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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者序 ( 一 )

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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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財團法人中技社於 1959 年 10 月 12 日成立，為民營與公營

事業共同捐助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初期著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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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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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起，為期對國

家經濟與產業發展有更深遠的貢獻，以「智庫平台」定位新價值，將原投注於能源、

環境技術諮詢與輔導的能量，轉化成立專業智庫，以能源與產業、環境與經濟為兩

大主軸，積極引進新知，提供產官學界溝通平台，探討政府政策與產業策略，以為

政府建言及產業因應的參採。

本社自 2006 年起即針對資源循環相關議題持續探討，共出版 6 本專題報告，

2018 年更出版 1 套共 4 冊叢書，彙總過去 10 多年之相關研究內容，並納入國內外

推動循環經濟的科技與思維，包括循環經濟之整體運作機制、評估工具技術、資源

及產品循環應用技術，以及到近年廣泛被討論的系統創新與商業體系等。2019 年亦

取得羅馬俱樂部的授權，出版《成長極限的覺醒與共生》(Come On ！ Capitalism, 

Short-termism, Popu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lanet) 正體 ( 繁體 ) 中文版，內容

觸及循環經濟相關主題，如 : 再生型經濟的新觀念，在於大自然之所以可以永續，是

因為它可以再生，而非其運作本該如此；以及循環經濟新的思維邏輯、新商業模式

的需求，並從交通、建築與農場用水面向談資源效率的提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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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2021) 年與永續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第五度合作，出版「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專書，收錄以落實觀念為主之企業永續經營趨勢及循環經濟市場商機、

設計驅動產業永續與創新轉型、循環經濟之致能技術與企業發展策略之研析、循環

生態化園區國際標竿案例簡介；以產業循環經濟案例為主之台達電子從減量到實現

零廢棄之循環經濟、不退流行的綠色環保設計潮流等；及以循環技術為主，包括以

埤塘浮力式太陽光電為例之能源轉型下都市化與水 - 能源 - 糧食鏈結權衡關係、國產

超濾膜應用展望、臺灣公共污水處理廠污泥再利用、有機資源循環再利用案例等共

10 篇文章，希冀台灣產業界能藉以掌握循環經濟的趨勢、改變傳統思考運作模式，

從而創造新的環境與經濟永續發展契機。

財團法人中技社董事長

潘文炎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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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者序 ( 二 )	
新冠疫情、全球供應鏈
重組，與永續循環經濟

社團法人永續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自 2017 年底起，與中技社、中興社環研中心

合作，邀請專家將在本會講座的演講內容轉為書面文稿，集結成書，讓實務經驗得

以分享給更多人，為台灣產業邁向永續發展的努力軌跡留下紀錄。

感謝諸多專業講師支持，撥冗撰擬精采文章收錄於第五本專書「永續循環經濟

觀念 - 案例分享５」，也希望能讓有志從事循環經濟產業的企業做為參考。

包括台灣在內，2021 年世界各國持續受 COVID-19 病毒疫情影響，一時尚難預

見平息趨勢，人與人、國與國的互動方式，甚或全球供應鏈，預期將產生長遠而難

以逆轉的變動。原有的經濟活動受到供應鏈重組之波及，隨之改變的企業布局、新

商業模式、物流方式、原物料產地、生產製造模式，以及廢棄物處理等，將為循環

經濟產業的發展帶來全新契機，企業與消費者也將重新思考生產者責任的延伸、產

品生命週期延長等議題的新面向。

藉由此系列書籍的出版，本會希望能與有志於循環經濟的企業，面對新契機帶

來的挑戰，一起為永續循環經濟實現願景的早日實現，共同努力。

永續循環經濟發展協進會理事長

施顏祥

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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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經營趨勢及
循環經濟市場商機

台灣循環經濟與創新轉型協會	 鄒倫	 理事長

一、前言

推
動循環經濟已成為全球趨勢，近年來各國投入大量資源來加速循環經濟的體

現，包括歐盟、中國大陸、英國、荷蘭、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其不管在生產、

消費、廢棄物與回收及二次料市場，都已在政府策略及產業創新出現許多新的動

力。

二、循環經濟推動策略建議

循環經濟並非單一策略可以達成，需要依據自然資源條件、產業與技術、政治

經濟局勢、消費文化、國情等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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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台灣邁向高價值的循環經濟體系，循環經濟系統需要創新的變革，創造

永續商業模式，減少能資源的依賴，並需考量物質循環可以帶來的經濟效益、環境

效益及資源安全。本節提出推動延長生產者之延伸責任、調整消費者心態及行為模

式、提升環境及自然資源價值、結合各類創新商業模式以及培育循環經濟專業人才

等策略建議，於下節將輔以案例有更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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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一)	 推動延長生產者之延伸責任

在產品製造者 ( 服務提供者 ) 責任如何延伸上，我們都知道製造者是最具技術能

力的一方，能連結資源 ( 產品 ) 使用生命週期中的各個節點，有機會擴大商機並創

造利潤，且現今的全球化，大企業是更有機會發展並主導循環經濟，如推動再生能

源、碳中和等，因此擴大產品製造者角色是解決問題的核心。

(二)	 調整消費者心態及行為模式

我們了解到商品 ( 服務 ) 價格及品質，尤其涉及到健康及觀感，仍是現階段消費

者優先考量之因素，因此推動使用再製品，需先消除消費者疑慮，政府可藉由適時

補貼環境友善產品促進資源循環商機；其次，消費者對環境保護及社會公平意識的

比重仍不足，除教育民眾產生廢棄物會破壞環境，未來需付出更大代價等認同環境

的重要性外，亦可在法令上可做一些規範，如禁用一次性包裝容器，或推動回收回

饋機制，避免可回收物棄置；再者，簡約生活目前雖不是當今社會之主流思維，但

可教育民眾認同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不要過度消費，且對消費者不會常用之物品，

可透過二手 C2C 及租用的省錢網路平台經濟，讓這些物品得以延長使用，提供了第

二生命，但須注意，有研究發現 (Parguel et al.,2017)，平台的產品在價格低廉或易於

轉售的情況下，反而可能只是高舉永續的旗幟，實際上卻是誘導消費者購買不必要

的物品，這種過度消費的行為反而造成資源消耗的問題。綜上，藉由調整消費者心

態及行為模式，仍是循環經濟成功的關鍵之一。

(三)	 提升環境及自然資源價值

在環境及資源價值如何提升上，目前自然資本或自然資源的價值相較於其他類

的資本較不被重視，如財務資本、製造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當環境及資源

的價值反映在原物料或回收物料的價格上，才會改變市場，並對製造業、回收業、

消費者、公私部門的思維產生影響。而現階段因為環境質損及資源折耗仍受限於計

算模式及資料不足而未能全面推廣，且環境保護各國標準不一，資源價格由市場機

制而定，而造成環境及資源價值的低估。因此，提升環境及資源價值的必要手段，

是推動全球一致的環境保護標準，及維繫資源 ( 尤其是不可再生者 ) 永續使用的機

制，但是，若因價值的提升造成價格的上漲，必須能為消費者所接受。未來，隨著

科技不斷創新，其對環境及資源價值可能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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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合各類創新商業模式

新型態的商業模式不斷出現，如分享經濟、租賃經濟、訂閱經濟等商業模式，

這些可讓過往資訊不足之情況改善，達成循環經濟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的目的；但

是，社會大眾或產業界對上述商業模式接受度與認同度均遠大於循環經濟，此代表

著循環經濟的經濟價值尚未充分發揮或被認同。藉由新型態商業模式與循環經濟的

結合，或許有機會加速推動循環經濟。

(五)	 培育循環經濟專業人才

循環經濟的推動，仍需仰賴一些工具、技術與商業策略，包括與設計思考及

系統性思考相關之物質流分析與產品生命週期評估工具；與商業模式設計相關，

如分析使用循環物品的目標客群、通路、顧客關係及價值主張等工具；與技術研

發相關，如讓製程最佳化之技術、再生材料之純化或轉化技術；與成本效益分析

相關工具，如物質流成本會計分析、含環境社會成本效益之真實價值 / 成本計算；

與產品設計相關之技術或商業策略，如更好的性價比，品質服務與保固、再利用

(Repurposing)、方便的物流、產品故事與消費者形象塑造等，而這些工具、技術與

商業策略都具有一定之專業度，雖然目前具這些專業的人才不足，但因國內學研間

長期參與環境保護及資源管理工作，且國際交流經驗豐富，已累積可觀的支撐發展

能量，未來在環境資源相關領域之科系，可納入上開與推動循環經濟所需之相關課

程，以培育循環經濟專業人才。

由於循環經濟重要關鍵議題之間即存在多種可能的交互作用，因此，上開策略

實施前，亦須整體考量相互之影響。循環經濟是理念而非產業，資源是標的，循環

是手段，經濟是目的，推動循環經濟是希望營造經濟與環境雙贏的局面，但環境保

護及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還是會出現。加強資源的充分使用，當然可促成經濟的發

展，但過程中對環境品質降低的風險必然會增加。如強調資源的管控及保育，勢必

會讓各項經濟活動趨於保守，這之間的拿捏，是最困難，最棘手的部份。

三、推動策略案例介紹

(一)	 推動延長生產者責任制度

現行的線性經濟模式下，有大量的物品在報廢後，無法讓其中的物料經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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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地循環，原因在於產品使用複合材料、結構組成方式複雜，導致在收集後，拆解處

理之成本相當高，回收產業無法產生足夠的利潤經營這些物料的循環。這些報廢貨

品可能出口到其他回收資源化人力成本較低的國家，但也因為某些地區使用低價最

基本處理技術，造成當地污染與從業人員的健康問題。未能出口的報廢物料，則是

政府主管部門頭痛的問題，以妥善的方式作為廢棄物處理，對於某些地方政府是龐

大的財政負擔。

延長生產者責任 (EPR) 制度是處理上述問題的一種重要策略，目前歐盟推動循

環經濟把 EPR 列為重要的策略，2001 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的 EPR 政府指引

手冊這樣說明 EPR ：「EPR 是一項環境政策方法，將生產者對產品的責任延伸到產

品生命週期的消費後階段，其具有兩個相關特徵，(1) 將廢棄物流及財務責任從政府

轉移到生產者； (2) 鼓勵生產者在產品設計時考量環境友善化因素。」這環境友善化

因素包含有助於產品回收循環的各種設計，以利發展逆物流體系以及其衍生的獲利

循環模式。EPR 的推動可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為集體共同回收方式，第二為各別

獨立回收方式，各有其優缺點，兩者之差別如表 1。

表1 不同EPR實施方式優缺點

EPR實施方式 優點 缺點

集體共同
回收方式

˙ 具經濟規模效益
˙ 簡單容易履行回收處理義

務
˙ 可提供消費者便利多元的

回收管道

˙ 回收後的廢物品種類、廠
牌、型式多元，其物料無法
達到單純一致，以致再生料
價值低回收

˙ 處理與生產者資料連結不
足。無法有效回饋產品設計
端提升產品資源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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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實施方式 優點 缺點

各別獨立
回收方式

˙ 可從回收機制中得到實質
回饋，促進產品環境化設
計

˙ 掌握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
的管理及回饋

˙ 助於提高零組件及廢料再
利用的數量及價值

˙ 回收成本高
˙ 需投入較多人力在回收處理

事務中

資料來源：廖林銓(2019)

本文將於以下案例中探討不同的EPR策略及其效果。

1. 個別獨立回收方式

目前已經有一些企業開始發展其各獨立回收的方式，優點是可以因為產品為企

業所設計生產，因此企業對其回收產品的拆解，更能夠保留其中有價值的組件與材

料。另，企業要將自家的產品回收，建立通路以及讓消費者能退回有其困難度，這

也是為何目前只有像蘋果的少數大型企業能夠讓自家產品回流。有些企業使用另一

種商業模式來確保使用過的產品可以回到生產線，這種方式稱為產品服務化系統

(Product Services Systems)，企業並不出售產品，而是提供產品使用 ( 租用 ) 服務，所

以產品的所有權一直屬於製造廠商，當產品可以提供更長久的服務時間或次數，企

業的獲利便可增加，所以在這種商業模式下，產品的設計必需是要耐用，易於維修

或可提升性能。當產品已無租用價值時，廠商可從中取得可用的零組件與材料，用

於製造新的產品、或維修服役中的產品。

(1) 蘋果電腦公司

蘋果電腦公司已設定循環願景，有一天蘋果的產品全是用回收的材料或可再生

資源作為原料，為此，蘋果推出舊機換購的折價方案，讓蘋果電腦公司可以取回大

量的舊 iPhone，並打造了第二代拆解機器人 Daisy，Daisy 可以拆解 15 款 iPhone 的

機型，舊機中 2/3 的元件材料會用於製造新手機，新機的外殼和焊料是用 100％的回

收材料製成，蘋果自行拆解 iPhone 可以比其他回收商的傳統回收取得更高價值回收

材料與零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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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2) 荷蘭Fairphone

為了方便自家產品循環，有些公司會採用易拆解的設計 (Design for Disas-

sembly)，荷蘭的 Fairphone 已經發展到第 3 代，其採用易拆解設計，許多零件以模組

化的方式組裝，減少膠合或鎖死的組裝方式，因此產品易於更換或升級，在 IFIXIT

網站的維修容易程度評比，Fairphone 拿到滿分 10 分。

(3) 全錄Xerox

早在循環經濟這個名詞開始流行之前，全錄 Xerox 已建立其產品服務化系統

(Fuji Xerox, 2019)，因為商用影印機大多採用租賃的商業模式，全錄運用這個基礎，

當客戶的影印機不堪使用需要換機時，回廠的舊機被拆解，裡面的元件會被清潔、

檢修，然後好的部分投入再製造的產線，再製造產線的產品內的零組件可能達 90％

來自舊機。

(4) Philips公司

荷蘭的 Philips 公司在醫療器材的事業，亦發展出產品服務化系統，且將舊機經

檢查認證過的零組件用於再製造或設備翻新，他們的醫學影像設備有一套再製造

作業標準：挑選、解除安裝、設備翻新 (Refurbishment)、安裝、提供後續保固與

支援服務。因為 Philips 使用產品服務化系統，可以收集許多客戶使用的意見回饋，

並發現產品的設計可以再改良的地方，產品的設計也讓設備翻新的時候可以升級其

功能，或重新調校系統的效能，Philips 的 Diamond Select Promise 策略讓他們的產品

服務相較超音波斷層掃描設備同業有許多優勢。

(5) 台灣Gogoro公司

台灣比較有特色的例子是 Gogoro 的電池，雖然大眾認識中 Gogoro 主要的產

品是電動機車，但 Gogoro 公司給自己的定位為提供能源服務，透過其電池的交換

系統來提供電力與動力服務。因此 Gogoro 機車所使用的電池所有權屬於公司，

公司發展技術與策略來延長每一顆電池效用與價值，其智慧充電站 (2019 年 9 月全

台已有 1459 座 ) 和選擇推送給機車騎士的電池和充電時間時，會以能保護電池使

用次數的方式進行。當智慧充電站偵測到某些電池的儲放電效能已不適合機車使用

時，Gogoro 可將這些電池用於其他需要儲能系統的地區，最後不堪使用時拆解回收

電池內部的材料，也就是所謂的梯次利用 (Cascade Reuse)。2019 年 Gogoro 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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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產品服務化，首先在桃園市提供 Gogoro2 機車租用 (Go SHARE)，運用這些共享

機車發展最大化每台機車騎乘里程的經營模式。

2. 集體共同回收方式

以集體共同回收方式來看，台灣的整體回收率成效已在世界各國中績優之

列，環保署推行多年的資源回收基金制度是一種押金制度，廠商生產或進口產品

時，需依物品種類及數量，繳交費用至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受補貼機構 ( 回收與

處理業 ) 可依所回收處理的量，從資源回收基金領取補貼。所繳交的費用讓生產

者負擔之後回收的財務責任，可是繳費後這些廠商就無其他環境化設計的責任，

因此生產者不會因為目前的回收基金制度，有動機從設計處理產品銷售之後是否

能回收再利用組件材料的問題。廖林銓 (2019) 亦指出目前回收基金制度實施上欠

缺生產者擔負實質責任的設計。

相較於上述獨立回收方式，有些民間企業採用集體共同回收方式。某些製造

業觀察到品牌大廠 ( 如 Apple) 開始要求其供應商能使用回收料製造產品或零件，

且成為一個趨勢，已開始跨出其製造本業發展回收技術與事業，或是投資特定回收

業，與其合作建立物料完整的循環路徑。

(1) 緯創資通公司

緯創資通為國內電腦代工的大廠，緯創於 2010 年成立子公司緯潤高新材料，

專注於廢棄電子資源、消費性塑膠材等回收，並提煉貴金屬及再生塑料供客戶之產

品製程使用。2018 年在美國德州的電子廢棄回收處理量每年已可達 1.3 萬噸，並精

煉金、銀、鈀等貴金屬，中國昆山廠則以再生塑膠提煉為主 ( 翁毓嵐，2018)。緯創

因其回收技術與料源，成為 Dell 電腦重要的供應商，以 Closed-loop Plastic 生產 125

種電腦產品。

(2) 綠電再生公司

另一個例子是綠電再生，這是亞洲第一家專業實際運作之廢電子電器物品資

源化環保處理工廠，其回收的廢電子電機家電製品，處理後可販售回收的玻璃、塑

膠、還有銅錫及黃金等金屬。其投資的股東為國內十二大家電製造廠商，包括台灣

松下、東元、日立等家電大廠，除了服務國內家電的回收處理，現在還能提供技術

及設備整廠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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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發現，國內外已有企業主動延長生產者責任，並發現其中的

商機與環境效益。目前我國的回收基金制度對於企業延長生產者責任，並沒有誘因

發展環境化設計，因此政府需要再設計其他機制，讓這些運用可循環設計或是發展

產品與材料封閉循環企業能夠有更多的財務支持，例如減免其產品需繳納至資源回

收基金之費用，並利用綠色採購等方式，提供其獲利之商業環境。甚至某些製造商

所使用的之設計令回收業難以回收處理，政府可令其繳交更高額的資源回收費用，

以促其改善不利資源循環之設計與製造方式。

(二)	 調整消費者心態及行為模式

產業發展循環經濟需要有其市場消費需求，目前主流的消費模式仍屬線性，從

新料製作產品，產品報廢後，即使有回收再利用，多數無法用於製造相同類型之產

品。因此循環經濟轉型的速度，牽涉到消費者心態和行業模式，消費者如何提高對

循環性商品或服務的接受度甚至產生偏好。消費者是否選擇循環產品，有其心理及

經濟上的考量，將其整理於表 2，企業在設計循環性的產品或服務之商業模式時，若

要改變消費者的心態及行為模式，一方面需要產生主流產品服務所缺乏的價值，另

一方面需解決消費者在經濟和消費心理上的障礙。

政府在消費者心態及行為模式的轉型也可以有出力的地方，策略上需要從循環

的拉力和不循環的推力上著手，設計相關的制度環境，讓消費者心態及行為模式的

轉型可以加速，以下以例子分別說明循環消費轉型的推力與拉力。

表2 消費者為何選擇與不選循環的產品服務

為何選循環的產品服務 為何不選循環的產品服務
創造價值
˙ 對於不常使用的高價產品，買使用服

務比較划算
˙ 產品持有者可透過出租，來獲得利益
˙ 買服務不用擔心維護與耗材補充
˙ 贏得環保的消費者的個人價值認同

經濟需求因素
˙ 某些再生物料製品價格較高
˙ 對於產品材料安全、功能、耐用有疑慮
˙ 擔心賣服務公司某天停止業務
˙ 產品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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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循環的產品服務 為何不選循環的產品服務

其他附加價值
˙ 若循環經濟產品的性價比不輸線性經

濟的產品
˙ 產品的耐用性與可升級性
˙ 共享經濟創造社群機會
˙ 高價賣掉不使用的產品或零件

消費心理因素
˙ 偏好全新的產品
˙ 品牌不如主流產品
˙ 設計不如主流產品
˙ 產品品質之疑慮
˙ 產品衛生之疑慮

1. 消費轉型推力

推力所指的是讓採用不利循環的消費者有更多的不便或成本負擔，使其轉而購

買有利於循環的產品服務。例如環保署開始規定商家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的塑膠袋

後，許多消費者開始攜帶購物袋至賣場，有些商家也因此販售可多次使用的購物

袋。除了節省提供一次性塑膠袋的成本，販售的購物袋可創造新的利潤，消費者平

時使用購物袋時，袋上的 Logo 增加公司品牌的曝光度。

對不易回收處理的產品，提高其廠商生產與進口時所需繳交的回收費用，亦

可以產生推力，因為生產者會將回收費的成本轉嫁至售價上，消費者可能因此轉

變消費模式，例如使用市場上可以購買可充電的二次電池鎳氫電池，取代一次性

的碳鋅或鹼性電池，使用次數夠多，消費者就可省荷包。對於清潔用品的包裝，

有些洗衣精、洗碗精的廠商同時提供塑膠瓶和補充包的產品。補充包的產品省下

回收處理押金與包裝原料成本可以反映在優惠的價格上。

增加產品廢棄處理的成本也是一種推力，台北市與新北市推行專用垃圾袋的

制度，市民若選購最後無法成為回收物資的產品或包裝材料，就需要負擔其廢棄

物處理費，包含焚化及掩埋，不過因為購買到廢棄物產生仍有一段時間，一般來

說消費者很少在購買的時候計算其對應的垃圾袋成本，因此真實反映垃圾處理成

本的效果不如附加在購買成本的直接效果。

廢棄物處理成本變化對於產業較有影響，面對國內難以再新增新的掩埋場，

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的成本近年大幅增加，可寧衛的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空間可能

在 10 年內填滿。於 2018 至 2019 年間，部分事業廢棄物每公噸處理費用已成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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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為了減輕廢棄物處理成本，許多企業需面對這個問題，研擬如何減少廢棄物

產量，甚至將廢棄物資源化。

2. 消費轉型拉力

拉力是能讓消費者有誘因改變其消費方式，或是消費產品轉成使用產品的功

能服務。在以購買來說，可以用綠色採購鼓勵政府消費使用對於具有循環經發展

有利的產品或服務，例如公共工程使用的填料可以運用處理過的焚化底渣或煉鋼

爐石 ( 渣 )，就有助於工業副產物循環。在營建產業，內政部推動綠建築時，讓使

用再生綠建材作為綠建築計分的項目之一，部分建商為得到容積獎勵，而選用再

生綠建材。目前我國的綠色採購獎勵比較通泛，未來應對於可使用循環性產品與

服務的採購，設計強化的採購規範或鼓勵機制。

民間產業亦有例子發展拉力，讓消費者採用循環性的商品，或是使用共享性

的服務，主要在二手產品的交易。網路資訊技術發展，讓消費者更便利找到循環

的產品，初步從圖片與描述評估其他消費者所使用過不同貨品之經驗，再從產品

的價格及外型功能現況選取較合適的商品，有些消費者喜歡從二手商品中找寶，

可能是性價比高，或是已經停產絕版的商品。相關的平台有 TAZZE 網路書店，

有二手書區。旋轉拍賣平台在 2017 也進入台灣的市場，提供 App 拍照即賣、私

訊即買的便利化服務。

除了電商，實體二手連鎖商店也看準台灣的二手商品商機，2019 年 10 月日

本最大二手商店海德沃福進駐台南，提供賣家方便快速的估價服務，由實體商店

收購後再於賣場中販賣，比較網路販賣的好處是賣家不用的貨品馬上可以換成現

金，二手貨品在實體商店也讓買家可實際看到、摸到，甚至試用這個二手貨品，

如此可以減少許多買家對於二手網路商品的疑慮。

許多共享性的產品服務在快速發展，其拉力是使用者不需負擔購置產品的成

本，只在有需要的時候，依使用量付費。台灣在交通運輸發展得最快，包括自行

車、機車、汽車都有成功的商業案例。自行車以各城市的公共自行車為主，民間

的 O-bike 因使用無樁式的借還車模式，造成自行車亂停與佔用車位等亂象，現在

已經退出台灣市場。機車則是有 WeMO scooter 在台北市與部分新北市地區先開

展共享機車的服務，使用者透過手機 App 找到附近的機車，並可在服務範圍內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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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公共停車位歸還。和運的 iRent 電動機車跟進後，把台南市也納入服務範

圍。

2019 年 Gogoro 公司在桃園市開始 GoShare 服務，使用者可以在桃園找到共

享的 Gogoro 電動機車，使用 Gogoro 的便利功能，同時可以避免產生移動的空

氣污染。汽車很早就有租車的商業模式，近年 iRent 大量增加可以租車站點的密

度，並且運用會員 App 簡化借還車的流程，並且提供路邊借還的服務，正在改變

租車的生態，對於難以負擔在城市購買停車位的使用者也是一大誘因。其他有租

用服務的產品還有服裝、辦公室設備、工程用機具、辦公空間等等。

消費者的回收行為會受到政策和新回收商業模式所影響，成為拉力讓消費者

做更好的分類回收，早期環保署在推動回收的時候，即有回收寶特瓶可以換押金

的設計，後來這個制度取消，現在台北、台南、高雄等都市推出新的回收獎勵機

制。最有特色的是台南市引進 SIGUREC 智慧回收機，民眾甚至會帶回收物資來

回收機前排隊，民眾投入已分類的可回收物品，經回收機辨識計算數量後，會計

算回饋額度提供家樂福的購物金，回收的物品除了寶特瓶及鋁罐，也有冰箱、

冷氣機、洗衣機、電池、燈泡、手機。之後台北市也推出 iTrash，僅回收寶特瓶

與金屬罐，高雄類似的系統是 ARM 回收站，獎勵儲值於悠遊卡。有些廠商提供

新的回饋機制，鼓勵其客戶或其他消費者一起做回收，手搖飲料商迷客夏推出

ECOCO 回收機，每回收 8 個手搖飲塑膠杯或 4 個寶特瓶、4 個鋁罐手搖杯都可以

換 1 元折價券，可以在小北百貨等合作伙伴商店兌換使用。

企業主動建構循環商業模式更能為其產品服務創造差異化的價值，有一些企

業主動開始設計其產品，使用回收的材料來製造產品。全球的家具、家飾商品品

牌 IKEA 主動導入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目標 2030 年只使用可再生資源或回收材料

作其原料，其部分木製家具已使用 FSC 森林驗證的木材作原料，另外部分塑膠商

品也使用回收的塑膠製造。Dell 電腦使用回收電腦的塑膠製造新的電腦，也使用從

廢電路板回收的金與其他貴金屬於新的主機板。在紡織產業中，國內已經有許多

聚酯纖維廠使用回收的 PET 作為原料，原料不足的部分還有進口回收的寶特瓶，

經過熔融、酯粒、製成纖維、紡紗、織布的流程，再生為新的布料紡織產品。

民眾也有一部分的族群願意在生活中，選擇對循環經濟有幫助的消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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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消費者的關念與意識轉變，可能是透過教育、自學自覺、或環保文化塑造的

新氛圍產生。中央與地方環保機關與學校一直持續透過各種環境教育，讓民眾與

學生能夠瞭解回收與垃圾減量的方式與重要性 ；同時民間環保團體或有環境意

識的團體也宣傳理念與做法，已經在回收與廚餘分類上產生許多成效。有一種環

保文青文化正在社會孕育當中 ( 黃恩浩，2019)，吸管、塑膠袋影響到海龜、海鳥

等海洋生物影片與討論等文章在網路快速擴散，許多青年以能夠減廢的方式為自

豪，成為他們選擇消費方式的信念，有許多替代一次性使用的商品與品牌因此產

生，包括吸管、餐具、購物袋。在新的網路世代，網路的資訊已成為一個型塑循環

文化與交流循環資訊的重要方式，然而其中還是有許多錯謬的訊息，需要民眾有

能力分辦，做合理的選購與分類回收。

(三)	 提升環境及自然資源價值

資源是否能在自由經濟中循環，主要跟資源的價值有關。當資源的價值被過度

低估，產業就不會將資源循環再利用。有一部分資源未被循環再利用是因為物

質在生產消費過程中減損其循環的價值，例如產品加工使用複合的材料或複雜的

接合組裝方式，讓資源不易分離純化，一但分離純化的成本高於回收所產生的價

值，回收商無利可圖。

在循環經濟的體系中，再設計具有提升自然資源價值的重要功能，例如設計產

品選用可循環再生的材料、可拆解或模組化的設計，以及為回收料製品透過設計提升

其功能、質感、建立品牌產品的循環故事，都有機會提高消費者的願付價格。在細談

自然資源價值如何影響循環經濟之前，先來瞭解何為資源。目前 OECD 在談永

續資源 ( 物料 ) 管理，所定義的物質性資源有四大類，分別是生物質、金屬、非

金屬礦物以及化石燃料。就較廣義之自然資源來說，直接必需的資源還包括各種

能源與水資源。非物質性的資源包含環境品質、生態系豐富度與平衡以及土地等

等。更廣泛的探討經濟發展的元素、人力資源、創意、技術、資金及資訊都是資

源。循環經濟的目的是讓各種資源發揮其最大的價值，從生命週期和系統思考的

角度，讓資源在不同時間跨距和空間範圍內，能重複發揮其效益，滿足經濟體永

續發展需要。某一種資源發揮其效益時，也需平衡這種生產消費模式是否減損其

他資源的價值，例如使用化石燃料作為能源的價值同時，會造成環境品質價值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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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度的減損，若以低價值用途耗掉的不可再生資源，也是減少這些資源未來的

