而需更大面積的薄膜，反而不符

合效益 [42]。

圖3. 薄膜分離技術示意圖

在薄膜研究的領域中，可分成兩類，一類為對薄膜材料的開發，另一類則針對

整個薄膜法分離 CO2 的製程 [39]。在薄膜材料的研發上，基本的目標除了開發出高

穿透率及高選擇率的材料外，薄膜更需具備良好的化學及物理穩定性以達到長時間

操作不破損的目的。依照膜材料不同，大致可分為有機膜 ( 聚合膜 )、無機膜 ( 多孔

膜、緻密膜 )、混合膜等 [1, 41]。有機膜 ( 聚合膜 ) 通常於低溫環境下操作，其具有

良好的機械強度及高 CO2 選擇率，且相較於無機膜更容易大面積製造，然而有機膜

的缺點為較不抗腐蝕且吸收 CO2 後會膨脹；無機膜可分成矽膜、碳膜及沸石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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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沸石膜有較佳的穿透率和最高的 CO2 選擇率，如 DDR Zeolite Membrane[43]，但要

製作出大面積且無缺陷的無機膜則相對困難，因此要應用在燃燒後捕獲時會花費更

多製作成本；而混合膜則利用兩者的優點加以合成。薄膜分離技術由於不需要靠加

熱分離 CO2，因此使用上更能節省能源，且操作中沒有移動元件，因而易於保養也

不會造成管件上的腐蝕及環境污染等。然而，薄膜分離之主要驅動力為壓力差，由

於燃燒後捕獲技術處理之煙道氣 CO2 分壓普遍不高 (10-15 kPa)，造成 CO2 穿透薄膜

速率極慢，此外由於煙道氣氣體流量大，容易使薄膜破裂耗損及需要大面積的薄膜

才能有效捕獲 CO2，因此在薄膜分離技術上如何研製高 CO2 穿透率、高選擇率、高

強度及低生產成本的薄膜仍是很大的挑戰。

薄膜分離製程的目標則為在最低的設備及操作成本下達到高 CO2 捕獲量及純

度，因此發展出一套適合薄膜分離的模擬及優化是必須的。由於燃燒後捕獲所排放

的煙道氣中 CO2 分壓不高，因此若使用傳統的一段薄膜分離系統是無法達到要求的

CO2 純度，為了改善此問題，學者們提出了二段薄膜分離系統 [42]，其流程圖如圖 4

所示，煙道氣進入第一台薄膜反應器進行第一段薄膜分離，分離後的穿透氣體進入

第二台薄膜反應器進行第二段薄膜分離，而滯留氣體則回流至第一台薄膜反應器。

由於進料中的 CO2 分壓低，此操作仍需藉由壓縮機及真空幫浦以提升驅動力，但相

較於一段薄膜分離系統，此製程能減少 35% 操作成本，且經過兩段的薄膜分離可以

達到 CO2 捕獲量至 90% 及純度 95%，但無可避免的是兩段薄膜分離系統需要更多的

薄膜面積 [41,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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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二次薄膜分離系統流程圖

三、CO2再利用

(一)  高壓CO2作為綠色溶劑於奈米粒子合成與反應工程上之應用

首先以觸媒製備為例說明以超臨界 CO2 做為溶劑之應用。本團隊利用超臨界

CO2 做為溶劑溶解金屬前驅物並於孔道擔體中進行分散。由於超臨界 CO2 不具備表

面張力，因此可將有機金屬前驅物帶入高分子或其他無機材料內部，再經熱或化學

還原後即可製得奈米金屬粒子 / 高分子 ( 或無機材 ) 複合材料。此製備方法，又稱化

學流體沉積法 (Chemical Fluid Deposition, CFD)。CFD 與化學氣相沉積法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CVD) 類似，只是 CVD 是靠前驅物的蒸氣壓，而 CFD 則是靠超

臨界流體的萃取能力，因此 CFD 可以在不是很高溫的操作下帶入更多的金屬前驅

物。利用超臨界流體做為載體能有效地將奈米金屬粒子沉積於孔道較小的中孔洞基

材 (2~50 nm) 中，由於超臨界流體具較高的密度，基材經高壓處理後不會因此造成孔

道崩塌，仍可維持原本的多孔結構，也不會如一般濕式沉積方法，在去除溶劑時，

會因前驅物的表面親和力、強制對流及擴散的不同，而有蛋殼或蛋黃型式的金屬分

佈，也因此，CFD 較容易製備金屬均勻分佈於擔體之觸媒 [46]。CFD 之操作概念如

圖 5 所示。

本研究團隊以 CFD 製備的觸媒針對不同芳香族化合物進行氫化反應。Yen 等人

[46] 利用 Ru/MCM-41 進行雙酚 A(Bisphenol A, BPA) 的氫化，由於 BPA 是許多高分

子的單體，如 BPA 型的環氧樹脂及聚碳酸酯，然而其苯環結構在 UV 測試以及耐熱

測試之中皆會產生嚴重的黃變，導致在耐溫及抗 UV 的應用上受到限制，而不具苯

環結構的氫化 BPA 則不會產生黃變，可以大幅增加其應用範圍及價值。在該研究之

中，除了利用 CFD 技術所製備的觸媒 Ru/MCM-41 外，首次利用水分散 BPA 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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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氫化，雖然水與 BPA 幾乎是不互溶，但卻能進行氫化，且反應效果遠比 BPA 溶

解於其他有機溶劑的狀況來得好。推測氫化反應應是在 BPA 與水的界面上進行，也

就是所謂的「On-Water Mechanism」[47]，此時水扮演三個不同的角色，一是水能提

供氫鍵對 BPA 的苯環產生質子化，降低氫化活化能；二是水能與 BPA 上的 OH 基

( 親水基 ) 形成氫鍵，使得觸媒 (Ru/MCM-41) 對苯環 ( 親油基 ) 的親和力提高；三是

由於 MCM-41 表面具親水性的矽氧基，故在水中時會與水產生氫鍵，得到非常好的

分散性。

CFD 也可用來製備雙金屬觸媒 (Bimetallic catalysts)，與一般的單金屬觸媒不同

的是雙金屬之間通常具有不同的作用力，因此能展現與單金屬觸媒不同的性質。此

外，也能利用較便宜的金屬來取代部份單價較高的單金屬觸媒，降低觸媒成本。以

CFD 法製備的雙金屬觸媒 Rh-Pt/SBA-15 為例，Rh-Pt 合金具有比 Rh 單金屬更佳的氫

化苯環能力，以及較低吸附氫氣的活化能，因此對於苯環類的化合物具有更好的氫

化活性。[48]

圖5. 化學流體沉積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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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粒子的大小以及形貌影響其反應性能，除了價電帶與傳導帶間的能隙產生

變化外，不同的大小與形貌的奈米粒子因具有不同數量的晶面，而不同的晶面對不

同分子具有不同之反應選擇性。因此，可藉由調控奈米粒子的大小與型態達到反應

的目的。

常見的奈米粒子合成方法包含鹽類還原法、相轉移還原法以及有機相還原法

等。然而，大部分的金屬鹽類僅能溶於極性溶劑，故奈米粒子多分散在極性溶劑之

中，也限制了其應用。相轉移法即是利用相轉移試劑將奈米粒子由極性溶劑轉移到

有機 ( 低極性 ) 相，而在相轉移的過程中會造成大量的試劑浪費及分離能耗。也因

此，若能直接在有機相進行奈米粒子的合成及分散可增加其應用性。為達到此目的

可使用有機金屬前驅物，在還原劑的部份，最好即是使用氫氣做為還原劑，如此可

以避免傳統還原劑不易溶於有機溶劑且反應後僅需洩壓就能移除氫氣，減少產物純

化成本。本實驗室利用陽離子交換法與異硬脂酸 (Isostearic Acid) 合成異硬脂酸金屬

鹽 (Metal Isostearate) 於二氧化碳膨脹液體 (CO2-Expanded Liquids, CXL) 中進行奈米

粒子還原 [49]。合成概念如圖 6 所示。超臨界 CO2 對於大部分有機金屬前驅物溶解

度通常不高，不易直接用做溶劑製備奈米粒子。與 CXL 的差別在於超臨界 CO2 是以

超臨界 CO2 做為主體，輔以部份的共溶劑以增加對溶質的溶解度； CXL 則是以有

機溶劑做為主體，通入 CO2 使其產生膨脹，以此增加反應氣體溶解度 ( 如氫氣 ) 或

是降低液體黏度，由於 CXL 是以有機溶劑做為主體，對溶質溶解度往往高出超臨

界 CO2 幾個數量級，且壓力不需要到超臨界態就能產生膨脹現象。本系統中有幾個

優勢： 1. 異硬脂酸根含大量的支鏈結構，在 CXL 中能夠得到良好的分散性，並由

於其作為配體 (Ligand) 立體障礙大，能直接做為奈米粒子的保護，因此能夠避免使

用一般常使用的保護劑 ( 如聚乙烯吡喀啶酮 , PVP) ； 2. 在以氫氣作為還原劑的系統

中，氫氣溶解度扮演重要的角色，CXL 具有較一般有機溶劑更高的氫氣溶解度以及

擴散係數 [50, 51]，這使得在氫氣還原的過程中，奈米粒子能快速的成核，還原後的

金屬並會受到異硬脂酸根的保護避免聚集，藉此可得到粒徑較小且分佈均一的奈米

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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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異硬脂酸金屬鹽合成示意圖

Chen and Tan[52] 以 Ni-B 奈米粒子作為觸媒，甲醇為溶劑並引入 CO2 形成 CXL

進行 p-CNB 之氫化反應。實驗結果顯示，在未引入 CO2 的氫化下，由於 p-CNB 會

佔據較多的觸媒活性位置，使氫氣不易吸附在活性點上進行反應；但在 CXL 的操作

下，由於甲醇體積膨脹導致質傳阻力降低，因此氫氣在液相中可更快的擴散至觸媒

表面進行吸附，故使反應速率加快，也使得 p-CNB 轉化率得以提升。

Jessop 等人 [53] 將 CXL 分成三個種類，第一種為對 CO2 溶解度較差，無法造

成膨脹，譬如水；第二種為對 CO2 溶解度較佳，能造成明顯膨脹者，譬如甲醇及

甲苯；第三種，則介乎兩者之間，僅溶解部份 CO2，如部份高分子或離子溶液。對

於第一類溶劑而言，雖然 CO2 溶解度較差，但 CO2 能與該溶劑中解離的質子形成碳

酸，並能藉由其提供的酸性來催化反應，稱「高壓 CO2 水溶液」(Compressed CO2/

Water)。Lin 等人 [54, 55] 利用 Ru/MCM-41 做為觸媒對苯甲醇衍生物進行氫化以及

氫解 (Hydrogenolysis) 反應，氫解反應為脫去苯甲醇衍生物的醇類官能基，得到甲

苯類的衍生物；而氫化則是對苯環結構進行還原。本實驗室利用 CFD 法製備觸媒

Ru/MCM-41，由於 MCM-41 為親水性質的擔體，故在水中能有良好的分散性進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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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催化能力。當 CO2 溶入水中時，反應效果遠高於只以水做為溶劑，這是由於水與

CO2 形成碳酸，而碳酸所提供的質子能對欲進行反應的官能基質子化，因此加速反

應速率。

加氫脫氧 (Hydrodeoxygenation, HDO)，是以生質燃料製備生質航空燃油的一重

要步驟，其可提升穩定度及熱值。本實驗室使用油酸做為加氫脫氧的目標物，油酸

亦為大部分食用油的成分之一，為一 C18 脂肪酸。該研究利用 Fe/SBA15 作為觸媒，

由於反應需要在高溫高壓的環境下進行，故在加氫脫氧的過程之中容易產生裂解，

即 C17 及 C16 等產物，此時 CO2 會因為 C18 裂解而生成，故在本研究中，引入高壓

CO2 除了可以降低系統黏度增加質傳速率以外，另根據勒沙特列原理，高壓 CO2 的

引入也可以抑制裂解產物的生成。研究發現，在未通入 CO2 的系統中，油酸裂解的

現象大過於存在高壓 CO2 的系統，顯示高壓 CO2 可以抑制油品的裂解 [56]。

(二)  壓縮流體反溶劑法沉積

所謂壓縮流體反溶劑法 (Precipitation with a Compressed Fluid Antisolvent, PCA) 是

指利用壓縮流體 ( 通常指高壓 CO2) 溶入溶液之中，造成溶質與溶劑溶解親和力下降

而生成沉積。以壓縮流體做為反溶劑 (Antisolvent)，反溶劑經由減壓後即氣化離開，

不僅可以避免反溶劑殘留於溶質上，也不需溶劑與反溶劑進一步的分離程序。除了

簡化分離程序與避免反溶劑殘留以外，PCA 法還有許多傳統溶劑沉積法所沒有的優

點，例如壓縮流體質傳係數較大容易產生較大的過飽和度，使得 PCA 法所產生的微

粒子較小且均勻；此外 PCA 法可以藉由調整溫度、壓力、溶液濃度與流速等變因生

成不同形狀結構或大小的沉積物。

根據溶質對於超 ( 次 ) 臨界 CO2 的溶解度不同，產生幾種不同的操作模式，

包含了氣體反溶劑法 (Gas Antisolvent, GAS) 以及超臨界流體反溶劑法 (Supercritical 

Antisolvent, SAS) ；在 PCA 法之中，不論是 GAS 或是 SAS 法，超 ( 次 ) 臨界流體都

是做為反溶劑，兩者的差別在於造成反溶劑效應的操作壓力。此外，若溶質在超臨

界流體中的溶解度很好，換句話說就可將超臨界流體當做溶劑，再快速的洩壓過程

之中即可產生相當大的過飽和度，造成沉積。此方法稱作 RESS 法 (Rapid Expansion 

of Supercritical Solutions)[57]。表 1 為不同分離方法之比較。

PCA 的應用中，除高分子的微粒化特別外，此外也能藉由沉積的速率不同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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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分子的分餾，其原理在於高分子量之物質 ( 熔點較高 ) 會先進行沉澱，而較低分

子量之物質 ( 熔點較低 ) 則需更高壓時方進行沉積。此外，可以藉由高分子、溶劑與

反溶劑間的相變化關係，控制高分子沉積的型態 (Morphology)，亦即沉積的機制會

是直接成核與成長或 Spinodal Decomposition。

本 研 究 團 隊 曾 利 用 環 保 冷 媒 HFC-134a 作 為 反 溶 劑 [58] 對 高 分 子

COC(Cycloolefin Copolymer) 溶於甲苯在 140 psi 下進行分離，觀察 COC 的沉積結

構。Lin and Tan[59] 對聚醯胺酸 (Polyamic Acid, PAA) 進行微粒化，由於 PAA 經

過加熱醯胺化後會成為聚亞醯胺 (Polyimide, PI)，PI 由於具有低介電常數 (Low k ；

k=2.4~3.0) 之特性，可以做為半導體層間介電層 (Interlayer Dielectric Phase) 材料來

取代傳統之低介電材料如碳矽化合物 (k=3.3)，但隨著導線與電流密度增高，如何

製備出超低介電常數 (Ultra Low-k) 之封裝材料為技術之瓶頸。由於空氣介電常數較

低 (k=1)，若能製備出球形之 PI 高分子，則夾雜的氣孔則能有效地降低 PI 之介電常

數。該研究首先將 PAA 利用 PCA 的方式進行微粒化得到球體形式的 PAA，再經由

脫水劑搭配加熱得到球體型式 PI。

表1. 以超(次)臨界CO2作為分離程序之方法[57]

方法 RESS SAS GAS
SCF 作為 溶劑 反溶劑 反溶劑
有機溶劑 不使用 使用 使用
壓力 超臨界態 超臨界態 氣態或次臨界態
分離程序 容易 容易 容易

(三)  超(次)臨界CO2製備導電性薄膜

一般製備導電性薄膜的製程之中，最常使用的包括 CVD 及旋轉塗佈法，但使用

旋轉塗佈的過程中，由於溶劑本身具有表面張力，再經過燒結 (Sintering) 後容易產

生島狀 (Island) 聚集，造成薄膜導電度下降。且塗料會因為旋轉過程中產生的離心力

而造成大量的浪費，因此許多的薄膜製程都是使用 CVD，然而 CVD 的製程當中需

要藉由高溫將金屬前驅物形成蒸氣製備薄膜，因此若是薄膜的基材不能耐高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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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 並不適合採用。

本實驗室採用兩種方式製備導電性薄膜，第一種即是 CFD，因 CFD 不必在高

溫下進行操作，並透過通入氫氣對有機金屬前驅物進行還原。由於奈米粒子的熔點

與粒徑呈正比關係，經過 CFD 以及氫氣還原處理的奈米粒子具有較小的粒徑，可以

再較低的溫度下進行燒結，因能有效地降低操作溫度。本實驗室依循此方法進行銅

薄膜的製備 [60] ；第二種模式則採用 CXL，此方法為改善 CFD 操作壓力較高之缺

點，由於 CXL 的操作壓力往往不需要達到超臨界態，並利用氫氣對金屬前驅物進行

還原，隨後提高壓力，使之產生反溶劑現象，造成奈米粒子的沉積，並利用超臨界

萃取對溶劑進行移除，最終進行薄膜的燒結。Huang and Tan [61] 利用此方法進行銀

膜的製備，相比 CFD，能在較低溫度以及壓力的環境下製備銀膜。

(四)  CXL應用於微藻破壁

以微藻作為生質能源物料具備許多優點，除了取代可食用性作物外也擁有較其

他物種快速的生長速率、高油脂含量或高營養價值成份等特性。為了獲得微藻中的

高價值成份，傳統上多利用有機溶劑進行萃取，以商用萃取裝置 Soxhlet 方法而言，

萃取過程往往長達 24 小時以上。這是由於微藻具有堅硬的細胞壁，故僅藉由有機溶

劑進行萃取效率不高。因此發展有效的破壁技術可以視作微藻利用的關鍵技術之一，

常見的破壁技術包含了均質研磨機、超聲波輔助溶劑萃取及微波法等；然而上述技

術皆會面臨到高能耗或效率不佳的問題。影響生質原料提取的因素包含了微藻破壁

以及原料的萃取，對於藻類破壁，需要極性的溶劑，其可與微藻形成氫鍵結構，破

壞原先細胞內油脂與蛋白質之間的組成結構；對於萃取，則需要非極性溶劑與油脂

以凡德瓦力鍵結其中，也就是「Like Dissolve Like」。其中 CXL 由於有著比超臨界

CO2 來得好的溶解度，並且可以藉由 CO2 的引入改變溶劑的極性，依此達到破壁與

萃取同時進行。Wang 等人 [62] 利用 CXL 乙醇對微藻 Schizochytrium 進行連續式破

壁萃取，Yang 等人 [63] 則是利用 CXL 甲醇對 Chlorella vulgaris 進行連續式破壁萃

取，再進而轉酯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該研究中，本實驗室觀察到丙烷亦有類似的

功效，其萃取效率略高於 CXL 甲醇，但是在能耗上會高出非常多。因此，CXL 除了

能有效地進行破壁萃取外，在製程能耗上也具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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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及未來展望

隨著國際上巴黎協定的訂定及國內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的通過，皆證明全球

逐漸將減碳技術列為發展的重要方向。2016 年 IEA 的報告指出欲達成在 2050 年削減

430 億噸 CO2 之目標，CCS 之貢獻度需為 12%，僅次於提升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

此篇文章說明捕獲 CO2 之吸收、吸附及薄膜的原理及近年來發展的技術及所面臨的

挑戰，期望透過此文章能促進更多單位的投入，針對不同 CO2 排放源找出最適合的

減碳方法，進而在國內建立更多 CO2 捕獲示範工廠，做為製程放大之依據，如此未

來更有機會與國外競爭，並將所研發之技術推廣出去。

在 CO2 再利用中，以 CO2 做為綠色溶劑，不論是直接做為溶劑，也就是超 ( 次 )

臨界流體，或將 CO2 加入有機溶劑中形成 CXL，或加壓 CO2 溶於水中，可產生截然

不同的性質。儘管有多種操作方式，但是總體而言，都是希望符合綠色工程的概念。

在選擇不同方法時，首先需考量的即是溶解度，由於超臨界 CO2 對有機物質的溶

解度並不是很高，也因此所應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例如針對反應，當溶解度高的時

候，超臨界 CO2 可以扮演主要溶劑，亦即在超臨界態下進行反應；當溶解度適中的

時候，可藉由引入適當的共溶劑來增加超臨界 CO2 對於物質的溶解度，此時超臨界

CO2 仍為主體，因此仍是在超臨界態下進行反應；但當溶解度差的時候，則需要使

用其他溶劑作為主溶劑，超 ( 次 ) 臨界 CO2 則做為輔助的角色，也就是在 CXL 的環

境中進行反應。針對次微米奈米粒子的製備，由溶解度的不同以決定使用何種方法。

當使用超臨界流體時，最有利之處在於可經由洩壓完全移除流體，不會造成殘留的

問題，也就是能降低製程後續分離上的成本，但缺點在於加壓時需要的能耗，換言

之，若是能降低所需的壓力，則能將 CO2 擴展應用至更多的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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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弧爐還原碴的再利用
問題與應用為水泥生料