使用機會，是一種機會成本。許多環境與經濟永續的問題來自於資源的不當使用

或耗用，為了永續發展，政府或產業對所需要的資源定出合適的價格是有其困難

度，政治的因素讓水電等使用資源的公共事業不易反映調整其成本或永續價值，

同業的競爭與全球化的市場讓資源產業不易調高資源價格，但國際上也有成功例

子，因運用策略制度反映資源真實價值，為經濟注入新的動能。本文透過以下案

例做說明 ：

1. 台灣水價及電價

台灣最直接可以看到資源價值被低估的情況是水價及電價，依國際水協會

IWA 在 2014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歐、美、亞各地區之水價均高於我國，歐洲國

家的平均水價幾乎是我國的三倍以上，我國水價為全球第三低。依據國際能源總署

IEA 在 2019 年最新統計資料，2018 年我國住宅電價為全球第三低，工業電價為

全球第五低。汽油在改成浮動油價之後，無法反映中油原料價格波動直接成本的狀

況有比較改善，但還是沒有辦法反映許多間接外部的成本，例如土地污染的整治

與新用設施用地取得 ( 如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市面上汽油比礦

泉水更廉價的奇特現象。過去許多產業在台灣成長的立基是因為台灣有比多數國

家更低廉的工業水價與電價，也因此吸引外商來台投資，然而這些低廉的水電價

其實來自許多政府補貼國營事業，相當於納稅人為企業付出用水用電在費率以外

的成本。低電價水價的環境企業缺少研發導入高能源效率與高水資源效率的技術。

新加坡和以色列這兩個國家缺乏水資源，為其產業與民生積極發展水資源技

術，現在除了能滿足其國家需要，還能輸出水資源到臨近國家，成為國家戰略資

源，為國庫進帳。丹麥是缺乏化石能源的國家，努力發展風力發電技術，德國雖

然有煤礦，也努力發展風力發電等綠能技術，這兩國現在重要的產業就是輸出其

風力發電機其相關系統服務到其他國家，並持續發展海上風力發電技術、風機尺

寸持續加大，發電功率也持續提升，而發電成本持續降低，Enercon 與 Vestas 這

些技術領先的製造商會繼續研發，以拉開和其他後起製造商的距離。

我國需要有些政策制度的調整，反映資源的真實價值，並讓循環經濟有能夠

扎根成長的環境。德國 Enercon 等企業發展再生能源領先的原因是其能源的躉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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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Feed-In Tariff) 制度，政府保證收購民間再生能源發電，配合電價油價的提

高，反映能源的價值，因此德國的產業積極投入再生能源技術發展，創造現在的

優勢。

資源的真實價格要如何訂定是一個高難度的問題，需要考慮的面向除了反映

國際市場的價格，也需納入環境外部成本、資源的戰略儲量、以及社會對於價格

的接受程度。價格調整的進度需考慮對於產業的長期與短期衝擊，有些經濟學專

家或智庫能運用計量經濟模型 ( 如 CGE 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預測不同的資源

價格對於未來產業與民生的影響。

2. 調整資源價格

在調整國內資源價格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可使用，包含徵稅、總量管制、限用與

禁用、以及有替代效果的可再生資源供給。

(1) 稅制

以稅制來說，對於進口的資源，可以透過關稅或能源稅的方式處理 ；對於國

內資源，有些國家對於特定不可再生資源的開採徵稅，如菲律賓有對於土石的開

採課徵資源稅、澳洲曾對開採鐵礦、煤礦的獲利部分徵收礦產資源租稅 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MRRT)，英國也有對開採石油徵石油營利稅 Petroleum Revenue 

Tax(PRT)。

(2) 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也是一種可以調控價格的方式，突顯資源的有限性，產生市場競爭的

效果。在環境品質的管理上，美國最早發展這種總量管制的策略，為一個地區的污

染排放設定一個上限，在地區內的污染活動需取得排放許可量，這些排放許可量就

成為可以交易的資源，也就是所謂的 Cap and Trade 制度。總量管制不限於環境品質

的管理，也可以用限制資源開發與供給，讓區內的產業透過交易，來合作提高區內

資源的使用效率。台積電在南科設廠時，環評時考慮區域的民生農業及其他產業的

用水需求，對於台積電用新廠的用水量設定更嚴格的上限，這促使台積電導入各種

廠內水循環再利用的技術，另外也用高價格向奇美實業交易，以獲得更多自來水的

使用權，奇美實業賣水權給台積電，其獲利用來買台南市仁德水資源中心產生的再

生水，用於冷卻製程，因此產生一個合作三贏，且能發揮水資源效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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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用與禁用

限用與禁用的制度常用在避免可再生資源過度耗竭，過去台灣的林業曾經興

盛一時，為了保育森林資源禁止伐木，國內的林業也因此消失，木材與造紙原料來

自進口木片或是回收紙作為原料。對於近海與遠洋漁業資源，我國正努力強化漁業

管理，除了某些魚種只限於特定季節可以捕撈，還有限制魚種、限制體型、限制漁

具、限制漁民人數與設定產量的上限，以維持漁業資源可以永續經營。國土規劃對

於土地使用的限制能夠保育特定的生態資源，水質保護區的土地利用限制則是保護

水資源的作法。限用與禁用多應用在環境品質與可再生資源的保護。

(4) 發展替代可持續的資源

對一種資源過度依賴造成的問題有時需要發展替代可持續的資源，例如要減少

傳統化石能源的需求，需要創造再生能源產生替代效果，過去風力和太陽能被視為

負擔不起的選項，如今能源技術快速發展，已經大幅降低再生能源的價格。在日照

與風速條件佳的地區，太陽能發電與風力發電的成本已經可以和核電、天然氣等不

可再生的能源競爭。近年來生物精煉的技術正在發展中，歐盟在推動循環經濟的同

時，也在發展生物經濟 (Bioeconomy)，讓未來使用石油等有限資源生產的原料可以

從作物、農業廢棄物、食品加工廢棄物、廚餘、海藻行光合作用等生物性來源，生

產藥物、化學品、塑料、燃料等產品。未來這些技術的轉換效率若可以再提升到一

個程度，讓成本可與石化燃料競爭 ( 價格長期看漲 )，全球對於石油的依賴就有機會

大幅降低。循環技術的持續精進，將會讓更多以循環材料製造的產品價格再降低，

甚至能和使用原生料的產品競爭，例如回收鋁重新再煉製的再生鋁，已經作為許多

鋁製品的原料。

上述徵稅、總量管制、限用與禁用、可再生資源替代 4 種方式直接影響購買

資源的成本。讓消費者或生產者在使用資源後，負擔對產生之廢棄物或污染物的處

理成本，也是一種間接的策略，讓資源使用的生命週期成本來影響使用端。美國加

州、加拿大、紐西蘭及歐盟 24 個會員國有對垃圾進掩埋場課徵掩埋稅 Landfill 

Tax，此費用可以反映目前廢棄物處理成本，更考慮到掩埋場的空間是會耗竭的資

源，以及掩埋對環境造成的壓力，掩埋稅被視為一個推動循環經濟的工具。我國台

北市、新北市的專用垃圾袋制度也可以對消費者產生類似的效果。環保署現在已經

27

企業永續經營趨勢及循環經濟市場商機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27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27 2021/12/21   上午 11:56:162021/12/21   上午 11:56:16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有許多污染相關的經濟策略工具，例如土污基金、空污費、水污費及其防治基金、

公告應回收物品生產與進口之回收押金，適度的調整檢討費率與收費制度，都有機

會反應資源使用的生命週期成本，促進產業檢視所排放之物質是否是錯置的資源，

尋求減少環境足跡，提高資源生產力的生產模式。

(四)	 結合各類創新商業模式

1. 商業模式分類

成功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需要為產業提高獲利，對消費者或使用者產生價

值。本節先說明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可以分成那些類別，然後透過商業模式地圖

(Business model canvas) 來解析商業模式在各種環節上。有哪些循環經濟的策略可

運用，最後從食衣住行四個層面來分享循環經濟的商業案例。

Weetman(2016) 在重要著作 A Circular Economy Handbook of Business and 

Supply Chain 中說明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可以分成六類，依交易相關產品服務

的所有權使用權轉變而有所不同，分別為銷售 (Sell)、交換 (Exchange)、分享

(Share)、租賃 (Rent or lease)、服務、效能或成果 (Service, Performance or re-

sults) 與其他類別，以下對這六種模式逐一說明。

(1)  銷售：銷售者將貨品的所有權轉移給購買者，可販售以回收材料製造的產品，

或是設計使用可回收材料以及耐用或易於維護之產品，然而銷售相較以下其他

種循環商業模式仍是鼓勵線性經濟，消費者取得、使用、丟棄。

(2) 交換：是指原產品的所有權人結束這產品使用週期，將其移交給下一個使用

者。網路交易平台(例如eBay與台灣的旋轉拍賣平台)的發展，幫助使用者分享或

取得可交換物品之資訊，並進行交換式交易，產品的轉移可能是暫時的，也

有可能是永久的，暫時的轉移是當第2個使用者結束其使用週期後，可能在交

易其所有權給第3個使用者。

(3) 分享：分享模式代表使用者不需要擁有這個物品，就可以使用。取得使用的權

利可能是免費，也有可能是付費取得使用權，還有些模式是讓使用者定價或捐

助產生金流。各種共享產品或服務的所有人可能是政府、企業、社福機構、個人

或是合作社。近年相關商業案例快速增加，因此大家以「共享經濟」這一個名

稱描述這個趨勢，以交通工具的共享案例最為蓬勃發展，包括私家車共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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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民間共享單車以及共享機車。在哈佛商業評論中，Eckhart與Bardhiidah討論

共享經濟的定義，有公司在使用者之間作為物品仲介的商業模式不應視為共享

經濟，因為使用者之間沒有接觸，亦沒互惠的責任，應稱為「取用經濟」(Access 

Economy)，在有使用者互惠的共享經濟商業中，可以互利型態分享利益，對象

範圍分成以下三種共享模式：

a. 消費者對消費者共享模式，又稱 peer to peer(P2P) 模式，例如汽車共享

b. 社群型共享模式，例如社區的工具圖書館

c. 地方政府服務共享模式，例如圖書館、公共自行車

就可以分享的事物來看，有以下四種：

  • 空間，包括建築與交通建設和道路、水運航道等

  • 物品，包括產品、材料、設備等

  • 技能，包括專業技術、知識與經驗

  • 服務，包括物業管理、軟體使用等

   Forbes富比士的報告估計北美的P2P商業，在2013年的金流已達50億美元，

汽車共享在2016年已達33億美元，共享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其因素，一方面已開

發國家人民可支配所得與購買力持續減少，而且許多薪資穩定職務減少或是轉

成僱傭或承攬的任務，許多購買物品「所有權」消費模式會轉為購買「服務體

驗」之使用權商業模式。在共享經濟的商業中，產品的所有權人會透過分享讓

產品更密集的使用，來獲取更多的利益，因此耐用、保值、易於維修保養的商

品會有更多的市場空間。

(4) 租賃：這是在許多產品已經運行許多的商業模式，消費者選擇使用產品功能或

服務的權力，更甚於取得其所有權。有一句話說，喝牛奶不需要買一頭牛，租

用可以幫使用程度低的消費者節省一定比例的購買支出，租賃的商業模式也比

販售的商業模式減少原物料的成本，富比士的報告以洗衣機為例，公司租用洗

衣機可以比量產販售洗衣機增加35％的淨現值效益。建立租賃的商業模式會強

化廠商與客戶的關係，更有管道得知產品使用狀況，以及客戶的意見，因此可

以針對這些部分持續改善產品以及其使用之服務，有些公司將租用產品搭配維

護或其他加值服務，因此增加額外的獲利金流。租賃的模式讓產品的設計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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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藝朝耐用、可靠、高效能發展，以提高產品生命週期中，可產出的服務

次數或效能。另外也有一些網路資訊平台、物流業以及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

因能為租用公司與使用需求者提供便利的資訊與線上交易服務，以交易金額的

一定比例作為服務費用。

(5) 提供服務、效能或成果：是比租賃模式更貼近客戶直接需求的模式，租賃提供

產品使用權，而這個模式提供消費者所需要的服務、效能或成果，例如照明大

廠飛利浦在荷蘭推出了以空間亮度(以流明計)與時間計價的商業模式。在這種模

式下，提供服務效能的產品都會屬其廠商，廠商設計會致力延長其使用壽命與

合適的效能，並且讓產品到使用週期後，有最高的殘餘價值，讓產品可以再利

用、零件再製造、或回收材料再生為原料，因此產品中的資源能有效循環，有

些企業能自行製造與循環再利用，有些企業會將循環作業外包給其他專業的公

司。循環經濟的專家Stahel教授稱其為「效能經濟」(Performance Economy)。

這種商業模式可分B2B與B2C兩類，其客戶分別為其他事業或是民眾。在市場

上已成功運作的服務有物流與倉儲、網路通訊服務、高速公路、共享辦公空間

及電子書服務等等。

(6) 其他：包括非營利組織、同時考慮商業與社會利益的社會企業、地區產業合作

社之資源共享再利用運作方式。

  以上循環經濟相關的商業模式已經具成功的案例，但也許多循環創新產業

因為無法達成其獲利目標而退出市場。成功的循環商業模式有其特點，能夠有

效控制成本與提高或增加獲利管道。Ostewalder et al. (2010)所提出的「商業模式

地圖」已廣泛被企業用來分析與設計商業模式，下文透過商業模式地圖來解析

幾個有特色的循環商業模式。

2.	商業模式地圖

一個商業模式地圖把影響商業模式獲利 ( 成本及收益 ) 的營運模式拆解成 7 個

要素。如圖 1 所示，在下方是商業營運的成本結構以及收入效益兩個區塊，收入

或效益扣除成本後，就能反映企業這個商業模式是否能夠獲利。

發展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企業必需要產生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也就是圖

中核心的 Value Provided。線性經濟的商業模式所提供的主要是產品，而在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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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商業模式更強調提供有價值的服務或成效，以滿足客戶需求 ( 右端的要素

Customers)，例如前面提到的共享、租賃、與服務、效能或成果的商業模式。企

業所產生有價值產品或服務，需要管道 (Channels) 提供給消費者，物流體系與資

訊流技術的發展對循環經濟有重要的影響，一方面客戶更方便得知與取用循環導向

的產品或服務，也有利消費者交換商品或將不用的商品售出。循環經濟發展需要有

逆物流的參與，把需要再配送、再利用、再製造、回收材料的貨品從客戶手中取

回，有效配送進入下一位客戶，或進入循環產業，再製再生為可用的材料、零組件

或產品。因為逆物流能增加貨物本身或其材料的使用次數，會比線性經濟商業模式

產生更高的資源生產力。

圖1 商業模式地圖

另一個重要的商業模式營收的因素是客戶關係，成功的商業模式需要客戶的

信任、與售後服務。傳統的銷售模式因所有權的轉移，企業與客戶的關係在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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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結束後就消失，部分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因為所有權未轉移，只是提供使用

權或商品產生的服務，企業會與客戶有更密集的互動，過程中企業可以收集許多

使用經驗的回饋，持續改善產品的效能，持續改善使用的體驗，讓客戶對企業有

更高的黏著度。

影響商業運作成本的因素有企業進行的關鍵活動 (Key activities，例如產生價

值的主要生產與商業等活動 )、企業如何取得其所需要之資源 (Key resources，例

如原物料、資金技術、土地、人力資源等等 ) 以及企業的主要伙伴關係 (Key part-

ners，例如合作產業、政府、媒體等等 )。從關鍵資源來看，許多循環產業會以循

環的物料作為其資源，或採用易於循環再生的材料作為其原料 ；從伙伴關係來

看，因為物料的循環涉及回收產業與製造業的動靜脈產業整合，才能有完整的循

環通路，所以整合完整的合作伙伴關係比線性經濟更具難度，許多物料的循環亦

需要有政府在法規策略上的支持，因此循環產業需要政府主管機關作為重要的伙

伴。

3.	食衣住行的商業模式案例

我國近年出現許多有特色的循環創新商業模式，本文針對食衣住行各挑出一

個特別的例子，並以商業模式地圖整理其各要素的特點 ( 圖 2 ～圖 5)。

(1) 食：在台南官田，其烏金合作社以一個社會企業的模式，將菱殼碳加以運用。

成功大學發展的技術製成具有良好吸附能力的除臭包，亦發展許多菱殼碳相關

產品與應用，這個合作社的商業模式解決過去田邊燃燒的空污問題，也讓社區

老化的人口能夠得到收入，增進居民的合作互動與向心力，整理其商業模式特

色如圖2。

(2) 衣：在台南七股的合明紡織製作具有文化及生態概念的紡織布料，原料來自回

收寶特瓶以及取自虱目魚鱗的膠原蛋白，增加人造纖維與人體皮膚的親和性，

除了生產布料，亦提供低價零碼布料供設計師與相關科系學生使用，因為合明

紡織與日本及義大利的品牌合作，擴大其產品的通路與價值，整理其商業模式

特色如圖3。

(3) 住：由台南起家的Hour Jungle Cowork提供共同辦公空間給新創人士，依使用

時間計費的方式可減少年青人才在辦公室長期租約、裝潢、辦公設備購置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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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共同的空間有助於建立人脈，孕育異業合作，因此特別吸引年輕的專業人

士，該空間也提供會議室租用，不定期舉辦交流專業講座之活動，並且有法律

及財務諮詢的服務，整理其商業模式特色如圖4。

(4) 行：Gogoro已在桃園與台北市建置其共享機車網絡，結合其便利的能源網絡

的電池交換站，加上智能機車的方便性，將成為WeMo的強勁對手，其商業模式

特色如圖5。

圖2 官田菱角殼循環產業的商業模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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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合明紡織使用循環原料的商業模式地圖

圖4 建築工作空間與設備共享的商業模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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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Goshare共享機車的商業模式地圖

(五)  培育循環經濟專業人才

在循環經濟發展的趨勢上，我們需要以下六項專業能力的人才，將是為各國

轉型成循環型社會所需的人力資源。

1. 系統性思考

在推動資源的循環上，特別需要兩種系統分析的專業人才，分別為生命週期

分析以及物質流分析。

2. 成本效益分析

一個新的循環模式是否能成功運行，取決於其成本效益。因此成本效益分

析是評估循環的商業模式所必要的專業能力，循環經濟需要考慮到期初的投資成

本、以及後續的營運成本與效益。

3. 技術研發

循環的技術需要許多技術研發以及製程設計規劃的人才。

4. 設計使用者體驗

循環經濟有機會提供給客戶高價值的產品服務，而不是與主流的產品削價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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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這些產品服務需要有更好的使用者體驗，讓社會大眾感受到其價值，為此具有

使用者體驗設計的專業人才對於循環產業相當重要。

5. 商業模式設計

成功的商業模式決定一個循環經濟導向的產品或服務是否能成功運作。

6. 結合數位化的服務

資通訊的技術進展對於循環經濟是一種智慧資產 (Intelligent Assets)，善加運

用這些科技將能使循環產業的效益潛力再擴大。

四、結語

循環經濟是經過污染防治、環境保護、資源回收、資源循環等多個階段，融

合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重要策略。很可能是未來二、三十年可兼顧環境保護、資源

永續及經濟發展的政策方向。

雖然各先進國家及地區，包括台灣，已充分了解循環經濟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並全力推動，但仍然存在技術面、經濟面與法制面等多重障礙，必須在產官學研

各界努力下才能加速推動，重要的舉措包括 ( 但不限於 ) ：推動延長生產者之延

伸責任 ；調整消費者心態及行為模式 ；提升環境及自然資源價值 ；結合各類創

新商業模式 ；培育循環經濟專業人才等。

台灣在循環經濟領域有非常扎實的技術基礎及推動經驗，又是近年來政府重

要的施政項目，有機會成為亞洲甚至世界的成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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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驅動產業永續與
創新轉型

台灣設計研究院	 林鑫保	 副院長	

台灣設計研究院	 戴佑容	 經	 理

一、線性經濟的盡頭

工
業革命過後，在科技飛速發展、便宜又豐富的原料與化石燃料能源供應、以及

廉價的人力交互作用下，「開採、製造、使用、丟棄」的產品使用流程，成為

經濟效率考量之必然發展。19世紀後，強權國家用許多刺激消費的方式來復甦蕭條

的經濟，開啟了線性經濟蓬勃發展的另一波高峰。

然而，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環境資源的超量使用也讓地球不堪負荷。據全球

足跡網路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統計顯示，全球超載日 [ 註 1] 連年提早，2019 年

甚至已經來到 7 月 29 日，表示一年有超過 1/3 的時間，人類都在超支著地球資源中

度過，也是在耗費我們的子孫的資源。物料成本升高、污染與極端氣候災害的經濟

損失等負面影響，對許多國家級企業來說，也越來越無法忽視，而資源所有權、廢

棄物處理所產生的地緣政治問題，在未來越發嚴重。種種跡象都表明，線性經濟已

經不是適合人類長期依賴的經濟模式，現今人類必須思考下一條路要往哪裡去？

二、以循環的思維引導改變

對比地球的自然生態系統已運行了數億年仍生生不息，人們開始反思，或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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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們應以自然循環的概念，重新思考我們的經濟系統。2015 年巴黎協定中定義的永續

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展現世界各國對永續行動的共識。

而後全球循環經濟發展的先驅歐盟，更率先訂定「循環經濟推動方案 (The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來帶動歐盟會員國的循環經濟發展，也從全球供應鏈的層面

提升全球循環經濟的動能 [ 註 2]。

圖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然而，遠大目標的達成需要從各個領域小範圍的革新做起。循環設計能從不同

層級切入，產業間資源流動的整合、企業製造產品零件及服務的模式創新、給予消

費者正向的消費意識。以不同角度實踐循環設計，經過互相連動影響下，最終能創

造更大的改變，帶來更多正向的價值。

三、台灣產業的循環設計。設研院can	help！

台灣屬於島嶼經濟，土地有限，許多資源仰賴進口，比起多數國家，我們有更

大動力要善用每分資源。以全球尺度來看，以外銷為導向的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

40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40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40 2021/12/21   上午 11:56:182021/12/21   上午 11:56:18



應佔有一席之地，引導產業在設計思考下落實循環設計，即時掌握循環的最新趨

勢，將能穩固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台灣設計研究院 ( 此後簡稱為設研院 )，背負「引領產業創新，發展高價值設

計知識與應用」的使命，自初投入綠色設計相關領域的研究與輔導，已超過 10 餘

年。為響應聯合國 SDGs 永續目標與政府之「循環經濟」5+2 重點產業發展政策，

自 2017 年起即開始推動循環設計，從材料源頭設計驅動創新思考，促進產業跨域合

作，創造「產業圈、設計圈、消費圈」互利共創的 ecosystem，帶動永續產業鏈的創

新發展。我們也不斷以動態調整的方式持續推動循環創新，透過設計實現恢復性與

可再生性的概念，利用循環設計、系統思考、社會創新、聯想模組、生態準則等思

維，創造永續消費與生產轉變。

設研院應用循環設計指引 (Circular Design Guide)[ 註３]，以設計思考切入循環經

濟，協助各領域啟動循環創新，同時亦將此指引應用在院內推廣循環設計專案的流

程，對應其四個步驟：理解 (Understand)、定義 (Define)、製造 (Make)、釋出 (Re-

lease)，從「循環設計評估與研究」、「產業輔導」、「循環教育與工作營」、到「展覽與

推廣」，一步步加深我們對台灣產業循環設計的耕耘，並將循環理念推行的更遠，針

對本院過往循環設計推動重點成果分述如下：

圖2 台灣設計研究院推動循環設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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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一)	 理解階段－循環設計評估與研究

為儲備更充分的培力輔導能量，首先需要對循環設計相關領域進行研究，研究

範疇囊括國際循環設計相關規範與標準、各國際單位提出最新循環設計方法、相關

學術論文等，統整資訊產出如趨勢分析、循環指標開發、服務商業模式研究等成

果。目標為循環設計產業鏈提供最新趨勢資訊、實用的循環設計工具、並組成跨領

域溝通聯盟。

• 「循環度指標MCI」是循環設計工具研究開發的成果，透過產品材料分析以及循

環度分析，了解各元件之材料用量、來源、回收再利用率、生命週期參數等，

最後發布產品的循環度評估報告，讓產品後續優化有所依據，實踐資源循環的

永續產品。

• 與小智研發共同研發「循環材料與設計加工應用材料資料庫」，預期補足循環

設計生態鏈中，供給與需求的資訊落差，提高設計師與工程師材料掌握度，讓

材料再製與設計更順暢。

圖3 循環材料與設計加工應用材料資料庫

(二)	 定義階段－產業輔導

在定義的階段不僅僅是為設研院內部定義循環設計，更重要的是為各企業定義

循環設計在其內部執行的各種可能性。我們提供產業輔導流程，協助企業了解自身

痛點與市場定位、定義設計議題範圍、組成設計跨領域團隊、進行設計診斷、進一

步實質輔導開發硬體產品或是創新商業服務。輔導的企業及業務項目相當多元，本

院藉由整合材料、研發、設計團隊共同合作開發，依產業特性與企業需求，分年建

立「循環設計」導入產業之輔導標竿典範。以下節錄產品設計、場域整合設計、以

及跨領域服務體驗設計的案例重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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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高牆隔間系統

循環設計應用在產品設計當中，核心概念就是提升材料運用最佳化，以降低產

品全生命週期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提升產品與服務的運用價值。「樂高牆」在產品設

計的階段，就已經考慮到牆面、隔間施作時的需求，甚至是未來拆除後，產品回收

再利用的方式。

材料來自建築廢棄物，經過分類篩選系統，98% 的材料能直接投入樂高牆板材

的生產。由於單一材質，施工切下的邊角料，可由施作人員取回，100% 回收再利用

成為新的板材原料。

外型採模組化設計，統一規格的板材能大量預鑄生產，在施工現場能拼接組

裝，以預埋螺母螺栓鎖固，加快施工速度，減少耗損。板材上有預留凹槽，使組成

牆體後，內側有縱向與橫向管道空間，預留給隔間內走線使用。

樂高牆材料比其他隔間都要輕，卻提供同等或更好的機能如防水、防火、防

震，最重要的是價格平實，讓樂高牆更容易被市場接受，降低民眾選用循環設計建

材門檻。圖 4 是 2020 年新竹設計展期間運用樂高牆的材料設計搭建的服務台。

圖4 2020年新竹設計展期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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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 輔大醫院智慧病房MAC WARD

2020 年更攜手設計與醫療體系跨領域合作，協助輔大醫院與小智研發打造智慧

病房 MAC WARD，導入設計思考與循環設計，重新定義醫療空間，以「場域」推動

「產業」革新，從醫療場域使用情境，進行整體性空間規劃與模組化病房設計，使用

可再循環材料、樂高化模組件，可於 48 小時內完成組裝和病房功能轉化 ( 一般 / 加

護 / 隔離 / 負壓 )，並串聯醫用家具、數位科技、智慧衛浴等產業，不僅能提供最佳

的醫療品質，也能透過科技保護病人與醫護的安全。已於 2021 年 6 月正式投入新北

市防疫醫療專責病房。該案例也獲得 2021 德國紅點設計獎及 2020 金點設計獎的雙

重肯定，美國 CNN 電視新聞網也有專題採訪，並在全球頻道中播出。

圖5 智慧病房MAC WARD

• 春室與新竹公園場域

在春室場域整合設計的案例中，春池玻璃超越了回收再造的範疇，透過展覽、

體驗、餐飲和選物，讓工藝更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地點選在春池玻璃的發源地—

新竹，與新竹公園腹地中的各項設施相輔相成，提供到此遊覽的民眾一個充實的體

驗。

三層樓的春室概念空間中，有玻璃工坊能夠欣賞職人展藝、體驗玻璃製作，有

販售可循環再製的高品質玻璃選品，有可供休憩的餐飲咖啡廳，內裝布置也採用大

量玻璃工藝的巧思，讓遊客沉浸在玻璃之中。循環經濟的流程中，回收、材料、產

品、服務四大階段，春室都已達成，而透過循環服務設計，春室將循環經濟與環境

共生的價值的中心理念，做更有效的傳播，並鼓勵遊客們實踐，加深與永續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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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春室發行了實體的「玻璃幣」，民眾能夠藉由回收行動取得，本身除具紀念價值

外，也能兌換成商品。對於民眾來說，回收行動本身有趣、讓大家對環境議題有參

與感，且最後可以得到回報，這是一個完整的體驗設計。將環境的議題以感性的方

式表達、提供誘因、並且容易達成，成為了此次策略成功的關鍵。此外，玻璃幣的

策略也能跟其他單位結合，如公園區域內的動物園及星巴克，以短期活動的方式操

作，創造活動獨特性，成為亮點。

圖6 春池玻璃—玻璃幣

圖7 春池玻璃—春室概念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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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 尋秘旅途旅程設計

「循秘旅途 Circle Journey」是循環設計與服務結合的案例，創造一個生活消費

示範場域。運用設計思考貫串硬體和軟體，讓循環設計進入每個細節，除在物質上

討論「循環」外，亦聚焦於提升使用者體驗，讓循環永續的價值可以透過設計充分

傳達。

場域為富邦藝旅飯店的兩間示範房，依照為內循環設計、產品服務化、延長產

品生命週期、安全循環的材料選擇、去物質化、模組化設計等循環核心概念，進行

空間重新配置與備品選用。活動方面推出沉浸式的體驗行程，以旅遊、音樂、設計

主題主軸，引導民眾藉由身心探索，由內而生的認同循環理念，以不同角度給予議

題嶄新風貌。物件方面邀集了食、衣、住、行、樂各面向的循環產品品牌參與，共

13 家國內循環設計品牌，開啟旅宿顧客對於循環設計的認識。[ 註 4]

由飯店及旅遊業者提供住房空間及旅遊服務的再設計，結合品牌、設計業者的

創新議題設計能量，地方利益相關者的支持。經過設研院的產官鏈結、策略制定及

設計資源整合，讓循環設計進入場域進行測試與落實跨域合作，創造可被複製的示

範成果，持續在市場上發酵，創造更大的價值。

圖8 循秘旅途 Circle Journey—富邦藝旅飯店示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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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再設計房間的使用備品