的實踐

潤泰精密材料»

鄭瑞濱　副總經理

摘要

台
灣地區之煉鋼產業，僅中鋼集團以一貫作業製程，採鐵礦砂為原料，電弧爐煉

鋼則以廢鋼鐵為原料，經高溫熔融連鑄成鋼胚的製程，所產生的電弧爐爐碴，

約占國內爐碴總產出量近4成，電弧爐煉鋼的原料來源成份複雜，外加法令與規範上

的諸多限制，對於再利用推廣上有其難度；其中電弧爐煉鋼過程中，經還原精煉程

序所產生的電弧爐還原碴，因有體積膨脹不穩定的情況，在誤加入混凝土當中會使

得混凝土產生爆出突起的現象，帶給預拌產業不必要的困擾，且需耗費極大金錢及

精力彌補誤用還原碴之後果，經耗費1年的文獻蒐集及取樣試驗，發現將還原碴磨成

粉後導入水泥廠做為水泥生料，還原碴中之化學成分與水泥中的生石灰類似，可取

代部份生石灰加入水泥生料中，將添加還原碴之水泥進行試驗後結果發現水泥品質

不因添加還原碴而改變，因此將電弧爐還原碴導入水泥廠為最佳去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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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煉鋼可依製程分為一貫作業煉鋼及電弧爐煉鋼形式，目前台灣一貫煉鋼系統僅

有中鋼及中龍使用此種煉鋼方式，在流程中之高爐部份，所產生之爐碴稱為高爐

石，高爐石為目前主要普遍加入混凝土中做為膠結材料，目前運用廣泛，流程中接

下來的轉爐部分所生產的爐碴即為轉爐石，轉爐石目前由中聯資源公司負責處理及

去化，另一方面，電弧爐煉鋼的領域，電弧爐煉鋼依經濟部頒發技術手冊所載，國

內每家電弧爐煉鋼廠之製程不完全相同，但主要製程大致上是相似的，電弧爐煉鋼

係利用高電壓情況下，高電流通過人造石墨電極時，交流三電極間產生高溫電弧 ( 直

流電極則於電極棒和爐底極間產生高溫電弧 )，高溫電弧則將廢鋼熔解，以達成熔煉

鋼鐵之目的。電弧爐煉鋼在冶煉過程中，依其化學反應可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熔

解期、氧化期及還原期，流程如圖 1。電弧爐碴依產生的階段，又可分為氧化碴及還

原碴，氧化碴含鐵量及硬度都較高，將氧化碴內之鐵份去除後為良好瀝青混凝土骨

材，而還原碴因含有 f-MgO 及 f-CaO 性質較不穩定，活性較高，誤用後加至混凝土

中易讓混凝土產生爆出突起現象。

圖1 電弧爐碴產生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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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煉鋼爐碴係由多種礦物組成的固熔體，隨不同之化學成分而變化，其性質

亦與化學成分有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煉鋼爐碴普遍具有下列性質。

一、 密度：爐碴的密度一般約為3.1～3.6 g/cm3，但由於電弧爐煉鋼爐碴含鐵量較

高，因此其密度較高爐碴之密度為大，而密度較高相對較具耐磨性。

二、 單位容積重量：爐碴之單位容積重量不但受其成分影響，還與粒度有關，一

般而言，通過80目標準篩的碴粉，高爐石密度約為1.74g/cm3，電弧爐碴約為

1.62g/cm3左右。

三、 易磨性：煉鋼爐碴由於結構較為緻密，故較一般砂更具耐磨性。以易磨指數

表示，標準砂為1，高爐碴為0.96，而轉爐石及電弧爐煉鋼爐碴均為0.7。

四、 活性：C3S、C2S等為活性礦物，具有水硬膠凝性，因此C3S、C2S含量高的高

鹼度電弧爐煉鋼爐碴，可作為水泥生產原料或製造建材製品。

五、 穩定性：煉鋼爐碴含游離氧化鈣f-CaO、游離氧化鎂f-MgO、C3S、C2S等，這

些組成在一定條件下都具有不穩定性。鹼度高的熔碴在緩緩冷卻時，C3S會

在1,250℃到1,100℃時緩緩分解為C2S和f-CaO；C2S在675℃時β-C2S相會變

為γ-C2S相，並且發生體積膨脹，其膨脹率達10％。另外煉鋼爐碴吸水後，

f-CaO會消解為氫氧化鈣Ca(OH)2，體積將會膨脹100～300％，f-MgO會消解

為氫氧化鎂Mg(OH)2，體積亦會膨脹約77％，因此含f-CaO、f-MgO的常溫煉

鋼爐碴乃是處於不穩定狀態的，只有當f-CaO、f-MgO消解完成或含量很少

時，才會穩定。

二、還原碴作為砂、石的利用問題

台灣規範中雖明定公告再利用之廢棄物及流向限制，但在實務上卻難以透徹執

行，導致不肖之再利用業者利用法律上之漏洞將廢棄物進行掩埋或虛報處理數量，

再者，隨著環保意識的進步，再利用的廢棄物種類繁多且量大，依照性質的不同，

易被重複使用之廢棄物去化管道與不易去化的管道多，還原碴因呈粉狀，活性高，

不易使用，為不易去化的廢棄物，去化管道相對較少，因此，為能使堆積在再利用

處理廠的還原碴能夠減少，不肖業者將還原碴摻入砂石內賣給預拌業者，將還原碴

摻入細骨材所售出之單價也較高，對於再利用處理業者來說為一大誘因，還原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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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入細骨材外，更有些廠商或業者直接以掩埋方式去化，砂石廠商在尋找砂石時

因不知道砂石下之土地為還原碴掩埋處，直接挖掘含有還原碴之砂石再運送至各預

拌廠，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混凝土中已添加了不少的還原碴，間接造成預拌業者誤

使用還原碴。

添加還原碴的混凝土，因還原碴不穩定的性質，混凝土會產生爆開突出的現

象，如圖 2 所示，預拌業者稱此現象為「青春痘」，且為此困擾不已，在房屋建設完

工之後居民入住，因混凝土中摻有還原碴，在入住後發現牆面的爆出突起現象，導

致居民人心惶惶，深怕居住的地方安全性有疑慮，因此要求修補及賠償，除將牆面

重新修補外還需賠償居民另外的住宿費用及其他要求之款項，使得預拌業者耗費大

量的精神與錢財將原本牆面復原平整。

圖2 還原碴膨脹爆出突起實況

「鋼爐碴」取代混凝土骨材之所以產生青春痘屋或崩解破壞之機理為存在於鋼

爐碴中之游離氧化鈣 (f-CaO) 又稱之為游離石灰所造成，鋼爐碴中大量的游離氧化鈣

形成的原因在於煉鋼製程所添加的石灰石，經高溫作業使碳酸鈣脫酸成為 CaO，以

脫硫去除雜質並使鋼液純化，然而所添加過量的石灰石經高溫 (1600℃ ) 煅燒，產生

之氧化鈣無法於其他氧化物達到完全的化學反應時，造成部分游離氧化鈣未被吸收

化合，並於高溫 (1600℃ ) 煅燒而形成高溫死燒狀態，具有結構緻密、晶體較大 (10-

20 um)、與水化速度慢等特性。此形態游離氧化鈣 ( 死燒石灰 ) 大量存在於鋼爐碴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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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且作為混凝土粒料使用時，拌合水或是水氣藉由內部孔隙，使鋼爐碴材料中

的游離氧化鈣開始與水分子發生水化反應，如圖 (3) 游離氧化鈣與水反應產生膨脹破

壞示意圖所示。但由於結構緻密使水分子難以進入顆粒內，使得化學反應緩慢，且

較水泥水化時間發生時間晚，其水化反應為：

CaO+H2O → Ca(OH)2

CaO 與水反應生成 Ca(OH)2 時，固體體積可膨脹增大至 1.98 倍，如果此化學反

應過程在水泥硬化前完成，造成體積膨脹之 Ca(OH)2 並不會對於混凝土產生危害。

然而，由於硬燒形態之游離氧化鈣在常溫下水化作用緩慢，相較於水泥混凝土硬化

時間而言，游離氧化鈣需多出 3-6 個月的時間才能完全水化，因此，水化後由於固相

體積增大，即會於已硬固的水泥混凝土結構內部產生局部膨脹應力，圖 3（b）為游

離氧化鈣產生膨脹應力造成混凝土破壞示意圖，此現象即為工程界常見的「混凝土

青春痘」問題與原因。

圖3 游離氧化鈣水化反應膨脹機理

三、再利用法規、標準的規定與問題

目前鋼爐碴的處理、再利用，係由處理業者依據工業局之再利用管理辦法，向

政府申請再利用管理辦法中的再利用用途，形成整個再利用的供應系統。確有不肖

再利用處理商貪圖處理利益，將富含游離石灰，遇水會膨脹之鋼爐碴混入為砂、

石，供應出售為泥作用砂或混凝土用砂石，是混凝土「青春痘屋」的來源。

CNS 1240 混凝土粒料相關規範說明如表 1 所示 [3]，可資源化再利用的一般事

業廢棄物，並符合相關性質者，都可作為混凝土粒料使用。且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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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編號第 14 項電弧爐煉鋼爐碴規定（如表二所示），煉鋼爐碴再利

用用途可分為：水泥原料、水泥製品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瀝青混凝土原

料、非結構性混凝土粒料原料、非結構性混凝土原料或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

粒料原料等用途。基於前述 CNS 1240 的國家標準與經濟部再利用管理辦法的規定，

鋼爐碴是合法且允許被作為混凝土粒料使用的材料之一。

然而，根據 Jurgen geiseler [4] 的研究指出，煉鋼爐碴之游離氧化鎂 (f-MgO) 及

游離氧化鈣 (f-CaO) 含量偏高 (~4%)，因此煉鋼爐碴必須經過適當的處理，否則作為

混凝土骨材或填充材恐會對混凝土長期體積產生不安定的影響 [2] ；源於上述的性質

特性，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亦規定，除再利用於水泥原料用途外，應

經安定化處理措施，要求「再利用前至少每月或每 5,000 噸，檢測七天的膨脹量不得

大於 0.5%」，這膨脹限值提供處理廠商肆無忌憚的摻混入混凝土骨材中應用；看似

「合理」的管理規定，其實是鋼爐碴應用於工程填方的安定化措施與膨脹限制，而非

為鋼爐碴用作混凝土粒料使用的膨脹標準；再利用管理辦法中的不嚴謹，導致煉鋼

爐碴的再利用流於灰色的模糊地帶，造成現今的亂象。

此外，CNS 1240 中規定，混凝土中使用類似的粒料「應取得使用者認同」，這

規定中，應有的檢驗技術甚或可量化粒料中摻加比例的方法是基本的配套；然而，

雖是國家標準要求如是，亦不見相關主管機關針對煉鋼爐碴的種類、用量、與安定

化程度，進行煉鋼爐碴對於混凝土品質影響的相關研究，足可提供相關的檢驗技術

與標準，以能提供如同新拌混凝土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般的檢驗配套；闕如的

措施，遑論消費者或是工程業主能夠可以安心的使用，滿足使用者認同的要件，管

制措施的漏洞，無法確保符合混凝土使用性能，又因配套檢驗技術的不足，終至形

成「青春痘屋」風暴。

鑑於鋼爐碴濫用問題已經在建築產業中擴散，為防制其直接再摻混入混凝土骨

材中，使無辜消費者受害，建議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短期內應先嚴加禁止做為

混凝土粒料使用，直至能強化對再利用處理商之管理及安定化技術及標準制定，始

能開放。而鋼廠所產出之鋼碴，則可送至各水泥廠做為製造水泥之原料。另外，為

避免使用到遭摻混污染之市售泥作細砂，亦建議營造業直接購買經工廠生產管理之

乾拌泥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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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NS 1240混凝土粒料規定條文摘要 表2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摘要

以經濟部編號第 14 號的再利用管理辦法來說，電弧爐煉鋼爐碴的廢棄物來源包

括了基本金屬製造業在電弧爐煉鋼製程所產生之氧化碴（石）或還原碴（石）。而再

利用的用途指定為水泥原料、水泥製品（限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

泥板、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瀝青混凝土原料、非結構性混凝土粒料原料、非結構性混凝土原料或鋪面工程（機

場、道路、人行道、貨櫃場或停車場）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

上列指定相似用途的廢棄物，除編號 14 的廢棄物之外還包括編號 5- 廢玻璃、

編號 6- 廢白土、編號 7- 廢陶、瓷、磚、瓦、編號 11- 廢鑄砂、編號 12- 石材廢料

（板、塊）、編號 13- 石材礦泥、編號 15- 感應電爐爐碴（石）、編號 16- 化鐵爐爐

碴（石）、編號 36- 廢沸石觸媒、編號 44- 旋轉窯爐碴（石）、編號 54- 廢噴砂；經

濟部轄管下的廢棄物之外，還有環保署每年約 80 萬噸的垃圾底碴、營建署的每年約

1,500 萬噸的廢棄混凝土等，多種的廢棄物皆指定相似的用途。

以混凝土粒料的用途來說，原生的混凝土粒料，自有既定的管理檢驗要求；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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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摻混了還原碴，使用者得以摻混還原碴的檢驗程序進行抽樣檢驗，摻混了氣冷爐

碴，使用者又得換成以摻混氣冷爐碴的檢驗程序進行抽樣檢驗，換成廢鑄砂，就得

換成混廢鑄砂的檢驗程序，再利用物料的「質」由使用端確保，那麼使用者對於廢

棄物的理解，必須專業、專業、再專業，方得以在目前的政策方向中完成工作；若

這是再利用必然的需求，這樣的壓力應非使用端的執行者所可承受。

四、水泥窯製程提供高溫燒結

煉鋼爐碴具有和矽酸鹽水泥熟料相似的化學組成和礦物組成，表 3 為不同種類

煉鋼爐碴化學成分表，各式煉鋼爐碴主要化學成分為 CaO、SiO2、Al2O3、Fe2O3 等，

與卜特蘭水泥成分相似，因此，作為水泥和混凝土摻料極具發展潛力，然而，煉鋼

爐碴作為混凝土摻料使用時，存在煉鋼爐碴體積穩定性問題，因此，煉鋼爐碴作為

水泥替代原料具有相當的潛力。

目前將廢棄物資源化作為水泥替代原料，在國外已有許多研究證明其可行性，

且於水泥廠實際運作已行之多年，且有相當程度的生產成本降低與節能減碳功效。

根據鏡田誠、鈴木英人 [7] 等人的研究指出水泥工業具有以下之特點：

1. 水泥旋窯具有很高的燒結溫度可以分解幾乎所有的原料。

2. 生產水泥最主要的原料石灰石是最被廣泛地運用於中和工業的污染。

3. 廢棄物的焚化灰渣組成被有效地用於水泥原料，因此將其用於水泥廠不會有二次

污染的問題。

4. 微量元素如重金屬等已經被安全地中和與固定於水泥熟料中。

5. 水泥旋窯的生產能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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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水泥生產製造流程圖

由於煉鋼爐碴化學組成以 CaO 為主，占比約 40%-45%，對於石灰石、黏土、矽

礦、鐵渣等水泥組成原料而言，煉鋼爐碴可作為替代石灰石原料使用。水泥製程流

程圖如圖 4 所示，將石灰石、黏土、矽礦、鐵渣等原料經生料研磨後，水泥生料粉

先於 850℃ -900℃懸浮預熱機進行生料 CaCO3 脫酸作用，將脫酸作用產生之 CaO 於

水泥旋窯內以約 1400℃高溫熔融液相燒結成矽酸三鈣 (C3S)、矽酸二鈣 (C2S)、鋁酸

三鈣 (C3A)、與鋁鐵四鈣 (C4AF) 等水硬性礦物相之水泥熟料，如圖 5 所示。因此，

當煉鋼爐碴取代石灰石作為替代原料使用，存在於煉鋼爐碴內的大量游離氧化鈣，

於高溫熔融液相中亦能與 SiO2、Al2O3、Fe2O3 產生水泥礦物相燒結反應，可有效降

低煉鋼爐碴游離氧化鈣 (f-CaO)，依據 CNS 61 國家標準，熟料燒成管制基準以每小

時管制熟料游離石灰含量，游離石灰含量大於 1.5% 需進行外放處理或回料與生料重

新燒結處理。因此，高溫燒結作用不僅使煉鋼爐碴進行安定化處理，更確保含有煉

鋼爐碴之熟料游離石灰含量符合 CNS 61 國家標準，此外亦能將存在於煉鋼爐碴重金

屬等微量元素，安全中和與固定於水泥熟料中，降低重金屬毒物溶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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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式煉鋼爐碴化學組成成份表[6]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K2O SO3 TiO2 P2O5  MnO  LOI
氣冷高爐石 33.9 14.9 0.5 40.7 6.3 0.5 1.4 0.5 0.0 0.6 0.3
水淬高爐石 33.5 13.7 0.4 42.7 6.2 0.4 1.5 0.5 0.0 0.4 0.3
轉爐鋼爐碴 11.5 4.5 21.6 39.4 6.4 -- -- 0.5 2.0 4.0 3.9

氧化碴 19.9 12.1 14.9 36.2 3.3 -- -- 0.7 0.9 7.6 1.0
還原碴 20.2 10.3 9.8 41.2 10.3 -- -- 0.4 0.6 1.8 1.2

氧化物成分%
項目

圖5 水泥生料旋窯燒結示意圖

使用煉鋼爐碴做用水泥替代原料相關文獻指出 [8]，由於煉鋼爐碴大量游離氧化

鈣無需經過脫酸吸熱反應，作為水泥替代原料具有低耗熱與低碳排等優點，且燃燒

能力指數 (Burning ability index, BI) 試驗結果顯示，添加煉鋼爐碴之水泥生料相對於

未添加煉鋼爐碴之控制組生料，具有較低殘留之游離氧化鈣 (f-CaO) 與較佳之水泥熟

料燒結能力。圖 6 為水泥替代原料經高溫作用殘留之游離氧化鈣含量與燒結溫度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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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圖 [9]，水泥熟料中游離氧化鈣含量隨著高溫燒結溫度增加而顯著降低，且添加廢

磚粉與蛋殼等替代原料，於不同溫度燒結後，殘留之游離氧化鈣較未添加替代原料

之控制組低，說明替代原料中之游離氧化鈣安定化的方法，可透過高溫燒結程序使

材料中存在之游離氧化鈣降低，並符合國家標準值。因此，煉鋼爐碴等廢棄物，進

入水泥廠作為替代原料再利用方法，為降低游離氧化鈣所引發混凝土膨脹崩壞危害

之最有效的方法。

圖6 水泥替代物料殘留游離氧化鈣與高溫燒結溫度關係 
(a)控制組生料 (b)廢磚粉替代生料 (c)蛋殼替代生料[9]

五、替代水泥原料的應用測試

以經濟部編號第 14 號的再利用管理辦法，電弧爐煉鋼爐碴可用為水泥原料，

為確認作為水泥生料的可行性，本計畫採用熱分析方法，進行評估。熱分析是研

究物質在溫控條件下，發生的物理或化學變化與溫度之關係，常用的有熱機械分

析法（Thermomechanical Analysis, TMA）及差示掃描量熱法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metry, DSC)。TMA 方法主要為量測不同之材料於溫度變化上之物性變化，物性

變化包含膨脹收縮、軟化現象及交聯硬化等方式呈現。TMA 之量測係將材料樣品上

施加某一固定力量，並藉由可溫度控制之爐體，於溫度增加或減少時，其材料之膨

脹或收縮現象，皆可藉由 TMA 來量測到探針之變化情形，以獲得膨脹係數或收縮係

數，裝置如圖 7(a) 所示。DSC 和 TMA 儀器裝置相似，如圖 7(b)。就一般水泥生料

燒成反應透過兩種熱分析結果，如圖 8 所示，兩種分析方法之反應曲線，可大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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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個階段，第 1 階段發生在煆燒溫度 700℃ -850℃之間，為預熱脫酸階段、第 2 階

段發生在 1,200℃ -1,300℃之間，為 C2S 生成階段、第 3 階段發生在 1,250℃ -1,350℃

之間，為液相產生階段、第 4 階段則發生在大於 1,250℃時，為 C3S 生成與相變階

段。

(a) TMA 分析儀器 (b) DSC 分析儀器
圖7 熱分析儀器

本計畫依據配料分析所得成果，將兩種配料方案之各組水泥樣品，以不同的熱

分析方法進行分析，採用 TMA 分析方法，其分析結果如圖 9 所示。由以上結果可

知，使用還原碴取代部分水泥生料是具有潛力及可行性之方法，且經過高溫鍛燒

後，還原碴最令人憂心之活性造成之爆出突起之疑慮已消除，且亦可符合水泥生料

之需求。

圖 10 為還原碴替代部分生料燒成熟料，研磨成水泥的水泥強度發展趨勢，添加

還原碴與否，根本不影響水泥的品質；表 4 為以還原碴為生料的水泥砂漿棒熱壓膨

脹百分比，如表 3 所示，結果亦顯示摻加部分還原碴為生料燒結而成的熟料製造的

水泥，還是一樣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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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一般水泥TMA及DSC之熱分析結果

 

圖9 採直接配料設計法之水泥原樣熱分析結果(溫度>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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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還原碴為生料的水泥強度發展狀況

表4 還原碴為生料的水泥砂漿棒熱壓膨脹百分比

　 水泥砂漿棒熱壓膨脹（％）
控制組 -0.018

1% -0.017
3% -0.011
5% -0.022

六、導入應用的關鍵

本試驗計畫，化性建立之還原碴取樣頻率為每天乙次（每週五天），並且連續 9

個月進行取樣，總取樣次數預計約為 156 次。還原碴實際儲放情形如圖 11，由圖中

顯示還原碴為粉狀，但其中涵蓋部份金屬雜質等。本取樣準則係取四處之還原碴，

並遵守均化取樣之方式來進行，使其取樣之還原碴性質平均並具有代表性，取樣之

情況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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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還原碴實際儲放情形

圖12 還原碴取料情形

還原碴取樣後開始進行 XRF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簡稱： XRF) 化

性分析，並由初步試驗結果得知還原碴主要含有 SiO2、Al2O3、Fe2O3、CaO 及 MgO

等化學含量。由於 X 射線螢光光譜儀可量測出還原碴之各元素含量，再將量測出之

元素依照與其氧化物之間的關係來計算氧化物含量，其氧化物之實際含量應再以人

工濕式分析來確定，並將人工濕式分析之結果來回饋校正 X 射線螢光光譜儀。

第一階段取樣分析係將第一階段中取還原碴之氧化物（SiO2、Al2O3、Fe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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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及 MgO 等）最高及最低含量之當日樣本，再以人工濕式分析來確認其實際化

學含量，並將人工濕式分析之試驗結果回饋至 XRF 光譜分析儀中以建立還原碴檢量

線，以修正 XRF 光譜分析儀之化學含量檢量標準，以使第二階段之 XRF 試驗結果

更加精確。兩階段之化學性質穩定性如表 5 所示，由表中得知經人工濕式分析後回

饋之還原碴化學含量，其 SiO2、Fe2O3、CaO 及 MgO 之變異係數皆有降低之情形，

可明顯了解還原碴化學性質具有不穩定性，受電弧爐煉鋼廠之製程所影響；還原碴

的均化設計為水泥廠應用還原碴為原料的關鍵技術所在。

表5 還原碴XRF化性含量初步結果之分析

還原渣
cement

SiO2
(%)

Al2O3
(%)

Fe2O3
(%)

CaO
(%)

MgO
(%)

SO3
(%)

第一階段

最大值 29.46 6.35 4.74 113.26 40.24 1.25 
最小值 0.00 2.67 0.57 59.30 2.43 0.00 
平均值 15.88 4.03 2.07 71.63 5.14 0.67 
標準差 9.91 0.68 1.02 12.02 6.28 0.35 

變異係數 62.42 16.92 49.16 16.78 122.20 52.59 

第二階段

最大值 27.85 12.97 10.13 52.76 44.93 3.69
最小值 20.69 3.91 1.82 30.21 3.28 0.00
平均值 24.77 8.57 3.29 45.75 6.87 0.79
標準差 1.32 1.79 1.27 3.92 4.93 0.97

變異係數 5.34 20.84 38.78 8.57 71.74 123.18

六、還原碴應用為水泥原料確實可行

還原碴經過磨粉、均化分析及鍛燒處理後，性質穩定，可添加至水泥生料中當

作原料，亦不影響其原本性質，最佳去化之方向為導入水泥廠做為生料使用，本研

究試驗中，使用還原碴所產出之水泥經過分析後也證實不影響水泥原本功效；將還

原碴導入水泥廠之成功，將原本事業廢棄物無處可去的現況找到一方法，確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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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M循環利用焚化爐
底渣之商業運轉作法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林燦銘» 科長»

技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邱俊祥» 副總經理

蔡
總統於就職演說時提到，臺灣應當走向循環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廢棄物轉換為

再生資源，並於過程中創造經濟效益，為我國環境保護策略中相當重要的課

題。

臺灣地狹人稠，掩埋用地取得不易，自 1991 年起民眾生活垃圾多改採用焚化作

為中間處理方式，焚化技術之減積、減容效率可達 80%~85%，然每 100 公噸之垃圾

焚化後仍會產生 15 到 20 公噸的焚化底渣；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焚化廠營運管理資

訊系統之資料顯示，國內各縣市運轉中之 24 座焚化廠，於 106 年度共焚化處理 627

萬噸之廢棄物，其中焚化底渣產量達 85 萬噸，若進一步以焚化底渣的比重 (1 ： 1.6)

計算，則年產生之焚化底渣體積將達 53 萬立方公尺，足以填滿約 1/3 座之台北 101

大樓，不難想像，若焚化底渣全數運至掩埋場進行掩埋，無疑對於寸土寸金的台灣

仍是相當承重的負擔。

事實上，焚化底渣經適當的處理 ( 前處理 1 及進階處理 2) 將產生可取代骨材之焚化

再生粒料 3，這些焚化再生粒料的去化實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責任，除可應用於各項公

共工程填築、級配外，亦可做為回填材料之添加物；然近期受到部分使用者 ( 再利

1　篩分、破碎、磁選、渦選、風選及人工分選等
2　熟化、水洗、穩定化等
3　依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底渣經再利用處理程序後所產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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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構、工程包商、一次加工廠、預拌混凝土廠等 ) 不當使用 ( 使用於限制區域、棄

置或與高風險之事業廢棄物共同添加等 ) 的影響，焚化再生粒料之去化能量卻日益萎

縮，導致這些粒料均暫存無法有效去化！面對此困境，部分地方政府針對各項公共

工程進行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推廣，惟因缺乏再生粒料即時協調平台，及較前瞻且有

效的管理策略 ( 例如：地方政府自行去化、二次加工預拌場的管理 )，漸而形成地方

政府各做各的局面，加上自我保護的本位主義作祟，導致焚化再生粒料於推廣時發

生矛盾與衝突，不但無法活化市場，反而侷限了原有去化管道的運作。

一、國內外焚化底渣處理及再利用

(一)  處理技術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以下簡稱環保署 ) 自 2011 年起即開始推動焚化底渣委託合

法之處理及再利用機構，經適當之前處理及進階處理後可分出金屬類、非金屬類及

焚化再生粒料，其中焚化再生粒料除可作為基地及路堤填築、道路底層及基層之級

配粒料外，更可運送至預拌混凝土廠，透過與天然材料進行混拌等二次加工作業再

製成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磚品、水泥生

料等土建工程替代材料，除可降低天然資源開採及節省工程成本外，同時亦可減少

土石資源的開採，保護有限的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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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國內焚化底渣處理及再利用流程示意圖

目前國內仍有持續收受各縣市焚化底渣進行處理及再利用之公民營廢棄物處理

機構共計有 5 家，分別為基隆市 - 永盛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 - 旭遠科技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 - 全精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 榮寶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及屏東縣 - 力優勢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等，每年總許可處理量約為 86 萬 7 千

公噸。另政府自辦之焚化底渣處理設施計有 3 處，分別為桃園市 - 觀音灰渣處理場

ROT 案、台南市 - 臺南市城西底渣再利用處理廠興建統包工程及高雄市 - 資源回收

廠垃圾焚化底渣自辦篩分處理再利用計畫，每年總處理量約為 28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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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盛 基隆市七堵區 8,300
全精英 台中市神岡區 4,992
旭遠 台中市烏日區 4,800
榮寶 彰化縣線西區 13,000
力優勢 屏東縣里港鄉 41,200
ROT 桃園市觀音區 6,000
自建 台南市城西區 8,000
自辦 高雄市路竹區 10,000

自辦(宏碁)

G
自建

F

ROT B

圖2、國內焚化底渣處理及再利用機構分布圖

大部分之處理及再利用機構所採用之處理技術皆為乾式處理，僅力優勢環保股

份有限公司屏東廠採用溼式處理，其二者最大的差別即在所採用之進階處理技術；

乾式處理技術於焚化底渣經前處理後須再進行熟化 4 始得進行後續再利用，而溼式處

理技術則是焚化底渣經前處理後直接以水進行清洗。此兩種處理技術都具有去除臭

4 底渣屬亞穩定性固體物，藉「熟化」過程方能降低 pH 至 8~8.5 及形成部分低溶解性二次礦物質，促使諸多陽離子重
金屬 (Cu、Pb、Zn 等 ) 之溶解度降至最低，並因新形成非結晶鐵鋁礦物質之吸附作用，有效改善焚化底渣中主要與
微量元素之溶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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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降低重金屬溶解度、去除鹽類等穩定焚化再生粒料特性之效果，然採熟化之乾

式處理技術須有較大貯存空間，以因應灑水、翻堆及長時間置放，且鹽類去除之效

果較差；溼式處理技術除具有較好之鹽類去除效率及鐵、非鐵金屬之回收比例外，

相較於乾式處理技術，其所產生之焚化再生粒料粒徑分布更為均勻、雜質含量更

低，在工程應用上接受度較高，惟需要有較高級之廢水處理系統作為後盾。

上述兩種技術各有優缺，荷蘭 TAUW 公司發展於熟化過程增加強制輸氣單元

技術，即「快速熟化」技術。該技術原理係將焚化底渣置於塔槽內，藉控制溫度

(60℃ )、水分含量 (15~20%) 等環境因素，並強制輸入 CO2 ( 約 10kg CO2/Ton 焚化底

渣 )、O2 氣體 (4~8% CO2, 18~20% O2, 通氣量 0.5 m3/t/hr)，藉 CO2 將焚化底渣中金屬

成份碳酸鹽化，並降低 pH 值，以提升焚化底渣之安定化效率 ( 一至四週內完成熟化

程序 )，具有節省空間需求、無其他廢水或廢棄物排放等優點。然該技術仍有缺點，

即熟化過程會因水泥化作用 (Cementation) 而使焚化底渣形成較大尺寸之粒塊，不利

出料與搬運，故塔槽之設計應預留足夠大尺寸之進出門及維修孔，以避免卡料阻塞。

(二)  焚化底渣再利用現況說明

歐洲國家對於焚化底渣再利用已有超過 60 年的經驗，其中荷蘭的焚化底渣再利

用比例近乎 100%，主要原因在於該國針對焚化底渣再利用作業訂有明確的配套法規

與標準規範，並與業界充分合作，除焚化底渣外，幾乎所有產業界廢棄物 ( 如建築廢

棄物、攪拌之瀝青、垃圾焚化廠底渣、燃煤飛灰、煉鋼爐碴、磷酸渣、鼓風爐碴等 )

均已進行再利用，其推動策略重點如下： 

1. 廢棄物分類：按顆粒或塊狀之廢棄物(包括建築材料)型態，在使用時合理確定廢

棄物與水接觸程度，並判斷是否須外加覆蓋或襯底以防止污染物釋出。

2. 建立土壤與地下水基線資料：按全國土壤與地下水品質調查結果，建立土壤與地

下水品質基線資料，依此建立底渣使用時污染物釋出環境之最大容許值。

3. 建立標準溶出測試方法：建立「顆粒（非成型品）」及「塊狀（成型品）」材料

之溶出試驗程序(NEN7343及NEN7345標準)，由溶出試驗結果判定顆粒與塊狀廢

棄物之溶出量。

4. 公布施行「建築材料辦法」（Building Materials Decree，簡稱BMD）：藉制訂一

清晰合理之使用與許可規範，作為建築業界應用相關材料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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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德國針對焚化底渣要求再利用前必須進行浸出試驗 ( 近似我國毒性特性溶出程

序 )，且以級配料之方式用於道路或建築時，必須符合該國的道路結構工程的要求，

且必須保證其環境相容性，而相關規範限值則由該國環境部工作委員會 (LAGA) 制

定，目前經分選及熟化後之焚化底渣是屬於可進行再利用的；法國於 1975 年訂定廢

棄物減量及再循環法規，並於 1994 年要求使用在堤防工程的焚化底渣，需符合特定

標準，且需經由具有品質保證的設備所產生，而應用於道路工程之焚化底渣，則須

符合低污染材料標準，才可以作為級配粒料的替代物使用。

在美國，焚化底渣須先進行毒性特性溶出試驗，判定是否為有害廢棄物後，再

由各州政府自行決定後續的貯存、清除及處理方式，而目前該國針對焚化底渣再利

用的方式，多作為瀝青混凝土鋪面粒料、道路與停車場底層鋪設、混凝土級配粒

料、掩埋場覆土及人工魚礁等。例如，該國在佛羅里達州，曾以放置一年後之焚化

底渣來取代路基材料，經試驗亦發現其夯實效果頗佳；再者，美國聯邦高速公路局

利用經分選後適當粒徑之焚化底渣做為道路鋪面及基底材料替代骨材之應用實例最

多，其所屬研究機構 Turner-Fairbank Highway Research Center 亦頒布廢棄物及副產品

材料應用於鋪面工程之使用指引。

日本於 1992 年修正公告的 ｢廢棄物處理法 ｣及其 ｢施行規則 ｣中，將每日處理

量大於 5 公噸之垃圾焚化處理設施產生之「焚化底渣」列為「特別管理之一般廢棄

物」，其處理技術需採用加酸萃取法、藥劑穩定法、水泥固化法及熔融燒結法等 4 種

方法之一，且規定 1998 年以後設置之焚化廠，需併同設置熔融設備，作為處理焚化

底渣之技術，而熔融後之焚化底渣則應用在掩埋覆土、路基材料、交鎖磚及瀝青骨

材等。

而我國經環保署及各地方政府多年努力，焚化再生粒料之再利用至 2015 年已達

到 92%，為歷年最高峰；然 2016 年 4 月受當時國內最大的焚化底渣處理及再利用機

構「映誠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南市安平區爆發焚化再生粒料疑似非法棄置於農業區、

魚塭地等新聞事件影響，導致焚化底渣及焚化再生粒料之處理及後續使用途徑、方

式遭受強烈質疑，使整體去化管道嚴重受阻，間接影響焚化底渣之處理及再利用能

量；至 2017 年止，焚化底渣之再利用比例已降至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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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焚化底渣面臨之問題及對策

承前述，焚化再生粒料去化受阻亦使國內垃圾處理及調度問題浮上檯面，例如

台北市於 2017 年代燒雲林縣 2 萬 2 千餘噸垃圾，消息一出，隨即引來台北市議員強

力的批評，爾後前雲林縣長、現任立委蘇治芬亦對於各縣市一般及事業廢棄物之處

理量能提出高分貝反擊與檢討。單單一個焚化再生粒料去化的問題，除造成民眾生

活的不便外，亦可引發如此巨大的政治紛爭，可見我們面對是多嚴峻的挑戰，而臺

灣又該如何突破困境，使焚化底渣重新進入循環再利用之體系，進一步達到商業運

轉、擴大市場之目標。

(一)  提升焚化底渣處理及再利用能量

解決焚化底渣處理及再利用之問題，首要即在擁有有效的焚化底渣處理及再利

用技術。以往各縣市皆將焚化底渣全權交由合法之公民營處理機構進行處理、再利

用及後續使用，然受前述新聞事件之影響，國內焚化底渣之處理及再利用能量大幅

降低，台南市及高雄市自 2016 年即開始研議自行辦理底渣處理及再利用作業之可行

性，其中高雄市更分別於 2017 年 6 月及 12 月辦理「106-107 年度資源回收廠垃圾焚

化底渣自辦篩分處理再利用計畫」( 以下簡稱自辦篩分計畫 ) 及「106 及 107 年度資

源回收廠垃圾焚化底渣再利用委託處理計畫」( 以下簡稱委託處理計畫 )，藉以掌握

兩種焚化底渣處理技術 ( 乾式及溼式 )，同時提高焚化再生粒料品質、穩定焚化再生

粒料產能；其中，自辦篩分計畫每年可處理之焚化底渣數量為 12.5 萬公噸，每日可

產出約 500 公噸之焚化再生粒料，另委託處理計畫每年可處理之焚化自生粒料數量

為 6 萬公噸，每日則可產出 450 公噸之焚化再生粒料；如此，即可確保地方政府有

足夠的能量，因應突如其來市場變化。

(二)  簡化焚化底渣管理制度並健全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配套措施

一般環保法規皆以防範環境污染為出發，但 2013 年修訂的 ｢廢棄物清理法 ｣與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因應追求物質永續管理、零廢棄等思潮興起，在循環經濟下要

進行資源物再利用，彼此互有衝突及障礙。以焚化底渣再利用為例，2003 年環保署

即公告 ｢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 ｣，然公共工程委員會至 2015 年才通

過與之相關的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這之間的空窗期曾

讓政府上下機關與業者間的產品交付及使用上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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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鑑於民眾、環保團體、環保及使用單位分別對於舊有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之

資源化處理程序、產品品質、使用地點限制、運作申報及三級管理等提供諸多建

議，環保署於 2017 年 7 月以「確保焚化再生粒料品質」、「用途別明確管理」及「精

進流向管理」為目標，公告修正「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 以下簡稱

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 )，除針對焚化再生粒料之品質增加粒徑及雜質之標準外，

更要求用途為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層及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之焚化再生粒料，於

前處理後應採取穩定化、熟化或水洗等方式作為進階處理，其中採熟化程序者，其

熟化期至少為 1 個月；再者，焚化底渣產生地之地方環保局應定期以網路傳輸方式

進行申報，且焚化再生粒料使用前，工程單位、運送單位及使用單位皆應取得管制

編號，同時運送單位之運送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而使用完成後應提供相關憑

證 ( 包括：過磅紀錄、使用地點之施工前、中、後照片 )。環保署為能促進焚化底渣

後續使用市場，於新修正之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中，除增加焚化再生粒料之使

用途徑外 ( 可使用於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及衛生掩埋場覆土 5)，亦針對焚化再生粒

料用途為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磚品、水

泥生料及衛生掩埋場覆土時，放寬使用地點之限制 6。

依各項研究及國內多年實際使用的經驗，焚化底渣經過適當的處理即可成為取

代天然骨材之 ｢粒料 ｣；焚化再生粒料應用於國內公共工程亦行之有年，尤其作為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Controlled-Low-Strength-Materials, 簡稱 CLSM) 之添加物，

其物理性質及環境安全的表現上更較其他添加物 ( 例如：無機污泥、轉爐石等 ) 優

異，故焚化底渣面臨的問題並不在 ｢能不能用 ｣，而在於 ｢願不願用 ｣ ！如今將整

體再利用市場透明化並導入嚴密的管理措施，雖有利於掌握焚化底渣的流向，卻也

使工程單位擔心使用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所衍生工程品質不佳之責任，而降低使用意

願，導致即使擴充了使用途徑、放寬了部分使用限制，仍未能提高底渣再利用市場

的接受度，更遑論使焚化底渣順利進入循環再利用之系統。因此，唯有在根本意義

5 可作為衛生掩埋場覆土，但不得作為最終覆土。
6 (一 )不得位於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水庫集水區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

( 二 ) 使用於陸地時，應高於使用時現場地下水位一公尺以上。( 三 ) 不得位於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劃定各使用分區內之農牧用地、林業用
地、養殖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上述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範圍內。( 四 ) 不得位於依國家
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作為前目限制使用之土地分區或編定使用之土
地範圍內。( 五 ) 不得位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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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承認焚化再生粒料為工程粒料，進而簡化管理制度、健全後續使用之配套措施，

才是拓展焚化底渣處理、再利用及後續使用之道。

(三)  增加焚化再生粒料應用於公共工程之規範與誘因

垃圾的產生並不分你我，換言之，焚化底渣去化責任亦應是全民共同承擔，故

上至環保署、下至各地方環保局皆應透過國務或市政討論平台，將焚化底渣所面臨

的問題進行詳細說明與討論，使民眾及其他工程主管機關更瞭解垃圾處理之現況與

窘境，進一步針對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進行推廣，同時瞭解各工程單位之品質要求

及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期程需求，以便進行物料品質及調度控管。

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焚化再生粒料已有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級配

粒料底層、級配料基層及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等四種用途可使用，

且環保署亦於 2015 年 7 月編訂「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CLSM）」及「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使用手冊，提供工程界