(三)	 製造階段－循環教育與工作營

在輔導推動改變之後，我們希望在製造階段能賦予更多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

以相關人員教育以及工作營執行，讓有循環轉型動機的業者，獲得循環設計策略、

方法與工具，得以自主創新，促成企業內部思考模式實質的轉變。主要方式除企業

工作教育營外，亦舉辦循環設計之國內外典範案例場域參訪、教育課程與論壇。

• 協助業者的過程，主要經過三大部分。從「品牌與溝通」開始，重新聚焦品牌

定位，讓產品/服務能被準確的定義；接著討論「產品及服務」，以循環設計

的觀點，找尋產品及服務的優化切入點，同時滿足顧客體驗；前兩者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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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營運及系統」的支持，將很難實現，透過此階段的溝通，業者將更加

了解優化內部營運系統的重要性，進一步創造企業內部適合循環營運模式的環

境。

• 執行過的項目包括Home Hotel、智慧醫療聯盟、大愛感恩科技，甚至執行過跨國

的循環設計台日共創工作營，成果豐碩，促成各產業內部的思想轉變。

(四)	 釋出階段－展覽與推廣

第四階段的釋出，是基於前三階段的累積後，整合資訊與經驗，一舉擴大影響

力的能量釋放。透過辦理循環設計成果展覽、參與國際設計展會、與講座交流會等

方式，創造資訊流動，知識與經驗的對話，將循環設計各領域的應用推廣到社會中

不同的層面，激發不同族群對於循環設計更多的想像，促成未來更多的改變。

• 「循環設計展—你在圈內嗎？」循環設計主題展於2018年底在松山文創園區展

出。目的為推進台灣的環保思維至一個全新階段，立基於社會大眾已知的環保

觀念，開始從消費者、設計師、製造商端，三者朝向同一目標，共同協作建立

循環體系。展區首先以生活物件爆炸的方式，讓參觀者直接了解日常生活製造

出了多少廢棄物。到了「永續材質區」則展示物件原料被回收再製的可能性(如

玻璃、紙、塑膠)，同時也輔以國內實行之不同領域回收再製技術(如電路板、布

料、PET等12項)。最後透過體驗互動裝置以及廢棄物藝術廊道，近距離示範再

製過程並讓民眾接觸體驗，加深參觀者對循環議題的印象。

 

圖9 「循環設計展—你在圈內嗎？」循環設計主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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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的「循環設計展」，一開場就特別點出「地球超載日」，讓參觀者深

切感受，提升對資源循環運用的認知。該展沿著「設計、科學與商業」三個面

向，分食物、時尚紡織、居住物件、電子電器、塑膠包裝、城市這六大領域，

展示全球40個案例。在產業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重新思考，原料、設計、製

造、銷售、使用、回收及再利用等環節，能否應用「為內循環而設計、產品服

務化、延長產品生命、選擇安全且循環材料、去物質化、模組化設計」等循環

設計策略加以優化。激發參觀者想像：未來十年，如何透過「循環設計」(circu-

lar design)讓生活更永續？

圖10 循環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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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計的未來在循環

綜觀台灣現況，地形與貿易型態讓台灣有適合發展循環經濟的條件。資源回收

相關法規長久施行，以及產業結構形成的紮實製造業供應鏈，亦成為相當大的助

力。然而，循環設計的概念尚未形成廣泛大眾通識，設計教育中也仍缺乏循環概念

的引導。企業內部的精細分工，各生產環節的專業者互動甚少，亦導致跨域合作困

難。循環設計的發展，仰賴於讓更多相關者納入圈內，增加溝通以及資訊的傳播，

唯有讓產業鏈中每一個環節的需求和困難，都得到充分的傳達與了解，才能產生更

強烈的連結。

以設計力深耕台灣的設研院，於「善、創、享」三個層次中，定義了經濟、 環

境及社會永續發展是我們追求的願景，將我們積累至今包括人文工藝、產業技術、

及多元文化經驗的能量，善用在跨界整合的循環設計領域環境中，致力於打破資訊

的障蔽，協助各界創造更大的實際價值。

全世界的循環轉型仍在蓬勃發展的階段，台灣雖沒有落後，但也還有許多可以

耕耘的地方，設研院未來將透過設計力，在循環設計的領域持續協助翻轉產業創

新。如同 IDEO 設計公司執行長 Tim Brown 所說 ：「設計的未來在循環。」而我們，

已經在路上了。

註解內容

[註1]  地球超載日(Earth Overshoot Day)，過去稱為生態負債日(Ecological Debt 

Day)，是指每年全球人類生活產生的生態足跡，超越地球的生物承載力的日

子。

[註2]  歐盟執委會在2020年3月發布「新循環經濟行動方案」，在循環的大原則下，

對於未來流通在歐盟境內的產品及服務訂定了更詳細的要求標準和限制。

[註3]  循環設計指引 (Circular Design Guide) 由艾倫麥克亞瑟基金會 (Ellen MacAr-

thur Foundation) 與設計公司IDEO共同研發。

[註4]  房內使用「春池玻璃」回收玻璃馬克杯、「台電文創」之退役設備再製的床

頭閱讀燈whimsE010、「林果良品」以廢棄皮革製作的室內拖鞋、取自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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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木料製成的「minfort」手工音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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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之致能技術與
企業發展策略之研析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所	 王順輝	 副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所	 陳范倫	 經	 	 理

一、	前言

近
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與開發度攀升，氣候變遷加劇與伴隨之自然災害發生頻

率與導致的災損日趨嚴重，聯合國於2018年發表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18中指出，全球城市人口增長迅速，從1950年的7.51億人(占當時全球人口30%)至

2018年已成長至42億(占全球人口55%)；預估到2050年，城市人口將大幅增加為67億

人，全球比例也將提升至68% (如圖1所示)，全世界正面臨過度「城市化」(Urbaniza-

tion)的風險與挑戰，其將衍生許多問題，例如資源生態失衡、治安失序、環境污染

和阻礙永續發展等。

國際組織數年前已察覺此正悄悄發生的風險，並提出示警與相關推動策略與

目標或是示警。例如聯合國於 2015 年發表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United Nations, 2015)，其中與環境面相關的項目包含：要在 2030 年

前，大幅減少死於危險化學物質、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的死

亡及疾病人數，並且減少都市對環境的有害影響，其中特別是空氣品質、都市與廢

棄物管理。世界衛生組織 (WHO) 亦於 2018 年指出，全球約有 90% 的人接觸污染的

空氣，估計每年 700 萬人的死亡與室內、室外空氣污染造成的危害有所關聯 ( 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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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依據 OECD (2020) 報告顯示全球空氣品質持續惡化，預計到 2030 年室外空

氣污染 ( 懸浮微粒和臭氧 O3) 將成為全球環境相關死亡的首要原因。2020 年哈佛大

學更是針對美國因感染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 ) 之死亡人數與空氣污染程度進行

公衛統計研究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ovid-pm)，結果顯示空氣中 PM2.5 的濃度

與該疾病的較高死亡率存在關聯性，在疫情爆發前空氣污染嚴重的地區，其新冠病

毒患者比該國污染較輕地區的新冠病毒患者更容易死於感染，呈現正相關的關係。

其他國際組織關注環境品質議題可參考表 1。除了空氣品質受影響外，根據聯合國世

界水發展報告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資料顯示，在人口持續增加、樹木

與裸地逐漸減少、降雨滲透地表減少等因素影響下，到 2030 年將造成全球每人平均

可利用水資源比目前減少 13% ，加上工業化與都市化導致部分工業污染外溢造成水

質污染，對於未來水資源需求持續增加的全球，是一大挑戰。

上述因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變異下，已對環境、資源甚至健康等造成衝

擊，為了改善此情形，全球從國家、國際、到企業層級，紛紛相繼提出「循環經

濟」的推動策略與發展目標。而作為實現永續發展策略的一部分，循環經濟提供了

一種替代策略來回收資源，並將其再利用於生產製造中。循環經濟過去主要著重於

如何更好地回收、再利用從廢棄物中收集的材料，以鼓勵循環利用，意即常見的減

量 (reduce)、再使用 (reuse)、再循環 (recycle)，然而發展至今，單純的「3R」方法已

略顯過時，循環經濟更應著重於預先在產品開發的設計階段，便整合考量上述的策

略，以實現提升資源的循環利用率。在過去十年，循環經濟推動策略多偏重於塑膠

袋和塑膠瓶等消費品的回收利用，目的為遏制對環境的有害影響。然而近年來，發

展趨勢已轉向發展可從因原物料不易獲得而導致供應鏈中斷的生命週期結束 (End-of-

life) 產品中，回收和再利用資源的技術。例如數量不斷增加的智慧型手機、筆記型

電腦等消費性電子產品，以及因積極發展與生產的電動車，導致其儲能電池數量大

幅增加等。本文將介紹推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與優點、實現循環經濟的致能技術，

以及目前國際上企業為實現循環經濟而採取的關鍵策略之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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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全球1950-2050年城市與鄉村人口變化與預測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2018)

圖2 每年因接觸污染空氣導致死亡人數之主要區域統計概況
資料來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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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年國際組織關注環境品質之議題

二、	推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與優點

(一)	 循環經濟可減少廢棄物、提高資源生產力和更具競爭力的經濟

為了減少水、空氣和土壤等污染、資源枯竭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衝擊，同時降

低出現如供應鏈斷鏈的經濟風險與挑戰，循環經濟受到了廣泛關注，越來越多國家

關注且提出實際行動方案，來嘗試改進傳統方法，各個產業之利益相關者並已經開

始意識到其所帶來的好處，包含：

1. 控制有限資源的消耗，促進可再生資源的利用，例如：

(1) 提高淡水的可用性和品質

(2) 減少土壤退化

(3) 獲取清潔能源等。

2. 藉由材料再循環和資源回收來優化資源產量，例如：

(1) 廢水循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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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循環再利用電子垃圾和電池，以回收稀土金屬等。

3. 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和就業機會，例如：

(1) 可為回收/再循環產品開創新市場

(2) 精簡非正式派遣人員，並將其轉為組織的正式人員等。

(二)	 技術進步伴隨社會制度變遷對於循環經濟轉型至關重要

推動與實現循環經濟時，常得面臨許多挑戰，包含：

1. 技術轉型：除了突破既有技術與創新外，還必須同時可被社會大眾所接

受，例如採用再生資源製成的生物塑料替代傳統塑料產品。

2. 社會制度轉型：此轉型的核心為打破社會窠臼，例如消除一次性塑膠袋，

並鼓勵消費者自備塑膠袋之政策推動。

3. 採用通用技術輔助社會制度轉型：利用物聯網(IoT)、數據分析等技術，協

助特定產業推動循環經濟，例如廢棄物監管與回收等。

(三)	 在公司營運和發展策略規畫等層面均有益處

分別從「環境面 - 供應鏈 - 經濟面」三者彼此效益關係進行剖析。環境面：透過

閉環 (closed loop) 方式，推動循環經濟，並藉由資源回收和再利用的新技術，可消除

水體污染，減少碳排放等，有效遏制對環境的有害影響；供應鏈：透過回收傳統廢

棄物，並從中回收有價值的材料，再導入在相同或其他替代應用中重複使用，實現

材料的再生利用，從而緩解資源匱乏的挑戰，有助於在資源日益不穩定的環境中，

確保供應鏈的穩定性；經濟面：透過相關「致能技術」，可以幫助公司將其商業模

式、產品設計、供應鏈規劃和其他方面等，均納入循環經濟的考量與原則，從而提

高整體獲利能力，並為其在市場上，提高可持續性供應之競爭優勢。

三、	循環經濟致能技術	(Enabling	Technology)

技術障礙一直是影響企業推動循環經濟的主因之一，本研究將針對包含用於廢

水處理與回收再利用、碳排放捕獲之關鍵領域，介紹相關致能技術。

(一)	 回收畜牧糞便，生成乾淨水和固、液體肥料

畜牧業產生的污水常混雜著動物糞便，而由於糞便污水常富含磷和氮，未經處

理任意排放甚至做二次使用，除了影響牲畜健康外，也會污染地下水質，更會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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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被污染，破壞自然生態系統。而目前市面附有廢水處理的牲畜糞便管理系統由

於售價不低，加上通常無法回收萃取出任何養分濃度 (nutrient concentration)，或是無

法有效回收有價值的有機物，均影響到業主採購使用的意願。

加拿大的 Livestock Water Recycling 公司專注於畜牧業之糞便管理，並開發出具

有專利之 LWR 系統 ( 如圖 3)，結合機械和化學方法，並使用專有過濾膜去除污染物

和回收牲畜糞便中有價值的營養物質，透過固化、細粒固體去除、過濾和調節以及

去除溶解固體等步驟，最終獲得乾淨的水、無磷含鉀液體肥料、含氮磷固體肥料。

總計可從牲畜廢物中分離高達 75% 的水、17% 的液體肥料和 8% 的固體肥料。除了

減少了糞便的總體積，也使水得以循環再利用，並回收與濃縮相關營養成分，用作

農作物種植的肥料減輕了許多常見的糞便管理問題，避免污染地下水外，同時提升

了投資報酬率。

此技術與設備將可應用於包含家禽、豬、牛等養殖畜牧業，回收的固態和液態

肥料除了可以自用外，並可販售，增加額外收入；而回收的再生水則可以在養殖場

中重複使用，從而節省成本，實現循環經濟的價值與效益。

圖3 Livestock Water Recycling 之畜牧業糞便與廢水處理流程
資料來源：Livestock Water Recycling (2021)

(二)	 具選擇性分離二氧化碳，並降低碳捕獲成本的先進材料

隨著美、歐、加、日、韓等上百個國家表態支持氣候政策及允諾大幅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淨零碳排已成為全球最關注的重要行動，同時開發碳捕獲和再利用之

技術也蔚為風潮，目前主要方式包含使用石灰 (CaO) 或氫氧化鉀 (KOH) 與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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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反應，並產生沉澱，然而成本還是過高，影響了其廣泛採用。而且主要捕捉與改

善目標為工業廢氣，其占了排碳量極高比例，其組成也相對複雜，不易捕捉特定氣

體。因此開發出能夠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選擇性捕獲 CO2 的技術，對於提升

技術普及率來說至關重要。

位於美國的 Mosaic Materials 新創公司，技術源自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發

出一種用於碳分離的新型材料 - 四胺附加的有機鎂金屬化合物 (tetraamine-functional-

ized Mg2, dobpdc)，其結構為金屬有機骨架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OF)，如圖 4

所示，為高多孔性的結晶固體，孔隙表面為氣體分子提供了大量的吸附點，通過改

變這些吸附點位的化學性質，可將 MOF 設計成可從複雜混合氣體中，選擇性的捕獲

CO2，成果並於 2020 年發表於國際權威期刊 Science。由於此新型 MOF 材料具有化

學可調性 (chemical tunability) 和大比表面積，使其捕獲 CO2 的性能優於其他氣體分

離技術 ( 如蒸餾、吸附技術等 )，大幅降低從具有多種氣體混合物的廢氣中捕獲 CO2

的成本，此外其材料特性使其能夠使用低溫蒸汽，便可對被吸附的 CO2 進行再生，

並進行循環利用，有別於其他需要更高的溫度或更低的壓力等高成本來解吸再生的

材料。該公司已於 2019 年獲得美國市值最大的石油公司 EXXONMOBIL 投資合作，

並已經實際導入天然氣發電廠之應用，用來捕獲燃燒過程中排放的 CO2。

圖4 可用於捕捉碳之四胺附加金屬有機骨架新穎材料(Mg2, dobpdc)之結構 
(綠色、灰色、紅色、和白色球體分別代表 Mg、C、O 和 H)

資料來源：Kim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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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電動汽車的報廢電池再次利用於儲能應用

由於地球蘊藏石油有限，雖有從油頁岩提煉合成原油技術問世，但開採提煉過

程中排放的污染，仍對環境造成不小衝擊，同時伴隨著科技進步與政策推動，近年

來全球電動汽車數量大幅增加，然而需要同步思考的是如何處理大量的電動車報廢

電池，避免日後對環境造成危害。

位於美國的 Rivian Automotive 是家電動車製造商，被視為是 Tesla 主要競爭對

手之一，已於 2021 年 11 月於美國首次公開上市 (IPO)，潛在市值預估 700 億美元。

該公司開發了一種新穎的方法，重新設計其電池組 (battery pack)、模組和電池管理

系統，使其在報廢時，得以從車輛儲能系統，幾乎能以無縫接軌方式轉換至固定儲

能系統，而電池模組薄型化之設計 ( 如圖 5)，能節省更多空間，對於二次利用上更

有助益。該公司利用從電動車中回收的 135 kWh 電池組，應用於儲存太陽能微電網

(solar microgrid) 中多餘的能量。該公司並和 Honnold 基金會合作，預計於 2021 年捐

贈一個利用二次使用電動汽車電池的 1 MW 存儲系統予波多黎各 Adjuntas 城市，使

其成為全球第一個採用二次電池設計之儲能系統，預計可替該城市提供 10 天完全離

網 (off-grid) 之所需電量 (Honnold Foundation, 2020)，這將可解決未來大量的汰役電

池，體現廢棄物管理與循環經濟的實質精神。 

圖5 Rivian Automotive開發之二次利用的薄型化電動車電池
資料來源：Honnold Foundat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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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際企業的循環經濟推動策略之案例研析

1.	Renault汽車

Renault 汽車在法國巴黎附近的 Choisy-le-Roi 設置一家再製造 (Remanufacturing) 

工廠，負責重建整修雷諾汽車五種主要零件產品，包含發動機、機械變速箱、渦輪

增壓器、噴射泵和氣缸蓋套件 ( 如圖 6 所示 ) (Renault Group, 2020)。重新整修的產品

以原價的 50-70% 出售，並提供一年保修，2020 年再製造售出的變速箱與引擎數量

分別為 9,296、12,545 件，每年貢獻超過 2.7 億美元的收入。透過整修再製造而非全

新製造零組件的策略，雷諾已有效減少了 80% 的能源消耗、88% 的用水量和 77% 的

廢物產生。

此外雷諾也與鋼鐵回收、廢棄物管理公司合作，在產品設計階段時，便將未來

車輛報廢的專門技術預先融入與納入考量。同時雷諾還專注於在整個供應鏈中採用

循環經濟之原則，與切削液供應商合作，從原先只採買切削液，轉變為包含整個切

削設備的維護服務，包括切削液供應和廢棄物處理。使其成本降低了 20%，並減少

了因切削作業產生的廢棄物與廢水的額外負擔。

圖6 雷諾汽車之零組件再製造工廠
資料來源：Renault Grou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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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合光能

天合光能為中國太陽能電池製造商，並於 2020 年於上海證交所上市，銷售國家

超過 100 個，累計超過 66 GW。因預期到 2030 年，其生產之第一代太陽能電池將被

淘汰，已預先投入開發新技術，以因應屆時大量零組件之回收與再利用。該公司計

畫從模組中回收玻璃，並重新製造再利用，而相關電子控制系統則將依歐盟廢電子

及電器設備 (WEEE) 指令處理，以萃取並純化貴金屬和稀土金屬。此外也致力於水

資源循環利用，包含 RO 水、空調冷凝水以及經前處理後的廢水等，並用於清洗、

沖洗、綠化等；並建立中水回收廠，將在製造過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水製成再生水，

作為原水供應的補充。上述策略都有助於該公司加強其供應鏈，減少對自然資源的

依賴，同時提高整體永續發展性。

五、	結語

循環經濟可透過回收廢棄物和再循環利用有價值的材料，從而緩解資源越趨匱

乏的挑戰，並可有助於在資源日益不穩定的環境中，確保供應鏈的穩定性。而農業

廢棄物已逐漸被廣泛用於能源生產，然而在畜牧業糞便及廢水循環再利用上，普及

率仍有待提升；而對碳排放對氣候變化作用的意識不斷提高，各國相繼訂定減碳目

標，也增加了對捕獲碳的需求，同時捕獲回收的二氧化碳可應用生產生物塑料和燃

料等各種應用之原材料，也鼓勵並提升了其回收潛力，而不單純只是儲存。而民眾

缺乏意識、相關法規仍不足、對回收再生產品的需求性低，以及創新技術可行性等

皆為推動循環經濟的主要障礙，均是未來研發人員、企業乃至國家相關管理者應思

考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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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生態化園區國際
標竿案例簡介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張嘉真	 副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黃欣栩	 資源循環利用組組長

一、前言

循
環經濟的趨勢下，衡諸國際，生態化園區一詞為工業發展重要的轉型目標。

而如何評估園區循環表現，則有賴建立循環園區評估指標。因應國情文化、

社會、經濟條件、政策考量等因素，有必要建立適用我國之循環指標系統，以利了

解能資源循環現況並研提改善方針。工業發展帶來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同時也造

成生態破壞、氣候變遷、健康與生活環境的劣化。因此，如何將區域內企業體之能

源、物料、資源等供需情形，藉由完善規劃的能資源整合鏈結系統，以最少的能資

源使用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並降低環境衝擊與負荷，為當前推動區域能資源整合

重要課題，其主要概念在於促進產業間投入與產出面之關聯性鏈結，減少能源及資

源之浪費。工業生態學被定義為「以系統化、跨區域化為基礎，盤點複雜而互相關

聯之人類與自然系統的交互作用」(Allenby, 2006)；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ted Na-

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針對循環生態工業區(Ecological In-

dustrial Park, EIP)之定義為「一特定工業區域透過社會、經濟及環境品質的整合，將

永續概念與措施融入園區選址、整體管理規劃、設施除役等面向」(UNIDO, 2017)。

而要達成循環生態園區，「產業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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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意指區域內企業透過能源、資源、水資源等之交換，促進一個企業之副產品

作為另一企業之原料使用，甚至可擴大至經營策略、人才、公有設施之共享等非物

質的交換。

二、循環園區之發展與國際概況

UNIDO 於 2017 年更新生態工業園區操作手冊 (Implementation Handbook of 

Eco-industrial Park)，其中也針對能資源及水進行相關標準的訂定，例如 RECP(Re-

source Efficient and Clean Production) 系統是針對個別公司常用的管理標準，其指標架

構分為絕對指標與相對指標，前者為在特定時間內數據的量測，後者為相對於參考

標的進行比較分析的數據，在環境指標中，生產力 (Productivity) 以及污染強度 (In-

tensity) 是兩項重要的相對指標：

(1)  生產力：將產品生產量相對於每單位的資源使用進行量化，例如每消耗一噸

之原物料可產出之產品重量，或每使用一立方公尺的水量所完成之營運量。

(2)  污染強度：將資源使用量或污染排放量相對於每單位生產量進行量化，例如

每生產一單位之產品重量所產生的CO2排放量或廢棄物重量。

此外，RECP 依照產品的資源投入與產出污染分為六大絕對指標。投入包含物

質、能源、水資源的使用，產出包含固體廢棄物、空氣污染以及廢水的排放 ( 圖 1)。

圖1 RECP投入與產出指標架構

上述六大絕對指標彼此互相影響、牽制，當生產力沒有提升，增加資源的投入

將導致更多污染物的產出。依據此六大絕對指標進一步計算資源投入與產出污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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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RECP 六大環境相對指標項目分列如下：

(1) 資源生產力(Resource productivity)

A.能源生產力(產品輸出量/每單位能源使用量)

B.物質生產力(產品輸出量/每單位物質使用量)

C.水資源生產力(產品輸出量/每單位水資源使用量)

(2) 污染強度(Pollution intensity)

A.溫室氣體污染強度(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單位產品輸出量)

B.固體廢棄物污染強度(固體廢棄物產生量/每單位產品輸出量)

C.廢水污染強度(廢水產生量/每單位產品輸出量)

另一方面，為達成歐盟氣候變遷目標，歐盟委員會制定歐盟標準產業共生要素

(CEN Workshop Agreement (CWA) on Industrial Symbiosis: Core Elements and Imple-

mentation Approaches) 以推動產業共生系統，並將產業共生分為主要要素及可選要素

(CWA, 2018)，主要要素如下：

(1)  企業產出之未充分利用的資源，包含能源、資源以及廢水的交換利用；非實

體之交換亦同樣重要，包含專業、能力、物流等。

(2)  促成共生「機會」的資訊揭露，例如其他單位的能資源資料或技術。

(3)  促成產業共生的商業條件，包含調降成本與風險、提升產業競爭力，或是對

於廢棄物定義及企業責任有明確定義的政策、法規。

可選要素如下：

(1)  合作網絡：建立容納不同面向與規模的產業網絡，可刺激創新思考，增加產

業共生成功的機會。組成網絡的單位包含政府、第三部門、研究機構、社區

組織等。

(2)  創新：產業共生的建立通常需要多元化的創新經營，改變原始供應鏈。

除上述循環園區評估指標訂定守則以外，由歐洲 20 個國家所組成之聯邦環境

保護署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FOEN) (FOEN, 2014) 於 2014 年亦針對 27

個國家，囊括歐洲、美洲、亞洲及大洋洲等，調查研究 168 個國際生態化工業區案

例，評估營運模式與表 1 所載指標之符合度。統計成果發現，168 個案例中有 120 個

生態化工業區可符合廢棄物管理指標、102 個符合能源效率指標、100 個有執行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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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95 個符合物質流控管指標、77 個符合可再生能源指標、49 個具文化、社

會、健康及安全指標、45 個具備移動性及交通指標、36 個符合土地利用最佳化指標

等，其他指標尚包括生物多樣性、空氣污染控制、環境管理系統及噪音控制等。

表1 歐盟聯邦環境保護署提出生態化工業區指標

指標面向 指標說明

能源效率
最佳化或減少能源使用，包括建築物、其他設施及工業生產所需之能
源

可再生能源
使用或現地生產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水力發電、汽電共
生 (CHP)、以廢棄物生產能源、地熱能、潮汐 / 海浪發電及生質能

廢棄物管理 現地收集、運輸、現地或外部處理、回收或廢棄物最終處理
水資源管理 現地廢水處理、減少或最佳化基礎設施及生產用水量
物質流 / 化學
流

協同效益、公司間的材料交換 ( 化學品、廢棄物等 )、企業間合作、產
業共生所定義之投入 - 產出模型

生物多樣性 工業區或都市地區及其周遭之生物多樣性保育或生態系統振興

移動性、交通
以環境低衝擊的方式高效可行的運輸物品或人 ( 例如：公共交通工具、
電動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共乘系統 )

土地利用 最佳化或減少工業 / 都市基礎設施之土地利用，活化荒廢土地
空氣污染控制 經由清潔生產製程或應用管末處理技術，以減少空氣污染逸散
噪音控制 經由清潔生產製程或應用管末處理技術，以減少噪音傳輸

環境管理系統 工業區以 ISO 14000 或生態管理及稽核計畫 (EMAS) 等環境標準認證

文化、社會、
健康及安全

文化層面包括保存文化多樣性和地方特色的價值；社會層面包括性別
平等、輔導重返社會之專業、幼童照護、殘疾人士重返社會等；健康
及安全層面則包括工業區或都市地區及其周遭之安全、乾淨的自然環
境及工作環境

資料來源：FOEN (2014) 

國際上目前已有許多研究嘗試提出更多元的評估方法與指標，以界定工業區是

否為生態化工業區，而依應各國國情、文化、政策、制度、經濟結構各異，各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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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化工業區及其關切重點，也有所差異。例如部分工業區僅著重於能源與廢棄物管

理與再利用，而有些園區則強調需採用綠色建材或發展環境科技。爰此，為提升評

估指標實際應用之適用性，同時考量實際應用之可運作性，包含輔導資源投入可行

性、改善可能性以及改善成效等因素，有必要依據現行產業狀況、法規環境、社會

條件等，擇定優先評估之指標項目，以最少政策資源達成最大效益，提升整體循環

園區改善幅度。

三、國際循環生態化園區指標案例

綜整國外生態化工業園區之執行步驟並歸納重點評估項目，可發現指標需涵蓋

環境、經濟與社會三大面向。在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中，不但要能達到資源效率極

大化、環境衝擊極小化、維持生態平衡等效益，同時在資本社會之考量下，也能降

低生產成本、創造經濟價值，並增加就業機會。以下將列舉國際已設立之循環生態

園區實際案例，並進一步探討轉型為循環園區所必備之要素。

1.	 韓國蔚山工業區

韓國為減少能資源消耗與污染排放，韓國政府於 2003 年提出國家級生態工業

園示範專案計畫，並將生態工業區示範項目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遴選五座工業

區，進行盤查並確立園區潛在共生網絡，並發掘與建立共生網絡所需之技術、管理

體系等；第二階段則將前階段中之產業共生經驗擴大至其他 47 項產業共生計畫，此

階段之輔導資源與資金分配採用評比機制，工業區彼此間將根據園區內促成之產業

共生網絡進行競爭；最後一階段則是將表現優良之生態工業園區經營模式，導入全

國產業共生體系，成為示範標竿園區 (Park & Behera, 2014)。其中，蔚山生態工業園

區之產業共生模式已成為國際上的優良典範。

Park & Behera (2014) 中提到，參考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之企業永續管理標準，並依據資料取

得可行性以及指標關聯性進行篩選與改良，評估韓國工業區轉型為循環生態園區之

績效標準分為經濟指標與環境指標。經濟指標採用淨經濟收益 (Net Economic Benefit)

進行計算；環境指標則包含原物料耗用量 ( 包含廢水、鋅粉 )、能源耗用率以及二氧

化碳排放量。將園區盤查資料帶入指標計算公式並進行加總後，最終以生態效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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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 (Eco-efficiency variation)，分析蔚山工業區循環度之表現。生態效率偏差值以經