使用底渣再利用於工程應用之正確使用方法，以確保工程品質。然各工程單位時而

強調焚化再生粒料於應用時恐造成施工品質低落之狀況 ( 例如：氯離子濃度、膨脹

率等 )，故為解決工程單位疑慮，同時避免焚化再生粒料交由再利用機構負責銷售使

用所可能產生之弊端，應針對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及特性進行說明，以目前國內各

主管機關針對焚化再生粒料推廣係以製成 CLSM 為例，其所應用之公共工程皆無鋼

材腐蝕之疑慮，若要能進一步取信於工程單位，則可針對 CLSM 應採用焚化再生粒

料之數量 ( 配比 ) 進行實驗，並提出足以證明使用該配比亦能達到相關工程管制規範

之數據，進而透過明確規範 ( 包括：納為地方自治條例、使用要點等 ) 達到推廣之

目的。

以台中市及高雄市為例，前者為建立焚化再生粒料於該市使用之規範，同時避

免資源化產品使用不當造成本市環境污染，故制定「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

源化產品使用管理自治條例」，其中即規定，該市所屬各機關主辦之公共工程符合焚

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之焚化再生粒料用途者，應優先使用該市垃圾焚化廠產生之

焚化再生粒料，且焚化再生粒料不得使用於建築物結構體或建物空間回填作業，若

焚化再生粒料使用於該市非公共工程者，應提供土地所有人同意之文件等；後者則

著手擬訂「高雄市政府垃圾焚化廠再生粒料使用作業要點 ( 草案 )」，除強制該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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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單位應於每年 10 月底前就次年度擬使用焚化再生粒料之預估數量及期程，載明工

程名稱、用途、工程地點、工程施工行政區域等內容外，更要求公共工程使用一般

型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時，應以每 1 立方公尺使用 800 公斤之焚化再生粒料為原

則，以進一步確保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所製成之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品質及焚化再

生粒料的使用量。

另高雄市透過焚化再生粒料橫向推廣會議，成功將焚化再生粒料申請作業納入

管線單位申請道路挖掘許可之系統中，並於 2017 年 11 月順利修訂道路管理挖掘自

治條例，透過核發道路挖掘許可證之審查作業，使相關公共工程能使用到添加焚化

再生粒料之 CLSM。再者，當焚化再生粒料大量導入公共工程，將有效撙節相關委

託再利用機構銷售去化及公共工程費用，故為鼓勵工程單位踴躍將該市產出之焚化

再生粒料應用於公共工程，另擬定「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辦理焚化再生粒料使用推

廣監督及查核員工績效獎金支給表 ( 草案 )」，於實際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所撙節之委

託再利用處理費用中，提撥一定額度，作為激勵工程單位之誘因。

(四)  確保焚化再生粒料品質

推動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政策以減少天然資源開採，朝向循環經濟模式邁進，

已是環保署既定政策，且依 2017 年 7 月修正之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規範，焚化

再生粒料可作為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層、基地及路堤填築及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磚品及水泥等產品之添加料；近年亦有

許多研究顯示，底渣經處理後，確實可成為良好的營建土石資源替代材料，許多國

外道路工程 ( 例如：道路鋪設 ) 應用結果亦有良好之物理性及工程特性，且若能降

低吸水率、磨損率及有機物含量，工程單位之接受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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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焚化再生粒料使用於公共工程-CLSM(使用前)

圖4、焚化再生粒料使用於公共工程-CLSM(使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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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各地方政府應加強各大型焚化廠對所產出之焚化底渣進行比對檢

測，並輔導焚化底渣之處理及再利用機構依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之標準建立進場允

收標準，其中底渣交付時除原有的戴奧辛及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之重金屬

標準外，其所含之可燃物含量需小於 2%，如此，將可使焚化底渣之處理及再利用

機構有效提高處理效能。再者，焚化再生粒料於交付使用前，除應針對原有的戴

奧辛及事業廢棄物毒性特性溶出程序之重金屬標準進行檢測外，其所含之粒徑須

≦ 19mm，且不得含有大小任二尺度（長度、寬度、深度）超過 20mm 之雜質 ( 包括

可燃物、鐵金屬、非鐵金屬，以及電池與可辨識之市售產品 )。而前述兩個項目則可

參考廢棄物焚化灰渣採樣方法 (NIEA R119.00C) 作為採樣方法，再以土壤粒徑分析試

驗法 (CNS 11776 A 3251) 及粗粒料中扁平、細長或扁長顆粒含量試驗法 (CNS 15171)

作為測定法。事實上，焚化再生粒料的雜質含量越低，其使用後之產品物性將越貼

近天然粒料的表現，工程單位之接受度也更大，而從實際執行之經驗中發現，焚化

再生粒料之粒徑越小，則所含之雜質也相對越低，故在提升工程單位使用意願之前

提下，應可對焚化再生粒料之粒徑要求進一步加嚴，甚至在可行之條件下，逐步提

升國內處理及再利用技術 ( 例如採溼式處理 )，徹底將焚化再生粒料轉變為商品。

再者，預拌混凝土廠以往於製作 CLSM 時，除添加焚化再生粒料外，亦會添加

煤灰、污泥、爐石 ( 碴 ) 等不明物質，當前述添加之來源未作適當管理時，則可能導

致 CLSM 之品質問題叢生，間接使得焚化再生粒料無端背負了污名。故為強化焚化

再生粒料於工程應用之可行性，同時確保添加焚化再生粒料之 CLSM 品質，高雄市

於 2017 年 7 月辦理「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 含焚化再生粒料 ) 預拌混凝土廠品質

能力認證試辦計畫」，針對預拌廠認可物料堆置情形及使用量進行管理。目前該計畫

已完成 6 家 CLSM 預拌廠之申請、評鑑、矯正及配比試拌等作業，同時輔導各廠建

置 CCTV 遠端監視系統，使現場畫面可透過 APP 於手機進行遠端監控，而焚化再生

粒料之 CLSM 試拌結果亦皆符合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第 03377 章之規定，

如此即可有效提高各工程單位之接受度，加上對受評之 CLSM 廠商以環保稽核結果

進行分級，並將成果進行公布，如此，除可使工程單位近一步瞭解這些 CLSM 廠商

營運狀況，作為簽約合作之參考外，亦能達到管理之效。

(五)  建立中央焚化再生粒料調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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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各縣市焚化底渣之產量來看，單靠地方政府的去化能量仍不足以解決焚

化再生粒料無處可去之問題，故工程會爰於 2017 年 7 月召開「行政院各部會可協

助使用底渣數量協調會議」，組成「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並

於 2017 年 7 月、8 月、9 月、10 月及 11 月密集召開會議，就各部會及各機關盤點在

建工程可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數量，從中央主管機關之角度，協調整合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工程，並允諾成立焚化再生粒料調度平台，以協助各地方產生之焚化

再生粒料去化；惟至目前為止，實際提供各縣市解決焚化再生粒料去化之數量卻仍

不足，主因在於定期的會議雖有助於提高各單位重視焚化再生粒料去化問題，進而

產生使用意願，然各公共工程之工法、工期皆不相同，在物料的使用上 ( 例如：數

量、型態、供應時間等 ) 差異性頗大，當焚化再生粒料以應用於公共工程為前提，則

沒有即時的供料系統或平台作為資訊流通的管道，將無法提高推廣成效，故建議參

考 ｢物聯網 ｣的概念，針對底渣履歷、價格及用料去向等建構即時通訊平台，讓需

求與供應透明化，使各縣市工程單位能第一時間取得供料狀況，假以時日市場將自

主形成供應鏈，達到健全焚化再生粒料去化管道之效。

(六)  啟動填海造陸(島)工程

目前焚化再生粒料主要推廣應用於各公共工程中，雖立意良善，卻因政府各部

門的本位主義及擔心焚化再生粒料對工程品質和環境的影響，加上公共工程使用變

數極大 ( 例如：工期變更、設計變更、供料單位變更等 )，無法因應持續且穩定產生

之焚化再生粒料，使得焚化再生粒料去化的成效遠不如預期。

為此，除持續推動公共工程的再利用之外，中央單位應思考於北、中、南各區

啟動填海造陸 ( 島 ) 工程，以提高焚化再生粒料後續使用的多元性與能見度，並創造

另類的土地循環經濟概念。以高雄市為例，1990 年大林蒲填海計畫 ( 即南星計畫 ) 開

始啟動，先構築圍堤再填倒建築剩餘土石、砂土以及中鋼煉鋼所衍生的爐石，以達

填海造陸目標，不僅解決海岸線退縮問題，並可解決建築剩餘土石及爐石等無機物

的去處。整個計畫於 2013 年完工，在一個約 2 公里長，向外海延伸 800 公尺，水深

至海面下 8 公尺的地區圍堤興建，總計填埋 1,800 萬方的無機物，創造約 220 公頃的

新生地，而這些土地有 80 公頃賣給台灣港務公司（約收入 12 億元）作為開發之用，

而剩餘的 140 公頃土地由市政府規劃作為相關遊艇產業專區；再者，高雄市每年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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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地區皆進行環境監測，至目前為止並沒有對鄰近生態造成重大影響。這樣子的

一個填海造陸工程，不僅解決高雄市長年的建築剩餘土石、砂土以及爐石（碴）底

渣問題，也創造數百公頃的新生地。

三、結語

依現有法令規範，從垃圾焚化到後續產生之焚化底渣、焚化再生粒料之處理及

再利用皆落在各縣市的身上，導致各縣市因採取的推廣方式不同 ( 自行推廣或委託民

間機構推廣 )，卻於推廣時發生矛盾與衝突，若中央政府能積極且適時出面協助與調

解，這些應該都是可以被避免的。

事實上，為了環境保護，再生品需投入的資源及製程相對來得多，故再生資源

不見得比天然資源便宜，其最大之競爭力絕對不能以市場競爭價格來評比優劣或良

弊，否則即會失去對資源愛護及再生利用之本意；故我們應該針對焚化底渣處理及

再利用技術 ( 例如水洗 )、焚化再生粒料的品質 ( 雜質及粒徑大小的管制 )、二次加工

廠的運作及到工程實際使用，有更積極的獎勵措施及明確的管理規範，以順利導入

焚化再生粒料於公共工程應用系統。

再者，時至今日，要再以填海造陸 ( 島 ) 作為焚化再生粒料的救贖，受到的挑戰

與阻力或已不同以往，但政府還是要有前瞻的思維，在北、中、南各選擇適當區域

進行相關大型工程，作為解決焚化再生粒料去化問題之手段，畢竟 ｢ 水可引導但不

能阻攔 ｣，與其讓焚化再生粒料因無路可去而造成民生及環境問題，再耗費巨大的時

間與精力去追蹤、圍堵、善後，不如利用正確的方法、可控制的地點使焚化再生粒

料有適當的去處。另各工程主辦單位若能敞開心胸，正視焚化再生粒料之應用及其

節能減碳、資源回收等意義，並與環保主管機關攜手合作，應能使垃圾處理作業朝

向穩定健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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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產業循環經濟發展
策略

台灣營建研究院營建產業循環經濟推動辦公室» 黃榮堯» 執行長

循環經濟的發展

地
球天然能資源有限，但隨著人口數不斷成長(西元1800年9.42億，1900年16.71

億，2000年60.91億) 與經濟發展需求，其耗用與日俱增。有別於過往「資源取

得、製造、使用、廢棄」的線性經濟發展(圖1)，循環經濟是以資源妥善循環利用的

創新思維，以最少的自然資源投入、最少的廢棄物排放以及最小環境危害或破壞的

方式來發展經濟，其已成為國際之間地球永續發展的熱門議題。例如歐盟在2015年

12月通過了「循環經濟套案」;還有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y Forum)邀集跨產業

領袖共同提出以企業創新驅動循環經濟加速形成的”主流計畫(Project Main Stream);

英國Ellen MacArthur基金會提出循環經濟工具及策略報告;中國大陸在其十三五規劃

中訂出以綠色、低碳及循環經濟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等，都顯示出各國對循環經濟的

認同，積極透過循環經濟創造下一波經濟發展的策略。台灣自然資源匱乏，在大量

仰賴國外資源進口的現況下，如何透過循環經濟的轉型，創造出下一波的經濟發展

契機，實為明確且急迫的挑戰，而政府也在推動產業創新計劃五加二項目中，將循

環經濟列為其中重要的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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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線性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環境保護興起的 20 世紀 60 年代。1962 年美國

生態學家卡爾遜指出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會危害資源和環境。美國經濟學家 K. 波爾丁

則首先提出可以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

源循環的經濟增長方式，其「宇宙飛船理論」就是循環經濟理論的早期代表。K. 波

爾丁指出，地球如果不想像宇宙飛船那樣走向毀滅，唯有將其有限能資源循環使

用，方有可能永續發展，因此需要樹立一種新的發展觀，建立既不會使資源枯竭，

又不會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能循環使用各種物質的「循環式」經濟，以取代

過去的「單程式線性」經濟。

循環經濟資源循環依其態樣可概分為單一循環和交叉循環。在單一循環的態樣

中，產品最終產生的廢棄物再回到本產品做為生產原料 ( 圖 2(a))。例如鋼鐵製品，

鋼件拆除後廢鋼可經過煉製過程再次製成鋼品；又或如瀝青混凝土，瀝青刨除料可

經過製程再次製成瀝青混凝土等。單一循環一般而言產業介面較為單純，自己產業

產生的廢料再回到本業的製程。另一種循環態樣則是交叉循環 ( 圖 2(b))，即產品 A

的廢棄物做為產品 B 的原料，產品 B 的廢棄物做為產品 C 的原料等，以此類推。例

如像煉鋼爐渣可製成爐石粉，代替水泥原料用於混凝土；又或如高科技廠晶片製造

邊料，可替代部分石灰石加入水泥製程製成水泥等。當然交叉循環的範圍以及牽涉

的產品數可大可小，也不一定可以形成一個迴圈。但若有機會可以形成迴圈，當然

是最符合循環經濟循環零廢棄的概念，許多生態循環經濟園區的設置就是為了形成

不同產業間的循環迴圈。

如果所有個別產品都能完成單一循環，自己產品到達壽期後廢棄物回到自己的

製程，那應該是最順理成章而最單純的，但實務上產品往往因種種理由無法達成單

一循環，此時交叉循環便成為另一種選項，只是會涉及較多產品介面間問題的解決

就是，包括適用性、回收分類需求、法規限制、運輸、經濟誘因等。譬如用過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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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瓶若能解決清潔衛生問題，再使用做為容器應是最簡單有效的循環 ; 但是也可以將

寶特瓶抽絲做為製造衣服毛毯的原料，或者作為蓋房子的建材等，不過當然得要克

服前述種種界面與法規等問題。

(a) 單一循環 (b) 交叉循環
圖2 循環經濟資源循環態樣

營建產業在循環經濟推動的角色

營建產業雖然帶動各項民生經濟發展，但每年需耗用大量天然地球資源，從各

類建材生產製造到工程設施設計興建、使用維護到拆除廢棄，每年都大量耗用砂

石、水泥、鋼筋、木材、石化塑膠等原料 ( 圖 3)，可說是地球資源耗用大戶。而循

環經濟即是要透過資源妥善循環利用來發展經濟，達到地球永續的目標，所以營建

產業無疑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區塊，若能不斷提升營建產業替代資源使用率

而降低天然資源使用量，對於整體循環經濟發展成效將可做出很大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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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營建產業地球資源耗用示意圖

另一方面，也因為營建產業每年需耗用大量資源，所以也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來

容納各類的替代材料。表一列舉目前多項營建產品使用替代材料情形。以水泥製造

為例，已有水泥廠使用剩餘土石、爐渣、污泥、煤灰、矽晶廢料等替代原料及燃

料。又如獲再生綠建材標章的許多水泥製品在其產品製造過程使用營建拆除廢棄物、

廢石膏板、飛灰、爐石等替代材料。這些替代材料有的來自營建產業本身，但更多

的則是來自其他工業製造業，所以營建產業以前面所述交叉循環態樣可以去化大量

其他產業產品之剩餘料或廢棄物，包括使用生活垃圾焚化底渣、發電煤灰、煉鋼爐

渣等作為替代材料與燃料，對於循環經濟推動發展無疑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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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營建產品使用循環物質

營建 
產品 循環物料 產生業別

水泥

營建剩餘土石 營建產業
鋼鐵爐渣 鋼鐵工業
漿紙污泥、紡織污泥、淨水污泥、焚化爐渣 民生工業
煤灰 電力工業
氟化鈣污泥、矽晶廢料 電子產業

木材
廢家俱 民生工業
廢模板 營建產業

磚 水庫污泥、淨水污泥 民生工業

混凝土 
& CLSM

營建剩餘土石 營建產業
飛灰、底灰 電力工業
高爐石、鋼鐵爐渣 鋼鐵工業
矽晶廢料 電子產業
漿紙污泥、紡織污泥、淨水污泥、焚化爐渣 民生工業

鋼鐵
廢金屬 民生工業
氟化鈣 電子產業

循環經濟等同廢棄資源再生利用?

在循環經濟蔚為潮流趨勢後，營建工程領域也逐漸關心討論這個議題。由於循

環經濟強調的就是要透過資源妥善循環利用來發展經濟，大多數人於是就將循環經

濟與廢棄資源再生利用直接劃上等號，但是兩者在本意與範疇上仍有所差別。

首先，循環經濟的發展是植基於地球資源有時而盡，為了將有限的資源做永續

無限的運用，唯有透過創新思維以資源循環利用的方式來發展經濟才能確保地球的

永續。在天然資源價格終會因天然資源日漸稀少取得不易而價格逐步高漲，在此不

可逆發展情境下，產品製造商會面臨愈來愈多的成本壓力而必須取得產品製造較低

廉的替代材料，此時廢棄物料作為替代材料就越來越有成本競爭力。但因這是產品

製造商主動去尋求替代材料，所以要選用甚麼種類的廢棄物料、廢棄物料要處理到

什麼程度、做成產品後的品管控制等，產品製造商自然會嚴格把關，這就是「p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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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由使用端來驅動物料循環利用。相較於傳統廢棄物再生利用「push」的方

式，「pull」方式的成效是較為事半功倍。

再者，循環經濟是透過資源妥善循環利用以發展經濟，所以只要能夠減省天然

資源耗用，都符合循環經濟發展的範疇。例如發展住宅共享制度，未來只租用，不

擁有，不僅可以大大降低閒置空屋而避免大量營建資材的虛擲浪費，減省天然資源

耗用，而且可以提高地球資源的使用效率 ( 最少資源創造最大坪效 ); 又或是以加強

建築物及工程設施之維護管理，或者以設計易轉換功能用途之建築物及工程設施等

來延長其壽期，也都是符合循環經濟發展的方法。圖 4 依照產品原料取得、製造、

使用以及廢棄資源循環利用等 4 個階段，嘗試整理符合循環經濟發展範疇的各項推

動重點方法，包括在原料取得時尋求替代物料燃料，提高替代材料使用率 ; 再製造階

段強調產品重設計，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 再使用階段發展共享制度，避免設施閒置與

資源浪費 ; 以及在廢棄再利用階段發展替代物料資訊媒合平台，促進廢棄資源循環再

利用等。

圖4 營建產業循環經濟推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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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產業循環經濟發展策略

為能降低營建工程對天然能資源的消耗，創造循環經濟，以下即依促進資源循

環利用及有效利用等兩大方面共提出六項發展策略，說明如後。

資源循環利用：

• 策略一：轉型水泥業及鋼鐵業為國家環保工業之一環，提升替代能資源使用

• 策略二：扶植及發展循環再利用中間處理/資訊平台產業，為替代能資源循環利

用搭橋 

• 策略三：分階段提升營建工程循環材料使用率，降低天然資源耗用

資源有效利用：

• 策略四：開發高資源效率工程產品設計技術，扶植相關產業發展 

• 策略五：開發工程設施延壽技術，扶植相關產業發展

• 策略六：發展共享建築與循環建築商業模式，扶植相關物業發展 ，減少閒置設

施

策略一：轉型水泥業及鋼鐵業為國家環保工業之一環，提升替代能資源使用 

雖然水泥、鋼鐵採礦不免對環境生態造成衝擊影響，但其產製過程具有高溫燃

燒的特性 ( 約攝氏 1500 度 )，因此具有比焚化爐 ( 攝氏 850-1050 度 ) 更優質的焚化

效果。日本自 1990 年開始推動使用工業副產品及廢棄物至水泥工業中，至 2016 年

每年已可消耗 2800 萬噸的廢棄物，相當於每公噸水泥生產可使用 475 公斤的再生物

料 ( 圖 5)。所以如果可以參考先進國家，轉型國內水泥業及鋼鐵業為國家環保工業之

一環，於水泥及鋼鐵產製過程使用各類工業與民生廢棄物作為替代原料與燃料，則

一方面可以減少使用採礦礦石，有效降低對環境生態衝擊影響，再者可以因協助社

會去化再利用各類廢棄物而達到環境補償的目的。尤其現階段配合國家五 + 二政策

推動，水泥及鋼鐵產業可以在國家與營建產業循環經濟推動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

進一步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生態保護雙贏 !