濟指標表現作為分子，以環境指標表現作為分母，以 1.0 作為基準，自 2007 年開始

建立共生網絡以降，生態效率偏差值由 0.101 上升至 2012 年的 0.12，表示經濟效益

提升，環境衝擊降低。

2.	 德國巴斯夫工業區(BASF	Verbund)

巴斯夫工業區為世界領先之化學工業聚落，透過生產設備與副產品、能源及物

質流管理、知識交流、縝密的管理方針等定性與質性之項目，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降低所有鏈結事業的生產成本。園區內的各個生產廠都以密集的管線連接，並用來

運輸基本的生產原料以及製程的中間產物，除安全、快速外也降低了運輸成本與對

環境的影響。此外，區內污水處理廠透過處理園區內 160 個生產廠、路德維希港以

及其他外部客戶的廢水達成了規模經濟。

此外，2015 年全球化工龍頭巴斯夫也針對產品及工廠製程永續性所發展的 SEE-

balance 社會生態效益評估 (Schmidt, 2004)，項目包含能源消耗、原料消耗、土地使

用、空氣污染物排放、有毒物質排放，以及其他風險等層面評估生態衝擊。社會面

向則從產品及製程可能影響之利害關係人進行探討，對象包含員工、供應商及商業

夥伴、消費者、鄰近社區及社會，甚至擴及未來世代與國際社群。其整體生態及社

會衝擊計算依據風險高低與成本訂定權重，最後找出影響最低之替代解決方案。

因應國際循環經濟發展趨勢，聯合國與歐盟皆已制定相關執行方針，提供各國

因應各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建構適宜各國國情之指標。前揭國際循

環園區指標訂定方針與循環園區成功案例進行歸納，彙整其所涵蓋之指標面向及類

別如表 2，可知循環指標訂定方向包含環境面、經濟面及社會面，然依據園區所注重

之議題，所研擬之指標面向亦有所差別。以韓國蔚山工業區為例，其主要以企業以

及產業共生的角度出發，重視事業在生產過程之環境與經濟面向之影響，較少有關

周遭社區利害關係人之指標；另一方面，從巴斯夫工業區之成功案例可發現，除了

考量能源、資源、水資源、經濟效益等可量化之指標，其他專業人才培訓、企業經

營能力、社會責任、物流運輸等質性指標，也是作為轉型成為循環園區之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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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國際循環生態工業區指標面向彙整

指標
面向

指標 
類別 指標項目

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生
態執行手冊

歐盟標準
產業共生

要素

歐盟聯邦 
環境保護署
生態化指標

蔚山工業區
評估指標(參
採WBCSD準

則[註1])

巴斯夫
工業區
評估指標

環
境

能源

能源節約指標、
能源使用效率、
再生能源使用
情形

V V V V V

蒸汽鏈結情形、
二氧化碳排放
情形

V V V V

資源

資源生產力、
廢棄物資源化
情形

V V V V V

固體廢棄物污
染強度

V V V

物質流盤查情
形

V V V V V

水資
源

生產用水情形 V V V V

水資源再利用
情形

V V V

廢水集中處理
設施

V V V

廢水污染強度 V V V

生態
生物多樣性、
環境友善程度

V V

空氣 空氣品質 V V V V
噪音 噪音控制 V V
綜合 環境管理系統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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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面向

指標 
類別 指標項目

聯合國工業
發展組織生
態執行手冊

歐盟標準
產業共生

要素

歐盟聯邦 
環境保護署
生態化指標

蔚山工業區
評估指標(參
採WBCSD準

則[註1])

巴斯夫
工業區
評估指標

經濟

土地利用程度 V V V V

循環經濟發展
程度

V V

商業條件 V V V

交通便捷程度 V V V

社會

訊息平台的完
善度、公眾對
的滿意度

V V V

事業編寫環境
報告書情況

V V V

環境考慮型大
眾交通通勤者
之比例

V V V

性別平等程度 V V V

綜合

能源、資源、
水資源以及非
實體型態之合
作網絡

V V V

政策、法規資
源導入程度

V V V

生態推動發展
程度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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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循環工業區評估指標與產業共生發展

「循環經濟」是我國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政策之一，透過能資源的再利用，

讓資源生命週期延長或不斷循環，以有效緩解廢棄物與污染問題，建立「從搖籃到

搖籃」的新經濟模式。為讓產業發展從「開採、製造、使用、丟棄」直線式的線性

經濟，轉型為「資源永續」的循環經濟，行政院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通過經濟部提

出之「循環經濟推動方案」，以「推動循環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及專區」、「建構新循

環示範園區」、「推動綠色消費與交易」、「促進能資源整合與產業共生」四大策略，

與「循環產業化」、「產業循環化」兩大主軸，將增加資源使用效率、減少浪費、減

少廢棄以及增加循環度等循環經濟理念及永續創新的思維融入各項經濟活動，期創

造經濟與環保雙贏並接軌國際。

一般而言，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經濟效益而主動進行產業共生行動，

然這些商業化行為亦可透過法規與政策擬定進行設計與推廣。以韓國為例，產業共

生計畫項目的設計主要由區域性的循環生態園區推動中心進行，也可由地方的研究

機構、企業提出建議，進行初步可行性評估後，經計畫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而更

上一層管理單位 - 韓國產業團地公團 (Korea Industrial Complex Corp.，簡稱 KICOX)

則主導計畫之規劃及經費，並扮演與其他政府單位之溝通橋樑，其層級類似我國加

工出口管理處及科學園區管理局。整體而言，韓國產業共生之計畫推動採由上而下

(Top-down) 與由下而上 (Bottom-up) 雙軌並行制度，落實地區性、區域性、甚至是國

家性的循環經濟。我國工業區內已有不少產業共生之行為，例如大園工業區區內能

源供應中心 - 大園汽電公司，為一間專業汽電共生廠，提供能源 ( 蒸汽 ) 予區內廠商

使用，包含化工、紡織、染整業等產業，2018 年已完成。此外，以園區為單位進行

整體循環度評估之盤查與推動策略將是未來政策方向。透過盤查國內產業園區及現

階段能資源使用現況，除作為循環園區評估指標之訂定參考外，更期透過分析各園

區循環利用潛力，評估改善事項及機會，加速推動邁向能資源循環型產業園區，建

構產業網絡與資源循環利用鏈結體系。

研析國外循環園區指標項目、盤查範疇及評估項目，並依據台灣工業區政策環

境、管理方法以及產業結構等，初步建議適用我國之循環園區評估指標項目及定義

如表 3( 經濟部工業局，2020)。整體檢視指標的可操作性、可自主改善、可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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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化等條件，並確保與國際推行循環經濟之方向一致。在指標運作上，考量各園

區主要產業類別與樣態存在差異性，建議依據產業園區特性訂定各別適用的指標項

目，並依據指標適用性，區分通用性指標與個別適用的指標，以利導入產業園區進

行循環度之分析。而總體循環表現分析機制，除可參考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

(WBCSD) 採用生態效率指標進行循環度分析，建議也可訂定評比機制，透過園區表

現排序，啟發良性競爭。透過循環評估指標之訂定，未來可分析各園區不同階段能

資源使用現況，盤點各園區指標弱項，評估改善事項及機會，不但可促使園區管理

單位了解自身園區表現，亦能做為輔導資源優先導入之標的，達到政策與經濟之雙

贏。

表3 我國循環工業區指標面向訂定建議

指標
面向

指標 
類別 指標項目 指標定義

環
境
指
標

水資
源

用水重複利用率
工業區及區內事業於生產或營運過程中，各項標的用
水重複利用水量占總用水量之比例，數值越高，表示
水資源越有效利用

事業廢水集中處理
率

工業區內個別事業產生廢 ( 污 ) 水後，排入污水下水道
系統，由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後排放至地面水體之比
例，數值越高，表示水環境遭受的污染風險越低

資源

資源循環生產力
工業區內事業以廢棄物為原料進行再利用，產出再生
產品之單位產品產值，數值越高，表示資源再利用之
效益越高，資源循環朝高值化發展

廢棄物再利用率
工業區及區內事業於營運過程中，產生事業廢棄物 ( 含
有害廢棄物 ) 之交換再利用量占總產生量之比例，數
值越高，表示資源越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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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面向

指標 
類別 指標項目 指標定義

環
境
指
標

能源

空氣污染改善及蒸
汽鏈結比例

工業區內鍋爐使用氣體燃料及柴油等低污染性燃料之
比例，以及將產製蒸汽與其他事業相互鏈結之比例，
數值越高，表示工業鍋爐產生空氣污染量越低且能源
越有效利用

再生能源利用
工業區及區內事業之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含汽電共
生，數值越高，表示節能減碳成效以及能源自主性越
高

綜合

循環經濟標準指引
工業區內事業取得循環經濟標準認證的家次，數值越
高，表示越多企業選擇以循環經濟模式取代線性經濟，
達成能資源有效循環利用

能源、資源或水資
源之產業合作網絡

工業區內能源、資源或水資源循環利用合作網絡，可
促進能源使用效率、資源循環使用、節省水資源，增
加產業共生的機會

經濟指標

資源循環產值
工業區內事業每年從事以各類可資源化廢棄物為原
料，將其再利用為再生產品者，其產值越高，表示循
環經濟發展度越高

土地利用率
工業區已完成租售及開發之產業用地之於工業區產業
用地之比率，數值越高，表示閒置土地越少，土地活
化利用指數越高

社會指標

企業社會責任資訊
揭露程度

區內事業之企業社會責任揭露家數占區內廠商數之比
率，數值越高，表示願負起社會責任之企業越多

工業區資訊揭露及
利害關係人共生合
作

工業區服務中心、廠商協進會及民眾的多方交流，透
過網站公告、發布新聞稿等方式公開必要資訊，以及
舉辦社區參與、環境教育等活動，促成工業區事業、
員工、鄰近社區居民及學校等重要利害關係人之溝通
交流，數值越高，表示資訊越透明化，溝通管道更暢
通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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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循環生態園區未來推動展望

循環經濟在台灣仍屬發展初期，為與國際循環園區發展趨勢建立連結，有必要

針對政策擬定、輔導資源投入，以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議題進行探討。綜整國際間

對於生態化工業區、產業共生、清潔生產及資源效率等循環指標訂定準則與指引，

多以能源、資源、水資源等三項重點環境指標為基礎，並考量質性項目，包含專業

人才培訓、企業經營能力、社會責任、物流運輸等社會及經濟指標，作為轉型成為

循環園區之必要因素。本文參考各國循環園區成功轉型之案例，亦綜整各國指標系

統執行及應用模式，研析我國能資源整合、產業共生執行方針以及循環園區管理策

略，提出我國循環園區轉型所面臨之挑戰與解決方法。

「循環經濟」是我國政府推動「5+2」產業創新政策之一，建立循環生態園區將

能夠融合「資源循環」以及「市場經濟」兩大概念，結合專案管理者、研究學者、

企業、政府、社區等各方面，形成良好的相互依賴關係，促進生態工業園區良性發

展，建立工業區品牌；區內企業亦透過綠色採購宣告以及園區整體形象的提升，打

入國際供應鏈，節省物質成本的同時創造新的經濟成長。

落實建構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之產業環境，在「循環經濟推動方案」中扮演重要

角色，推動關鍵為以產業共生為核心，藉由整合區域內產業餘裕之能源與資源，提

升產業綠色生產力，搭配效率改善與創新模式開發，以最少的能資源使用創造最大

的經濟效益，並降低環境衝擊與負荷，以強化我國產業永續之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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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內容

[註1]  WBCSD：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為一關注與研究企業永續發展議題之全球性組織，涵蓋面相包含能

源、氣候、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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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產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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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減量到循環：台達
電子實現零廢棄之

循環經濟

台達電子	 周志宏	 永續長暨發言人	

台達電子	 企業永續發展部	 許惠卿	 經理	

台達電子	 企業永續發展部	 施昀廷	 專案經理	

台達電子	 企業永續發展部	 連振廷	 主任專員	

台達電子	 企業永續發展部	 黃詩文	 資深專員

台
達電子為實現2020年廢棄物密集度相較2015年下降15%的承諾，以追求資源永

續利用，肩負企業永續消費與生產的責任，積極展開源頭減量、提升資源再利

用率及推動資源封閉式循環等行動，落實於日常營運中；更進一步整合及串聯上下

游供應商，推動全球價值鏈共同實踐將廢棄物轉化成有用的資源，以降低廢棄物產

生並提高廢棄物轉化率，在此目標下，台達東莞廠區在2019年取得UL 2799廢棄物零

掩埋白金級認證殊榮，達到「100%廢棄物轉化率含8%焚燒熱回收」， 2021年同心

協力、精益求精，更進一步達成「100%廢棄物轉化率含4%焚燒熱回收」，認證廠區

之廢棄物逐步邁向100%循環體系，落實資源利用最大化的精神。

一、製造業產生廢棄物處理的風險

近年來，循環經濟被視為廢棄物管理的最佳解決方案，因過去線性經濟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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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製造業從生產使用到廢棄過程中的廢棄物，大多進入掩埋或焚化爐，造成

地球資源枯竭。尤其是當掩埋場若管理不當時，可能會產生甲醛與苯或其他化學物

質滲漏污染水源與土壤，加上局部產生的空氣汙染，嚴重衝擊到周遭的生態環境以

及附近居民的居住安全。而掩埋場中的有機物分解時產生的溫室氣體甲烷，亦是

氣候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其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 86 倍 (Howarth, 2015)。根據

美國環保署統計，2019 年美國掩埋場排放了大約 1.145 億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甲

烷，是美國第三大甲烷排放來源 ( 美國環保署，2021)，其中工業廢棄物掩埋貢獻了

13.2%[ 註 1]。根據世界銀行報告指出，若沒有更積極的作為的話，到了 2050 年全世界

每年將產生 34 億公噸的固體廢棄物，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預估將高達 26 億公

噸二氧化碳當量 (Kaza et. al, 2018)。

圖1 2019年美國廢棄物產生溫室氣體來源
資料來源：美國環保署(2019)

廢棄物處理不當不僅對環境產生嚴重衝擊，其處理費用對企業而言也是日益漸

增的一筆費用。在高收入國家，綜合廢棄物管理的運營成本，包括收集、運輸、處

理和處置，通常超過 100 美元 / 公噸，低收入國家在廢棄物處理上的成本約為 35 美

元 / 公噸，有時則更高。而全世界的廢棄物處理成本，將從 2010 年的 2050 億美元上

升到 2025 年的 3,750 億美元 (World Bank, 2012)。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廢棄物是當今永續企業實踐責任生產的當務之急，也是聯

合國發布的永續發展目標，早至 2015 年歐盟即發表循環經濟推動計畫 (An EU Action 

82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82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82 2021/12/21   上午 11:56:202021/12/21   上午 11:56:20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以塑膠、食物廢棄物、關鍵物料、營建廢棄物及生物

質為優先； 2018 年 1 月提出塑膠循環經濟策略，減少一次性塑膠用量，且目標為

2030 年塑膠包材必須是可回收的 (Deselnicu, 2018)。當全球開始推動循環經濟零廢

棄，不僅可消弭廢棄物的產生，實現廢棄物即資源的理念，亦可將廢棄物對氣候變

遷的衝擊降至最低，當廢棄物轉化成資源時創造出循環經濟效益，將可在價值鏈中

創造無限商機。

二、台達廢棄物處理策略接軌聯合國發佈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

SDGs)，訂立了 17 項攸關全球永續發展的議題及目標。永續發展目標幫助台達評估

產品發展與世界需求能否接軌，思索如何將「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使命發揮更

大影響力，依據台達所聚焦的 7 項 SDGs ： 4. 品質教育、7. 可負擔能源、9. 工業 / 

創新基礎建設、11. 永續城市、12. 責任消費與生產、13. 氣候行動以及 17. 全球夥伴，

以此作為未來重點發展方向，從中發掘商機。

圖2 台達價值鏈中的永續風險與機會點

而台達的廢棄物管理為滿足 SDG 的責任消費與生產，須落實永續生產，減少廠

區與產品對環境之衝擊，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方針，如強化廢棄物管理措施、落實

源頭減量、提升資源再利用比率及推動資源封閉式循環，以創造資源利用最大化。

在此方針下促進永續廢棄物管理，其推動重點與做法為盤點投入與產出資源，透過

預防、減量、回收與再使用，大幅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實現資源有效利用，並進一

步創造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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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減量到資源循環的營運模式創新

循環經濟與線性經濟造成的資源衰竭截然不同，循環經濟是建立在物質不斷循

環利用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使整個系統產

生極少的廢棄物，甚至達成零廢棄的終極目標 ( 經濟部工業局，2010)。因此台達積

極承諾以 2015 年為基準年，在 2020 年前將整體廢棄物密集度下降 15%，並持續提

升廢棄物轉化率，降低環境衝擊。

為強化管理措施，台達自 2016 年從永續委員會 (ESG Committee) 向下成立減

廢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廢棄物減量目標，並提出相關策略方向和減廢措施。並於

當年更將減廢管理納入永續委員會九大專案之一，為了加強永續議題接軌全球各地

區，台達強化其全球永續架構，中國區與泰國區永續委員會也將正式成立，以積極

水平展開並落實目標。參考循環經濟產品的發展策略 ( 如圖 3)，台達從材料的有效應

用、延長產品及其零件的使用壽命，到更智能的產品使用和製造三個層面思考導入

循環經濟的做法，從循環提升到循環經濟於產品製造過程導入各項減廢循環措施，

並考量台達的生產特性，著重於減量、回用、再製造、重用和回收等措施。

圖3、循環經濟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2017)

導入國際認證方法是強化循環再生利用手法之一，台達於 2019 年採用 UL 2799

廢棄物零掩埋認證機制，將該認證範疇納入公司價值鏈生產過程中，針對廢棄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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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源及樣態進行分析，分別結合內、外部資源找出再利用潛力，規劃及落實減量

方案，進行廢棄物監管及分析了解其自身可以改善的事項，逐步提高資源利用率，

相關對應作為如圖 4 ：

圖4、台達強化循環再生利用作為

廢棄物可在產品生命週期中的任何階段產生，因此運用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簡稱 LCA) 評估工具，可了解產品在每一階段的衝擊，為一種系

統性分析產品自原物料取得、製造組裝、銷售運送、使用以及最終處置各階段導致

環境衝擊的方法，台達為了降低產品對環境之衝擊，參照國際標準 ISO 14040/44 針

對產品各別進行 full-scale LCA 及 Screening LCA，並於各階段導入綠色設計與包

裝，讓產品從設計階段就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一個符合「搖籃到搖籃設計概念」的產品，除了納入減量及回收廢棄物的觀念

之外，還要同時將產品對環境和人類的健康危害的風險降至無害，因此台達致力於

環境損益揭露，自 2017 年開始進行環境損益評估，分析生產活動所造成的營運衝

擊，透過衝擊路徑法，評估人體健康之致毒及致癌性與呼吸道相關疾病、能見度及

氣候變遷等項目，進行固體廢棄物社會成本法並將其影響進行貨幣化。台達 2020 年

固體廢棄物焚化之環境衝擊價值約為 38.7 萬美元，相較 2017 年下降 3.8%[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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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達從價值鏈推動減廢與循環措施

為了發揮台達驅動力及影響力，台達從價值鏈上展開一系列的減廢措施 ( 如圖

5)。2018 年台達透過供應鏈永續委員會決議，設定關鍵供應鏈 2025 年廢棄物減量

12% 目標，來強化供應鏈減廢量能，並成為台達重要的循環經濟夥伴。為實現供應

鏈減廢目標，台達成立跨地區減廢專案小組，透過 PDCA 管理機制，使廢棄物管理

整合為日常營運的一部分，進而推動減廢成果，更積極有效地推動全球自主減廢管

理專案。

圖 5、台達價值鏈減廢措施

台達各廠區同仁與供應鏈同心協力，透過 (1) 周轉減量、(2) 設計變更、(3) 使用

壽命延長等措施，大幅度減少廢棄物產生，並達到降低成本之效益。例如於製程端，

因製程屬性多元，原先各製程中的材料轉移及交付多使用紙箱作為承裝體，經變更

後，針對交貨頻繁、重量較重的物料優先採用可重複使用的塑料箱，主要箱體及隔

板材質為 PP，可大幅降低運送包裝成本。評估廠內廢棄物來源後，台達發現廠內產

線的零組件由倉庫發料至產線上時，配料過程原使用塑膠拖板車進行運送，但因金

屬件等重量較重會造成車子變形或斷裂進而報廢，因此改採用承載重量強的不銹鋼

拖板車進行配送，可配合載重需求並延長使用壽命，並減少塑膠廢棄物的產生，延

長拖板車的使用壽命。

 搭配廠內逐步導入自動化生產發展，亦是導入廢棄物減量與循環利用的契機，重

新思考進行設計變更，從供應商交料、內部收料、倉庫配料到發料置產線生產，需

搭配設備機台的運作方式達到即時生產，因此透過包材減量及重複使用包材，可簡

86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86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86 2021/12/21   上午 11:56:202021/12/21   上午 11:56:20



化上料轉料等裝填工序，來提升生產效能，減少時間上的浪費。

為落實社會參與及實踐企業公民應盡的責任，台達延伸後端回收的生產者責

任，做到廠內確實分類與廠外嚴格控管廢棄物的流向的處理，對所有產生的廢棄物

落實分類整理、確實監管、即時掌控及追蹤後端流向與處理結果。台達於後端廢棄

物處理廠商的交付上，皆需嚴謹的審查，並與具有清除、處理、再利用、資源回收

等許可資格的廠商進行簽約，並搭配當地政府與法規，找尋合適的處理方法，再利

用、資源回收、焚化熱回收等有效的資源化處理方式，避免選擇掩埋及焚化而無能

源回收處理商。

建立封閉式循環模式可確保地球資源在循環當中不會浪費，或因未妥善處理而

在環境中造成污染。連結上下游形成封閉式循環為物料資源在廢棄物階段產生的商

業模式 --- 資源再生與回復 (resource recovery) (The Carbon Trust, 2017)，因此台達與

價值鏈夥伴合作推動供應商互動參與，與供應商合作進行多項再利用專案，整合及

串聯上下游供應商，使台達的廢棄物透過上游再製回到台達。舉例來說，台達主要

廢棄物約 20% 廢棄物來自外包裝，除透過供應商回收及產線過程減少紙類使用外，

更積極與後端回收業者合作，將台達的廢紙箱運送給台達供應商 ( 紙箱加工廠 ) 的上

游原紙廠進行再製，提供台達作為產品包裝。從廢紙箱循環回到台達作為出貨用之

包裝材料，台達與供應商及回收處理商一起形成封閉式循環，創造循環經濟供應鏈

與商機。

五、台達全球價值鏈減廢循環推動成果

透過中衛體系互動參與，台達邀請供應鏈一起參與「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企

業經營使命，更持續與供應商合作進行多項減廢項目，不僅可降低自身與供應商營

運成本，更可協助提升供應鏈整體競爭力。包括包裝材料 (EPE、紙類等包裝材料

回收 )、可重複利用載體 ( 膠框 )、棧板回收再利用等價值鏈合作，2020 年共節省

9,508.9 公噸包材原料 (EPE、紙料及紙箱及棧板等 )，總節省約 365 萬美元的成本。

而在廠區減廢措施上，累計至 2020 年導入共計 298 個廢棄物減量專案，包括

周轉膠箱替代紙箱、紙封閉式循環、金屬下腳料二次利用 ( 如：銅棒、銅屑、錫渣

等 )、提升塑膠利用率、降低廢塑膠等減廢方案，計算減廢成效共減少 11,826.6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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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最主要減少的廢棄物種類為紙類包裝材料、廢塑膠、金屬下腳料及棧板等

項約占整體廢棄物量之八成以上，展現台達投入廢棄物減量及管理的具體成果。

台達致力於強化廢棄物價值化之轉化，主要生產廠區之 2020 年總清運之廢棄

物產生量為 39,336.8 公噸，其中，非有害廢棄物 35,667.8 公噸 (90.7%)，有害廢棄物

3,669.0 公噸 (9.3%)，而總體涵蓋價值鏈合作減量之廢棄物共 48,845.7 公噸；處理方

式分別為回用 / 再利用 9,508.9 公噸 (19.5%)、回收處理 30,624.2 公噸 (62.7%)、焚化

能源回收 8,126.2 公噸 (16.6%)、無能源回收的焚化及掩埋僅 586.4 公噸 (1.2%)，整體

廢棄物轉化率達 92.2% ( 其中，焚化能源回收超過 10%，以 10% 計算之 )。

除了管理來自生產行為的廢棄物，建築減廢也是台達關注的指標，透過公司政

策擬定：禁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等員工守則，將走塑與減

廢的習慣深植於企業文化當中，2020 年 8 棟建築物 WGI 為 110.7 公斤 / 人數 / 年，

相較於 2015 年下降 26.4%，超標達成下降 15% 的目標。

六、實際案例：台達東莞廠取得UL白金級零廢棄物掩埋認證(Zero	Waste	to	

Landfill,	UL	ECVP	2799)

在減廢管理委員會推動下，台達在各廠區的減廢行動成果顯著，東莞廠區更於

2019 年進一步導入 UL 2799 廢棄物零掩埋認證標準，此標準認證範疇以廠區為單

位，為求最大效率及符合台達減量推動範疇，台達先以東莞廠區進行方法學研擬與

標準認證，執行過程更進一步與其他廠區及上游供應商一起合作共享廢棄物轉化效

益。

台達東莞廠區主要生產的產品有電源供應器、交換機、路由機、風扇等，生產

比重占將近四分之一，是極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產區之一。UL2799 認證的工廠代表所

有的廢棄物流向必須進行合規性管理、查驗和稽核，確認廢棄物經過減量、回收再

利用與能源使用等轉化過程，避免掩埋處理與焚化後熱能浪費，整體資源轉化率達

到 90% 以上即可取得認證 (90-94% 白銀、95-99% 黃金、100% 白金 )[ 註 3]，將可資源

化廢棄物確實地做最大的轉化，以避免掩埋或無能源回收的焚化，協助其大幅提升

廢棄物的管理能力和資源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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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台達東莞廠取得UL白金級零廢棄物掩埋認證

台達東莞廠區廢棄物轉化率於 2020 年達到「100% 廢棄物轉化率含 4% 焚燒熱

回收」，取得白金級認證，於認證過程針對廠內執行相關的措施及方案進行量化，包

括上游供應商 (4.1%) ：原供應商包裝材回收 (3.6%)、金屬下腳料再製 (0.4%) ；製造

端 (68.7%) ：周轉箱、料盒及推板車回用 (68.4%)、製程減量 (0.3%) 以及下游處理方

式選擇 (27.2%) ；廢棄物能源回收 (4.2%) 與資源回收 (22.9%)。經統計整體東莞廠區

達成 100% 廢棄物資源化，其組成包括回用 33,422.8 公噸 (72.5%)、減量 154.2 公噸

(0.3%)、回收 10,568.9 公噸 (22.9%) 及焚燒熱回收 1,951.3 公噸 (4.2%)，詳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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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廠內執行減廢的措施及方案

其中，2020 年台達東莞廠區與當地供應商、回收商、原料廠等價值鏈進行串

聯，將廠區的廢棄紙箱透過回收廠交付原料廠進行回收再製，作為產品包裝產品，

共節省了 2,090 公噸廢棄紙箱。台達未來將逐步將此觀念及方法導入至全球各廠區，

進行廢棄物監管及分析了解其自身可以改善的事項，逐步提高資源利用率，且在

2020 年進一步做到了「100% 廢棄物轉化率含 4% 焚燒熱回收」。

90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90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90 2021/12/21   上午 11:56:212021/12/21   上午 11:56:21



圖8 東莞廢紙箱封閉式循環模式

七、落實循環經濟的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

從減廢到實現循環經濟，最重要的關鍵字是經濟效益。如透過製程優化達成廢

棄物減量， 2020 年台達主要生產廠區共推行 34 項製程減廢措施，包括：生產製程檢

討、污泥減量及生產治具改善等，共節省 718.6 公噸廢棄物，約節省 28.5 萬美元。

台達於金屬加工製程中，下腳料並未受污染，透過上游供應商合作，要求使用下腳

料再製金屬材料，達最短路徑的城市採礦，於 2020 年東莞廠區共節省 199.5 公噸原

料，共降低約 79.3 公噸的碳排放量，並進一步創造循環經濟。

為建立與在地夥伴的緊密關係，台達與供應商協同合作透過交付方式改善，

除紙箱回收重複使用外，亦透過可重複利用膠框導入，不僅能降低原物料的使用

外，亦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如包裝材料回收方面，台達與主要加工廠商合作，實施

EPE、紙類等包裝材料回收，以東莞及吳江廠區為例，節約 147.3 萬個 EPE 及 103 萬

個紙類，節省 187.6 萬美元。在運輸減廢方面，台達與當地機構件供應商合作，採用

可重複利用載體 ( 膠框 ) 運送塑膠外殼等材料，以替代紙箱使用，以東莞、吳江、台

灣廠為例，2020 年節省 207.6 萬個紙箱，節省 118.2 萬美元的包裝紙箱成本。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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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棧板回收再利用專案中，台達與當地供應商合作，回收再利用出貨棧板的樽子及原

木條，以東莞、吳江及蕪湖廠為例，鼓勵回收棧板原木條，並給予獎勵回收獎金約

14,000 美元，然而節省棧板成本高達 589,599 美元，顯現循環再利用產生的成本效益

遠大於需要的成本。

除將運送的紙箱改為可重複使用的膠框外，台達進一步與供應鏈建立廢紙封閉

式循環，2020 年台達東莞及吳江廠區與當地供應商、回收商、原料廠等價值鏈進

行串聯，將廠區的廢棄紙箱透過回收廠交付原料廠進行回收再製，作為產品包裝產

品，共節省了 5,568.4 公噸原紙漿使用，以回收廢紙做為原料可降低約 2.9 萬公噸的

碳排放量。

八、未來展望

台達致力實踐世界級企業公民的責任，從減廢減排到循環經濟，從營運創新到

廠區落實，不遺餘力地展現其成效，利用中衛系統推動循環經濟是企業帶動供應鏈

邁向永續發展的契機。回顧台達推動循環經濟的過程與成果，不僅可有效降低成本、

減少原料浪費，也降低企業的外部環境成本。對於更積極的廢棄物管理方式，台達

將定期檢視績效，並進行滾動式調整推動措施，而 UL 2799 的轉化率計算方法及落

實，將水平展開至全球廠區，未來將更積極推動於全球導入紙類循環利用、降低污

泥含水量及廢 PCB 資源化、有機溶劑使用量節約等。

要達到更高的永續目標如 2030 年前碳中和目標仍任重而道遠，台達秉持「環保 

節能 愛地球」的經營理念，未來將持續展現對於承諾的重視並積極落實，珍惜自然

資本，和合作夥伴們共同為資源永續利用及避免地球資源枯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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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內容

註[1]  美國環保署, https://www.epa.gov/lmop/frequent-questions-about-landfill-gas#how-

muchmethane

註[2]  計算方式為盤點生產投入到產出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若焚化會產生的衝擊，

如致毒及致癌性、呼吸道相關疾病、能見度、氣候變遷等，評估對人體健康或

生態損失造成的影響，經過貨幣化轉換計算衝擊影響所帶來的價值，如財產損

失等環境損益。

註[3]  UL, https://www.ul.com/services/landfill-waste-diversion-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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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流行的綠色環保
設計潮流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鼎銘  總經理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規劃室  張絮評、郭于禎、姜郁雯、陳昱綺 

「
資源變黃金、黃金變愛心、愛心化清流、清流繞全球」，大愛感恩科技作為國

內第一家環保社會企業，期許成為國際綠色環保品牌的典範，自成立以來以環

保人文、愛心接力、完全回饋為三大核心價值，帶動社會愛與善的循環，並致力開

發推廣環保再生材質的產品，於製程中嚴格落實環境保護，減少資源消耗，避免環

境污染，展望廿一世紀的綠色潮流願與每一個有心投入環保，善盡社會責任的企業

與團體合作，帶動更多人一起用愛和智慧守護我們的大地。

• 環保人文：疼惜地球，呵護眾生為宗旨，是大愛感恩科技「友善大地、關懷世

界」的人文與品牌價值意涵。

• 愛心接力：整合供應鏈合作夥伴，透過購買者的護持成為愛心的接力。

• 完全回饋：大愛感恩科技的股權及每年盈餘完全回饋慈濟來做國內外賑災及社

會公益之用。

一、緣起環保路，開啟再生能源

工業發達後石油除了作為能源之外，還有塑膠石化等製品，用以大量製造生活

用品，快速又便利，後來社會風氣漸趨奢靡，動輒汰舊換新，用過即丟棄，造成垃

圾量大增；這些石化製品，縱使掩埋千年也不易腐爛，已造成地球沈重的負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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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灣每年約耗用 45 億支寶特瓶，若將這些寶特瓶以燃燒方式處理，其污染將可能危害

人類健康，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更可能是造成地球暖化的危機。

1990 年 8 月 23 日，證嚴法師應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之邀，於臺中新民商工演

講。清早出門，見夜市收攤後，街上卻留下大量垃圾。演講結束，看到大家用雙手

熱烈鼓掌，便說：「請大家把鼓掌的雙手，用在撿垃圾、掃街道、做資源回收，讓

我們這片土地變成淨土；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證嚴法師一句輕輕的呼籲，慈

濟人自此紛紛響應環保的善舉，從社區出發，在社會各角落從事資源回收，身體力

行闡揚「惜福愛物」的觀念，並帶動左鄰右舍共同愛護地球。

環保菩薩不分年齡、階層、背景，人人視街頭為修行道場，不畏髒亂、不辭辛

勞，低頭彎腰，為愛護地球環境而無私付出，慈濟環保站不同於一般資源回收場，

環保菩薩從資源回收工作達到環保教育的功能，更從環境的根源體會到五濁惡世之

苦，進而淨化自心發揮良能。

證嚴法師鼓勵實業家（企業家）弟子發揮良知良能，致力研發兼顧賑災即時性

與環保再生理念的物資，遂於 2003 年 11 月成立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人援會是依

不同行業分別為衣著、食品、住屋、行輸、資訊通訊等五組實業家（企業家）志工

組織而成，透過以自身的專業與資源積極貢獻力量，平時定期研發並在有災難的時

候及時配合供應災區援助工作之各種物資需求。

2006 年證嚴法師首次提出：「廢棄寶特瓶是石化製品，就像尼龍等紡織原料，

何不嘗試將廢棄寶特瓶回收來，研發讓回歸原料，除了可減少石油的開發外，再重

製成紡織再生製品，可用於急難救助、國際賑災呢？」因緣漸趨成熟，這番話啟發

了一群實業家（企業家）組成的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志工，因憂心千年不化的寶特

瓶對地球生態的影響，開始將慈濟環保菩薩所回收的廢棄寶特瓶，整合紡織業上、

中、下游廠商，共同發展出專業製程，將廢棄寶特瓶化身為「大愛環保心品」。

大愛感恩科技成立之契機在 2008 年為了積極推廣初期將廢棄寶特瓶回收再生

與呵護地球的理念，同時也為護持慈濟四大志業，慈濟國際人道援助會的五組召集

人，經 證嚴法師慈准下於 2008 年 12 月 10 日正式捐資成立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為國內第一家以環保為宗旨的公益社會企業平台，也賦予了大愛環保心品「友

善大地，關懷世界」的人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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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遞綠色永續精神與地球共生息

「地球，是全人類共同依存的」，因此保護地球才能保障人類平安，不但要有共

知、共識，也要共行，節能減碳更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必須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聯

合國於 2015 年成立 70 週年之際，在世界各國領袖的簽署下，所共同發佈與規劃全

球 17 項永續發展的目標，這份方針同時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的

三大面向。

證嚴法師所帶領慈濟團體所發展「四大志業、八大法印」的方向，正與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息息相關，大愛感恩科技也從 2013 年開始自主撰寫 CSR 報告書，重

視對利害關係人的責任，包含「幸福職場、環境永續、產品創新、社會關懷、友善

供應鏈、服務加值、永續楷模」七大指標，也應證了 SDGs17 項指標，包含消除貧

窮、終止飢餓、良好健康與社會福祉、良質教育、性別平等、清潔飲水和衛生設

備、可負擔的潔淨能源、經濟成長、產業 / 創新和基礎設施、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

式、氣候行動、保育及維護海洋資源、保育及增設生態領地、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

關係等。

大愛感恩科技以「環保綠色典範」為最終目標，主要透過經濟、社會及環保三

大面向，分別落實推動慈善產業、環保人文教育及環保製程技術掌握，將環保回收

系統具體呈現，以提升環境社會倫理與責任，達到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發展。為講

求「清淨在源頭，環保精質化」，不同於目前一般市售紡織產品普遍採用原生酯粒

製造，大愛感恩科技研發團隊為追求技術品質提升，掌握回收資源升級再製的製程

技術，致力於再生機能酯粒的開發，並設置 TAF 認證檢測實驗室，透過一條龍式的

製程管理，從與慈濟合作共同建置大愛環保回收系統，結合資源回收商、再生處理

廠、化纖廠、織布廠到成品的上、中、下游體系，每個流程都列入評估項目並提出

相關證明，對環境、健康及安全進行全面性管理，確保遵守及符合當地環境保護法

規。依據 ISO 9001 與 ISO 14001 品質與環境標準來運作採購管理程序，並導入荷蘭

Control Union 的全球回收標準驗證 (Global Recycle Standard，GRS)，針對紡織品進

行品管認證及請購、採購、交期、品質等作業進行管理，建立大愛感恩科技的綠色

供應鏈，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環保再生產品，同時落實大愛精神並朝向環保典範目

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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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感恩持續以「愛護環境、友善大地」的理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

希望影響更多人的認同，廣邀大眾一起行善，匯聚更多人加入「與地球共生息」的

清流行列。

三、環保跨領域的契機	品牌心世代

環保是淨化地球也是淨化人心，每件環保心品代表著知福、惜福再造福的心，

更有著「續物命、造福慧」的意義，一個產品生命的終點，也可以為另一項產品生

命的起點，造就有限資源、無限循環，慈濟回收的廢棄寶特瓶，經由環保菩薩用心

將瓶蓋、瓶環分離，依顏色分類並清洗，再送到工廠進行抽絲、織布，最終變成綠

色環保產品。大愛感恩科技成立的宗旨為「與地球共生息」，長久以來致力於解決環

保問題，而在解決一個環保問題的同時，是否增加了新的環保問題？也是大愛感恩

不斷省思與精進的動力，產品設計研發精神以「社會關懷」與「環境友善」為出發點。

大愛感恩環保心品皆是以「愛」為出發點，產品的背後代表著全球慈濟人的環

保人文之愛「知福、惜福再造福」的心。自從 2015 年起，每年皆有研發亮點同時產

品開發不僅著重在各式回收再生紡織品，現階段更積極研發回收聚酯 (PET、PP) 塑

膠產品的開發，並致力開拓資源回收站裡其他跨領域的研發技術；在產品設計層面

亦推行廣行恆持的理念，針對不同對象以及用途開發不同的布種與終端產品。

98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98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98 2021/12/21   上午 11:56:212021/12/21   上午 11:56:21



圖1 大愛感恩科技歷年研發亮點

【慈悲科技系列】

從綠色設計、合作夥伴綠色製造、產出綠色品牌也看到綠色生機，一雙手、一

份心，是一個善的循環，也是一個尊重的開始。慈悲科技系列結合回收廢棄寶特瓶

的環保紡織科技與再生太陽能技術，本著「守護眾生，救苦救難」的慈悲精神，研

發出提供志工救災、備災的配備。以慈悲為原點，以人為本環保為主；以科技為

推力向前行，當災難發生時得以隨時動員，讓最前線的志工也能做到自身的安全防

護，為了克服賑災時，身處險峻的環境以及多變氣候等問題，相關功能性產品應運

而生。

【循環經濟系列】

循環經濟為現今最重要的一個課題，學習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環，使產品在開

發過程、使用過程與最終沒有廢棄物產生，廢棄物是因為資源錯置才形成。因此，

99

不退流行的綠色環保設計潮流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99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99 2021/12/21   上午 11:56:212021/12/21   上午 11:56:21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大愛感恩科技將廢棄回收寶特瓶製成產品，且再製品回收後又可再製成新的產品，

回收再回收，形成一個閉環式供應鏈。自 2015 年開始導入 Recycle to Recycle (R2R) 

循環經濟技術，將環保毛毯布邊回收再製回原料，透過物理法研發出 R2R 二次回收

及 R3R 三次回收等系列產品，締造資源循環利用的新奇蹟為業界首創，持續朝「減

廢」到「零廢」的終極目標邁進。

【高彈力機能透氣肢體壓力布系列】

「人傷我痛、人苦我悲」，壓力布開發源自 2015 年的八仙塵爆，證嚴法師不捨

傷友長期穿著傳統壓力衣，慈悲開示是否能以同理心來設計研發可輕緩不適的壓力

衣布料，歷經一年多與合作夥伴共同開發及人體試穿至第 11 代具高彈性、舒適透

氣且有足夠復健療效的精進版壓力布的誕生，藉由精進版型的製作提供傷友足以壓

疤的壓力值，又具有延展性佳，涼感效果，使得傷友提高長時間配戴的意願，並

於 2017 年 6 月與合作夥伴共同致贈 2,000 碼給陽光基金會造福傷友。守護大地也守

護健康，並將壓力布料的研發精神，延伸產品設計運用於適合婦女、長者等守護孝

親、長照等相關產品。

【智慧塑膠】

「聰明的人開發，智慧的人回收」，智慧塑膠使用廢棄回收各種不同塑膠材質，

研發改質技術製作再生酯粒，進行塑膠射出成生活用品。其命名的靈感來源於 證嚴

法師的教誨：「聰明的人開發，有智慧的人回收，不是為了營利，而是為了環境的

永續。」避免萬年不化的塑膠垃圾遺留給子孫，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大愛環保塑木】

大愛感恩科技不斷積極考量資源永續與經濟循環的運用模式，持續導入專利配

方加上回收製程技術來研發綠色建材產品，在原料與設計上使用廢棄回收寶特瓶 

(PET)、廢棄回收牛奶瓶 (PE)、Recycle to Recycle (R2R) 毛毯布邊等材料，研發使用

廢棄塑膠瓶複合式材料，結合關鍵配方技術及製程條件的掌控，成功研發出回收再

利用的「大愛環保塑木」。製造出來的大愛環保塑木，其特性耐高溫、日曬雨淋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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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室外建築材料如步道、涼亭、地板材、桌椅等日常用品，減少樹木的砍伐亦是

推廣綠色環保建材的應用。同時因現今在開發中國家，許多廢棄塑膠袋流入海洋是

對於地球、海洋、海洋生物以及環境有著重大的影響，如此龐大數量的塑膠袋何處

去，又能夠如何再次回收再利用呢？大愛感恩科技將連結塑木地板的 PP 塑製底座，

將一次性使用過的廢棄塑膠袋回收回來，製成再生酯粒再射出環保地墊，不論是原

料或設計上皆從資源永續與經濟循環的概念為出發點，經過團隊努力所研發成功的

綠色建材，讓更多社會大衆看見環保資源再生運用的創新成果，帶動激發更多人落

實環保的實踐動力。

【防疫守護系列】

2020 年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政府與民間企業持續進行各項防疫工作，針對第

一線防疫人員，防疫關懷行動過程中，大愛感恩科技除了提供有形的「環保物資關

懷」，為了因應疫情緊急的需求，捐贈大愛環保防眩光套鏡護目罩組、大愛環保泡棉

防疫面罩，提供給第一線防疫人員並感恩所有防疫人員的辛勞以及大愛環保機能布

口罩、大愛機能濾片、大愛環保福緣紗布方巾、大愛環保感溫貼書籤尺 / 筆記本 / 放

大鏡系列等，透過尊重生命、虔誠祈禱天下平安，提升善念來消弭災難。

【大愛PP系列】

瓶瓶罐罐、紙箱紙盒都做資源回收了，塑膠袋呢？塑膠袋最常用卻最難回收。

聯合國在二○一五年統計，全球每年產生三億噸塑膠廢棄物，進入回收體系不及百

分之九，百分之十二焚化，其餘均掩埋堆置、散落環境中。慈濟環保菩薩辛苦回收

不為營利，卻因為有增無減的回收量替環境感到憂心。

大愛感恩科技透過將環保菩薩回收 PP 材質的塑膠袋，結合大愛感恩專利改質配

方，成功再製出相關生活用品如塑膠椅、塑木地墊架，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等。面

對接踵而來環境災害，為減少地球的負擔與傷害，從一個不起眼的塑膠袋開始，重

複使用、不過度消費，並將手上回收的塑膠袋發揮最大的功效，循環再生做到節能

減碳，真正達到保護地球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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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四、清淨在源頭	 簡約好生活

「人人都有使命，也都有一份力量。」一個人的力量絕對比不上一群人的力量，

如何喚起大眾的環境意識，就是從自身做起、帶動，用行為去影響別人，像是彎腰

撿垃圾看似小動作，卻能夠讓世界變得更好，這是環境教育的質，也是環境教育的

價值。深入體會慈濟環保志業，了解並落實環保 5R 的精神理念，第一步不用，拒絕

使用無環保觀念產品；第二步少用，無法拒絕則減少使用無環保觀念產品；第三步

重複使用，重複使用容器或產品減少一次性的浪費；第四步修理再利用，重視維修

保養、延長物品使用壽命；第五步清淨回收有大用，將產品回收再製成夠使用的再

生產品。最終最重要的是能夠「回收好不用更好」。環保教育不是理想，只要每個人

來努力落實，身體力行，推己及人，做大地和心地的農夫，讓善的力量變大，地球

才能風調雨順。

無限的愛是最好力量的愛，大愛感恩科技運用環保科技精進不懈的秉承「大慈

如雲、遍行正道」，讓慈悲有了堅強的後盾，以科技馳援，讓大愛綿延，地球的環保

需要大家伸出雙手一起做，正如慈濟環保 30 年前從「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開始，

如一滴水起漣漪般發揮善的群聚效應，從現在起，需要匯集我、你、他，每個人的

力量，以清淨在源頭為進階起點，人人共同建構一個清淨的地球。大愛感恩科技以

「環保、公益」為宗旨，以「人文、感恩」為情懷，秉持「延續物命，再造福慧」之

精神，成立至今以來所追求的 R.O.I 為影響力的深植 (Return On Influence)，而非一般

企業的投資報酬率 (Return On Investment)，最重要的是能夠帶動大眾一起為守護地球

盡一份心力。每一個人小小的動作，凝聚起來必將成為改變社會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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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循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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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下都市化與
水 - 能源 - 糧食鏈結
權衡關係之研究	

以桃園市推動埤塘浮力式太陽
光電為例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暨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張靜貞	 合聘教授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陳逸潔	 研 究 員

摘要

近
年來，浮力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被視為是能有效解決再生能源發展與土地利用

「兩難」問題的方案之一。將太陽能板安裝在人造水庫、灌溉埤塘等水面上，

不僅能增加太陽能轉換為電能的發電效率，亦可對用水(水源儲備)與糧食生產產生實

質的外溢效果，包括減少水體蒸發，亦可增加可用儲備水量及節省土地資源，進而

避免與農爭地的爭議，實為能源轉型下都市化與水-糧食-能源鏈結(Food-Energy-Wa-

ter Nexus；簡稱FEW Nexus)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

不過，在「鄰避效應」(NIMBY, Not-In-My-Back-Yard ：不要在我家後院 ) 的發

酵下，時常引發地方民眾的反對，甚至抗爭，造成「監管僵局」。因此其推動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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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在決策過程中引入「公共參與」，方能使政策被在地民眾接受，進而更進一步實現政

策效益。

我國能源政策常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來推動，以桃園市推動光電埤塘為案例，

本文發現，在「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推動過程中，欠缺有效引導在地民眾參與

和溝通機制，以致於引發光電業者、農田水利會、用水人、在地民眾、環保人士，

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等相關利害關係人之間的各項衝突，最終造成政策暫停推動，

桃園市政府重新檢討等情形。本文透過質化深度訪談及焦點座談方式，歸納探討各

利害關係人的看法，嘗試從中尋求解決之道，以提供後續政策推動參考。

一、前言

在水域用地設置「浮力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被視為是一項創新技術，因世界

各國普遍都有自然湖泊或人工水庫、灌溉埤塘等大面積水體，原本就閒置的水面

上安裝太陽能板，不僅可以降低購置土地的投入成本，也減少對農地需求的競爭

(Prinsloo and Lombard, 2015)。加上水體本身具有冷卻效應，有助於增加太陽能轉換

為電能的發電效率，更可因太陽能板的遮蔽，減少水體蒸發，抑制藻類生長，有助

於延長水庫之使用年限，使得浮力式太陽光電已被許多國家視為可有效解決土地匱

乏問題之經濟選項 (Yashpal et al., 2015)。

我國於 2015 年 7 月由經濟部能源局開始執行「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目標

於 2018 年 6 月底前推動太陽光電設置 1.52GW，推動範圍除屋頂型、地面型外，也

包括由經濟部水利署及農委會在水庫、灌溉埤塘等水面上所推動之浮力式太陽光電

系統。這是我國首次在水域用地上推動發電，其過程及結果對後續政策的推動具有

指標性意義，亦被學術界認為是探討我國「糧食、能源、水資源」(Food-Energy-Water 

Nexus ；簡稱 FEW Nexus) 鏈結關係之代表性案例 (IRENA, 2015)。

然而，政府在推動時過於專注在這項新技術的本身，欠缺在法規、制度、組織

等面向相對應的協調與引領思維，繼而引發「鄰避效應」(NIMBY, Not-In-My-Back-

Yard) 的發酵，地方民眾開始陸續表達反對意見，甚至有抗爭的情況出現，令政策之

推行窒礙難行，進而造成所謂的「監管僵局」[ 註 1] (Heller, 2008 ；許瑞宋譯，2010)。

Renn and Jonathan (2016) 指出，若可於政策發展過程早期，例如規劃、甚或問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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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即納入公眾參與，徵集各界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可大幅減少政策執行時所面

臨的阻力。Schweizer 等人 (2016) 亦就德國能源轉型 (Energiewende) 深入探討公眾參

與的重要性，並提出「分析暨審議式對話」(analytic-deliberative discourse) 的參與模

式，即由各利害關係人就其背景，探討各種政策執行選項可能產生的結果與不確定

因素，藉由此審議過程參與決策型塑，不僅可以充實政策內容，也可以令社會降低

疑慮，增加接受之意願。

本研究主要以桃園市推動光電埤塘為案例，分析浮力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作為

都市在能源轉型下解決「糧食、能源、水資源鏈結 (FEW-NEXUS)」問題的可行性，

並藉由剖析推動過程中所涉及的各相關利害關係人間的衝突問題，從中尋求可能解

決之道，以提供後續政策推動參考。第二節透過彙整政府計畫報告、新聞報導及相

關會議記錄等說明桃園市埤塘光電政策推動歷程；第三節與第四節藉由彙整各界對

於政策推動之關切事項與所衍生之 FEW-NEXUS 衝突，釐清利害關係人之網絡關係

以及解決方案，供各界參考。

二、桃園市埤塘光電政策之推動歷程

因桃園市轄內埤塘居全台之冠，桃園市境內公私有埤塘共計 2,851 處，總面積約

2,600 公頃，因此，政府在推動埤塘太陽光電時係以桃園市為首要對象。桃園市政府

於 2016 年 8 月提出的「千塘之鄉埤塘光電綠能計畫」( 以下簡稱「埤塘光電計畫」)，

預計於 3 年內選擇約 300 口、占地 1,650 公頃的埤塘建構太陽能發電系統，目標於 3

年內達到核一廠 1 個機組 660MW 發電量。

基本上我國太陽光電政策係採「由上而下」的方式推動，在 2015 年行政院正式

核定「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後，推動工作最上層係由行政院節能及減碳辦公室

協調控管，而在水域用地之總目標為 150MW 裝置容量，執行單位分別由經濟部水利

署與農委會兩個單位負責。經濟部水利署負責的是水庫、滯洪池等水域用地之設置，

而農委會則負責埤塘、圳路等農業水域用地之設置，原訂目標為 2 年內 ( 至 2018 年

6 月底 ) 各自完成 75MW 裝置容量。

農委會的作法是輔導其轄管之農田水利會 ( 以下簡稱水利會 ) 盤點可設置埤塘光

電之場址後，再由水利會 ( 埤塘所有權者 ) 自行招商，由得標光電廠商向地方政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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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請土地開發許可後，並取得台電公司併聯審查及能源局同意備案，即可施工設置埤

塘光電系統。之後再經台電公司併聯試運轉完成，取得能源局的設備登記，便可開

始營運發電。除此之外，因埤塘等水域用地設置太陽光電系統還涉及包含內政部營

建署、行政院環保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濟部水利署等在內等其他部會業管土

地或法規，因此埤塘光電政策推動亦需跨部會的橫向協調。

自桃園市同步於 2016 年 8 月提出的「埤塘光電計畫」後，受到行政院能源及減

碳辦公室的重視，特別以專案方式，不定期召開協調會議直接督導。然而，在桃園

水利會基於管理及租金問題，特別是對直接將埤塘租予桃園市政府後，再由桃園市

政府統一辦理招商乙事有所保留，而造成無法順利執行。最終只有一口作為桃園農

業博覽會示範池的桃園大圳 12-14 號池，由桃園市政府直接主導招商來完成設置。

除此之外，埤塘光電政策推動以來，即遭遇法規修正不及、申設作業流程未明

確、台電饋線可併網容量不足、專家學者關切埤塘光電破壞生態景觀、以及地方居

民權益受損等五種問題，受到公共輿論質疑，甚至在地方民眾抗議及桃園市議員的

質詢要求下，桃園市政府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宣佈暫停核發埤塘設置光電土地許

可，並要求中央應訂定相關管理辦法，以讓地方政府能據以執行。

為此，農委會為確保農業水域型光電有助於地方綠能發展，於 2017 年 12 月 18

日修正「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第 42 點規定，納入地方政府得優先參與之

機制。而後依據 2017 年 12 月 22 日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之決議，於 2018 年 1 月 8

日訂定「農田水利會灌溉蓄水池設置太陽光電施管理原則」，明確規定水利會經管灌

溉蓄水池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應確保不影響灌溉蓄水池安全、蓄水功能、管理及不

污染環境，設置區位優先選定非位於重要濕地範圍之埤塘。

桃園市政府遂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宣佈恢復核發埤塘設置光電土地許可，但先

前富岡繞 37-B 號池埤塘設置基樁式系統，抽水施工因涉及破壞生態的疑慮，已深

植一般大眾的印象中，而後輿論媒體接續報導桃園埤塘光電規避環評、野鳥協會警

告雁鴨恐消失等多重負面消息下，桃園市政府於 2019 年 1 月 22 日決定暫緩推動埤

塘光電政策，計畫用一年時間，建立埤塘光電工作坊，導入公民參與建構協定之溝

通機制，並針對已設置及尚未設置光電之埤塘進行水質、生態、環境影響等調查評

估，訂於 2020 年 5 月完成評後，據以訂定「桃園市埤塘多元使用管理作業要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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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續推。

三、桃園市推動埤塘光電利害關係人所面臨之FEW-NEXUS挑戰

隨著社會快速的變遷，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與觀念日益提升，為了釐清在

桃園市埤塘光電政策推動過程中，各利害關係人所受到之正面或負面影響，本研究

透過取得中央及地方政府相關規劃及執行報告、相關會議紀錄，以及新聞媒體報導

資訊後，大致將桃園市政府埤塘光電政策涉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分為 (1) 政策目標制訂

者 - 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經濟部能源局； (2) 埤塘及農田水利會之中央主管機

關 - 農委會； (3) 埤塘所有權人 - 農田水利會； (4) 埤塘之地方土地開發主管機關 -

桃園市政府； (5) 埤塘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涉及法規之中央主管機關； (6) 再生

能源併網及躉購單位 - 台電公司； (7) 投資埤塘光電之民間光電廠商； (8) 埤塘既有

租約使用人； (9) 關心埤塘文化、環境、生態等地方民眾、公民團體、專家學者；

(10) 可監督政策之民意代表。

另，本研究發現並非所有利害關係人與桃園市埤塘光電政策間只有單一種關

係，由此亦可推知，不同類型或個別利害關係人間的互動關係是相當複雜的問題，

需要一套系統性的方法來確認其相互關係及衝突。因此，本研究嘗試參考「糧食、

能源、水資源鏈結 (FEW-NEXUS)」的架構，篩選出推動過程中所產生之農業 (F)、

綠能 (E)、水資源 (W) 三者相互鏈結導致之衝突問題，並釐清問題之來龍去脈。這

些問題雖已經過農委會邀請行政院能源辦、經濟部能源局、各縣市地方政府、農田

水利會、台電公司及光電廠商等共同召開數十次的協商會議，透過修法逐步設法解

決，但至今仍有未獲得解決之問題。

(一)	 水利會將農業水利用地規劃從事光電設置所遭遇之問題：

水利會從開始規劃的階段，也陸續面臨到埤塘是否可合法設置光電等事業外使

用、合法使用之年限、課徵地價稅、以及繳納回饋金等許多問題。

1. 是否可合法設置光電及使用期限：

依據現行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0 條，水利事業應配合政府推行土地、

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此外，依《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第 42

條之規定，水利會在不影響灌溉蓄水池安全、功能、管理及不污染環境之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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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方可作為水利事業以外之使用，且期限為 3 年。

水利會認為在埤塘設置光電雖屬事業外使用，但係配合政府之政策來推動，且

並未影響既有之蓄水、灌溉等功能，因此，基本上仍符合上述兩個法規條文之規

範。然而，因太陽光電設置及躉購售電簽約期程長達 20 年，與現行法規一次許可期

限為 3 年明顯不符，勢必會造成水利會執行困難而窒礙難行，故經與中央協商後，

農委會已於 2017 年 1 年 3 日公告修正《農田水利會灌溉排水管理要點》第 42 條，

將許可期限放寬至 20 年。

2. 地方政府是否得課徵地價稅：

依據財政部《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之規定，水利會之土地如依現行法規作

事業用地使用，得以免徵地價稅。但由於埤塘設置光電屬事業外使用，故地方政府

認為應收取地價稅，但水利會及光電廠商認為埤塘既有的灌溉、蓄水事業亦同步存

在，原本之事業使用未受影響，光電設置只是附加事業，故認為出租作太陽能光電

設備使用之水利用地，應仍免徵地價稅。經多方協商後，財政部認為地價稅屬地方

稅，係由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依個案實際設立情形及事實認定，仍尊重各地方政府

之管轄權。

3. 是否應設定租金標準及土地釋出方式：

桃園市政府期望透過埤塘光電政策能為地方財政收入有所貢獻，故其初始提出

「桃園市埤塘光電計畫」時，係規劃由桃園市政府挑選適合開發埤塘後，以定額租金

方式向水利會承租埤塘後，再統一對外招商。但因無法源依據，因此在雙方立場的

直接衝突下，不僅桃園市政府原先規劃的統一招商角色無法落實，也進一步衍生出

地方土地開發主管機關與埤塘所有權人之衝突。

行政院 2017 年 6 月 28 日會議決議，要求水利會需明定埤塘租金收取標準。倘

地方政府有意願，則由地方政府承租後，採競標躉購費率回饋方式辦理招商。然因

埤塘光電已於 2016 年 8 月開始推動，水利會亦已先於 2017 年 3 月辦理招商作業，

當時並無統一之租金標準。經濟部能源局曾於 2017 年 8 月 9 日提供鹽業用地租金標

準 ( 年租金為 1 公頃新臺幣 20 萬元整 )，但此金額遠低於水利會辦理招商後所簽訂

的租金金額，因此而反對訂定統一租金標準。

4. 是否需繳納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回饋金(簡稱「農變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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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 ( 如埤塘設置光電系統 )，應視其事業性