143

營建產業循環經濟發展策略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2

圖5 日本水泥生產去化各類廢棄物副產物情形

策略二： 扶植及發展循環再利用中間處理/資訊平台產業，為替代能資源循環利用

搭橋

不論是採用前述單一或交叉循環，廢棄資源往往必須經過或繁或簡的處理過程

方能循環再利用。而中間處理往往都不會是廢棄資源產生者或者使用者的本業，此

時一個能夠讓廢棄資源產生者以及使用者雙方都能信任的中間處理業者，便在廢棄

資源能否成功循環再利用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以煉鋼爐渣再利用於混凝土中取

代水泥為例，煉鋼業者本業在製造鋼品，混凝土業者本業在出廠各種強度混凝土，

除非其中一方願意在廠內額外投入將爐渣研磨處理成爐石粉，否則便需有中間處理

業者 ( 如中聯爐石 ) 搭橋，收受煉鋼廠之煉鋼爐渣後研磨成爐石粉，再送到混凝土預

拌廠加入混凝土中取代水泥，完成煉鋼爐渣之循環再利用。

再者，資源循環再利用需要透通的廢棄資源資訊，包括其成分組成、產量、產

地等，如此當產品製造業者意欲找尋替代能資源材料時，可以快速找到合適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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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一個廢棄資源資訊平台無疑地可為循環再利用扮演起搭橋的角色。圖 6 為

日本 AMITA 循環資源製造所，經過廢料成分分析後，收受各類具足夠效益的廢

油及廢渣料，製造成可供水泥廠窯燒使用的附註燃料及水泥製造的替代原料。

圖6 日本AMIT循環資源製造所水泥製造流程圖

因此，扶植相關中間處理廠商以及設立廢棄資源資訊平台，亦為促進資源再生

利用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

策略三：分階段提升營建工程循環材料使用率，降低天然資源耗用

營建工程應鼓勵逐步提升循環能資源使用率，減緩營建工程建設開發對大自然

能資源的耗用。可以參考國內室內裝修個案工程綠建材採用率規定的方式，先訂定

綠建材採用率的計算方式，再逐步提高綠建材採用率之門檻標準。國內綠建材採用

率是依據裝修面積，使用材料數量或金額之百分比來計算，而採用率規定則由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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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5%，提升到 2009 年的 30%，再提升到 2012 年的 45%，2018 年將會再提升到

60%。

未來可透過相關法規訂定，要求各項工程的最低循環物料使用率，換句話說，

每項工程天然能資源耗用率必須維持一定比率以下。如此可減緩營建工程對天然資

源的大量耗用，並帶動物料循環再利用技術與市場的經濟發展。此外，可進一步訂

定工程循環物料使用率的整體國家目標，逐年逐步分階段達成 !

策略四：開發高資源效率工程產品設計技術，扶植相關產業發展

因著循環經濟的發展，國際間也越來越重視所謂「資源效率」。而營建工程本身

因為就是天然資源的大宗耗用者，如何積極發展相關技術，設計出工程生命週期各

階段，資能源使用更精省的高資源效率工程產品，將會是營建循環經濟發展推動的

重要策略。譬如法國艾菲爾鐵塔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其使用最經濟鋼量打造滿足

服務功能 ( 高度、承載量、安全性等 ) 的工程建設。

根據相關案例初步研究，因著不同用途的建築，每單位樓地板面積混凝土及鋼

的使用量差異可達 5%-20%，顯示未來在營建資源效率的提升上，還有很大努力的空

間，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案例分析研究及相關技術發展。若能使用最經濟的混凝土及

鋼量完成一棟建築物、一座橋梁、一條道路等，可讓單位資源物料使用達到最佳的

坪效，降低營建工程建設對天然資能源的耗用，並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

策略五：開發工程設施延壽技術，扶植相關產業發展

另一個可以有效降低營建工程對天然資源耗用的策略，就是延長工程設施的使

用壽命。例如若能將一棟建築物的使用壽命由 30 年延壽到 50 年，則因為 30 年壽命

到需改建而耗用的天然資源將得以節省下來，至少可以延後 20 年再使用，減緩對天

然資源的耗用。

工程設施延壽牽涉到在工程設計階段就將耐震耐候耐久、模組化、可維護性等

思維納入設計考量；施工階段注重施工品質的提升；運營階段的妥善維護、健康診

斷、延壽補強等技術的發揮。圖 7 及圖 8 為工程設施延壽的相關技術手法，未來可

扶植相關產業發展，研發工程設施延壽生命週期各階段的相關技術，創造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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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商機、新產業。 

室內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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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設備之妥善

保養 

避免過度
裝修及減
少其頻率 

定期維護建

築結構體 

圖7 工程設施延壽-完善且定期的檢測修繕

 

給排水衛
生管路明
管設計 

電氣通信
線路開放
式設計 

使用耐
久性材
料 

空調設備
管路明管
設計 

圖8 工程設施延壽-易於維護修繕

策略六：發展共享建築與循環建築商業模式，扶植相關物業發展，減少閒置設施

近年來，共享單車、共享機車、共享汽車的發展在全世界許多主要城市蔚為風

潮，只租用不必擁有的概念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未來建築及其他各項設施亦可應用

147

營建產業循環經濟發展策略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2

類似概念，由專業物管公司擁有管理，使用者只租用不擁有，如此可以大幅降低閒

置空屋而避免大量營建資材的虛擲浪費，減省天然資源耗用。事實上，辦公大樓裡

共用公共空間儼然已成為辦公租賃業界一項節省租金的一大賣點。

此外，循環建築的發展強調包括結構系統、裝修系統以及其他照明空調機電系

統的購件單元都是可以被循環重複使用的。就如同樂高積木一般，使用相同積木構

件，可以組裝出多種不同類型的物件，未來建築梁柱牆板各構件，可重複使用組裝

成住宅辦公大樓、醫院、商場、廠房、體育館等，如此可確保這些構件資源的永許

續使用，減少天然資源的耗用。循環建材銀行、建材護照等概念目前已逐步在歐洲

等先進國家發展及落實，雖然還有很多基數與法規的問題有待克服，但這樣的思維

推廣對於營建循環經技的發展將有很重要的決定性影響。

結語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其蘊藏資源終會有時而盡，如果不想像宇宙飛船那樣走向

毀滅，唯有發展循環經濟一途，以資源妥善循環利用的創新思維來創造發展經濟，

在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兼顧生態環境保護與地球永續，也是我們這一代責無旁貸

要為後代努力完成的重要工作。

營建產業是地球資源耗用大戶，若能不斷提升營建產業替代資源使用率而降低

天然資源使用量，對於整體循環經濟發展成效將會做出很大的貢獻 ! 再者，營建產業

也提供了莫大的空間來容納各類的替代材料與燃料，可以使用去化大量自身產業與

其他產業產品之剩餘料或廢棄物，因此，對於未來循環經濟的推動發展，無疑將扮

著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本文依促進資源循環利用及資源有效利用等兩大方面，共提出六項推動營建產

業循環經濟發展的策略，這些符合循環經濟概念的作為，將可作為政府未來訂定相

關策略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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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在台灣材料產
業的實踐與未來商機

工業技術研究院 / 材化所 / 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計畫»

黃國維» »執行長

[前言]

自
2016年5月20號蔡英文宣誓就任總統並發表其經濟發展「5+2產業政策」後，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此一新名詞一時之間陸續成為產業間，甚至媒體的

討論熱題。於是各式各類的專題報導、論壇、專書…等，就不斷出現在國內各行各

業。

因為國內有多篇有關循環經濟的專文，或在循環經濟相關的研討會簡報中，總

是會有篇幅提到甚至特別推崇並介紹歐洲推動循環經濟的「推動成果」。歐洲是目前

全球落實循環經濟，無論是在觀念或是實務推動上，都是最先進，最能引領風潮的

地區。其中最值得記述的是，歐盟環保署在 2016 年發佈了全球第一份政府部門的

「循環經濟白皮書 -EEA Report ： Circular Economy in Europe」。這份報告書最主要有

以下 2 個特點： (1) 以環保單位的角度來推動 ( 相對地在台灣推動循環經濟的推手是

「經濟部」) ； (2) 在報告中特別提出，推動循環經濟的 KPI 不是傳統的產值與增加

就業，而是以人均材料的使用量、人均的最終廢棄物重量、減少的 CO2 當量等「減

項」來作為推動循環經濟的 KPI。

149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2

圖一、歐盟環保署循環經濟報告的指標

回頭省視過去我們所聽聞到的循環經濟是什麼 ? 推動的效益是什麼 ? 就出現了

許多的光怪陸離的說法與介紹。然而該用「見林不見樹」﹖還是用「瞎子摸象」? 最

能形容這股熱潮呢？

推動任何新的政策，就像企業推動新的營運策略一樣，一定都會有一願景，然

後設定 KPI 及分期達成的目標。然而台灣所談的循環經濟，願景自然是普世共識與

價值，如「不要再增加對這個土地對地球更多的負擔」，所以會有非常遠高的目標：

推動台灣產業「趨向三零產業：零工安意外、零污染、零排放」。然而再來的目標、

作法跟 KPI 呢 ?

我們或許可借用 2016 年歐盟環保署所發布的循環經濟報告書及其內容來作參

考。在該份報告書，由於是歐盟各國政府的上位指導原則，特別是該白皮書是透過

委託國際知名的企管顧問公司共同作研究，再與歐盟各國政府代表、學術界專家、

產業代表、NGO 共同討論審議後才定案。歐盟選定了「資源效率指標」來作各歐盟

國家落實循環經濟的成果指標，這個指標很簡單，就是將我們所習知習用的 GDP 與

「原物料消耗量」（Raw Materials Consumption）的相對比率作一評比。所以在歐盟的

報告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也是很重要的產業群「材料產業」不斷重複出現。

本文試著以產業價值鏈，或是「微笑曲線」的角度，從國際上一些搭上循環經

濟的浪潮，而成為一種新營運模式的案例來加以分析及介紹，再回到台灣的企業間

找出類似的案例做比較及探討其模式的成功要素 (KSF)。

最後本文會從國內產業目前的國際競爭態勢及目前國內的氛圍，來試圖提出一

些創新的思維與具體建議，希望能提供國內材料相關業者一全新的產業發展的思維

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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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堅信，台灣不僅已是多種循環經濟營運模式或技術的領導者，甚至在材料

產業上，台灣有機會透過「大破大立」的全新循環經濟材料園區的推動與設立，來

帶動材料產業的重生，甚至可以帶動出台灣新的技術服務業 - 循環經濟顧問及工程服

務業。

壹、循環經濟在產業價值鏈的案例分析

[銷售端]

若用整個產業價值鏈，或是「微笑曲線」來談。首先我們可以從微笑曲線的右端 -

市場行銷來開始分析。在銷售端推動循環經濟在目前廣為人知的策略及成功案例，

若一樣由微笑曲線來分析，概可分類舉例如下：

(1) 從設計端：

減少不可回收的材料之使用：如汽車產業規定 90% 的車用材料必須是使用可再

生的材料，也因此帶動熱可塑性彈性體在汽車產業的應用。雖然這樣的規定讓部份

車輛的部件的耐用壽命變短，但對環境的衝擊應會有幫助。實務上就有許多台灣的

歐洲名車車主曾回原廠抱怨，車子的組裝品質大不如前，因為只開了不到 4 年車子

的窗邊條就老化，關門時就會有聲響，以前用個八年十年都不會有這問題。而車廠

保養人員回覆這位老客戶：「因為我們使用環保材料，所以保固期縮短…云云」。

其實在 20 年前這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鞋材，當 PVC 及橡膠材料被 PU 發泡材料大

量取代時，我們就被教育過︰鞋子要常常穿才不會讓鞋底材料老化並粉末化。

(2) 產品的製程簡化：使用原料單純化，增加共用的元件，讓產品可維修性提

高。簡單地說就是讓耐久性產品可以透過維修將使用壽命變長；讓共用規格的零件

普遍化，減少多製造出不必要的備品。這邊最明顯的案例有二，一個就是手機充電

線，從早期各家「百孔」爭鳴，有圓有扁，有大有小。換了不同品牌的手機後，所

有的充電線完全不能使用而必須丟棄，增加了珍貴材料 ( 銅 ) 的使用與環境的負擔

(PVC 膠皮 )。另一個例子就是蘋果手機，原來它的手機為了強調獨特性及產品的耐

用性與品質，所以它的機殼是用整塊鋁塊去切削出來，所有的部品 ( 特別是電池 ) 也

是完全不能更換。但這樣的設計其實也是一種資源浪費，所以在歐盟及消費者的壓

力下，蘋果手機也破天荒地推出舊手機回收再循環的銷售體系與計畫，透過此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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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保持產品品質與獨特性及循環經濟之間取得平衡。

在循環經濟議題開始在台灣被討論時，就有媒體特別遠赴歐洲採訪並報導了在

歐洲盛行的「共享經濟」；其中有一專題是報導了 Philip 公司。Philip 最早是從生產

並銷售照明產品起家，然後產品線擴展到家電與醫療，是荷蘭最有名的企業品牌之

一。但現在的 Philip 不再只是賣燈泡，在「共享經濟」的風潮下， Philip 搖身一變，

變成是一技術服務業，承攬像荷蘭史基普機場所有的照明服務，用售光量及節電量

來跟機場收費。在純銷售燈具的時候，燈具的永久性及再循環性並不是產品設計的

首要考量。但在循環經濟的新產業及經濟的浪潮下，因為燈具變成是你的生財工具，

因此節電、耐久、易維修且再生容易的新設計要項成為新的重點。因此循環經濟的 7

個 R 也就會被導入在燈具的設計及製造。

只是這樣的企業轉型其實早在 20 年前也發生在 IBM，即便台灣的 ASUS 及

Acer 都在轉戰雲端大數據中心的市場時，逐漸將該公司的核心競爭能力從生產銷售

Server 的科技製造業，轉型成為提供客戶遠端備份中心或集團企業虛擬資訊中心的

服務。所以如果這類型的新營運模式是循環經濟，那台灣的科技業早已是箇中翹楚。

而曾是 PC 王國產業代表的台灣電子五哥，甚至連代工無敵艦隊的鴻海集團，其實也

都陸續在雲端儲存的市場，從 Server 的製造轉型到經營智慧雲的「軟硬兼具」的技

術服務業市場。

同樣地，台灣推動循環經濟的有識人士在介紹歐洲的循環經濟時，也介紹到歐

洲的「共享汽車」甚至「共享洗衣機」。然而反觀在國內，大學院校的學校附近，以

及住宅區附近早就到處可見到「自助洗衣店」，提供給在外租屋的單身族，以及一般

小家庭要洗被套時的臨時需求。至於共享交通用具，大台北地區由捷安特所規劃的

U-Bike 共用自行車系統，無論是在自行車本身，或是整個大數據管理系統，早就是

全球觀摩取經的對象。

但在台灣，銷售端的循環經濟新營運模式是不容易建立與推廣，筆者的分析如

下︰

一、市場規模小與消費者教育不足：

在國內市場的個人消費的產品上，由於，再生材料的來源混雜品質不一，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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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再生材料所製成的產品反而是會有恐懼感。所以就算台灣擁有最完整最成功的保

特瓶回收體系，但如果不是先由慈濟系統，再由國內年輕第二代的紡織業者將保特

瓶回收再製的環保 PET 紗再製成各種環保衫，並打入「國際品牌的供應鏈」。是「國

際品牌」帶動台灣的 PET 回收再製「奇蹟」，而不是台灣的市場需求帶出 PET 回收

王國的美譽。

近日聽聞日本知名循環經濟工程顧問公司董事的分享，日本已經由政府開始帶

頭宣導日本民眾接受並使用「回收保特瓶再製成的保特瓶」。如果日本率先將再生的

保特瓶商業化重新回到食品包裝材料的使用，那我們豈能不汗顏 !

然而這些是否會在日本落實成真呢 ?

以筆者的經驗是「會」，而且應該是不會太遙遠。因為筆者於 2016 年曾安排並

陪同高雄市林園高中及仁武高中 2 校石化專班的學生赴日本川崎市「Zero Emission 

Park」參訪。當時最震撼的就是發現，日本已幾乎全面使用以回收紙張再製的廁所用

衛生紙。之後幾次到日本出差或旅遊時，筆者還再三確認日本公私立的廁所是否真

的都改用再生紙，結果是真的已如此，對此筆者只能既訝異又感傷。因為幾乎在同

一個時間點，我們台灣社會卻還在瘋狂討論衛生紙可否直接丟棄馬桶內。而台灣市

面上的衛生紙雖然已經不會再標榜是使用「處女紙漿」，但也少有衛生紙敢打出全用

再生紙、不砍一顆樹、節水減碳多少量！

因此對台灣的業者而言，發展循環再生的產品不難，但各種再生產品，或工業

製程中的「大量伴生但仍處於低度應用價值」物料 ( 我們習稱為工業廢棄物 )，一直

以來多苦於被冠上有毒、高潛在風險等莫須有的污名。於是乎老老實實依法規將產

品成份，標示是來自於再生原料所製成的產品普遍在國內出現「滯銷或乏人問津」

等令人無語的銷售實績，反之在國外卻是銷售成績出奇的好。在台中市政府經發局

所辦的循環經濟相關產業座談會中，就有一文具廠商，希望政府能考慮修法，不要

再以法令要求所有的產品要標示其所使用的材料 ! 因為在台灣的市場只要一被標示文

具所用的材質是再生材料，不僅產品上架不易，銷售更可能會嚴重滯銷；所以該公

司的產品出現如此大的反差：國外市場一個月出口好幾貨櫃，國內市場一個貨櫃要

賣一年 ( 甚至滯銷 )。

筆者相信，這家廠商並不是真的不要標示產品材料，而是要告訴與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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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循環經濟不是只有廠商單方面的努力，而是要落實環境教育，減廢不是只有工業

要減廢，消費者更要進行環境消費再教育，但減量及使用再生產品的環境教育在台

灣一直不被重視。

再生材料如何重新由「靜脈產業」回到「動脈產業」，是這一波全球循環經濟浪

潮中最大的挑戰與課題之一。台灣在推動及建構回收體系時已有一定的基礎，甚至

對台灣完整的材料產業聚落而言，如果可以在靜脈的源頭 - 回收體系就作好材料分

類，台灣的材料產業鏈絕對有信心將此類材料再生成為無毒有應用價值的「新」( 生 )

材料 !

但問題是台灣的市場本來就小，如果消費者持續被錯誤過時的觀念所制約；資

源再生產業 = 酒酐瓶回收 = 拾荒 = 雜亂異味 = 品質低劣 ( 廠商降低成本摻低價回收

料 )。在這樣的氛圍下怎麼能推動並落實循環經濟的社會呢 ?

二、政府採購法，阻礙創新產業的發展，當然也阻礙循環經濟的體系建立。

國內外循環經濟在產品端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就是產品成本較高，而且產品在顏

色外觀甚至性能都會比較差。例如以全再生紙作成的衛生紙在顏色上如果要作到全

白，那必須添加更多的調白粉，問題是這樣為「漂白」而漂白豈會更環保。再來是

價格，由於要負擔從回收 / 整理 / 再製等等額外的處理成本。但即便是完全符合政府

綠色採購的標準，但我們可曾在任何公部門的場域看到這類產品 ?

事實上台灣的正隆公司是有推出一子品牌「蒲公英衛生紙」，產品明白標示該衛

生紙 100% 使用再生紙漿，不 ( 再新 ) 砍樹、減少 75% 空氣污染及 35% 水污染，但

政府可有任何積極的法令協助其銷售呢﹖或是消極地在租稅及空污基金提供任何獎

勵呢 ?

於是即便是政府採購，仍然不是以產品的環保性：減少了多少原始原物料的消

耗﹖減少了多少碳排放量或碳足跡﹖簡言之，如果改用綠色會計帳的概念，將所有

的產品 ( 政府採購或民間消費 )，都可以有一具公信的計算機制或平台標示出 2 種價

格；

(1) 產品的生產成本

(2) 產品的環境附加價值，減少了污染量=正環境價值，增加污染量=負環境價。

然後所有的產品都應該清楚標示其社會生產成本 = 原始生產成本－環境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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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越清潔製程的產品其「社會整體成本」越低，雖然其市場售價可能是最高，

但是透過這樣的「社會整體成本」明白標示，消費者自然可以依據其自己的收入條

件，與對地球的關懷程度決定是否用更高的價格，購買外表不好看品質中上的產品。

但對政府部門而言，政府部門不是更應該用「社會整體成本」來作政府採購消

耗性產品，甚至公共工程的訂價及決標價格是否更應選擇「社會整體成本」最低者

呢 ?

三、缺乏理性的溝通機制，導致缺乏社會互信!

國內在導入循環經濟時卻出現我們的觀念、作法，甚至法律都還是停留在︰「凡

工業廢棄物必然有毒」；所以政府所立法及執行的廢棄物管理法跟廢棄物清理法，透

過設下不同的機制；如透過給不同的公司 / 團體來分別處理廢棄物，然後透過一大

堆的表單填報及層層監督來達成「全程管控廢棄物流向」的終極目的。至於廢棄物

應如何減量﹖如何讓廢棄物資源化或再生﹖

簡言之，因為過時老舊的觀念，讓一些在國外早就證實可行並陸續推動的循環

經濟圈的推動與落實，遭遇到最大的障礙就是政府的法令及民眾的觀念。舉以下幾

例為證。

在 1980 年前廢輪胎是搶手貨，因為透過輪胎再生，在既有的老輪胎上再貼上一

層新膠，就成了所謂的再生胎。所以汽車所汰換下來的舊胎，除非已嚴重老舊或爆

胎，否則都是大家搶著買搶著再生。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及安全意識成長，更重要是

政府透過法令及事故保險不理賠等方式，再生胎就幾乎在台灣絕跡。

特別是環保署透過廢棄物管理基金的作業模式，新胎銷售時都隨胎徵收後續的

處理費，並建立廢輪胎回收機制，也就是有名的「拿破侖 ( 輪 )」計畫。拿破侖計畫

是台灣除寶特瓶制度外，台灣另一個足以傲世的回收制度。但在 2010 年以前，限於

技術，更重要的是限於市場對再生橡膠仍沒找到「高值化」的 ( 再生 ) 應用市場。所

以當時全球的主流的廢輪胎處理方式是：回收輪胎的廠商跟輪胎回收基金按件申請

處理費，然後再將輪胎拆解成硫化橡膠膠片、鋼絲、有價值的膠片。其中硫化橡膠

膠片因為燃值高，但含硫量高，所以燃燒時污染也大，所以廣泛被應用在水泥、造

紙等傳統用熱量大又需要便宜燃料的產業。但在 2014 年以後，隨著國內空污加劇，

環保署對工業鍋爐逐步實施加嚴標準，結果從 2014 年起每到夏天登革熱盛行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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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到處就可看到民眾檢舉廢輪胎棄置的新聞。

幾乎在此同時，國內一家新創公司－環拓科技公司，他們不是把廢輪胎的膠片

拿來當燃料，而是引進並改良來自前蘇聯的高溫乾餾裝置，將廢輪胎的橡膠成份轉

換成燃料油，然後最重要的技術突破是能再生廢輪胎中的碳煙。由於 2016 年以後，

全球汽車業都開始被要求使用可回收再生的材料，或使用再生的材料來生產。本來

最難符合此一綠色生產指令的輪胎業者，無不把再生碳煙視為救星。

然現行台灣環保法令讓環拓的生產徒增許多的成本跟工序。由於基金補貼給收

廢輪胎，然後將廢輪胎拆解成鋼絲與膠片的廠商，因此環拓公司必須自設輪胎拆解

的工廠，並得用一部專用卡車裝載秤重送出廠區再給緊鄰隔壁的熱裂解工廠，這樣

才算符合回收的程序，也才能領到基金輔助。相較其他業者，環拓的製程能作到全

回收，而不是依以往的模式：切割成膠片賣給水泥或造紙業作燃料。但環拓不僅不

能從環保基金取得更高的補助，為了增產反而需要用高價跟「同業」收購膠片來補

足不足之數。

[生產端]

在生產端這議題是目前全球各地循環經濟推動最多也最有明確效益的部份，即

便是在台灣，雖然不是用「循環經濟」此一時髦的新名稱，但經濟部工業局早在

2009 年～ 2015 年之間，就陸續以「節能、減碳、減廢」的名義與出發點，持續在工

業局所管理的現有工業區內作「穿鞋改鞋」的艱難改造工程，但也成功地做出了相

當卓越的成績。 （見圖二～圖三）。遺憾的是，受限於既有工業區的框架及跨政府與

部門間的協調過於龐雜，工業局的這些成果由於過於分散，所以常常不為社會所習

知，也因此才會出現「全世界有很多循環產業園區，連中國跟印度都有循環產業園

區，但台灣卻一座循環產業園區也沒有！」這樣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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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經濟部工業局能資源整合的成果(一)

圖三、經濟部工業局能資源整合的成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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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上述，全球各地都幾乎在如火如荼地再推動「綠色生態產業園區 ( 循環

產業園區 )」的建置，但這些已推動或已完成建立的「綠色生態產業園區 ( 循環產業

園區 )」，由推動的難易可簡單區分 ( 由易到難 ) 成以下幾個分類：

(1) 新產業園區；由於是平地起高樓，所以推動最容易所以成效也會最明顯，

譬如大陸近 5 年新設的綜合產業園區基本上就是如此規劃。在圈劃出來的產業園區

的最中央區塊設置火力發電廠，作為該產業園區的「能源中心」提供進駐的廠商所

需的電及製程所需的熱能 ( 主要是蒸汽 )。同一時間原水的處理裝置及工業廢水的再

生循環系統，也會在生態產業園區一設立的時候就一併規劃並建設。於是生態產業

區內的馬路及其鄰近馬路的隔離綠帶 ( 甚至工廠的圍牆 ) 都成了整個生態產業園區的

「生命線：動脈的原料與資源供應管＋靜脈的廢液循環管」。 （見圖四～圖五）

圖四、中國鎮江新區的工業區共用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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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廣東佛山三水循環工業園區規劃圖

(2) 現有工業區與地方政府整合成為區域能源資源中心

將工業區原來被地方及鄰近居民所嫌惡的高聳煙囪及其鍋爐，能合併就儘量共

享資源，不再各廠 ( 產業 ) 自產所需的熱能，透過推動擴大特定工廠之鍋爐並改成為

「汽電共生裝置」，是發生在工業區內及企業跟企業之間 ( 如前一節所述 )，這樣的改

變在地方政府的環保局的空氣品質數字上是有很大的改善。

若將工業區內的某一大型鍋爐變成該地方的資源中心，該鍋爐可以代地方政府

焚燒當地的生活垃圾，產生的蒸汽 ( 供暖 ) 跟電力以合理的價格回饋及供應給周遭的

居民，那這一原本被嫌惡的工業設施就不再那麼惹人討厭了。

以丹麥科倫德堡工業區為例，其最大的特點即是將原來已有跨業 ( 煉油 + 燃煤

發電廠 + 化工廠 + 水泥石膏板 ) 能資源整合的循環經濟圈擴大到緊鄰的社區 （見圖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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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丹麥科倫德堡工業區

台灣水泥公司設在花蓮和平鄉的和平水泥廠一直在協助花蓮縣政府處理該縣的

生活及農業垃圾。事實上，包括一些工業廢棄物，如廢輪胎的膠片原來也是國內水

泥業及造紙業最喜歡的輔助燃料。但因為少數未做好廢氣處理設施的工廠，「一粒屎

壞了一鍋粥」，全台禁燃廢輪胎膠片，所以才會出現廢輪胎堆置，或花東的山谷中發

現大批被丟棄的廢輪胎。

水泥廠是我們現代生活最大量的無機材料 ( 水泥 ) 的源頭外，它也是無機廢棄物

最大胃容量的「清道夫與魔法師」，透過將回收的無機 ( 甚至金屬 ) 材料摻配到水泥

製程或水泥製品之中，我們可以把很大部份的污泥廢棄物給「固化」。又由於在燒結

水泥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熱能，這時候像廢輪胎膠片又可透過水泥廠給去化並轉化

成熱能。（見圖七～圖十）

瑞士仍然持續維持該國的水泥產業供應給歐洲外，如果加計其在全球各地的水

泥產量，瑞士是全球水泥生產第一大國。（見圖十一）

在我們的鄰居日本，不僅維持水泥廠的正常營運，變成城市的資源再生中心

外，更從國外進口大量的廢輪胎膠片作為其基礎 ( 材料 ) 工葉的廉價補充燃料。（見

圖十二～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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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水泥公司區域資源中心 (資料來源：台灣綜合研究院)

圖八、台灣水泥公司循環經濟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台灣綜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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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台灣水泥公司_循環經濟發展成果 (資料來源：台灣水泥公司2017年法說會)

圖十、台灣水泥業在循環經濟的實績 (資料來源：環保署廢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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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瑞士的水泥業現況 
(資料來源：Jura Cement, Energy Recovery from Alternative Fuels _ The Swiss Experience) )

圖十二、日本太平洋水泥公司區域資源中心 (資料來源：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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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全球各國水泥業去化廢輪胎實例 (資料來源：台灣水泥公司2017年法說會)

再以都市垃圾焚化爐為例，無論是遠在北歐的丹麥，或是近在鄰國的日本，垃

圾焚化爐都是各個「循環經濟城市」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礎建設 : 都市能資源中心。（見

圖十四）

以日本為例，除了透過綿密的教育，早從幼稚園教育就開始啟蒙的垃圾減量及

回收教育，從源頭，每一家每一戶到每一個市民都能確實作到垃圾分類、源頭清理

並減量、乾濕分離…等，讓城市的垃圾總量及異味減到最低。不僅是紙張或塑膠都

要全回收，而是所有能回收的都要作到全回收再生，只有無回收價值的才會最後被

送到垃圾焚化爐以回收熱能。

在歐洲跟日本的一些成功案例中，垃圾焚化爐在 21 世紀的循環經濟世紀中，垃

圾焚化爐早已不是一個進步城市的「鄰避設施」，相對地垃圾焚化爐搖身一變變成是

一個城市的能源中心、綠電中心，甚至透過改造過的新世代垃圾焚化爐把生質能、

風能、太陽能和汽電共生完全作整合，成為該一城市爭取綠色企業 ( 要求設廠所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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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必須保證並確實供應綠電 ) 在該地設廠的關鍵成功因素。

這樣的改造還持續在進行中，日本的一些城市不僅優化改造該市的垃圾焚化爐

成能源中心。一方面垃圾焚化爐的「廢熱」可以透過汽電共生來發電成為區域的供

電中心外，已有日本某一城市的環保局與日本的汽車公司合作及循環經濟工程顧問

公司共同合作，規劃將該市的垃圾車全改為電動車，並於垃圾焚化廠內裝設快速的

電池抽換自動系統。除了垃圾減量外，能源多元化及減少柴油車的使用都可透過都

市資源中心來整合與落實。 （見圖十五）

由於日本地震等天災頻仍，因此在 311 海嘯之後，日本政府積極鼓勵並補助各

地方推動建立「Smart City, Compact City」，其中作為一個韌性城市的首要條件就是

能源的穩定供應。因此在日本已有城市開始規劃將城市内的工業及生活公共設施完

全以「全循環」的概念加以整合。 （見圖十六 )

圖十四、日本_都會區的垃垃焚化爐 (資料來源：日本JFE Engineering公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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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日本城市焚化爐與EV (資料來源：日本JFE Engineering公司介紹)

圖十六、日本Smart City, Compact City (資料來源：日本JFE Engineering公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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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質性的產業園區透過開放及與同業 ( 異公司 ) 合作

在國外最值得特別報導及介紹的案例應該是德國的 BASF 及 Bayer 這 2 家公司

總部的產業園區。筆者曾在 2002 年及 2015 年這 2 個時間點，都是陪同經濟部長官

到這 2 家集團的德國總部 ( 廠區 ) 拜訪。在 2002 年那次印象很深的是，2 家公司所

在的城鎮幾乎已完全融合為一。印象很深的是當時的接待人員很自豪地她是當地人

外，而且在她們家族包括她已經有三代的人都在 BASF 工作。

2015 年再度去 Bayer 總部拜訪時，筆者很訝異發現該公司總部廠區的門口變得

五顏六色，至少有 10 家以上的同業且不一定是集團內的化學企業進駐了該集團的廠

區。經詢問，以及 2016 年及 2017 年國內邀請 BASF 及 Bayer 來台分享該公司推動

循環經濟園區的推動經驗時，證實這些企業都透過開放創新及開放園區的創新營運

模式，邀請同為化學企業，但比他們集團本身更有能力將該園區內低價值應用的資

源，甚至是可以將園區內原是要以廢棄物處理的資源來加以高值化應用的廠商，主

動邀請來進駐該集團的園區。

簡言之，在這些先進化學集團總部園區的發展主軸，已從「創造更大的集團收

益」轉為「透過開放創新的方式，讓現有的資源應用最大化，污染及廢棄物物量“趨

零”發展」。 （見圖十七）

圖十七、BASF總部園區循環經濟化 (資料來源：徐明華,高雄市「城市發展」半年刊,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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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產業園區轉型在台灣其實也是處於「現在進行式」，甚至台灣一些集團或

工業區已推動的成就遠高於國外任何園區。就以台塑集團的麥寮園區為例，台塑集

團早在 2007 年就成立，並由王文淵總裁親自擔任召集人的「節能減碳及污染防治推

動小組」 （見圖十八 )，透過每月定期檢討各公司到各工廠的改善績效，十年以上持續

不斷地推動下來，已經有很顯著的量化成績。

初期的推動都侷限在集團內四大公司的內部，應該是限於當時的技術及觀念。

但隨著台塑集團王總裁不斷提高的減廢量目標，跨公司甚至跨集團的合作，甚至因

而產生了許多令人驚豔的新成果。

以 CO2 為例，全球都在研究如何將 CO2 回收然後或固化、或把回收純化後的高

純度 CO2 作為原料。當原料的具體研發成果有以下幾種； (1) 用生物方法來發展生

質材料；或 (2) 直接把 CO2 作為起始原料來生產成新的化學材料或單體；或 (3) 把

高純度 CO2 跟鄰近的冷能整合，轉化成液態 CO2，然後應用在工業、食品冷藏等應

用。

以台塑麥寮園區為例，就由台塑集團與長春集團跨集團作資源整合及新製程開

發合作。長春斥資 130 億台幣設立了高純度 CO2 純化裝置，再用此一高純度的 CO2

轉化成 CO 後與甲醇反應生成醋酸（見圖十九）。此一由 CO2 製造醋酸商業製程不僅

為全球首例，據悉一開始長春集團並不預期此一製程會有很好的銷售成績，畢竟此

一用 CO2 當原料的製程相對其他商業化製程成本較高，但產品推出後，該一「環保

醋酸」銷路出奇的好，除了客戶指定要用該製程所生產的醋酸外，更陸續有更多客

戶慕名而來要求購買。

整體而言，台灣的石化產業雖然沒有用循環經濟這樣的熱門名稱，但被現實的

環境「所迫」，這 10 年多來在公司內部各製程間，或是各工業區內的廠商一起合

作，用「節能減碳」的專案方式不斷進行製程的優化、將低度應用的材料開發新的

應用與新的價值，累積下來減量下來的各種能資源及污染量相當可觀。以台塑集團

為例，該公司在麥寮園區的節能減碳成績應該是世界首位（見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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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台塑集團推動節能減碳的歷程 (資料來源：台塑林健男董事長/2017成大匯智俱樂部)

圖十九、台塑集團與長春集團的循環經濟創新案例 (資料來源：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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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台塑集團在麥寮園區的循環經濟推動成果  
(資料來源：台塑林健男董事長/2017成大匯智俱樂部)

貳、台灣材料產業在全球循環經濟浪潮上的機會

如前節所分析，台灣在現有的各產業都已用不同的方式及形式在推動及落實循

環經濟。只是不可諱言在推動的當下，許多企業的主要出發點多是基於 (1) 為降低成

本、或 (2) 因為現實環境及政府法規的要求而推動。然而也確實有不少企業是早有遠

見，企業文化也深具人文關懷，因此很早就投入資源再生的這一艱辛的「新興 ( 良

心 )」產業。

在締造台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的過程中，鋼鐵、水泥陶瓷、石化等三大材

料產業，一直是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火車頭產業。因此以下此一章節筆者將試圖聚

焦在台灣的材料產業，特別是針對台灣的材料產業如何趁此循環經濟的熱帶旋風而

帶動新一波的產業創新。

{林業}得天獨厚的永續資源_從繁華-產業鏈崩解-到產業重生

台灣的材料產業發展甚早，在進入工業化之前，台灣的外匯與經濟原是只有

「農漁業」及「( 材料 ) 原料產業」。其中材料產業最早是從木材產業開始，受惠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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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是一多 ( 高 ) 山多雨的島嶼，因此台灣的林相相當地多元，也因此蘊藏著很多寶

貴的林種，所以用砍伐森林林木來換取生活資源一直是台灣的重要經濟活動之一。

從清朝的時代台灣就記載了北台灣特有的樟腦產業 ( 在現在大溪 / 三峽沿大漢溪沿

岸 )。然後是從日據時代，在日本人引進現代化的機具後，台灣也建立起從原木砍

伐 →加工 →原木木器的一貫化森林產業鏈與多個林業產業聚落。所以今日無論是嘉

義的阿里山鐵路，或是太平山的蹦蹦車都可作為當時林業興盛的見證。

光復初期後由於山林砍伐更烈更盛，也因此導致森林復育不足且林產枯竭，所

以環團人士一直呼籲台灣應全面禁伐。因此在 1988 年開始台灣通過立法全面禁伐山

林，林務局也由事業機構及事業預算改制為公務機構及公務預算機構。

此外是在 1960 ～ 1970 年，台灣透過引進合板等先進製程技術，另一方面大量

從東南亞進口原木，然後在高雄一帶再加工生產成木板 / 合板，或加工成木器 ( 主要

是傢俱 ) 後大規模出口，於是在高雄地區也建立起「合板產業」的新興產業聚落。

高雄的愛河及中都濕地公園，在當時都是木材產業的運河及儲木池，是目前僅

存作為當時合板產業興盛時期的見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合板產業全盛期除了木

質材料產業外，台灣也同時建立了台灣的樹脂產業以及下游的塗料產業。然而合板

產業在外有東南亞各國禁止輸出原木，內有森林全面禁伐令。於是幾乎在一夕之間，

台灣的木材產業就同時間在宜蘭 ( 主要是羅東 )、嘉義 ( 阿里山及嘉義火車站 )、高

雄消失。以高雄為例，原來船來船往，船後拖曳數隻巨大原木的景象已不復出現。

原來到處是蓄木池、埤塘及合板工廠的原高雄後驛地區，如今除了留下地名「凹子

底」外，現在已是高雄的新興商業區。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都地區在高雄百年的產業發展史，已經 3 次華麗變身；在

日據時期由於運河的交通便利，所以西岸依傍高雄壽山發展了台灣最早的水泥產

業，而東岸則是磚窯工廠及燃煤發電廠。光復後磚窯被合板廠取代，然後荒蕪 30 年

後才因為設置都市滯洪池此一新的理念重新被規劃成「中都濕地公園」。

雖然高雄的木材原料產業 ( 木板、合板 ) 受限於原料取得，一時間瞬間外移而崩

解。但由於高雄地區逐漸建立的完整而多元的材料供應鏈，所以除了持續有密迪板

此一以木材為基材的複合材料產業在高雄發展外，林商行強化玻璃，三明治結構的

汽車防爆玻璃產業也在高雄建立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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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迪板英文為 Medium Density Fiberboard，英文簡稱為「MDF」板，所以密

迪板之名是因此而來。該產品是歐洲為因應禁伐森林後所發展出來的新型加工木

板，是以回收木材廢料製成的木屑粉經混練樹脂 ( 膠水 ) 並熱壓而成，是一種環

保、無毒的材質，具有不易變形、不會生蟲、表面光滑等優點。我們生活中常見的

電腦桌、歐式廚具許多都是由此一工藝所生產的密迪板所製成的。不再使用那麼大

量的珍貴原木，木材的來源可以是鋸木廠的下腳料 ( 碎木 )、鋸木粉，較低經濟價

值的樹木…，將這些材料與合成樹脂混練後熱壓成型，許多產品表面會再貼合一

層塑膠皮。配合所選用的合成樹脂材質的不同，密迪板也增加了耐燃、防蛀等不同

的新性能。

但相對地在宜蘭及嘉義地區，由於配套的產業鏈不如高雄，因此現在的木材產

業相對發展也更凋零。而高雄地區因為有塑膠原料產業 ( 台塑及南亞 ) 及合成樹脂產

業 ( 長興、國精、大立高分子……等 )，所以能配合木材產業發展新時代需求的新材

料。以合成樹脂為例，當初為發展合板膠、塗料樹脂等有機合成材料，這些公司陸

續在高雄生根及深耕，並持續開發出各種台灣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樹脂材料，所

以高雄的木材產業才順勢轉型成為「木基」複合材料產業外。這些樹脂材料廠商也

不斷透過自身研發能力發展 PCB、半導體、LCD、太陽能、鋰電池等當代產業所需

的各種合成樹脂材料。

在禁伐 30 年後，林務局持續在台灣的群山間不斷進行林木復育已有很大的成

果，所以為了維持林相及森林的永續生長，實務上必須啟動「疏伐」，以便所有的植

物都能有充足的日照與成長空間。而這也表示了台灣的木材產業將因為疏伐的推動

而有了新的發展契機。

臺灣自明清以來，因為天然資源豐富及少戰亂，所以吸引了許多福建的木工師

傅來台發展，木材產業及木藝產業也因為這些帶了一身技藝的唐山師傅便開始在這

塊土地上傳承，因此在目前桃園的大溪、彰化的鹿港等地都有超過百年的工藝系譜。

日據時代，隨著日本有系統地將經濟移民遷移到台灣各地，並帶來了日本工匠

的技術跟工匠的精神，所以在台灣也將木材產業及木藝產業由粗放及個人風格 ( 工作

坊師徒制 )，轉為企業化經營及工匠的細工文化。也因此經過一代代的傳承與跨文化

的融合，更也因為有一群又一群勤懇的工匠協力打拼，1970 年代的臺灣曾經是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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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家具王國，即便在缺乏原料 ( 原木 ) 的困頓環境仍持續不斷精益求精。最近最