質繳交回饋金撥交農業發展基金使用。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回饋金之收取係依據「農

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與第 12 條辦理，而依據《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

用辦法》規定，當非都市土地範圍內之農業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

應繳納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五十之回饋金。

對此，一開始水利會認為推動埤塘光電乃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若要收取農變回

饋金，恐導致廠商成本提高，不利招商推動，故函請中央主管機關解釋。農委會於

2017 年 8 月 17 日發函釋示，因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 6 條附表 1，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12 條第 4 項第 1 款，故得以免繳交回饋金。

然而，此項來自中央的函釋到了地方政府卻衍生出另一執行面的問題。桃園市

政府認為在申請人身分認定上，須以農田水利會之名義向地方政府申請土地開發光

電許可時才可免繳。而這項來自地方政府的要求，卻與目前實務上是由光電廠商申

請之作法不同，因為水利會在與光電廠商簽約時，已將所有土地開發申請等業務一

併授權由光電廠商辦理，以避免後續衍生的管理問題。最後，在桃園市政府的堅持

下，最終仍須改以水利會為申請人、廠商為委託 ( 開發 ) 人的方式，方得申請地方政

府之土地容許，俾以符合免繳納農變回饋金之身分認定問題。

(二)	 光電廠商在申請農業水利用地設置光電所遭遇之問題：

就光電廠商而言，上述使用期限之放寬只能片面解決水利會簽約 20 年之限制，

卻無法替光電廠商解決後續接踵而來的障礙與成本問題，包括

1. 經濟部為了達成埤塘光電最大設置容量之規劃目標，曾於2017年4月21日指示，

埤塘設置光電應以一次到位方式進行。依據現行法規，再生能源設備分三型，包

括：第一型申設主體為電業，且設置容量二千瓩以上者；第二型申設主體為一般

自用發電者，且設置容量在二千瓩以上者；第三型申設主體亦為一般自用發電

者，但設置容量不及五百瓩。由於第三型之申設流程較為簡便，為目前光電廠商

所慣用之申請方式。但若埤塘要以最大設置容量作一次到位的申設，會使設置容

量超過五百瓩，屬於第一型，故光電廠商必須要申請電業登記才能設置，造成廠

商成本增加及工程延誤等問題。

光電業者透過協商，經濟部能源局已於2017年5月5日函釋，若推動案場同一場址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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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置容量合計超過五百瓩，但不及二千瓩者，可採第三型分案申設；若每案設置容

量超過二千瓩者，原則仍需依電業法之電業申設程序辦理。然而考量行政一體及

民眾信賴之前提，為了解決光電廠商申請型態之問題，經濟部能源局於2017年11

月23日召開協商會議，決議予以放寬，若光電廠商推動案場之設置容量超過二千

瓩，且其決標日期在2017年10月17日前者，經台電公司確認其技術可行後，亦可

採第三型申設。

2. 依據經濟部《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5條，埤塘設置水面型

「立樁式」太陽光電系統應被認定為地面型，依現行法規，自水底地面算起高度

在3公尺下才符合免申請雜項執照。但光電廠商認為各埤塘深淺不一，硬性規定3

公尺過於嚴苛。經多方協商後，營建署已於2017年5月15日修正第5條，放寬為4.5

公尺以下。另依2017年8月22日發函，埤塘屬水利法之灌溉事業設施，非屬建築

法所稱之建築基地，故無建築法之適用問題。

3. 依據環保署《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9條規定，

位於國家重要濕地設置光電裝置容量超過五百瓩者，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當

光電廠商配合行政院指示以最大設置容量方式規劃時，埤塘設置容量大多會超過

五百瓩，依法要實施環評，故衍生出光電業者成本增加之問題。環保署已於2017

年5月2日公告修正第29條之規定，納入濕地允許明智利用者即可免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4. 依據內政部《濕地保育法》第20條規定，於濕地範圍設置光電需徵詢中央主管機

關之意見。桃園及石門水利會規劃並已招商的埤塘中，有數口位於國家濕地範

圍，造成光電廠商無法依約取得土地開發許可，故經多方協商後，內政部已針對

42個國家級濕地展開研訂其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作業程序，完成核定計畫中包

括「桃園埤圳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5. 依據內政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之附表1以及第6-1條，水利用地設

置光電必須要限點狀使用，且面積不得超過660平方公尺。然而實際執行時，埤

塘光電無法以點狀使用方式來設置，且使用面積一定會超過660平方公尺，故經

多方協商後，內政部已於2016年11月28日公告修法，刪除660平方公尺限制。

6. 水利會管轄埤塘中，有些埤塘用地屬於國有地。為了能讓涉及國有地之埤塘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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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設置太陽光電，經多方協商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國產數) 配合農

田水利會完成委託管理契約之修訂作業，並於2017年11月9日修正「國有出租農

業用地同意興建農業設施審查作業要點」。已有託管契約者，可由光電業者逕洽

國產署各分署或辦事處辦理簽約作業。至於無委託管理契約之埤塘，只要符合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11條第2款之規定使用，也可直接洽國產署各分署或

辦事處補辦委託管理後簽約。

(三)	 桃園市政府因景觀設計標準所衍生之景觀文化、生態、環境問題：

  為兼顧埤塘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及施設地點之景觀和諧，維護視野及景觀

品質，行政院2017年1月11日會議曾指示，埤塘水域面積覆蓋率以60%為上限，

並要求經濟部能源局、農委會訂定景觀設計標準。而後，農委會多次邀集桃園市

政府、桃園與石門水利會等單位協調，於2017年12月18日修正《農田水利會灌溉

排水管理要點》第42點，「埤塘許可為綠能使用，地方政府得優先使用，水利會

應提撥綠能使用收入百分之十以上作為灌溉蓄水池、周遭環境與景觀之養護及改

善」。

  然而，桃園市政府認為埤塘設置光電與地方發展、景觀與生態息息相關，

要求埤塘水域覆蓋率應降為50%，使得桃園、石門等水利會以行政院原定之60%

覆蓋率規劃的場址遭到桃園市政府拒絕發給土地開發許可。經過多方協商，農委

會於2018年1月8日正式發布「農田水利會灌溉蓄水池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管理原

則」，名列太陽光電設景觀審定原則，而在覆蓋率上則以50%為限。

  埤塘設置光電是否對地方環境、生態及景觀具有敏感性，引起地方民眾以及

對埤塘文化、環境、生態關切之公民團體及專家學者之之疑慮，在未溝通或溝通

不良的情況下，進一步引起地方民眾抗爭。桃園市政府便因公共輿論問題(包括衛

生安全、權益受損、景觀文化、生態環境及其他)，一度暫緩核發土地開發許可，

造成審查作業停滯，影響後續之推動進度及預定發電期程，並衍生農田水利會招

商履約問題。本研究將公共輿論面向的議題整理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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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表1 桃園市推動埤塘光電政策所衍生之公共輿論問題

問題類
型

主要衝突
對象 舉例說明

衛生安全 政策制訂者
1. 系統運轉時是否會產生電磁波或噪音等汙染。
2. 太陽光電板是否有毒，清洗是否會污染水質的問題。
3. 埤塘水質優養化問題。

權益受損
政策受益者 -
光電廠商

1. 水利會土地被鄰地農民、居民等佔用被要求補償問題。
包括：(1) 鄰地農民佔用種植農作或經濟作物等，施工
時是否辦理補償，以減低損失。(2) 佔用堆置雜物或設
置倉庫或有祖墳等，民眾不讓拆遷或要求拆遷補償。

2. 太陽能板被風吹落損害鄰地財物之申訴管道及賠償問
題。

3. 既有租約漁民因埤塘設置光電影響捕魚收穫量的問題。
4. 埤塘光電施工時破壞道路，影響鄰地農作物生長等補償

問題。

景觀文化
政策制訂者 -
桃園市政府

1. 埤塘設置光電破壞原本桃園千塘之鄉文化，水面上鋪設
太陽光電板破壞埤塘景觀。

2. 水利用地是農地重劃時各地主捐出，故由鄰地農民利用
閒暇除草種菜或農作屬當地特有生活文化，埤塘種電破
壞鄉村特有文化。

生態環境
政策制訂
者、政策受
益者

1. 基樁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抽水施工浪費水源影響生態。
2. 埤塘設置光電減少野鳥棲息面積，雁鴨減少。

其他
政策制訂
者、政策受
益者

1. 民眾對埤塘光電認知不足，以為埤塘光電是違法設置。
2. 埤塘出租設置光電並未通知社區與村 ( 里 ) 長，未取得

居民同意。
3. 太陽光電板反光干擾附近居民生活疑慮。
4. 太陽光電機組設備產生噪音干擾附近居民生活疑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結語

本研究主要以桃園市推動浮力式太陽光電埤塘為案例，分析浮力式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作為能源轉型下都市解決「糧食、能源、水資源鏈結」問題方案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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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剖析其推動過程中所涉及的複雜權衡關係，以及相關利害關係人間發生的衝突

問題，以從中尋求解決之道，提供後續政策推動參考。透過桃園埤塘光電的案例分

析，本文發現有關 FEW 鏈結相關政策決策關鍵之一，在於政策推動過程中納入公共

參與治理的機制，並採取支持優先由地方政府統一推動策略及採取強化同業間合作

策略，以避免「監管僵局」。而由本文建構的埤塘光電利害關係人衝突問題及解決方

案之分析模式，應可用來協助未來分析太陽光電第二期「109 年 6.5 GW 達標計畫」

中，有關魚塭設置浮力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政策下，解決利害關係人衝突問題之參

考，未來亦能應用同樣方式移轉至國內任一地區或是推廣至國外應用。

由前兩節之分析可知，「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開始執行前，位居上層的政策

制訂者並未找利害關係人溝通，共同檢視現行法規之限制，而是採取在執行過程中

同步修正的作法，因此造成配合推動的水利會與地方政府在辦理埤塘設置光電業務

時，遭遇許多中央法規不合時宜亟待修正的問題。這些法規限制除了會直接減損埤

塘所有權人 ( 水利會 ) 的利益外，也讓原本預定之政策受益方 ( 包括光電廠商、桃園

市政府 ) 遭增加許多行政上的成本，成為推動上之障礙。加上臺灣政治民主、輿論

自由，任何民眾關切問題容易透過媒體進而放大、擴散，因此，對於涉及新技術之

FEW 鏈結相關政策，要避免「監管僵局」，確保執行效率與成果，引入公共參與治

理機制，應為權衡各方關係及確保政策成功之關鍵。

對政策制訂者而言，其對政策的主要關切在於政策目標如期達成，亦即達成

非核家園綠電設置目標，本研究針對利害關係人的關切重點，進一步採用張靜貞

(2017) 之研究結果作為客觀證據，並參考訪談及座談時，利害關係人政策執行的關

切重點，來提出解決衝突的可能建議方案，以供利害關係人參考。而由張靜貞 (2017)

的模擬結果可知，在「2025 非核家園」情境下，推動綠能政策結果不僅可使各部門

用水量增加，並增加農耕面積，亦可在僅設置埤塘光電 38.4 MW 的目標下，達成

綠能替代火力發電的能源轉型目標，因此，即便埤塘光電設置目標由 660 MW 下調

後，透過增加屋頂型光電設置目標，同樣可以確保桃園市的能源安全。

至於對動浮力式光電持負面看法之團體而言，透過桃園市埤塘之案例研究可

知，民眾主要關切重點是埤塘既有設施功能的維持 ( 農業用水的安全供應 )，既有租

約漁民捕魚 ( 糧食安全 )，以及埤塘對當地生活、文化、環境及生態等影響，由張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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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貞 (2017) 的模擬結果可知，在「2025 非核家園」情境下，糧食安全指標、能源安全

指標及水資源安全指標，皆有所增加，且在整體的安全性 ( 綜合指標 ) 來說均有所提

升，因此，建議民眾應採取爭取政策制訂或推動過程的參與機會，要求桃園市政府

在埤塘光電選址過程時，應開放公共參與之管道。

考量對政策制訂者來說，公共輿論對埤塘光電的疑慮為阻礙政策推動的關鍵，

故建議政策制訂者首先應採取降低公共輿論疑慮之策略，放慢埤塘光電政策推動步

伐，並舉辦利害關係人工作坊，加強利害關係人溝通，以消除其疑慮。其次，因政

策推動過程容易遭遇推動執行、申設作業等法規限制問題，故建議在考量由地方政

府統一推動之策略下，優先幫助地方政府與水利會協調訂定合理租金，並鼓勵地方

政府在招商前的埤塘選址過程中，盡可能排除民眾對於環境生態之疑慮，並盡量排

除在地農民、民眾發生權益受損的問題。

另外，為積極保護地方環境生態，因地方政府有公開管理模式的義務，在確保

埤塘光電開發對地方的補償回機制時，應採取優先由地方政府統一推動之策略，應

有助於建立相關補償回饋機制。還可採取加強地方生態環境自我監管之策略，透過

現有村長、里長、社區發展協會等體制，組織生態環境維護小組，定期調查設置埤

塘光電後的生物棲息、水質、環境等之資訊。

最後，本研究已針對桃園市埤塘光電政策深入研析，梳理與歸納政策推動歷

程，確認政策執行過程時利害關係人間產生的衝突問題，並透過訪談、座談會及工

作坊方式發現，雖然利用 FEW-NEXUS 模型之模擬結果可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但

仍需要透過定性分析來瞭解利害關係人在法規限制面、地方政府參與面、合理利潤

面、景觀文化面、生態環境面之實際障礙，以及公共輿論所關心的衛生安全面、權

益受損面等複雜問題，並針對利害關係人對政策推動的關切問題，提供建議的解決

方案。這些相關實務問題也可加入未來模擬情境之擴展，列入評估項目如：評估農

業用地變更使用回饋金所衍生的效益成本問題、饋線可併網容量面對綠能供電的影

響等，尋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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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izer, Pia-Johanna, Ortwin Renn, Wolfgang Köck, Jana Bovet, Christina Benighaus, 

Oliver Scheel, and Regina Schröter. 2016.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rman ‘Energiewende.’” Utilities Policy 43 

(December): 206–9. https://doi.org/10.1016/j.jup.2014.07.005.

Singh, G.K. 2013. “Solar power generation by PV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A Review.” 

Energy, 1(53): 1-13.

Yashpal, S., M. Shahabuddin, and P. Agrawal. 2015. Floating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an 

emerging technology. (NSPCEP II)

註解內容

[註1]  根據許瑞宋(2010)之譯本，「監管僵局」指「太多互有重疊的監管規定使得

新開發項目極難展開」，英文原文為: “… refer to settings with so many over-

lapping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that new development seems impossible.” (Hell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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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超濾膜之研發及
應用展望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 ( 股 ) 台灣分公司	 吳成湖	 資深技術經理

一、	前言

由
於全球人口不斷向上攀升，而為滿足人類需求所需的天然資源也愈來愈多、造

成環境開發／破壞程度愈來愈高，所導致的水污染源問題也愈來愈嚴重、愈來

愈複雜；但這也因此催生出處理效能愈來愈好的各種水處理技術；而薄膜水處理技

術因為極佳的處理水質、極快的處理效能，更是被部份廠家認定為未來的主流水再

生循環技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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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圖1 水處理技術與人口成長
資料來源：Kurihara & Sasaki (2017)

筆者自 2015 年至 2020 年間曾參與國產中空纖維膜之開發、生產及銷售工作，

深深體認到中空纖維膜除了具有薄膜技術既有的處理水質佳優點外，還具有更大的

操作彈性，及更小的空間需求等特點。而且若將其應用於同相或異相間之分離、純

化單元更具有許多的獨特性及優勢。所以，中空纖維膜的發展或可說是將來全球發

展薄膜產業中最重要的產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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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式薄膜比較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00)

綜觀全球執中空纖維膜技術牛耳的廠家仍以歐、美、日為主，如 BASF、Du-

Pont、SUEZ、3M、Toray、Asahi、Mitsubishi、Sumitomo、Ube 等，雖然中國大陸這

幾年也陸續有許多中空纖維膜廠家崛起，但在全球市佔及高端應用上仍無法與歐、

美、日匹敵。而台灣在中空纖維膜產製技術的研發能量及投入資源方面更是難與國

際大廠相提並論。

原因除了市場規模較小外，台灣在製膜原料的自產率偏低，或許也某種程度限

制了膜工業的發展；因為綜觀目前市面常見製膜原料不外是 PE、PVDF、PTFE、

P(E)S、…等高分子材料，但這些材料中除了 PE 以外，其他原料台灣都無生產工廠；

但反觀國外的製膜廠通常也是製膜高分子材料的生產廠；所以，他們對於原材料

物、化性的掌握度及取得成本的競爭度等，都是台灣廠商無法與之抗衡的先天限制。

基於市場的生態觀察，再審度台灣既有的資源，筆者認為尼龍 (Polyamide, PA)

或可作為台灣深化自主膜產業的主力膜材。而其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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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1.	台灣是全球主要尼龍生產國:

台灣紡織、成衣產業近年在各方努力求變下，搭上全球快時尚 (Fast Fashion) 及

運動流行風 (Function & Fashion)，已從原本歸類為夕陽傳統產業轉變成高端黃金產

業。但原本應該雨露均霑的上游化纖產業，卻因紅色供應鏈的崛起 ( 中國大陸的化纖

廠不僅數量如雨後春筍般大幅攀升，且產能一家比一家大 )，在供過於求的過量生產

情況下，導致尼龍及相關上游石化原料 ( 如已內醯胺、苯 ) 價格疲軟；造成台灣紡

織、成衣產業普遍呈現下 ( 游 ) 肥上 ( 游 ) 瘦的奇特現象。

成衣產業為何能在紅色供應鏈崛起中成為「獲利者」而非「受害者」？筆者認

為其原因之一應是掌握了「創價 (Value Added)」的關鍵。尼龍纖維因為非常強韌，

除作為工程織帶、太空包等產業用途外，其平滑優質手感、重量輕薄舒適，應用於

貼身衣物 ( 絲襪、內衣 ) 紡製更是適合 ；而成衣廠更進一步利用了尼龍的抗蟲、防

霉特性，創造出機能性服飾的流行，進而獲取了整個產業鏈中的最大價值。

所以基於筆者曾任職於尼龍化纖廠，希望能為尼龍化纖業尋找新的「創價」應

用外；加上於中空纖維膜開發、行銷中發現，尼龍料材其實早已被廣泛應用於各式

濾材 ( 如 RO 膜之表面活性層 )，只是台灣尼龍化纖廠家少有涉及此類產品開發。

圖2 RO膜之表面活性層
資料來源：Kurihara & Sasak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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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尼龍化纖產業不僅廠家多 ( 計有台化、東隆興、遠東新、力麗、力鵬、集

盛、宏遠、中興、聚隆、勝隆和展頌等 15 家 )，且產值大 ( 一直穩居亞洲第二大生

產國，全球前五大生產地區 )，原料取得掌握度、時效性有其優勢 ；且生產尼龍之主

要原料 ( 己內醯胺、苯 )，台灣都可自行生產；尤其在受 COVID-19 疫情衝擊後反思

去全球化之際，發展一項可以完全 ( 高度 ) 自主的產業更是重要。

表2 2013~2017年全球各國尼龍纖維生產量統計(單位：千公噸)
2013~2017年全球各國耐隆纖維生產量統計 單位:  千公噸
區域/國家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產能)
西歐地區 350            359            372            365            482              
東歐地區 142            142            135            143            193              
美國/加拿大 696            695            643            643            793              

日本 97              98              95              93              127              
中國大陸 2,110        2,261        2,395        2,530        4,400          
韓國 132            119            133            128            178              
臺灣 385            342            323            309            363              
印度 92              144            154            153            188              

其他地區/國家 354            368            364            383            558              
合  計 4,357        4,528        4,614        4,746        7,282          

資料來源: "Global trends in fibre prices, prodution and consumption", Textile Outlook Internation, No. 188

Oct. 2017: 紡織綜合所整理, 2018.01.

註: 2013~2016年為生產量統, 2017年為產能統計數據.

2.	尼龍高親水的特性：

尼龍 (Polyamide) 之接觸角 (49o) 相較於其他常見之製膜高分子 ( 如 PES、PE、

PVDF、PTFE 等 ) 為最小；所以，在生產親水膜時，尼龍可不需額外添加親水改質

劑 ( 如 PVP)，且因是材質本身具有之親水性故不會有衰減問題；故應用於水處理過

濾時，也因高親水的特性，因此水通量 (Flux) 極高；即單位膜面積可產生最大的過

濾水量，所以相較於其他膜材之設置及操作成本也是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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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製膜高分子之表面張力及接觸角

高分子 表面張力(mN/m) 相對於水的接觸角(o)
Polyamid(Nylon) 75a 49a

Polyethersulfon(PES) 58a 54a

Polyetheretherketon(PEEK) 49a 71a

Polyethylen(PE) 31b 94b

(PVDF) 25b 85b

(PTFE) 18.5b 108b

a) Membra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ies, 11, "Membrane Contactors: Fundamentals,
Applications and Potentialities", 2005, E, Drioli et al.
b) J. Appl. Polym, Sei., 1969, 13, 1741-1747, D. K. Owens et al.

3.	尼龍不易溶解於大部份有機溶劑：

依環保署 2017 年之事業廢棄物申報數量統計資料中，廢棄量第一名為「廢液閃

火點小於 60oC」的廢溶劑，而此項事業廢棄物之主要污染源就是我國目前的產業重

心：半導體製造業 (2017 年半導體業產值佔台灣 GDP 達 15%)。

半導體製程會產生大量廢溶劑，主要是因產品為達到高精密度及高潔淨度之要

求，需要使用大量有機溶劑 ( 如異丙醇 IPA) 作為洗淨製程。而目前業者為降低溶劑

耗用成本，及符合綠色生產之目標；使用後之廢溶劑均採回收重複使用方式來降低

成本及減廢，而在廢溶劑純化回收處理中除需藉由過濾器去除蝕刻或鑽 / 切碎屑外，

其選用之新溶劑在使用前，為確保溶劑之潔淨度避免污染產線，通常也會設置必要

之純化過濾系統。而尼龍耐溶劑性優良，能耐烴類、油類及一般溶劑，且其機械強

度高及材質壽命長，正是應用於溶劑純化、回收過濾時之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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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尼龍與其他材質之耐溶劑性比較

Nylon PTFE CA(醋酸纖維) PVDF

醋酸(Acetic acid) ▲ ● X ●
醋酸25% ● ● ● ●
鹽酸25% X ● X ●
硫酸25% X ● ● ●
硝酸25% X ● X ●
磷酸25% X ● ● ▲

甲酸 (Formic acid)25% X ● ▲ ▲

甲醇(Methanol)98% ● ● ● ●
乙醇(Ethanol)98% ● ● ● ●

乙醇70% ▲ ● ● ●
異丙醇(IPA) ● ● ● ●
乙二醇(EG) ● ● ● ●

甘油(Glycerin) ● ● ● ●

氨25% ● ● ● ▲
氫氧化鈉25% ● ● ▲ ●

● : 適合使用; ▲ : 特定條件下可使用; X : 不適合使用

酸類

鹼類

醇類

Nylon PTFE CA(醋酸纖維) PVDF

正己烷(n-Hexane) ● ● ● ▲
二甲苯(Xylene) ● ● ● ▲
甲苯(Toluene) ● ● ▲ ●

苯 ● ● ▲ ●
二氯甲烷(DCM) ▲ ● X ●
三氯甲烷(TCM) ● ● X ●
三氯乙烯(TCE) ● ● ● ●

丙酮(Acetone) ● ● X X
環己酮(Cyclohexanone) ● ● X X

乙醚(Ether) ● ● ● ●
四氫呋喃(THF) ● ● X ▲

二甲基甲醯胺(DMF) ▲ ● X X
二甲基乙醯胺(DMAC) ● ● X ▲

甲醛30% ● ● ● ●
矽油, 礦物油 ● ● ● ▲

● : 適合使用; ▲ : 特定條件下可使用; X : 不適合使用

氧化物

溶劑

其他

碳氫化合物

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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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二、	研發及應用展望：

1.	膜材原料研發：

分離膜如以膜材來概分，可分為有機膜 ( 高分子膜 ) 及無機膜 ( 如金屬膜、陶瓷

膜 ) 兩大類，其特性及利基點各有擅長；雖然無機膜在耐熱性及耐化性方面有其優

點，但有機膜的材質種類選擇性多 ( 如醋酸纖維、尼龍、聚碸、聚醚碸、PVDF 及

PTFE 等 ) 及加工便利性高 ( 如捲式膜、中空纖維膜、管式膜及平板膜 )，則是無機膜

材較難與之匹敵的特性。

表5 各膜材原料之優缺點

Polymeric
Membrane

Carbon membrane Zeolite membrane

Separation
mechanism

•Solution
  diffusion

Advantages •Low production
  cost

•Excellent chemical
  stability

•Creat uniform pore
   structure at molecular
   level

•Surpass the trade-off
   between permeability
   and selectivity

•Exhibit catalytic
  property

Disadvantages •Poor thermal
  resistance

•Vulnerable to adverse
  effect from exposure to
  organic contaminants
  and water vapor

•Difficult to operate in
  bulky organic
  environment

•Poor chemical
  resistance

•High material cost

•Arduous to
  beach the
  trade-off
  between
  permeability and
  selectivity

•Reproducibility in the
  synthesis method

•Poor processability
•Difficult to synthesis
  membrane with a large
  surface area

•Excellent thermal stability
•Can be used at aggressive operation

Similarity
•Brittle
•High production cost

Inorganic Membrane

•Kundsen diffusion: >10Å
•Surface diffusion: <50Å
•Capillary condensation: >30Å

Similarity
•Molecular sieving: < 6Å

Similarity

  資料來源：Salleh et.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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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近年來各式有機複合膜 (Composite Membrane) 的發展，更是將有機膜應用

的廣泛性及特用性推展到另一個層面。所以，全球有機膜的廠家無論在產品種類方

面或市場規模方面，都較無機膜的數量來的大。

表6 各式有機膜之材質與組成

資料來源：Masaru Kurihara (2017)

有機膜材料除了較無機膜有著上述之各項優點外，其原料取得成本、製膜設備

成本及生產成本等方面，更是無機膜難以與之競爭的主要原因。而在眾多有機膜材

中，除因應過濾對象不同的物、化特性有其較適合的應用考量外；如單純針對原料

成本考量，則尼龍 (Polyamide) 有著絕對的成本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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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有機膜材料進口單價比較

貨  名 進口金額(KUSD) 進口數量(公噸) 單價(USD/KG)
PA6(聚醯胺6) 55,906                25,503             2.19                
PTFE(聚四氟乙烯) 28,378                2,306               12.31              
PSF(聚碸) 2,611                  155                   16.85              
PI(聚醯亞胺) 40,081                294                   136.33           
(資料來源: 財政部關務署2018年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

尼龍種類很多，較常見的有： PA6、PA66、PA11 及 PA12 等，目前台灣主要生

產品項以 PA6 及 PA66 為主。兩者性質相近，但 PA66 的熔解溫度稍高，且原料價格

亦較高，所以在考量加工便利性及材料成本等方面，PA6 都是較具競爭力的選項，

加上台灣的化纖廠仍以 PA6 為主流，故 PA6 尼龍應可作為國產薄膜材料之優先開發

選項。

選定以 PA6 尼龍為薄膜開發之材料，除了是希望可為國內尼龍化纖產業開闢一

條自主掌握度高的新「創價 (Value Added)」應用外，也是基於尼龍在物、化特性及

獲得成本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

另外，選定尼龍材質還有一個是基於環境永續發展的理念所啟發的原因：海洋

廢棄物問題。近年來由於石化塑膠製品的輕量便利性、價格便宜性，使得塑膠製品

被大量使用於取代傳統各類金屬、玻璃及天然纖維製品。而塑膠製品的輕量性及不

易分解特性，卻也因此造成了陸地及海洋生態的浩劫。尤其在海洋生態方面，除了

受人類任意丟棄的塑膠垃圾影響外，還有因漁業行為所產生的事業廢棄物 ( 如浮球、

漁綱 )，及其碎化後之塑膠微粒，更是造成了許多海洋生物物種的意外死亡甚至滅

絕，進而導致了漁業資源的日益匱乏。

依台灣荒野協會近年配合國際淨灘行動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ICC) 舉辦

之台灣 ICC 淨灘行動歷年統計報告亦可明顯發現，在前十大海洋廢棄物中，除了不

當棄置之日常塑膠製品外，屬於漁業事業廢棄物之浮球 ( 筒 ) 及漁網一直都是主要的

廢棄物種類。

128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128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128 2021/12/21   上午 11:56:232021/12/21   上午 11:56:23



圖3 2019年台灣海洋廢棄物統計
資料來源：荒野保護協會(2019)

依 Norsk Fiskeriretur AS (Nofir AS) 所作的研究計畫 (EUfir, A European system for 

collecting and recycling discarded equipment from the fishing and fish farming industry)，

其發現尼龍是海洋廢棄物中可回收再生產品中比例最高的材料 ( 佔比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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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海洋廢棄物回收狀況