常看到的成功模式是：第 N 代為了延續家族企業所以選擇到中國大陸設立更大的生

產基地，但在台灣則持續經營工作坊，透過木藝產品從大量製造的工業產品，轉成

老師傅帶新師傅的少量工藝品，甚至配合國內的經濟發展，發展了以廢棄樹根為材

料的樹根衍生產品。

另一方面有些木材產業的 N+1 代在耳濡目染下，修習了設計及材料相關的產

業，於是各種當代的科技也融入了傳統的木器產業，複合化及環保風，加上中西日

的多元文化融合，以及多元材料，甚至傳統與現代工業 4.0 製程技術 ( 電腦設計、雷

射雕刻和 3D 列印 ) 的整合，不斷地突破與創新下，也讓台灣新一代的傢俱及木藝產

品在全世界參展都獲得好評外，發展至今也逐漸產生了台灣的新品牌產業與商品。

如下圖是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木藝中心陳殿禮教授及其團隊所開發出的

「專利技術」，結合了現代的電腦雷射雕刻技術跟傳統的刨刀技藝 ( 刨花作裝飾 )，更

重要的是原料，是採用台灣生生不息的台灣杉作為材料。傳統技藝跟現代製程就如

此完美地融合。（如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木藝產業_傳統與現代工藝融合與重生  
(資料來源：台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陳殿禮教授)

[木材產業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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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木材產業在台灣的百年發展歷史中，雖然「循環經濟」或「循環經濟發展模

式」這樣的字眼從未出現在這個產業的發展軌跡中。但我們如果仔細去回顧及思考，

其實循環經濟的發展輪迴與模式早就真實地體現在台灣的百年木材及工藝產業中。

台灣的獨特地形及多變的氣候孕育了台灣多元豐富的林業資源，清代限於工程

能力與資源，所以林業發展是採工作坊的模式來發展，也發展出許多週邊的化學產

業 ( 樟腦油跟桐油 )。但日據初期日本政府就對台灣的林業作了深入的考察及完整地

建設 ( 如太平山及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車 )，也逐步建立在宜蘭 ( 太平山林場 )、台中東

勢 ( 八仙山林場 )、嘉義阿里山 ( 阿里山林場 ) 三大林場及產業聚落。在當時就考慮

到永續經營，所以除了伐木外，日本林場管理也相當重視復育，因此也持續在台灣

植木。

然而在 1930 ～ 1960 年這 30 年間，先是日本為供應軍事上築碉堡的工程需求，

以及戰後台灣政府的防禦工事及以木 ( 出口 ) 換美金的政策使命，台灣林業進入最黑

暗的「超伐濫墾期」；也是台灣有史以來影響最大最深遠的森林浩劫。就像其他後續

再發展的產業一樣，快速工業化的發展在推動的當下一定有其正面效應；賺外匯帶

動地區繁榮及養成台灣的新企業，以及負面效應；山林消失、水土保持惡化…等。

就跟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一樣，台灣的林業從供農業所需 (1.0) →工業社會的廉價

材料 (2.0) →兼具在地特質 / 科技 / 創意的新「薪」材料產業 (3.0)。這樣的軌跡不也

是我們從國內外循環經濟的文章中就會一直被提出來省思的發展歷程嗎 ? 而將循環

經濟延伸到保育森林永續發展，結合各種新科技新材料讓製程更環保，資源及能源

的損耗更小，然後又能再導入「搖籃到搖籃」的經概念與實務；如許多縣市環保局

都有推傢俱再生並開放給貧戶來索取就是很好的典範。

相信循環經濟此一產業發展的 Mindset 除了能幫台灣的產業復古外，更可以將外

溢的效應延伸到新農業等 5+2 創新產業。

{金屬與無機材料產業}寶島實非虛名，但只坐吃，金山也會空_如何從峻嶺挖礦到

城市採礦

台灣礦產資源可分為能源、金屬和非金屬三大類。能源礦產主要有煤炭、石油、

天然氣及地熱等。其中煤的開發利用較早，目前已逐漸枯竭，雖儲量還有約 1 億噸，

但因為地層複雜又地處地震帶，所以停採 3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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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和天然氣是台灣較重要的能源礦藏，目前已完成石油和天

然氣地質勘探面積超過 500 平方公里，到 1999 年探明石油儲量為 3 億多升，天然氣

儲量約 107 億立方米，主要分佈在中央山脈西部及台灣海峽。

 台灣金屬礦藏種類相對較多，但儲量不豐。已探明較有開發價值的金屬礦藏主要

有金、銀、銅、鐵等，另外還有錳、鈦、鋯、獨居石、汞、鎳與鉻等礦藏。金礦是

台灣最重要的金屬礦藏，目前探明的儲量約 580 萬噸，多為金與銀或銅的共生礦。

銅礦儲量也較豐，約為 470 萬噸。鐵礦較貧乏，總儲量約 200 萬噸。其他金屬礦藏

儲量更少，因此不是量少就是不具開採經濟價值，所以目前台灣所需金屬礦產主要

靠大量進口。

礦業或金屬產業早期是台灣的重要支柱產業，從清朝開始台灣就因為富藏煤及

硫磺等 2 個礦產，因此也吸引西方列強來要求開放基隆當口岸，就是為了作為列強

在亞洲的輪船燃料及火藥原料的補給站。然後日據時代更在金瓜石發展出冶金產業，

因此礦冶產業一直在 1990 年前都是台灣相當熱門的科系與產業。

除了金屬礦產外，由於台灣的地質基本上是屬於火山運動擠壓出的地形，所以

火山熔岩及石灰石是台灣最蘊藏量最豐盛的經濟礦產，但缺乏製造水泥的工程技

術；由於水泥是現代建築及基礎建設的重要基礎材料，因此台灣的水泥工業一直到

1915 年才由日本的淺野水泥在高雄設廠，開採高雄壽山的石灰石，並建構運河 ( 現

在的高雄愛河 ) 直接透過海運供應其國內外經濟及軍事的需求。事實上台灣的東西部

都富含水泥礦產，但因為水泥的產量大所以基於運輸的考量，在發展初期都考慮設

在運輸便利的西部，甚至很多就設在交通樞紐 ( 如高雄跟蘇澳 )。

但因為早期水泥業在台灣發展時，幾乎都是採取露天炸山的開採方式，開挖時

必須使用炸裂的方式 ( 炸山 )，然後冶煉的過程中窯爐也必須使用廉價的熱源 ( 所以

最常用的就是燒煤 )，所以又灰 ( 塵埃飛揚 ) 又黑 ( 燃煤 ) 又地動山搖 ( 炸礦 ) 是水泥

業給台灣人的既定印象。以高雄為例半屏山此一美麗的山名，其實也隱藏當時水泥

業開採時對山林的破壞。

也因為如此，在環保的意識抬頭下，台灣西部的水泥廠陸續自 1994 ～ 2000 年

停採。然後東遷到花蓮生產。事實上搬遷到東部的水泥廠在建廠採礦的同時都已引

進最新的挖礦方式；豎井法，從山的正上方逐步往下深挖。採挖前都引進國外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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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對礦山的岩層結構都要多方探勘，務求不會造成另一個「半屏山」，更要考量

排水等風險，避免山壁崩坍造成土石流；而在窯爐的部份除積極推動將水泥窯的熱

效率及經濟效益之提高外，更不斷更新與加裝針對 NOx 及 SOx 等排放減量的污染防

制裝置，以符合國家最新的排放標準。

以台灣水泥公司的和平水泥廠為例，台泥和平水泥園區是台灣繼麥寮港後另一

工業區設工業港，並由政府及區內廠商共同成立公司負責營運及管理。工業區除了

計畫投資興建年產 800 萬噸之水泥廠外，更設置了年發電量 132 萬仟瓦之和平電

廠。和平電廠不僅是台灣東部最大的發電廠外，也調度供應台灣北部的電力需求。

更重要的是該電廠所產生的煤灰也會摻入水泥製程中，減少煤灰掩埋的環境成本

外，和平水泥廠的窯爐也與花蓮縣環保局合作，協助處理生活垃圾及無害農業與事

業廢棄物的焚化。

所以當國內推廣循環經濟，並舉丹麥的水泥廠為例時，事實上台泥的和平水泥

工業區也早已經用實在的行動及持續不斷推出的成功案例，發展屬於我們在地特色

的循環產業鏈。

前面所提的幾個材料產業，都在台灣過往的 300 年的開發及發展歷史中都扮演

了相當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在 1920 年後，日本軍方積極規劃南進政策，台灣也從原

來的移民及農業基地，搖身一變成為日本軍方南進政策中最重要的「軍工基地」。也

因此開始了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新歷程。

其中高雄市得天獨厚因為地理位置、良好的港口、有優質礦產 ( 石灰石 ) 等優越

的條件，成了日本經營台灣轉型為軍工基地的首選。於是在 1930 年代後期逐步在高

雄港畔的獅甲工業區 ( 現勞工公園前 ) 群聚了包括「日本鋁業株式會社高雄工場」，

與「旭電化工業高雄工場」、「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為日本曹達株式會社、大日本鹽業株式會社與負有政治任務的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共

同投資 )。三者所生產物資也都與軍需有關，「日本鋁業」是製鋁、「旭電化」及「南

日本化學」為化學工業，充分展現其為戰爭服務的階段性任務。除了這三者以外，

尚有臺灣鐵工所、臺灣肥料株式會社、臺灣畜產興業、臺灣窯業工場四間工廠設在

高雄。

以上這些工業設施雖然在二戰期間多被美軍的空中轟炸摧毀殆盡，但在光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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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藉著美援的協助逐步復建，並成為 1950 ～ 1960 年台灣經濟復甦的的支柱，供應

戰後復建及農漁產品外銷賺取外匯的基礎設施。但毫無金屬礦產的台灣如何取得廉

價的金屬材料呢 ? 要買進口的鋼材會耗盡大量的外匯，於是一個全新的營運模式；

拆船—融煉再製金屬—製成金屬材料與製品的「金屬循環再生產業鏈」在高雄成型。

雖然當時跟現在都沒有人想到這就是循環經濟，在二戰後的基礎建設重建階段，台

灣就已經是全球循環經濟的最佳典範。二次大戰美國大量製造軍援世界各國的各式

各樣軍艦，一艘艘地被拖運到台灣高雄的紅毛港一帶海灘，然後就被拆解還原成各

式各樣的基本金屬材料。在中鋼一貫化從鐵砂到鍊鋼的製程成立前，當時的台灣的

鋼鐵業及金屬工業基本上就是一個循環經濟產業。但也因為台灣快速發展的電解爐

再生製鐵及製鋼產業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污染防治的問題限於當時的能力 ( 資

金與技術 )，所以衍生出廢爐渣等環境問題。

{石油與化學產業}新材料產業_後發先至，從台灣奇蹟到台塑奇蹟，未來的循環經

濟典範

台灣從日據時代就開始發展現代的石化產業，當初最早是看中在竹苗一帶蘊藏

豐富的天然氣，所以早在日據時代就在新竹設有瓦斯天然氣研究所 ( 原址就在現在新

竹市光復路上的工研院光復院區 )。當時就發展了一系列以甲烷為原料的 C1 化學，

也因此竹苗地區成為台灣現代化學工業的最早起源地，從國營的台肥到民營的李長

榮化工、長春石化 ( 長春集團，1964 年長春石油化學公司成立，利用苗栗出產的天

然氣生產甲醇，此乃台灣石化工業之先鋒 ) 都是起源或快速發展於此時此地。因此在

今天的苗栗地區也還保有國內第三大的化學產值的縣市，並有頭份工業區及「苗栗 -

後龍」2 個產業聚落。而區內 2 大化學集團也與時俱進，從甲醇 / 尿素等工業原料，

發展到電子材料。

除了天然氣之外，由於竹苗一帶蘊藏了豐富陶土，所以日本也在竹苗積極發展

陶土及玻璃產業，光復後更形成了新竹市玻璃產業及燈泡產業。事實上玻璃產業也

如同前述的林業一樣，僅在新竹地區的發展就幾經起伏，但也因為在台灣的環保法

令 ( 玻璃瓶分類回收機制 )，及新的科技產業 (LCD 產業 ) 的興起，讓台灣的玻璃產

業也有了新的契機及新的亮點。如今在新竹地區的玻璃產業不再是強調產業規模及

總產值，而是以 ( 一 ) 玻璃工藝來重新出發，所以有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的設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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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方向則是 ( 二 ) 循環經濟化，以春池玻璃為代表，本來是依附在公賣局竹南玻

璃瓶廠的一個回收玻璃處理業，一方面當然也再生成一般玻璃材料，但另一方面則

結合當地的吹玻璃老師傅，將五顏六色的廢玻璃當成是畫布及顏料，作成各種的玻

璃文創產品。

在光復初期，因為台灣逐漸由農產品加工轉型為輕工業加工出口的新產業型

態，而以出口加工區此一運用台灣的人口紅利來奠下產業轉型發展基礎的新產業經

濟模式也從高雄展開。先是吸引外資來台發展加工業，電器組裝，紡織 ( 服裝縫紉 )

等外資企業陸續被引進加工出口區，然後先是包材及零組件供應鏈外包及在地化，

然後再逐漸擴展到原來的核心業務外包，或原來的員工離職複製產線爭取承接原企

業的外包業務，再發展到自己與台灣貿易商合作直接開發國外訂單與新市場。其中

紡織加工及塑膠包裝及製品等產業，因為進入門檻低，所以也在台灣快速成長。

台灣陸續在 1950 年代就開始透過美援提供資金與技術，在台逐步以「逆向整

合」的模式發展並建立起台灣的石化及人纖產業；而這一波由「進口替代」為出發

點的新工業材料浪潮也帶動了台灣的石化產業的快速成長。

以台塑集團的發展為例，當初台灣經建部門接受美國經援顧問的建議要引進

PVC 粉在台灣生產，王永慶王永在昆仲在 1954 年，在高雄成立台灣塑膠工業公司企

業。當時因為台灣尚無真正的石化上游原料產業 ( 中油的第一輕油裂解廠是一直是到

1968 年才興建完成 )。因此當時的氯乙烯還是用海水電解氯氣，及用電石法製乙炔，

然後再將乙炔與氯氣反應生成氯乙烯 (VCM)。1957 年台塑第一座日產四噸的 PVC 粉

工廠開始生產，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小的 PVC 粉工廠。但由於產量少，成本偏高，

台灣又缺乏下游加工客戶，產品堆積如山，嚴重滯銷，進退維谷。為了突破困境，

經過再三思考，最後決定增加產量，以降低單位成本，同時籌設加工廠消化 PVC

粉，再以加工品拓展外銷 。這也是台塑四寶中第 2 家公司南亞塑膠設立的緣起。

在政府的支持下台塑擴大 PVC 粉產量由每日 4 噸增加至 40 噸，並於 1958 年成

立南亞公司從事 PVC 管、膠皮、膠布等塑膠二次加工的生產。隨後為了消化南亞

的二次加工品 ( 如 PVC 膠布 )，一方面台塑自己成立新東公司生產皮包、皮箱、鞋

類、窗簾、雨衣、吹氣玩具等三次加工產品，後來這些三次加工製品，台塑策略性

地將這些生產轉由達新、億豐等下游企業來生產，新東轉作貿易，後來也逐漸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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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企業自己接單生產。

在此種策略運用下，總算解開了 PVC 粉滯銷的困境。以後經由逐漸擴充及結束

新東廠，鼓勵員工出去創業發展的結果。這樣的發展模式與軌跡，也可在奇美集團

(1959 年成立，從 PMMA 一直發展成全球 ABS 最大企業 ) 的發展過程中看到一樣的

「分享及共利」模式，也因為有這一台灣特有的發展模式，讓台灣得以飛快的速度締

造了舉世無匹的三次加工體系，更促成後來石化工業蓬勃發展的局面，對台灣經濟

的發展貢獻良多；然而也是在這種全民運動下 ( 客廳即工廠 ) 讓台灣今天的農地上

處處可見工廠，田中央到處隱藏著台灣各行各業的「隱形冠軍」。

在台塑集團及政府有規劃地發展石化產業的帶動下，台灣自 1960 年開始～ 2010

年開始經歷了一段艱苦多辛的發展軌跡，稱為「追趕碰跑跳」：

追： 計畫趕不上民間需求爆發力；1968年中油一輕量產54KTA乙烯

趕： 民間業者合力爭取民辦輕裂；1975年中油二輕量產230KTA乙烯、1978年中油三

輕量產230 KTA乙烯、1984年中油四輕量產 350 KTA乙烯

碰： 1988年林園及後勁相繼出現環保抗爭；1993年中油五輕量產500KTA乙烯

跑： 1988～1998年國內環保意識高漲，台塑六輕在國內到處碰壁，最後落腳雲林麥

寮。但一時期，卻也是台灣石化下游產業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政府開放台商

對大陸投資，從早期的「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外銷」的「兩頭在

外」的經營模式，到2000年以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台灣的橡膠製品企

業也快速發展成該產品全球前10大企業，並建立自己的品牌，其中輪胎業的正

新及建大就是此一發展模式的代表。

跳： 1998～2010台塑麥寮園區開始量產並分期擴建，建立一個年產300萬噸乙烯，從

煉油到石化輕裂廠，到石化材料高度垂直整合的煉化一體的新營運模式。除了

將台塑集團一舉推上全球前10大化學產業之外，也成了2000年以後全球石化園

區群相效法的經營典範(新加坡裕廊島就是一案例)（見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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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台灣石化產業發展歷程

20 世紀後 50 年是人類文明以來生活最富裕繁榮的一段太平時期，除了是因為只

有區域小規模的戰亂外，最主要是因為石油及石化產業的快速發展。石油的大量開

採讓能源起了革命性的變革，除帶動了交通的革命，透過無遠弗屆的航運網絡 ( 海陸

空 )，地球村及全球經濟成型了。而石化產業特別是不斷推陳出新的石化材料也提供

了人類生活全新、方便、多樣的材料選擇。無論是：

食：食品包裝材材及微波食品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

衣：廉價又多樣的衣料，豐富了生活更塞滿了衣櫃。

住：提供人們居家組合及裝修更豐富及便利的各式組合傢俱與裝潢材料。

行：從民航機的碳纖材料讓飛機可以不落地飛得更遠載得越多人、汽車內裝材

料更豪華更輕。

育樂：各種運動器材及用品更輕更有彈性，除了棒球要求用木棒導致棒球的成

績沒更大突破外，碳纖的球桿讓各球類比賽打得更遠球速更快外，氣墊鞋一代接一

（見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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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石化材料：20世紀文明生活的推手，便利但也廢棄物成災

在上述的這些材料開發改善並改變人類生活的許多石化產品中，台灣的石化業

者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也許很多材料在開發的時候最原始的發想及製程專利並

不是在台灣，但發揚光大應用到更多的產業，並發展出各式各樣改變人類生活的應

用卻是台灣的石化下游材料及製品業者。

以鞋材為例，最早的運動鞋鞋底是橡膠底，黑色且又重又硬，然後有天然乳膠

鞋，輕但是貴。後來雖然加入了 PVC 鞋底，讓運動鞋開始普及跟平民實用化。但因

為全球逐步禁用 PVC 鞋材，在全球都束手無策時，台灣的台橡公司剛好自美國買下

了 Philip 的 TPR 熱可塑性彈性體的試量產線及技術授權。原來此一材料因為有著優

異的耐老化性及彈性，所以設定的目標市場是航太及生醫等領域。但台灣的業者就

是有本事把國外天上飛的材料踩在腳下，而且越開發需求應用市場越多，熱極一時

的魔術章魚、腳踏車握把、筆套、餐具、生活用品的握把……等，只要是需要軟性

的材料、需要 Soft Touch 手感的任何物品全都用上。該 TPR 材料 ( 或 SBC 系熱塑性

彈性體 ) 也從年需求量不到 1 萬噸，20 年間光是在台灣就新增了將近 20 萬噸的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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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方便的物質享受也帶給地球沉重的負擔，地球暖化外，方便但更容易隨手