其中主要原因應是尼龍為廢棄漁網之主要 ( 單一 ) 材質，所以回收再製相對較容

易；所以，近年來世界各國及台灣都開始了漁網回收再生尼龍的工作，而此回收再

生工作，不僅可以依循永續發展 cradle to cradle 的原則來解決廢棄漁網的處理問題；

而且經由回收漁網所產製出的尼龍原料，也可大幅降低原本從己內醯胺 (CPL) 經聚

合、壓出等製程生產出尼龍所需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量；而尼龍從處女料 (Virgin 

plastic material) 生產所需的能耗相較於其他塑料 ( 如 PP 及 HDPE)，是需耗能最高的

製程。所以，如能有效從漁網回收生產取代部份的傳統尼龍製程產量，其所能減少

的能耗及碳足跡當量亦是最可觀的，所以這可說是一舉數得的環境永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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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塑料生產能耗

Primary non-renewable energy demand for virgin plastic material

PLATICS TYPE UNIT
A

FUEL ENERGY
INPUT

B
FEEDSTOCK

ENERGY INPUT

C
PRIMARY non-renewable
ENERGY DEMAND (A+B)

PA6
kg non-renewable
resources/kg

1.76 0.75 2.5

PP
kg non-renewable
resources/kg

0.66 1.03 1.7

PE(HDPE)
kg non-renewable
resources/kg

0.76 1.04 1.8

Primary non-renewable energy demand for EUfir system

PLATICS TYPE
D

EUFIR SYTEM
FUEL ENERGY INPUT

PA6 0.83

PP 0.56

PE(HDPE) 0.56

UNIT

kg non-renewable resources/kg

kg non-renewable resources/kg

kg non-renewable resources/kg

EUfir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 detail

Partnet
Partnet processes

CARBON FOOTPRINT
kg CO2 eg/kg

Partner contribution to
Eufir project

Eufir system
CARBON FOOTPRINT

kg CO2 eg/kg

Nofir UAB 0.23
Pre-treatment

100%
0.23

Fishnet reuse
partnet

0.37 Re-use 2% 0.01

PA6 recycler 2.54 Recycling 56% 1.42

PP and PE (HDPE) recycler 1.32 Recycling 17% 0.22

Lead recycler 0.11 Recycling 2% <0.01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 per kg of virgin material

Material composition (output
product-Eufir project)

Percentage
Composition

Material
CARBON FOOTPRINT

kg CO2 eg/kg

Virgin output 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kg CO2 eg/kg
PA6 76% 6.7 5.1
PP 13% 1.6 0.2

PE(HDPE) 9% 1.9 0.2
Lead 2% 1.8 <0.1
Steel 1% 1.4 <0.1

TOTAL 100% - 5.5

資料來源：Nof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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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的尼龍除了已成功重新回用於紡織及工程塑膠應用外，筆者希望經此研究

能開創出另一個升級再生 (Upcycling) 的新膜材應用，再將其應用於水污染處理及再

生循環問題，則對於環境永續發展更是發揮加成的效果。

2.	製膜配方研發：

目前主流的商業中空纖維膜製膜方法，主要以乾 ( 熱 ) 法 ( 熱致相分離 -TIPS: 

Thermally induced phase Separation) 及濕法 ( 非溶劑致相分離 -NIPS: Non-solvent in-

duced phase Separation) 兩種相分離法為主。而 TIPS 法因受限於溶劑及非溶劑間的親

和力 (Affinity)，而導致表面孔徑較難控制 (Tan and Rodrigue, 2019)，所以主要應用

於 MF( 微濾 ) 及 UF( 超濾 ) 中空纖維的紡製。而 NIPS 法雖然薄膜的孔徑分佈範圍較

大、絲膜的機械強度也較 TIPS 法差，但因膜孔大小較易控制，且最具經濟競爭力，

所以為較多廠家採用。

圖5 TIPS法示意流程圖
資料來源：Scinor Water America, LLC, TIPS Fact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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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NIPS法示意流程圖
資料來源：Scinor Water America, LLC, TIPS Fact Sheet

但 NIPS 法因需使用到有機溶劑 ( 如 NMP、DMAC 等 ) 溶解高分子膜材來配置

料液 (Dope Liquid) 及芯液 (Bore Liquid)，而於後續進行相置換 (Phase Separation) 及

水浴洗淨製程時，再將殘餘溶劑洗除；所以其產製過程會產生大量含有機溶劑的廢

水；而尼龍因不易溶於有機溶劑之特性，故目前紡製尼龍中空纖維膜之配方大都以

酸液 ( 如甲酸 -Formic Acid) 作為溶解尼龍之溶劑；而此配方除了會增加紡絲設備之

初設成本 ( 較高等級之設備防蝕要求 ) 外，還會衍生後續廢酸液之處理問題，其甚至

比含有機溶劑的廢水還棘手；所以，以綠色生產的角度來看，雖然生產的尼龍薄膜

產品可應用 ( 處理 ) 水污染的問題，但因其產製過程產生了相對不易處理的廢水問

題，故仍不能算是夠完美、夠綠的解決方案。

近期已有國外廠家 ( 如 Entegris, 2019 US/JP/CN 專利 ) 找到適合之綠色有機溶劑

(Green Solvent- 較易生物分解之有機溶劑，如多價醇 ) 可有效溶解尼龍高分子，除可

大幅降低紡絲設備之防蝕要求外，並可有效解決紡絲過程產生難處理之廢酸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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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展望—溶劑純化/回收：

目前針對廢溶劑處理、回收之流程設計，主要以熱 ( 焚化 ) 處理、傳統蒸餾純

化、及機械蒸汽再加壓 (MVR, Mechanical Vapor Recompression) 等方式為主流，但無

論上述哪一種方式，即便使用號稱可大幅減少能耗的 MVR 系統，其在處理及回收過

程中均需投入額外熱源 ( 能量 ) 來處理或分離 / 純化有機溶劑，而因需額外之熱源，

所以也產生了相當量的碳排放。如前節所述，如此之方案在永續發展的觀點上來看，

都不是夠完美及夠綠的解決方案。

圖7 蒸發系統及MVR系統之流程及能耗比較示意圖
資料來源：SEMICOM TAIWAN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業廢水資源化解決方案-氨氮廢水、IPA等溶劑
廢水回收技術簡報

隨著薄膜技術的日益發展精進，目前針對有機溶劑處理之應用，市面上已有許

多廠家發展出此特用之薄膜種類： OSN(Organic Solvent Nanofiltration)，或稱 OS-

RN(Organic Solvent Resistant Nanofiltration)，專門應用於有機溶劑過濾及回收 / 純化

應用。此技術係利用薄膜滲透過濾的高選擇特性，可將溶液中的溶 ( 雜 ) 質及水與有

機溶劑有效分離，以達到濃縮及純化的目的。且由於不需提供額外熱源來達到分離

目的，所以在能耗方面是各式熱處理技術所難以與之競爭的。而在碳排放量方面則

處理回收量愈大時，OSN 法的優勢就愈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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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傳統蒸餾法及OSN法應用於溶劑回收處理之能耗比較
資料來源：Szekely et. al, 2014

圖9 傳統蒸餾法及OSN法應用於溶劑回收處理之碳排量比較
資料來源：Szekely et. al, 2014

針對廢有機溶劑濃度太低之原水，以直接蒸發或 MVR 方式都有能耗過大、經濟

效益偏低的問題。所以，目前也有 MVR 廠家設計規劃先以 OSN( 或 RO) 將含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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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劑之廢水進行相當程度之濃縮，再搭配 MVR 作後段純化，如此則不僅可產生相當

量之回收純水外，也因經 OSN 處理後廢液量變少、有機溶劑濃度提高，MVR 的設

計容量也可隨之縮小，如此除可有效減少初設成本外，並且可將 MVR 再生出高純度

( 電子級 ) 有機溶劑的經濟效益發揮至最大，甚至達成零液體排放 (ZLD, Zero Liquid 

Discharge) 的目標，可說是目前極具競爭力的成套整合方案。

圖10 廢溶劑回收流程
資料來源：SEMICOM TAIWAN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業廢水資源化解決方案- 

氨氮廢水、IPA等溶劑廢水回收技術簡報

三、	結論

所以，綜合以上論點，筆者認為國產薄膜廠家若能以台灣自產尼龍原料，成功

開發出適合應用於有機溶劑過濾之尼龍中空纖維膜，以其成本及技術自主性的優

勢，進而尋求與溶劑回收處理業者合作設立模廠，實際進行台灣半導體業的廢溶劑

回收測試，應是台灣發展國產水處理薄膜設備潛力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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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共污水處理廠
下水污泥再利用現況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郭學文　課	 	 長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李國豪　幫工程司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呂宛慈　助理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許國恩　環境檢測技術組組長

一、前言

為
提升國家競爭力，內政部加速推動全國污水下水道建設，截至民國109年底，

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及「整體污水處理率」已分別提升至

37.93 %及64.48 %，而隨污水下水道普及率逐年增加，各縣市污水處理廠陸續完工運

轉，預期進流污水有機成分濃度及污泥產率可漸趨於正常，民國109年我國公共污泥

處理廠產率已增加至萬分之二，未來污泥量將持續隨之增加，污泥處理問題已受到

各界重視。下水污泥具有含水率高、異味等特性，早期多採衛生掩埋處置方式，惟

公民營掩埋場逐漸飽和且新址開發不易，造成處置成本持續上漲，且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已於103年1月29日公告「公共下水道污水處理廠」納列為事業，並自104年7月1

日起生效，公共污水處理廠產生之下水污泥係認定為事業廢棄物，需依廢棄物清理

法辦理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申請與上網申報等作業，並委託公、民營機構清除處理或

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內政部營建署為減緩污泥去化壓力，接軌國家循環經濟政策方

向，積極推動下水污泥減量及有效資源再利用，期解決日益嚴重之下水污泥處理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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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二、下水污泥資源特性分析

下水污泥為民生污水處理後之衍生物，組成主要為水分及乾基固體物兩大部

分，其中乾基固體物又可分為揮發性固體物 ( 即有機相 ) 及固定性固體物 ( 即無機

相 ) 兩類，污泥的組成成分比例與再利用途徑息息相關，再利用途徑常分為燃料化、

材料化以及肥料化三大類，本研究彙整 102 年至 108 年期間共計 24 座公共污水處理

廠下水污泥特性檢測數據，依據再利用類別關鍵項目之檢測結果，探討下水污泥採

行燃料化、材料化及肥料化再利用時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建議方向。

(一)下水污泥燃料化

下水污泥燃料化再利用用途包括製成固態廢棄物衍生燃料 (RDF)、炭化物、裂

解燃油、氣化 ( 合成氣 )，以及以生物發酵產生酒精等；燃料化特性分析項目包含灰

分、可燃分、熱值及灼燒減量，分析結果如表 1。下水污泥中灰分之含量可估算出

燃料化再利用後排灰量，表 1 中乾基之灰分含量範圍介於 14.1~70.6 %，灰分含量越

低則代表該廠下水污泥有機物成分含量高，對應的可燃分比例與乾基發熱量也會較

高。灼燒減量一般係作為焚化爐床燃燒效率判斷以及燃料化處理後可能引起有機污

染程度，研究調查灼燒減量範圍介於 29.0%~85.6%。另下水污泥的發熱量是燃料化

應用之重要因素，乾基發熱量調查範圍為 1,250~4,880 kcal/kg，均高於一般廢棄物焚

化時最低熱值 ( 約 800 kcal/kg)，但低於煤炭、燃料煤或木炭 / 焦炭等發熱量，因此下

水污泥直接作為燃料進行再利用仍具有相當難度，建議可朝輔助燃料的型式進行再

利用。

表1 下水污泥燃料化特性分析結果

檢驗項目
灰分 可燃分 灼燒減量 乾基發熱量

(熱值)

%，乾基 %，乾基
kcal/kg 
(乾基)

102-108 年調查 
結果數據範圍

14.1~70.6 29.4~85.9 29.0~85.6 1,250~4,880

102-108 年調查 
結果平均值

41.2±13.1 58.8±13.1 57.3±13.2 3,212.4±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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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水污泥材料化

下水污泥材料化再利用係以處理後之下水污泥取代砂石或黏土作為部分原料，

再利用用途可包含水泥原料、紅磚原料、陶粒、輕質骨材、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

級配料原料、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混凝土添加料粒原料等。本研究參考飛灰

再利用的相關規範 (CNS 3036)，進行數據的檢視與評析，下水污泥中所含氧化矽

( 砂石主要成分 ) 範圍為 5.60~43.00 %，三氧化二鋁範圍 1.16~6.62 %，氧化鐵範圍

1.00~10.50%。一般而言，砂土中二氧化矽的含量約為 70~80%，黏土礦物中三氧化

二鋁含量約為 15%，均遠高於下水污泥含量，且各廠二氧化矽、氧化鋁與氧化鐵之

加總含量，未達 CNS-3036 的最低規範 50%。另氯鹽含量對結構強度有負面影響，各

廠氯鹽含量範圍在 0.001~1.220%，平均檢測值為 0.07%，含量最高者為 103 年金城

廠污泥，金城地區於豐水期時會開啟雨水箱涵閘門，以利雨水宣洩至大海中，但漲

潮時，海水也會隨著箱涵管道流入，可能造成海水經箱涵而送入污水處理廠，致豐

水期之污泥氯鹽與氧化鈉濃度有偏高的情況。

表2 下水污泥材料化特性分析結果

檢驗項目
氧化矽 三氧化二鋁 氧化鐵 氯鹽

%，乾基

102-108 年調查
結果範圍

5.60~43.00 1.16~6.62 1.04~10.50 0.001~1.220

102-108 年調查
結果平均值

19.26±9.00 2.85±1.02 3.35±1.66 0.07±0.144

規範限值
(CNS 3036 對飛
灰化學成分標準 )

總和 < 50 (C 類，褐煤 / 次煙煤 )；
總和 < 70 (F 類，無煙煤 / 煙煤 )

-

(三)下水污泥肥料化

下水污泥肥料化可作為土壤改良劑或有機質肥料，若作為有機質肥料，須依據

農委會「肥料品目及規格」法規規範，針對其中 ( 十一 ) 雜項堆肥 ( 品目編號 5-11)

者，利用或添加事業廢棄物為原料者，應依循「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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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五條第四項規定，事業廢棄物所含重金屬砷、鎘、鉻、銅、汞、鎳、鉛及鋅之全量

檢驗值不得超過申請登記肥料品目規定之限值，依歷年下水污泥重金屬含量分析

結果 ( 如表 3)，部分污水處理廠銅、汞、鎳、鋅等重金屬含量有高於標準限值的情

況，建議下水污泥肥料化之應用方向優先朝行道樹與觀賞作物等「非食用」之土壤

改良劑為主。

表3 下水污泥肥料化特性分析結果

檢驗 
項目

砷 鎘 鉻 銅 汞 鎳 鉛 鋅

mg/kg，乾基

102-108 年調
查結果數據範圍

0.27~32.4 0.84~6.0 30.9~863 116~2,680 0.77~17.2 23.2~516 14.8~108 451~2,550

102-108 年調
查結果平均值

9.62±7.43 2.63±1.09 145.7±160.8 393.5±392.8 5.6±3.28 109.2±122.2 48.8±17.7 1,328±529

雜項堆肥規範
限值

25.0 2.0 150 100 1.0 25.0 150 500

三、下水污泥再利用許可推動現況

內政部於 105 年制定「公共下水道污水處理廠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規

範下水污泥再利用許可申請及審查機制，截至 110 年 6 月，共計有 3 個再利用試驗

計畫或許可申請案已核定或辦理申請作業，其中宜蘭縣宜蘭廠和臺南市仁德廠為內

政部推動之再利用示範驗證計畫，分別推動下水污泥燃料化和材料化應用，至於花

蓮縣花蓮廠和亞泥則推動下水污泥作為水泥窯之原燃料 ( 同時具燃料化及材料化應用

範疇 )，相關再利用技術及產品說明分述如下。

(一)宜蘭縣宜蘭廠再利用示範驗證計畫

宜蘭縣再利用示範驗證廠係於宜蘭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設置下水污泥炭化再利

用廠房，每日設計處理量為 10 噸，該廠已於民國 110 年 10 月竣工，其再利用試驗

計畫業經內政部核定，並已提送再利用試驗計畫成果報告，設備照片如圖 1 與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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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宜蘭廠再利用設備-炭化爐

圖2 宜蘭廠再利用設備-空污防制系統RTO

1. 下水污泥特性

宜蘭縣運轉中公共污水處理廠計有宜蘭廠和羅東廠 2 座，設計平均日污水量

分別為 30,000 CMD( 兩期 ) 和 45,000 CMD( 三期 )，目前實際日污水量為 22,592 

CMD 和 26,865 CMD，宜蘭縣每月脫水污泥產量約為 300.9 噸，2 座污水處理廠下

水污泥含水率介於 75.0%~81.9%，灰分和可燃分比例分別介於 38.2%~52.0%( 乾基 )

和 48.0%~61.8%( 乾基 ) ；下水污泥元素組成以碳為主，比例介於 21.6%~31.1%( 乾

基 )，熱值約為 2,520~4,880 kcal/kg ；下水污泥鎘、鉻、銅、鉛、鎳、鋅、砷和汞等

八項重金屬含量檢測結果，以鋅濃度最高，介於 705~981 mg/kg，其次為銅，濃度介

於 156~27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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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2. 再利用技術

宜蘭縣依據技術、經濟 ( 操作成本、經濟效益等 )、環境及法規等四項決策要素

進行再利用技術可行性評估，選擇炭化技術進行宜蘭下水污泥之再利用，炭化流程

主要分成兩步驟：脫水污泥進入乾燥爐乾燥為含水率 20% 的乾燥污泥；之後乾燥污

泥再進入 550℃炭化爐低氧燃燒成含水率低於 10% 炭化物產品，作為輔助衍生燃料。

3. 再利用產品特性

本研究於宜蘭炭化廠不同運轉時段、相同生產條件下，採集炭化物產品進行特

性檢測，炭化物元素分析中以碳占最大比例 ( 如表 3 所示 )，O/C 值為 0.6 和 0.53，

碳含量約氧的兩倍，當 O/C 比例越低，具較佳熱釋放率。表 4 炭化物熱值 ( 到達基 )

為 4,666 和 3,615 kcal/kg，介於火力發電常用之的褐煤 (2,780~3,892 kcal/kg) 與亞煙煤

(4,800~5,700 kcal/kg) 熱值含量範圍；另下水污泥含大量有機質，揮發分比例高，另

炭化物灰分比例高於台灣電力公司主要煤炭燃料產生之灰分比例 (2 %~16 %)，高灰

分除會降低燃燒效率，並會產生粒狀空氣污染物，建議未來可與一般煤炭經適當比

例混燒，以達到資源循環利用及空污排放之要求。炭化物灰熔點 ( 如表 5 所示 ) 介於

台灣電力公司主要煤炭燃料灰熔點範圍 (1,150~1,500℃ )，一般而言灰熔點會受到灰

分成分影響，其中三氧化二鋁、二氧化矽含量高，灰熔點越高。 

表3 宜蘭廠再利用炭化物產品元素分析

檢測項目 炭化物1 炭化物2 單位
C 36.1 32.7 %
H 4.8 4 %
O 21.7 17.3 %
N 5.4 4.8 %
S 1 0.8 %
Cl 0.13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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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宜蘭再利用炭化物產品近似分析

檢測項目 炭化物1 炭化物2 單位
總熱值 ( 到達基 ) 4,666 3,615 kcal/kg
總水分 3.16 3.88 wt%
內含水分 3 3.05 wt%
灰分 ( 乾基 ) 31.59 42.71 wt%
揮發分 ( 乾基 ) 58.56 45.16 wt%
固定碳 ( 乾基 ) 9.86 12.13 wt%

表5 宜蘭再利用炭化物產品灰分分析

檢測項目 炭化物1 炭化物2 單位
灰融點 - 初變形溫度 1,219 1,313 ℃
灰融點 - 軟化溫度 1,259 1,356 ℃
灰融點 - 半球化溫度 1,358 1,447 ℃
灰融點 - 熔流溫度 1,418 1,475 ℃
氧化鈉 1.15 1.15 wt%
氧化鉀 2.06 2.1 wt%
氧化鎂 2.61 2.33 wt%
四氧化三錳 0.07 0.067 wt%
三氧化二鋁 13.38 13.96 wt%
二氧化矽 55.36 57.52 wt%
三氧化二鐵 7.22 7.12 wt%
氧化鈣 5.89 5.3 wt%

(二)臺南市仁德廠再利用示範驗證計畫

臺南再利用示範驗證廠設置於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下水污泥再利用處理設備

每日處理量為 30 噸。目前尚處於工程階段，預計 110 年 8 月完工，設備照片如圖 3

與圖 4，目前已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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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圖3 臺南仁德廠再利用設備-旋轉窯

圖4 臺南仁德廠再利用設備-破碎供料機

1. 污泥特性

臺南市轄下運轉中公共污水處理廠計有安平、虎尾寮、柳營、官田、仁德及

安南等 6 座，設計平均日污水量分別為 160,000、12,000、6,000、2,500、15,500 及

13,500 CMD，目前實際平均日處理水量為 124,611、2,917、4,240、828、3,346 及 5,900 

CMD，109 年度月平均脫水污泥產生量分別為 209.9 噸、2.5 噸、8.88 噸、0.16 噸、

0.00 噸及 34.24 噸。其中污泥產生量最多的安平廠，其污泥灰分和可燃分比例分別介

於 30.0%~69.9%( 乾基 ) 和 30.1%~70.0%( 乾基 ) ；下水污泥元素組成以碳為主，比例

介於 15.2%~31.5%( 乾基 )，熱值約為 1,250~3,450 kcal/kg。

2. 再利用技術

臺南市依據工程技術、經濟面和環境及介面特色等綜合評析，遴選乾燥及燒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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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粒作為下水污泥示範驗證廠燃料化技術，仁德廠以具污泥乾燥設備之安平廠為主

要處理對象，收受乾燥污泥進入燒結造粒設備，其原理類似於坯體燒結成陶製品，

先將粉狀原料作初步造粒成型，再經燒結以略低於該物質熔點的溫度加熱，使其堅

硬後製成粒料，國內外已有類似案例可供參考。臺南仁德廠下水污泥燒結後之輕質

粒料規劃作為景觀用途。

(三)花蓮廠與亞洲水泥之個案再利用

花蓮廠與亞洲水泥共同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並已於 109 年 12 月業經內政部核

發再利用許可文件，刻正辦理環保證照變更。

1. 污泥量特性

花蓮縣僅 1 座運轉中公共污水處理廠 ( 花蓮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設計平均

日污水量 50,000 CMD，實際日污水量為 38,363 CMD，109 年月平均乾燥污泥產量

19.91 噸 / 月，亞洲水泥因考量 109 年接管率為 35%，未來隨接管率提升，污泥會持

續增加，因此再利用許可以 200 噸 / 月為申請量。花蓮廠污泥灰分比例約為 29.4%、

揮發分為 58.21 %、固定碳為 6.88 %，熱值 ( 乾基 ) 為 3,798 kcal/kg。

2. 再利用技術

亞洲水泥花蓮廠將下水污泥作為水泥燒成中的輔助燃料，取代部分煤炭的使

用，污泥投入旋窯系統 ( 圖 5) 後即於 85±100℃高溫環境充分燃燒，提供系統熱值，

燃燒剩餘之灰分隨水泥原料進入旋窯內與生料 ( 石灰石、矽鋁質原料、鐵砂 ) 混合鍛

燒成熟料。

圖5 亞洲水泥花蓮廠預熱機/旋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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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發展

國外下水污泥再利用推動已頗具成果，例如日本污泥掩埋處理比例逐年降低，

改以材料化 ( 建築資材利用 ) 及肥料化 ( 綠農地利用 ) 等方式，下水污泥整體回收

再利用率可達 78% 以上；德國考量下水污泥中含有豐富之植物營養素及高濃度之

磷等特性，多以產製肥料方式進行農業利用或景觀美化，分別約占總再利用處理量

之 30% 及 14%。而我國目前刻正積極推動下水污泥多元化再利用發展，惟綜整歷年

下水污泥再利用推動之經驗，其推動過程所遭遇之問題包含污泥特性與法規兩個層

面，說明如下：

污泥特性上，因公共污水處理廠污水性質尚屬接管初期階段，導致下水污泥的

質量不如預期，例如因污水收集上游化糞池未敲除、管線滲漏、收受截流污水或工

業廢水，使得乾基固體物之灰分含量偏高或特定重金屬濃度偏高，影響下水污泥肥

料化與燃料化發展。針對下水污泥特性問題，各公共污水處理廠應依污泥特性調查

結果，釐清問題來源，據以改善污水處理廠操作問題，將下水污泥予以改質，俾利

推動其資源化再利用。

法規層面上，內政部已公告下水污泥再利用法規「公共下水道污水處理廠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惟因下水污泥再利用尚缺乏足夠案例，因此現以個案再利

用方式辦理，審查過程需花費較長時間，導致增加再利用機構取得下水污泥再利用

許可難度及意願，為改善申請程序，待累積相關實績案例後，未來下水污泥法規建

議可朝向簡化程序以及調整為公告再利用方向，以提高再利用機構申請意願，擴大

我國下水污泥再利用發展市場。

內政部接軌永續循環之政策方針，積極促動產官學研合作，各公共污水處理廠

可依其下水污泥特性評估適合的再利用發展方向，逐步提升我國下水污泥再利用的

技術，降低下水污泥再利用門檻，提高再利用產品品質，使下水污泥朝資源永續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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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陳文卿　資深顧問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陳文欽　研 究 員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梁永瑩　研 究 員

一、前言

國
內之生物性有機廢棄物產生量極為龐大，包括廚餘、禽畜糞便、果菜廢棄物、

食品廠下腳料與有機污泥、廢樹枝葉等，所蘊藏的生物性有機資源極為豐富。

除廢樹枝葉外，該等有機廢棄物的特性是含水量高，因此若以掩埋處理將造成高濃

度垃圾滲出水之污染，而若以焚化處理很明顯的是約九成以上的水分將使廢棄物之

熱值大為降低，並連帶使焚化爐失去能源回收之效益。此外，由於其成分皆為易腐

敗物質，在儲存或運送過程中皆極易發臭，因此根本之策是進行資源或能源回收再

利用。各種有機生質資源可採取的再利用方式如圖1所示。本文則將以廚餘為對象，

介紹國內目前的主要處理方式，包括肥料化、飼料化與能源化等。

149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149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149 2021/12/21   上午 11:56:242021/12/21   上午 11:56:24



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圖1 各類有機生質資源之處理與再利用方式

二、廚餘之特性與回收再利用現況

廚餘之含水量極高 ( 約 85% 以上 )，因此熱值明顯偏低，據調查最高位發熱量約

1,300 Kcal/kg，低位發熱量約 80 0Kcal/kg ( 楊萬發等，2002)，明顯低於一般焚化爐

最低設計值 ( 低位發熱量 1,000 Kcal/kg 以上 )，不利於焚化能源回收。因此，將廚餘

之有機資源回收，除可避免焚化或掩埋所衍生的二次污染外，更符合廿一世紀資源

永續經營之環保潮流，推動廢棄物減量與多元化處理之政策目標。

國內俗稱的「廚餘」(kitchen waste) 與國外通稱的「食品廢棄物」(food waste) 有

所不同。歐美家庭因食物採買多為超級市場供應已經整理的食材，與臺灣一般傳統

市場供應有所不同，加上下水道普及與鐵胃 (food disposer) 的使用，把廚房廢棄物送

至下水道處理，故分類過程雖皆多稱為廚餘，但性質有極大的不同。歐美及日本等

回收多為過期食品廢棄物，但國內則多為廚房烹煮產生的廢棄物與不再食用的剩食

為主，加上飲食習慣差異性，國內所收集之廚餘有具有以下特性：

• 含水率高(約85%以上)

• 油脂含量高

• 鹽分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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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性狀(size)不均勻性

由於食品廢棄物或廚餘的來源不同，對分類收集的難易度有明顯影響，而對後

續的資源化再利用方式也會因性質差異。目前之主要再利用方式有飼料化、肥料化

與能源化 ( 甲烷發酵 ) 等不同方式，其主要的資源化策略依序為減量→可食部分 ( 即

期食品 ) 分配使用→轉製動物飼料→堆肥化 ( 與樹枝葉等共同處理 ) →厭氧消化能源

化。

圖2 食品廢棄物或廚餘之來源與資源化方式選擇

有鑑於回收再利用之方式不同，故傳統上各地方環保機關收集廚餘時將其分為

剩飯菜殘羹供養豬再利用之「熟廚餘」，及菜葉果皮供堆肥再利用之「生廚餘」兩大

類 ( 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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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圖3  生、熟廚餘回收樣品觀察

表 1 為依據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2015 年於新竹、臺中與臺南所採取生 ( 堆肥 )、

熟 ( 養豬 ) 廚餘所進行的性質分析結果 (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2015)。顯示廚餘的有機

質含量 (TVS/TS) 高，若採厭氧消化處理，可分解轉換成沼氣之潛能亦較其他有機廢

棄物為高。但熟廚餘之油脂濃度遠高於生廚餘，鈉離子 ( 鹽分 ) 濃度亦偏高，對廚餘

生物處理之再利用方式，須注意可能影響微生物的反應。而若作堆肥再利用時，產

生之堆肥成品之某些性質可能無法符合農業相關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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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地點之廚餘特性分析

採樣點 新竹 臺中 臺南
分析項目/日期 2015.1.23 2015.2.3 2015.1.26

樣品別 生廚餘 熟廚餘 生廚
餘 熟廚餘 生廚餘 熟廚

餘
pH 5.2 4.3 5.8 4.9 4.9 4.6
含水率 (%) 86.36 89.44 88.69 88.29 83.50 83.80
TS (%) 13.64 10.56 11.31 11.71 16.50 16.20
TVS (%) 11.45 9.46 10.29 11.10 14.76 15.12
TVS/TS 0.84 0.90 0.91 0.95 0.89 0.93
TCOD (g/Kg) 179 197 161 199 224 299
CODs (g/Kg) 27.2 52.6 21.8 62.8 17.8 67.6
CODs/TCOD 0.15 0.27 0.14 0.32 0.08 0.23
TKNs (mgN/L) 590 592 74 196 124 322
NH