丟棄的各種塑膠生活用品也造成了嚴重的生態浩劫 （見圖二十四）。從各個海洋陸續

發現在洋流匯流處會出現的垃圾海、到各地方海灘出現滿滿的漂流物，甚至從國家

地理雜誌的生態記錄片中看到海鳥誤以為海上漂流的塑膠是食物，然後自己誤食甚

至拿來餵食幼鳥、魚類誤食，於是全球又再掀起新一波的「限塑風潮」。

以保力龍餐具為例，台灣在 1970 年左右因為 B 肝盛行，加上當時的路邊餐飲店

設備簡陋，有所謂的「兩桶水」洗所用餐具一整天的說法，也因此免洗餐具才會被

推廣及大量使用；而外食已變成現代生活幾乎無可避免的一種生活樣態，但因為我

們在導入免洗餐具的同時，並未透過從幼兒作紮根教育。一次性食品包裝材料無罪，

是人類沒有作好回收管理，甚至回收再利用才是問題。

圖二十四、氾濫成生態浩劫的石化材料製品

在石化材料回收再利用此一領域，台灣因為有著從石化輕油裂解到石化原料 ( 單

體 ) 到石化材料，再到二次 / 三次加工應用等完整的產業體系，因此在橡塑膠回收此

一領域經常有令全球驚豔的成果與應用產品，所以 2016 年的華爾街日報都以專文介

紹台灣在資源回收與再生的優異表現。（見圖二十五）

182



圖二十五、台灣資源再生名揚全球

台灣的再生回收體系完整，以及台灣再生材料技術的卓越性，再結合既有的完

整的產業鏈與產業聚落，早已吸引包括華爾街日報等國際媒體來台專題報導。也是

在這 2 年，從歐洲到美國，都有權威媒體報導 ( 如華爾街日報 ) ：台灣是「資源再

生，然後商品化與高值化」的模範生。

另外如興采實業的咖啡紗更分別被寫入中國大陸的國小教科書，以及美國哈佛

大學管理學院的個案討論教案。而興采實業也因為成功地轉型為循環經濟產業，再

創企業轉型的典範。（見圖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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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六、咖啡紗的傳奇：循環奇蹟在台灣(1)

事實上，包括慈濟的救災時贈與災民的毯子、慈濟的大愛系列服裝，透過慈濟

全球賑災，台灣人的愛心及台灣在循環經濟的軟硬實力 ( 構想及實際生產製造 ) 早已

名揚四海。（見圖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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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慈濟大愛環保衫的傳奇：循環奇蹟在台灣(2)

用再生保特瓶所製成的環保紗，還有使用咖啡紗的運動衫，都已透過各國際知

名運動品牌廣泛應用在各類運動休閒服裝，甚至也連 4 屆都是世界盃足球賽許多國

家代表隊的指定用服 ( 材料 )。2018 年的莫斯科世足賽更是台灣環保吸濕排汗紗除了

又被巴西、德國、瑞典、比利時、英格蘭、日本、埃及等國家隊所採用外，英國駐

台代表處更是來函感謝台灣紡織及運動產業的貢獻。（見圖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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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台灣環保紗再度名揚2018世足賽

台灣有著完整的產業聚落、優異的製程開發能力 ( 含人才 )，當參加歐洲環保創

意競賽得獎人 ( 用潮差來回收海上漂流的塑膠垃圾 )，雖然可以很成功有效率地自海

洋回收大量的海上漂流的各式各樣塑膠製品，但其團隊卻無法在歐洲找到廠商有能

力從再製成原料後再開發應用成有價值的產品。於是該團隊在其贊助廠商的安排來

到台灣，專程飛越萬里來請台灣的宏遠公司幫忙將其回收的海洋廢保特瓶，再生成

PET 紗然後再製成運動鞋。透過台灣的「循環經濟製造及應用創新的能力」，台灣再

一次開發出了以海洋廢棄寶特瓶再製而成的「海洋回收紗」，並被推廣應用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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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馬德里、德國拜仁慕尼黑身上所穿的球衣。除此之外，由於去化及價值化的成

功，帶動了在 2017 年，這項技術 ( 及該歐洲團隊 ) 已經回收了 1000 公噸以上的海洋

垃圾。

Adidas 官網日前正式宣布，為慶祝世界海洋日，2017 年度將與 Parley 聯名合作

新球鞋，這項合作計畫特別之處，在於鞋面表布是透過廢棄保特瓶回收而來，是由

Parley 在馬爾地夫沿岸邊集結廢棄塑膠垃圾，再交由給紡織廠重新製作成塑膠粒、紗

線，鞋面表布到最終成品，以此宣導保護海洋、維護環境。透過台灣的廠商再製造

出 100 萬雙海洋回收鞋。據悉該一產品 Adidas 原本是找上大陸代工廠，但大陸代工

廠一直無法解決良率不佳問題，導致這項計畫持續卡關，台灣的遠東新集團聽聞此

一計畫後，主動洽詢合作意願。遠東新憑藉著自家為一貫化生產廠，從寶特瓶回收

處理、製造塑膠粒、抽絲成為紗線、織布廠等，全數可以承接，終於取得 Adiads 信

賴，接下這筆大單，現階段該產品所需的紗線，均為遠東新供應中。（見圖二十九）

（參閱：天下雜誌全球首雙海洋垃圾鞋　只有台灣能做）

圖二十九、台灣開發及代工的海洋回收鞋 圖片來源：Parley for the 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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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知道台灣的石化產業及紡織產業是落實循環經濟，將石化產品循環再利

用是全球作得最好的地方；當該團隊來台灣與再生利用廠商討論並試作及實際瞭解

整個產品再生流程是否作到不再使用多餘且不環保的工藝時，台灣的媒體也邀請該

團隊的原始創意發想者，請他分享他發展此一構想的初心與未來展望。

參、循環經濟的省思與對台灣經濟的契機

從歷史發展軌跡以及目前全球多個商品化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與產品來看，多

是透過台灣完整產業鏈與完整的再生系統，才能提供國際品牌所需再生材料與產

品。（見圖三十～圖三十二）台灣的企業已用我們精良深厚的產業基礎證明了我們有

能力更有機會在 21 世紀藉著循環經濟的風潮再創台灣經濟的另一奇蹟，但這一個新

的經濟奇蹟會有以下新的特點：

• 是一個以污染總量管制為基礎的新經濟模式(不增加台灣的環境負荷)

• 是一個以創新、以加值(產品價值)、及加稼(就業機會)為核心價值的產業發展模

式

• 是一個以區域產業重組，以產業能資源整合為起始，逐步擴大循環經濟圈到城市

(社區)、到農業、到觀光的全新地區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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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是危機更是商機：全球循環經濟風潮(1) 圖片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圖三十一、是危機更是商機：全球循環經濟風潮(２) 圖片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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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二、是危機更是商機：全球循環經濟風潮(3) 圖片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在再生利用端以及產品端，我們透過世界杯足球賽讓人看到了台灣在材料科技

產業上的強大實力，也讓世界主要媒體都作了報導，更吸引了國際許多以開發循環

經濟商品為主要訴求的新創團隊來台灣取經，找尋能加速該公司在製造端及產品量

產製程上的協助與資源。然而在這些成功的循環經濟商品或商業模式上並沒有充份

地「讓台灣被世界看到」，因為我們還是代工模式，而且我們提供的是材料，但卻

無法如「Intel Inside」一樣要求品牌商，或應該說品牌商爭取一定要讓「Materials 

Recycled and Redesigned by Taiwan」這標幟讓全球銷費者看到。

台灣各產業在推動及落實循環經濟的成果，更可悲的是無法從台灣堅實的產業

( 技術 ) 上可以看到台灣在未來引領全球循環經濟商品開發的優勢地位與商機，使得

台灣的製造業不僅是在快速量產、提高製程良率、快速降低成本備受全球肯定外，

台灣製造業「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更是廣為世人所稱頌。但這樣的產業轉型有待

廣為宣傳，讓台灣社會可以瞭解並支持甚至參與此一波的「新材料發展潮流 - 循環經

濟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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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自從蔡總統上任後宣示台灣未來的產業應聚焦在 5+2 創新產業，而循

環經濟就列名在 +2 之列。也因此從平面媒體到電視媒體都爭相報導一些成功的案

例，透過這些媒體的報導，一些跨領域的創新也逐漸發酵並有相當好的成果。我們

先以幾個事業廢棄物為例，來說明在循環經濟及綠色消費風潮下，對台灣整體形象

及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

首先我們要探討的是廢輪胎。現代文明中橡膠輪胎的發明及大量應用，是人類

生活型態及經濟型態大幅提升及改善的重大關鍵。因為汽車及飛機都離不開輪胎，

但人類大量使用輪胎後，汰換下來的廢輪胎變成另一生態浩劫。( 見圖三十三～圖

三十五 )

圖三十三、廢輪胎的夢魘(1) 圖片來源：環拓公司

191

循環經濟在台灣材料產業的實踐與未來商機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2

圖三十四、廢輪胎的夢魘(2) 圖片來源：環拓公司

前節述及之環拓科技公司成立已逾 10 年。2005 年由原中橡公司 ( 台灣唯一碳黑

生產廠 ) 的技術團隊預見到綠色經濟的發展趨勢，於是投入開發製程，試圖用熱裂解

的方式來將廢輪胎膠片 ( 已將輪胎的鋼絲剝離 )，裂解還原成燃料油及再生碳黑兩大

再生產品。在歷經 12 年後，終於在 2017 年開始廣為國人及世界所知道 ! 雖然全球早

有呼籲汽車業應全面實施汽車材料可全面回收的倡議，而所有的汽車材料中最難回

收再利用，也因此到處棄置而衍生嚴重公害及環保污染的就是「廢輪胎」。但經過該

公司長達 12 年的孤軍奮戰，終於全球汽車業從 2017 年開始落實實施汽車材料要全

面改用綠色材料 (3R) 後，環拓的成果才開始廣為國人所熟悉。又透過 5+2 創新產業

的加持，及媒體的大量報導，與工研院等研究單位技術交流平台的跨領域推廣，終

於國內最大 ( 也是全球最大 ) 的潛水衣製造廠－薛長興工業，全球潛水衣市場市占率

達 65% 以上，已成功與環拓開發出以再生碳黑取代原石化製程生成的碳黑，並在潛

水衣成品上打出「此一環保潛水衣因為是使用環保綠材料，所以你買的每件潛水衣

192



可以幫地球減少 2.7 公斤的 CO2 排放 ( 減量更固化 CO2)」，結果該產品 ( 環保潛水衣

材料 ) 讓薛長興的全球市占率又可再持續攀升。 （見圖三十五）

圖三十五、循環經濟是擦亮MIT的新模式 圖片來源：環拓公司/薛長興公司

誠如薛長興總經理薛敏誠在媒體訪問中所說的，台灣的企業規模小，且台灣的

消費市場規模也無法支撐台灣建立消費產品的自有品牌；但他同時也提到，由於薛

長興集團已完整地整合並建立了從材料到產品設計到產品製造的「一條龍」服務。

如果又有類似環拓的再生碳煙的加持，則薛長興工業雖然謙稱自己作的是水類運動

用品的專業代工廠，但他們不僅稱得上是水上運動用品產業的「台積電」專業代工

模式，更可能因為掌控一些特殊製程 Know-How 或特殊材料 ( 如環保碳煙 )，而可以

比照 Intel 在 ICT 產業打出的品牌「Intel Inside」；無論是哪一家 PC 廠，不同的是服

務鏈及電腦款式，但共同的是都要消費者指名要用 Intel 的 CPU。

如果台灣未來推動的循環經濟能有更多類似的模式，用原本社會所排斥甚至已

產生社會公害的事業廢棄資源來當原料，然後還可透過 Know-How 技術轉換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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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綠色材料」，再結合台灣的優勢產業 ( 如運動用品、服飾、ICT 產業…)，然後整合

並包裝成類似環拓 - 薛長興的整合商品化營運模式，相信台灣一定會有更多更多的循

環經濟營運模式或商品會被台灣的企業跨業創新而開發出來。

然而目前許多循環經濟在國內推動上最大的困難並不是國內缺乏技術、或國內

業者為降低成本而不願意落實污染減量，而是來自於觀念不能與時俱進，政府部門

的法令無法作調整與修改，於是在企業推動循環經濟的創新營運模式時出現了不符

環保法規的情境。

早期在國內環保意識不強、環保法規不足 ( 立法與執法 )，更重要的是當時全球

綠色消費尚未興起時，很多製程的邊料、廢料，甚至製程有毒廢棄物，廠商多便宜

行事或廠內掩埋、或直接製程中當成熱源燃燒，或委外清運結果偷倒廢棄物的問題

至今仍時有所聞。

如半導體級電子溶劑的廠商將產品賣給國內半導體廠商，然後在半導體製程使

用後 ( 主要是清洗晶圓 ) 產生了大量的液態廢棄物。依常理，化學溶劑廠對自己的產

品最是熟悉；無論是產品的純化，或是再生處理後的產品銷售通路，原製造廠應該

都是最駕輕就熟的再處理業者。然而依現行的法令，原生產產者如果要處理客戶的

「事業廢棄物」，依現行法規它必須取得甲級廢棄物清理業者的資格，然後在場地、

車輛、處理能力都必須要符合一定的規格。

在大規模大量生產的時代，(1) 經收集回收再使用、(2) 可能對常規產品品質有影

響的資源就是「事業廢棄物」。但在循環經濟時代，廢棄物還是資源，廢棄物在沒有

充分使用，或找到更有價值的應用時，而必須被丟棄或燃燒的材料才是廢棄物。即

便是燃燒或掩埋，只要能證明是無毒害物，在國外依然是有價值的土改材料，或可

用於生產輕質透氣磚、或可用於農地土壤改質，甚至在國外拿來填海造陸。

台灣的溪流湍急，加上經多年不斷大量開採河砂，造成西部地區河砂近乎枯

竭，因此台灣已開始自中國大陸進口河砂，或東砂西運；然而轉爐石是我們自國外

進口礦砂冶煉鋼鐵的副產品，僅中鋼一年就產出 450 萬噸的高爐石及 160 萬噸的轉

爐石。其中轉爐石早已經國內外實務驗證具有耐磨損、高硬度、抗剪切力佳、比重

大、抗壓強度強等優點。所以在國外早都普遍且大量用於港灣工程。

以鄰國日本為例，關西機場就是有部份使用神戶鋼鐵的轉爐石，及高爐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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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例 2005 年～ 2015 年日本鋼鐵業所產生的爐石 ( 轉爐石及高爐石 ) 平均約有

350 萬噸 / 年是使用於土木、港灣工程中的工程或地盤改質材料 ( 見圖三十四 )。台

灣其實也曾大量應用轉爐石在填海造地工程上，在 1991 年至 2012 年的高雄市南星

計畫填海造地期間，總共有 455 萬噸的轉爐石被填埋於此。

圖三十六、煉鋼爐石：是資產不是廢棄物 資料來源：中聯資源公司

早從 1995 年經濟部 ( 工業局 ) 及環保署就共同輔導國內的之「台灣區電弧爐煉

鋼業」，透過先設立集塵灰資源再生廠 ( 廢棄物共同處理體系 ) 後改組成「台灣鋼聯

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當初設立主要目的為清除、處理及暫存國內所有電弧爐煉鋼

業所產生之集塵灰，以達到集塵灰回收處理及資源化之目的。原應該是苦差事髒工

作的有害廢棄物工廠，但因為所處理的電弧爐煉鋼爐集塵灰中，富含鋅約 (20%)，而

隨著回收的量已達商業回收純鋅的經濟規模、引進對的製程、全球鋅的價格飛漲，

讓台灣鋼聯因為落實「現代煉『鋅』術」，不但損益平衡甚至開始穩定盈餘。

鋼聯的製程如下：收集國內電弧爐煉鋼廠所產生的集塵灰，經過旋窯高溫冶煉

後，留下鋅純度 59% 的粗氧化鋅，再售予煉鋅業者，目前鋼聯最大客戶的是一家歐

洲煉鋅集團，而氧化鋅售價與 LME（倫敦金屬交易所）鋅金屬價格高度連動，由於

過去幾年全球鋅供不應求，使得鋅價節節上升，也推升鋼聯獲利年年走高。當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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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一家處理電解爐製程的中小型鋼鐵廠最燙手山芋爐灰的的回收處理廠，如今搖

身一變成為當紅的資源處理廠。此外鋼聯也切入鋼鐵業製程的爐渣處理市場，透過

轉投資 100% 的子公司「台鋼資源」進行，爐渣再生利用後可再轉化為建材的改質

劑，作為混凝土用的石灰、級配改質等應用。

以上從諸多的個別產品面，台灣已有許多可以誇示全球的循環經濟商品與營運

模式外，事實上台灣的工業區也在經濟部工業局近 20 年不斷以不同的專案名稱；資

源再生、節能減碳而輔導現有的工業局所管轄的工業區內廠商透過推廣建立汽電共

生工廠，或工業區內能資源整合，及區內廠商資源共享，從 2009 年～ 2015 年也獲

得了很顯著的成果。以高雄市的臨海工業區為例 ( 見圖三十七 )，不僅建立了以中鋼

及中油大林煉油廠的雙能資源中心的循環體系外，資源循環共生的物料更擴及到氮

氣等原物料，企業間循環的規模及廠家數放諸全球也絲毫不遜色。

圖三十七、高雄市臨海工業區能資源整合初步成效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臨海工業區是台灣在 1970 年代推動「十大建設」所規劃建立的。配合高雄第

二港口的開闢，貨輪可以直接將煤及煉鋼所需的鐵砂直接運到工廠邊，而生產的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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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也可直接用園區內設的鐵道運輸到隔壁的中船公司再焊接組立成萬噸的軍民用船

艦，直接下水後出港測試。

十大建設中有 4 項建設集中在高雄的臨海工業區；包括中油的大林煉油廠、中

鋼的一貫化煉鋼廠、台電大林發電廠、中船造船廠。也由於臨海工業區的設立，幫

台灣在 20 世紀最後的 20 年奠立了完整的產業供應鏈，也為台灣的經濟發展的黃金

20 年建構了堅實的基礎。

但 30 年後由於當初設立園區的時候基於主客觀的因素，出現了以下的缺失；

(1) 並沒有在設園區之初就規劃好能資源整合，所以幾乎進駐臨海工業區的廠商都自

設鍋爐以提供製程所需的熱能； (2) 在臨海工業區以西及以南的 2 個臨海的村落－

紅毛港及大林蒲未被妥善安置，且居民的交通動線都必須穿越工業區的核心地帶。

其中紅毛港聚落幾經曲折終於完全遷村，然而大林蒲遷村卻又因種種因素而延

宕。一直到 2016 年 11 月 19 日由行政院林前院長代表政府在大林蒲社區中心跟居民

座談時，宣佈啟動大林蒲循環經濟園區計畫 ( 見圖三十八 )，而大林蒲社區也可以不

必再飽受 900 根煙囪環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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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七、高雄市臨海工業區能資源整合初步成效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未來大林蒲循環經濟專區，將包括現在的臨海工業區，及目前已完成遷村整地

的南星計畫，以及填海造港即將竣工的高雄洲際二號碼頭，更加上即將展開遷村的

大林蒲聚落。900 根煙囪、台電大林發電廠的 4 座超超臨界燃煤機組、中鋼、中油大

林煉油廠，將是完整又多元的產業聚落啊 !

CO2 當然可以變原料變資產，除了前述的台塑 - 長春合作開發的 CO2 生產醋酸

外，在中鋼早也用生物技術將製程中的 CO 轉成乙醇 ( 酒精 )，若能再用此一生質酒

精再化學反應成保特瓶及聚酯人造纖維的原料－生質乙二醇，那我們就可將此一創

新全球的整合製程及商業模式行銷全球 ! （見圖三十八）而透過更完整規劃的能資源

整合，整個大林蒲循環經濟園區將能做到：

• 蒸汽鍋爐一定可以減少數量 →燃燒所生成的空污量可以減少

• 透過新建的再生水處理廠 →用水可以減少

• 透過資源交換及交易平台 →事業廢棄物可以大幅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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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工程服務業－循環經濟工程顧問公司將成為台灣新南向的強大有競爭的「軟

實力」

圖三十八：高雄市臨海工業區能資源整合初步成效  
資料來源：工研院材化所/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專案

結語

循環經濟是台灣產業再創「價值」高峰 ( 而不一定是產值 ) 的一個絕佳的契機 !

而台灣的材料業者在過去 20 年困頓的國內投資及經營環境中，已淬煉出多項全球領

先的製程或商業模式 ! 台灣在循環經濟的風口上，絕對不是站在風口當然可以順風而

飛的豬，相反地台灣的材料產業已證明我們擁有多項具台灣特色的循環經濟優勢；

年輕第二代企業主的創新營運模式、堅實的產業基礎及產業技術，以及完整又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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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聚落所以！在循環經濟的世代，台灣的經濟擁有著無止境又生生不息的價值

創造及發展空間。( 見圖三十九 )

圖三十九、循環經濟的創新「贏」運模式  
資料來源：Defining the Concept of Circular Economy Business Model, Aleyn Smith-Gillespie, The Carbon 

Trust

如同「水能載舟，水亦能覆舟」，我們可否都共同建立台灣價值台灣共識－水能

載舟，所以我們要知水善水，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珍惜水也敬畏水！工業能改善生活

增加就業，所以我們要知工業的利，更要防工業的弊！守護台灣就是敬畏並慎用所

有的資源。透過循環經濟的新經濟發展思維，讓台灣經濟換檔繼續穩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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