4

+
-N(mgN/L) 102 98 32 46 46 54

Org-N (mgN/L) 488 494 42 150 78 268
Na+ (mg/L) 1,270 4,200 2,300 6,500 3,010 6,700
油脂 (mg/L) 2,980 9,200 1,950 10,700 2,250 19,500

環保署自 2003 年起全面推動廚餘回收，各縣市依據回收廚餘性質之差異性，

以及各縣市不同的環境條件 ( 再利用場處理量能 )，乃因地制宜採取不同的再利用

方式。2020 年全國廚餘總回收量約 52.96 萬公噸，其中養豬再利用量 24.38 萬公噸

(46.03%)，堆肥再利用量為 26.15 萬公噸 (49.38%)，其他 ( 製成家禽飼料、厭氧發

酵 ) 再利用量為 2.43 萬公噸 (4.59%)。

2018 年中國大陸爆發非洲豬瘟疫情，為避免廚餘養豬成為感染途徑，因此若干

縣市限制廚餘養豬，取而代之的是堆肥與厭氧消化生質能再利用。因此，未來國內

廚餘回收再利用，宜「因地制宜」採「多元化再利用」方式。除現行「肥料化」( 堆

肥再利用 )、「飼料化」( 養豬再利用 ) 外，「能源化」( 厭氧消化 ) 當為未來應積極推

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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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三、廚餘堆肥再利用

廚餘含豐富之各類營養成分，因此將廚餘經生物發酵方式轉換成有機堆肥，除

可提供農作使用外，亦可減少化學肥料使用。

有機廢棄物堆肥化之原理是利用微生物繁殖、代謝以消耗有機質的作用，將廚

餘中不安定的有機成份分解，最終製成肥料或土壤改良劑。在好氧狀態下，微生物

快速繁殖，碳水化合物被氧化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有機物分解過程所產生的熱量

可使堆肥溫度上升，同時將水分蒸發，達到減量及乾燥之目的。微生物在繁殖過程

中需要自基質中獲取養分，其中主要為碳源與氮源，反應過程將碳源轉換成二氧化

碳，使基質中碳源含量及碳 / 氮比逐漸降低，至腐熟程度後則不易再下降。而以蛋白

質氨基酸為主之成分則被分解成氨氣 (NH3)，造成 pH 略微上升 (pH 約 7~8)，且是堆

肥場嗆鼻氣味之主要來源。發酵後期氨氣逐漸逸散殆盡，pH 將隨之微降。堆肥化過

程中水分逐漸逸散，理化性質亦隨之改變，外觀呈蓬鬆狀且臭味消除，達到腐熟及

適於施作之條件。

堆肥腐熟最相關之微生物可分為真菌、放射狀菌及細菌三大類，但在堆肥過程

中，各種微生物並非個別或分期獨立活動，而為混合作用。因環境不同，有時真菌

活動最盛，有時兼氣性菌較活躍。堆肥腐熟則隨微生物種類與反應不同而影響其品

質。

堆肥好氧發酵需控制水分及提供足夠的空氣，最適宜的含水率約 65~70% 左

右。由於目前所收集之廚餘含水量多高於 85%，無法立即進行堆肥發酵。因此除配

合高效率之脫水設備使含水率下降外，也可混合副資材 ( 或調整材 ) 以調整水分，並

提供適當的孔隙度以利空氣傳輸。普遍可使用之副資材包括木屑、稻殼、乾茶葉或

其他性質蓬鬆有機物等。若堆肥場所在地不易取得這些副資材，也可利用腐熟堆肥

直接回用，不但具調整含水率功能，亦能提供大量具分解有機質活性之微生物，使

堆肥發酵作用加速，此為常用的作法。

整體而言，堆肥化最主要的目的是將廚餘穩定化，並保存可利用之營養性物

質，因此廚餘堆肥化有以下功能：

• 廚餘安定化、無害化。

• 病源菌控制：發酵過程中最高溫度可達60～70℃，具有消滅病原菌、寄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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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卵等功能。

• 減量化：降低水分將廚餘之重量、體積減少。

• 可結合其他有機廢棄物(如農林廢棄物)共同處理。

• 資源回收：廚餘經堆肥化後可製成肥料、培養土及土壤改良劑等。

(一)	廚餘堆肥廠流程

廚餘堆肥處理系統略如圖 4 所示。

圖4 廚餘堆肥處理流程

完整之廚餘堆肥作業流程包括分卸貨暫存、前處理、發酵作業 ( 一次發酵及靜

堆 )、完熟作業和成品出料，另包括污染防制設施。其中前處理作業包括破碎、脫水

和副資材調配等，是後續發酵作業成功與否的關鍵要件，需慎選機械設備和規劃流

程。而配合完善之污染防制設施則是確保堆肥場周遭之環境衛生，避免影響鄰近民

眾，更是堆肥廠得以永續營運的關鍵。

以日處理 10 公噸含水率 85% 之廚餘為例，進行破碎擠壓脫水後，脫除之污水約

3~4 公噸，加上發酵過程滲出所收集之水分，可採簡易之自行液肥發酵處理或收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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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至既有之廢污水處理廠處理。擠壓脫水後之廚餘必須添加足夠副資材，調整含水

率以利堆肥反應之進行。經一次發酵、二次發酵後，可產生總量約 4 噸的堆肥成品，

且含水率可降至約 40% 以下。

(二)	廚餘堆肥廠操作管理

傳統堆肥方式，從原料控制調配、發酵條件控制及成品管理，有多項應注意事

項，說明如下：

1. 原料控制： 

• 時程控制：廚餘進場後應立即處理，以免堆積而腐爛發臭。

• 雜物剔除：雜物太多不僅影響堆肥成品品質，且可能導致機械故障，故應先

剔除雜物。

• 避免太大之顆粒：大顆粒分解速度慢且不均勻，應儘量破碎成較細小顆粒以

利發酵作用進行。

• 堅硬及長纖維物質應切碎：如椰子殼等體積大且堅硬之物質，除不易分解

外，且會造成機械損壞。

• 副資材混合均勻：應依廚餘含水量，調配適當之副資材量。廚餘經調整後之

含水量以達60~65%最佳。

• 副資材選用：以價廉、易取得、吸水性良好且不含有害成份之材料，如木

屑、稻殼等為佳。

2. 堆肥發酵條件控制

廚餘堆肥化為利用微生物分解有機物過程。一般先分解有機碳變成有機酸，後

期再進行有機氮之分解。因此初期 pH 維持低於 6 左右，後期緩緩上升至 pH 約 8，

為有機氮分解產生 NH3 產生階段。整個發酵過程約 1~2 個月，水分慢慢逸散脫除，

從最初含水率約 65%，可降至 40% 以下。分解過程靠微生物作用，因此須提供充分

氧氣及足夠時間。主要之發酵控制項目如下。

• 堆積高度：最適堆積量約保持1.5 m高為宜，且呈平錐形。若堆積量太小，則

溫度不易蓄積，無法維持良好的高溫發酵。反之，若堆積太高則翻堆不易完

全，空氣傳輸量不足，甚至形成厭氧化。

• 水分控制：廚餘堆肥發酵之初始水分應調整至60~65%左右，發酵過程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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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將逐漸降低。水分太多造成污水橫溢之髒亂惡臭現象，且團聚成塊狀造成

空氣無法順利傳輸，阻礙堆肥發酵之進行。

• 發酵時間與空間：一般分兩階段之發酵，第一段發酵應維持約30天，否則無

法達到腐熟的要求；第二段靜堆仍須可維持10天以上較理想，因此堆肥場須

有足夠的堆肥空間。

• 溫度：若操作良好，經一星期後堆肥區之中心溫度即可高達60℃以上，並可

維持約10天左右，再逐漸下降至常溫。高溫可殺滅病原菌、蟲卵外，並能將

水分逐漸脫除(約可達40%以下)。

• 翻堆頻率：翻堆作業是堆肥發酵之重要手段，目的在提供足夠氧氣以利微生

物分解作用進行，並使基質充分混合，及將水分移除。若翻堆不足，發酵速

度將遲緩，且空氣不足易形成厭氧化。但若翻堆太頻繁，溫度不易蓄積，亦

不利發酵進行。

• 送風量：足夠的空氣量是供應堆肥微生物發酵作用的必要條件，送風量不足

或不均勻，微生物無法獲足夠氧氣進行有機物分解；送風量若太大，則易將

熱量快速帶出，使溫度不易上昇，不利於發酵作用。

3. 成品篩選與品質管理

廚餘堆肥成品內若含有無法腐爛的塑膠或大型顆粒狀物質，將影響堆肥使用，

須以篩網將雜物去除，以獲得品質均勻之成品。

廚餘堆肥發酵後主要產品為有機質肥料、有機資材半成品、土壤改良劑等。產

品去化管道視收集原料的分類狀況、處理方式與品質檢驗成果而有所不同，也將影

響產品的用途與價格。若品質良好，含廚餘的肥料成品符合規範 ( 雜項堆肥品目編號 

5-11)，可向農委會申請肥料登記證之雜項堆肥品目販售。相關規格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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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表2 各類肥料品目及規格

中華民國102年4月3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字第 1021052625號公告修正

(十一) 雜項堆肥(品目編號 5-11) 

1. 適用範圍：以植物渣粕、動物廢渣、魚廢物、副產動物質、副產植物質、廚餘或

事業廢棄物等為原料，經過翻堆、發酵腐熟、調配成分、堆置風乾等程序所製成

之堆肥。

2. 性狀：固態。

3. 成分：

 3.1 主成分：

  3.1.1有機質50.0%以上。

  3.1.2 全氮0.6%以上，5.0%以下；全磷酐0.3%以上，6.0%以下；全氧化鉀

0.3%以上，4.0%以下。

 3.2  有害成分：砷不得超過25.0mg/kg，鎘不得超過2.0mg/kg，鉻不得超過

150mg/kg，銅不得超過100mg/kg，汞不得超過1.0mg/kg，鎳不得超過

25.0mg/kg，鉛不得超過150mg/kg，鋅不得超過500mg/kg。

4. 限制事項：

 4.1 不得混入化學肥料或礦物。

 4.2 水分40.0%以下。

 4.3 pH值5.0以上，9.0以下，並應標示pH值。

 4.4 碳氮比10以上，20以下。

 4.5 以廚餘為原料者，應登記本品目，且鈉不得超過4.0%，氯不得超過6.0%。

 4.6  利用或添加事業廢棄物為原料，應依「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5條

規定辦理。

5. 應檢驗項目：

 5.1 全氮、全磷酐、全氧化鉀、有機質、砷、鎘、鉻、銅、汞、鎳、鉛、鋅、水

分、pH值、碳氮比。

 5.2 利用或添加非屬「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之事業廢棄

物者，應辦理事業廢棄物成分檢驗及作物毒害試驗。

 5.3以廚餘為原料者，須檢驗鈉及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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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標準化之廚餘堆肥廠案例

環保署歷年來陸續補助各縣市設置廚餘堆肥場，總數已達五十多處。為使各堆

肥場可妥善處理廚餘，環保署定期邀請專家委員至各堆肥場進行操作性能之評估與

輔導，以發揮良好成效。其中臺南市城西堆肥廠之廠區配置、操作管理皆十分良好，

可作為範例。如圖 5 顯示八個發酵翻堆槽中，各槽溫度與 pH 變化，物料逐漸分解且

堆積量逐漸降低之情況，堪稱為符合理想之操作模式。

圖5　標準化廚餘堆肥廠之操作狀況(臺南市城西堆肥廠)

該堆肥廠日處理量 8 公噸 ( 含水率約 85%)，經脫水後固渣約 3.2 公噸 ( 含水率約

70%)。混合木屑及迴流腐熟堆肥成品後總重量約 5.3 公噸 ( 含水率 63%)。操作時每

週依序移槽翻堆，底部並有通氣管送風。隨生物發酵之進行，各槽堆積高度逐漸下

降，外觀蓬鬆，第三槽後出現可分解纖維質之白腐真菌。地面無污水漫流之情況，

且廠區無臭味。其成品外觀蓬鬆黑褐色、氣味良好。已向農委會申請取得肥料登記

證「尚介肥」。經探討該廠成功之關鍵為：

• 廠區空間配置合理。

• 適當之破碎前處理

• 水分控制良好(脫水、添加副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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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 空間充足，且定期翻堆及送風

除城西堆肥廠外，各縣市另有多處操作良好，且堆肥成品優良之廚餘堆肥廠。

對處理廚餘及有機資源資源化發揮重大貢獻。

四、廚餘厭氧消化生質能利用

廚餘厭氧消化作用是應用微生物的作用與轉換，配合適當的環境因子，將廚餘

中的各種有機物轉化為包括氫氣及甲烷等能資源的作用。厭氧消化反應除具污染物

分解的功能外，相較於其它處理程序，於密閉環境下較不會有臭味問題產生，生質

氣體並可回收為能源應用。消化後之殘渣已穩定化，可進行後續有機堆肥製造。出

流之沼液亦可作為植物液肥，或利用薄膜處理轉為氮磷原料，將氣、固、液產物充

份利用，是全面性的解決方案，也是有機廢棄物處理與轉換為生質能源的應用典範。

厭氧消化可分為四個理論階段包括水解、酸化、乙酸化與甲烷化。在厭氧狀態

下，大部分有機碳將轉換成甲烷 (CH4) 及二氧化碳 (CO2)，而有機物中某些含硫及氮

的有機成分將轉化為硫化氫 (H2S) 與氨氣 (NH3)。一般而言，厭氧消化槽所產生的沼

氣組成約為：甲烷 55~70%、二氧化碳 30~45% 及約 0.2~0.5% 之硫化氫，視進料基

質成分而比例略有差異。此外亦含有水氣，其含量視系統操作溫度而定。厭氧消化

有機廢棄物產生的生質氣體中有 65% 為甲烷氣，含有 5,400~6,000 Kcal/M3 的熱能，

對能源缺乏的臺灣，以長遠的能源政策而言，有機廢棄物轉化為生質能源具有其重

要的意義。

近幾年來，國際上不論是一般都市有機廢棄物、農業廢棄物或污泥等，考量再

生能源比例的提升或循環經濟的推動，皆以設置厭氧處理系統，獲得生質能源為主

要的有機廢棄物處理方式 ( 包括單一或共同處理等 )。以德國為例，依據提送 IEA 

Bioenergy Task 37 的國家報告 (2019)，目前已設置超過一萬座以上的有機廢棄物處理

廠，產生之生質氣體可供應全國能源的 12.9%，充份顯示出「轉廢為能」的潛力 (IEA 

Bioenergy Task 37, 2019)。因此，德國、法國、丹麥、日本及韓國等厭氧生質氣體廠

(Biogas plant) 均將食品廢棄物、廚餘、禽畜糞便與污水廠生物污泥等有機廢棄物列

入廠商收集與厭氧處理的目標，並針對各類有機物特性設置共消化 (co-digestion) 處

理的生質氣體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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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廚餘厭氧消化關鍵議題分析

從基質性質考量，整體廚餘厭氧消化處理涉及前處理階段、反應槽選擇、操作

參數等，技術篩選流程及考量因素，如圖 6 所示。

圖6　廚餘厭氧消化技術篩選考量因素
參考資料：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16)

國際上厭氧消化系統的與選擇，主要依操作溫度、反應槽組與進料濃度等加以

區分與設計，其區分依據與優缺點如下說明。

1. 依操作溫度區分，有中溫與高溫兩種厭氧消化方式。

【中溫厭氧消化】(30~40℃)

• 優點：設置費用低、操作簡單

• 缺點：消化較不完全、沼渣液利用有環境衛生疑慮

【高溫厭氧消化】(55~65℃)

• 優點： 消化較完全、沼渣殘留量低、反應快速、沼渣液滅菌完全，再利

用時之衛生考量佳

• 缺點：建造成本較高(保溫)、操作技術較高

2. 依反應槽組區分，有單相式與雙相式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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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相式】

• 優點：操作簡單、設備費較低

• 缺點：生物系統較不穩定、產氣量較低

【雙相式】(酸化槽+甲烷槽)

• 優點：系統較穩定、產氣量較高

• 缺點：操作較複雜、設置費用較高

3. 依進料基質區分，有濕式與乾式兩種。

【濕式】(CSTR)

• 適用對象：濕式(TS 10%以下)基質

• 關鍵技術：攪拌混合

• 發酵液需另沉澱分離沼渣與沼液

• 技術成熟普遍

【乾式】(厭氧堆肥)

• 適用對象：乾式(TS 20%以上)基質

• 關鍵技術：進料前處理混合與淋洗液迴流方式

• 沼渣直接肥料利用

進一步之比較分析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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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濕式與乾式厭氧消化系統優缺點比較

系統別 溼式 乾式
含固率(TS％) 一般在6％~15％ 一般在20％~40％

優點

• 技術成熟實績案例多
• 設備造價相對便宜
• 較可均勻攪拌，攪拌能耗低
• 最大單一槽體處理容量上限較

大 ( 可達 10,500 m3 以上 )

• 容許較高之雜質含量，前處理
相對單純

• 佔地面積計小，有套裝設備施
工方式簡單

• 產生廢水量較少，處理費用相
對較低

缺點

• 佔地面積較大
• 料源若複雜前處理需較費工
• 需定期清除浮渣層，系統較敏

感
• 用水量較大，廢水量較大，需

評估中水回收

• 最大單一槽體處理容量上限較
小 ( 約 1,500m3)，大量時要
多個槽體單元組合

• 輸送和攪拌困難，尤其攪拌是
技術關鍵，且攪拌能耗高

• 需定期清理，造成沼氣生產中
斷

(二)	廚餘厭氧消化應用介紹

廚餘厭氧生質能廠執行方式有兩種可能模式： (1) 獨立設置以廚餘為唯一處理

對象之生質能源廠； (2) 與其他有機廢棄物 ( 包括禽畜糞、下水道污泥等 ) 做共消

化。環境與發展基金會於 2017 年接受環保署的委託，進行單獨厭氧消化及與各類有

機廢棄物共消化之研究，探討在最適操作條件下 ( 各種基質混合比例、混合濃度、消

化時間等 ) 之沼氣產生潛能，並分析沼渣沼液成分性質評估其再利用途徑。依所蒐

集之國際間應用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具經濟規模之生質能廠，建議處理量至少須達

每日 100 公噸。對國內而言，除非廚餘收集量大才具獨立設置之條件，否則可與下

水道污水處理廠或禽畜糞厭氧消化系統合作，利用其餘裕量進行共消化較可行。但

共消化後產生之沼渣沼液再利用問題，必須與農政機關協調合作。若僅以廚餘脫水

後之廢液進行厭氧消化，則沼渣產生量將較低，再利用困難度也可較低。國內目前

有多個廚餘單獨厭氧處理或共消化的實場與試驗計畫正在進行，其優缺點比較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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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廚餘單獨厭氧消化及與其他有機廢棄物共消化之比較

方案模式 廚餘單獨消化 廚餘與其他有機廢棄物混合共
消化

行政配合 營運較單純 須與各行政單位配合營運較複雜

設置困難度
須獨立設置，經費較高，須另
覓廠址

若利用既有設施餘裕量，無選址問
題，經費較低

基質限制 油脂濃度高，須前處理或稀釋
可調節基質濃度與成分，以適合生
物發酵

沼氣產生量
在低於抑制濃度時，單位基質
沼氣產生量高

單位沼氣產生量較廚餘單獨處理為
低

殘留物 ( 沼渣 )
性質較單純，可直接乾燥當肥
料再利用

性質較複雜性，再利用較困難

營運 原料來源侷限，營運較困難
可以有多方面廢棄物來源，較易維
持營運

國內單獨以廚餘進行厭氧消化處理系統之模廠測試，依 2004~2005 年臺北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工研院，由本文作者主持的研究計畫結果顯示，以兩相式厭氧消

化系統 ( 水解酸化 / 甲烷化 ) 進行臺北市廚餘的測試，發現每公噸廚餘可產生 60~70 

m3 沼氣，約可發電 100~120 度。且殘留之沼渣以翻堆發酵僅 10~20 天便腐熟完成，

於沼渣試驗中種子發芽率超過 90% ( 無抑制或有害成分 ) ( 工業技術研究院，2006)。

針對廚餘生質能廠設置，目前臺中市、桃園市、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等地方政

府均已投入營運、興建或規劃辦理；其中臺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第一期 (80 公噸

/ 日 ) 已於 2020 年 6 月 15 日開始發電； 9 月發電狀況趨於穩定，每天約發電 5 千 2

百度，開始向台電售電與收取近 3 萬元的發電費用。另外，發電時所產生的高溫煙

氣及熱水，提供園區廚餘厭氧消化系統加溫或沼渣乾燥沼渣與沼液，乾燥成品可當

成肥料再利用。第二期工程預計 2024 年竣工，屆時滿載發電，每天約可進帳 7 萬

2 千元電費。另外，桃園市觀音生質能中心 (135 公噸 / 日 ) 預定 2021 年 7 月完工啟

用；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評估中。預計全國廚餘生質能廠每年總處理量可達 23

萬公噸，發電量可達 4,197 萬度、售電收入 2 億 1,479 萬元，並減少碳排量 2.2 萬公

噸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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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廚餘去化量能，環保署近期也積極推動廚餘與其他生質廢棄物 ( 豬糞尿、

下水道污泥 ) 共消化方式，以密閉式厭氧消化方式處理，減少傳統堆肥之異味困擾，

透過跨部會合作建構多元化廚餘去化管道。如推動廚餘與禽畜糞尿共消化處理模式，

目前由新北市環保局與屏東縣中央畜牧場合作，辦理「廚餘與禽畜糞尿共消化實廠

試驗暨沼液沼渣回歸農地肥分使用試驗計畫」，由環保單位提供廚餘料源，畜牧場自

行投入經費新建四座各 1 千公噸之圓桶式發酵槽及破碎打漿設備，於 2021 年 1 月正

式投料試驗中。每日可消化 20~40 公噸廚餘，預期能提升沼氣產量增加發電效益，

如試驗結果可行，未來可推廣至其他養豬場，讓廚餘去化管道更為暢通。同時，台

糖公司位於屏東縣之東海豐畜牧場也正進行畜牧污泥與廢蔬果皮共消化實場操作試

驗，未來也可望與廚餘進行共消化處理。利用畜牧業厭氧消化處理設施的閒置量體，

或新設共同處理設施進行廚餘共消化。沼渣沼液的應用則須對源頭可處理進料進行

管制，經申請後確實辦理資源化作為。確保厭氧消化處理設施妥善操作及施灌前的

無害化，並依循農委會作物施肥手冊進行合理化施肥，降低病原菌、重金屬等物質

可能造成作物品質及農田土壤安全的潛在風險。並依環保法規之規定進行土壤與地

下水監測，應用上應無問題。但國內農地面積不若丹麥等國為大，長期應用上應考

慮國際上開始推動的物化處理新程序，分離回收氮磷元素與回用水資源。

目前環保署也與內政部營建署合作推動下水道污泥與廚餘共消化工作，預計未

來選定一座污水處理廠作為廚餘共消化示範廠，初步以廚餘漿化液與污泥進行共消

化，透過跨部會合作建構多元化廚餘去化管道。由於近年環保署補助各縣市廚餘破

碎脫水機，大量的高濃度脫水廢液必須另作妥善處，該計畫將一併進行評估以廚餘

全量磨碎，或固渣堆肥而僅以破碎脫水汁液進入厭氧消化系統之處理方式，比較產

氣量與沼渣液的殘留的差異，以使未來厭氧消化與堆肥系統的合作處理模式更加完

善。

五、廚餘飼料化再利用

廚餘所含之營養成份極為豐富，不論是供禽畜飼養或水產養殖皆可為極佳之飼

料原料。因此以廚餘作為養豬之替代飼料為民間行之有年之資源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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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廚餘飼料化的優點是：

• 最直接之資源化，效益明確不必擔心產品通路

• 節省飼料成本約60%，具經濟誘因與永續經營潛力

• 養豬戶自發性行為，廚餘消化量大

• 總污染減量高：若併入糞尿污染之處理計算，總COD去除可達80%以上

國內以往環保機關回收之家戶廚餘約有 60% 是提供養豬再利用，若加計養豬業

者自行由餐廳、社區與事業機構等回收量，推測養豬再利用之實際量應更高。但由於

2018 年底中國大陸地區爆發非洲豬瘟疫情，為防止疫情擴散，若干縣市全面禁止廚

餘養豬，要求一律改成飼料或是離牧，使得廚餘回收量與養豬再利用量明顯下降。

尚可准許養豬再利用之縣市，則採取更嚴謹管理方式，除環保機關加強稽查管制，

禁止未登錄核准之養豬場收取廚餘外，並確實要求高溫蒸煮溫度務須高於 90℃，蒸

煮時間也須超過一小時。由於部分廚餘養豬戶飼養規模不大 ( 約僅數百頭 )，無能力

設置妥善的高溫蒸煮設施及確實遵行高溫蒸煮的標準作業程序，而難以為繼。

養豬業者收取廚餘作為替代飼料，雖可節省飼料成本，為有效的再利用方式。

但廚餘養豬，不僅防疫是最令人擔心的問題，收集清運過程常有污水污染地面，產

生惡臭與環境髒亂，甚至野犬爭食等情形。且廚餘易腐敗不利保存，高溫蒸煮時產

生的臭異味及空污問題也經常遭詬病。考量國內養豬頭數逐年減少，未來廚餘養豬

再利用部分也會逐漸下降，加上農委會防疫考量，擔心廚餘養豬可能會導致非洲豬

瘟疫情擴散，未來小型養豬戶以濕式廚餘養豬的模式將難以為繼。因此，設置中央

廚房型態的廚餘飼料化集中蒸煮設施 ( 中央廚房概念 )，將蒸煮後的廚餘配送至養豬

場直接做飼料用途，確實做好防疫管理與降低防疫稽核人員的負擔，將為未來值得

採行的策略。

除此之外，國際上將食品廢棄物乾燥作為動物飼料亦為可參考的再利用方式。

此與國內的濕式養豬方式不同，食品廢棄物或廚餘經過除油、乾燥、磨碎後等處理

程序，將廚餘經高溫乾燥至含水率 10% 以下，達到殺菌的衛生要求，並經脫水離心

除油後才可做為飼料添加材料，以提升飼料化再利用之品質。此再利用方式對於物

料來源有明確規範，除飼料添加材料的廚餘須為分類好、品質高、含雜質率低等特

性外，廚餘來源若為如機場與港口等可能有境外產物的食品棄物，則不允許轉製成

166

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166內文_永續循環經濟觀念案例分享5_2021_17x23cm.indd   166 2021/12/21   上午 11:56:252021/12/21   上午 11:56:25



飼料。

以日本為例，於食品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法中，即明訂廠商有責任回收食品廢棄

物，並以包括肥料化、飼料化及能源化三種再利用方式處理。飼料化主要是由學校、

超市、速食餐廳回收過期食品與廚餘，進行破碎、離心脫水後，以重油為燃料產生

蒸氣通入夾層加熱脫水乾燥，而將水份降至 10% 以下。由於日本供豬食用飼料油脂

成份不能太高，製程中再使用旋風乾燥設備 (Cyclone) 進行除油至 5% 以下，同時將

油脂回收利用，所製得的乾燥飼料經近紅外線成份分析，再調整至符合養豬飼料所

需營養成份要求，且經驗證無有害性成份後，可販售供養豬飼料化添加物進行再利

用 [ 註 1]。廚餘乾燥再利用相較於溼式飼料化的優點在於：

• 脫除水份，利於較長時間之保存。

• 外觀乾燥，不易滋生蚊蠅，衛生條件較佳。

• 減少體積，且乾燥型態利於運送其他場所再利用。

• 乾燥過程之高溫可達滅菌功能，較具安全性。

以日本 7-Eleven 為例，該公司自 2007 年 9 月起，將把東京地區近千家店面所賣

剩的便當和熟菜等食品，加工再利用製作成家畜和家禽的飼料。目前 7-Eleven 將所

有加盟店每天大約產生 150 到 180 噸剩餘食品類垃圾，於千葉縣佐倉市設置一座日

處理能力 250 噸的工廠，回收食品在循環型飼料化中心分為五類，再分送到適合的

飼料製造工廠，分別製成高脂高蛋白配合飼料原料、低脂低蛋白配合飼料原料及液

狀飼料。不適合做飼料的部分則製成堆肥。飼料與肥料成品分別回用至便當加工廠

提供豬、雞飼養及農戶種植蔬菜，形成一完整的循環型經濟體系。

相對於國內目前普遍採行的濕式飼料再利用方式，乾燥再利用最大的困難是消

耗太多能源的問題。由於國內廚餘含水份偏高，廚餘成分複雜與乾燥所需之龐大熱

量，是目前國內推動乾燥飼料化之瓶頸。但若廚餘乾燥廠設置於垃圾焚化廠內，回

收焚化廠之廢熱作乾燥之用應為可行，或可結合高效能之機械脫水設備，將廚餘之

含水率降低至 60% 以下，將脫水漿液進行厭氧處理，利用產生的沼氣能源進行發電

與作為乾燥所需熱源，以節省添加能源量，亦可為一舉兩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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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循環經濟觀念 案例分享　5

六、結論

有機資源回收再利用是循環經濟中極重要的一環，而廚餘則是民眾最經常接觸

者，各種回收再利用措施也都需要全民配合的。而包括肥料、能源、飼料的各種多

元化利用方式，皆與經濟、農業、環保部門關聯密切。因此必須整合各相關部門，

從法規、技術等方面緊密合作，才能建構完整的有機資源循環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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