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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措施 水利署多管齊下
─專訪水利署 王瑞德總工程司

■ 編輯部 / 記者 ■ 楊文琳

據統計，台灣位居世界第 19 位缺水國家，顯示台

設備，透過有效的水源調配與管理，以滿足各標的用水需

灣為水資源匱乏區域，加上近年因降雨異常、高科

求，將成為重要課題。

根

技產業群聚與產業轉型效應、土地利用及社經環境快速變
化等因素，使水資源供應日趨困難，台灣正面臨缺水的嚴

水資源永續利用多管齊下

重考驗，水利署總工程司王瑞德指出，應從全國水資源應

王瑞德指出，臺灣地區水資源供需面臨的困難除供

用的角度進行大尺度節水與合理調配，使有限的水資源運

給面、需求面的問題外，還有蓄水設施抗旱能力不足、水

用得更有效益。

土保持尚需加強，及影響集水區涵蓄水資源能力、水質污

台灣年平均降雨量約 2,502 公釐，為世界平均值
973 公釐之 2.6 倍，但因地狹人稠，每人每年可分配雨
量僅 4,074 立方公尺，遠低於世界平均值 21,796 立方公
尺，僅約世界平均值的1/5。加上雨量在時間及空間上之
分布極不均勻，豐枯懸殊，如南部區域之枯水季與豐水
季逕流量比高達約 1：9，且因地勢陡峭，水資源蓄積不
易，造成水資源運用日益困難，因此如何利用現有水資源

染降低水資源供應量等問題，尤其近年來全世界自然氣候
的變遷，使得澇旱頻率大增，這些困難已使國內的水資源
面臨「缺水」臨界點，在天然水資源開發利用總量管制及
枯水季用水零成長之前提下，建議以「建立天然水資源總
量分配機制」、「提高用水效率」、「適度以多元方式開
發新水源」，作為臺灣地區未來水資源永續利用之主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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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各標的用水

推動「三全」運動 讓水再次利用

王總工程司說明，建立天然水資源總量分配機制，

在水資源永續發展成為政府重大政策後，未來相

應將水資源依其實際合理使用需求重新分配，也就是合

關重大開發計畫均應提出用水計畫書送水利單位審核，

理調整及重新分配用水標的之用水量，才能充分發揮水

以有效管制用水之成長，並透過跨部會協調溝通，從政

資源最大之效益，以農業用水而言，加強灌溉管理方式

策面制訂相關辦法，盡可能讓水做二次利用。若預期各

提高用水效率，效果更易彰顯。國內的用水標的主要分

區域生活及工業用水仍有不足，則考量以開發水庫、地

為：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及其他，其

表地下水聯合運用、平地水庫（人工湖）、海水淡化、

中，農業用水比例約達七成，王瑞德分析，跟其他發展

廢污水再生、農地回歸水、農塘蓄水、雨水收集貯留等

程度類似的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用水的比例相對偏高，

多元方式開發新水源。再輔以相關產業政策、國土規劃

事實上，隨著農業面積減少，農業用水的需求量不再像

及水權制度適當調整、水價合理化、教育及宣導，使民

以前那麼多，因此應將農業用水做更有效的應用。例如

眾建立水資源永續利用觀念，促進水資源有效利用及

加強灌溉管理，落實耕作灌溉制度，如改善圳路、以旱

管理。

灌用的較省水灌溉方式等，從灌溉制度、設施、方式到
餘水利用一一改善，提升農業用水效率，未來也可考量
成立供水事業體，提供誘因讓農業用水做更好的應用。

考量水土及生態正常環境維持，水資源開發利用
規劃朝採「以供定需」總量管制策略，並以民國1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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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管控目標年，每年供應水量以 200 億噸為上限。為達

或更新案，須符合「達一定用水回收率」條件；將節水

成前述總量管制目標，首先將依馬總統英九 98 年 12 月

納入工業區、科學園區、科工區開發環評承諾事項，要

召開之小型國安會裁示，推動「全國」、「全民」、

求工業區用水回收率達 75%。

「全面」之「三全」節約用水運動，透過中央與地方政
府協力推動、民間與政府攜手努力，共同形塑節水型社

水價偏低 使得節約用水推動不易

會。目前水利署已朝推動雨水收集貯留、農地回歸水、

除了從國家層級展開大尺度節水相關措施，王瑞

河川伏流水、海水淡化、都市污水與工業廢水回收再利

德指出，水資源建設是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及促進社會經

用等水源開發方向規劃，以提供安全的基礎用水。在水

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基礎建設，尤其在氣候變遷異常水文

資源再生利用推動方面，成立「水再生利用推動專案小

條件衝擊下，亟需長期積極推動相關集水區保育、減漏

組」，以針對推動水再生利用策略、法令及配套措施等

措施、節約用水與水資源建設，開源與節流並重，以期

不定期進行研商與推動。

能提供穩定且量足質優的用水。此外，適時調整自來水

新加坡或以色列都有「一滴水至少使用二次」的
政策，我國除全面性的朝增加地下水補注、提高農業灌
溉用水效率及節約用水外，也積極推動水的再生利用。
水利署自 97 年起進行福田再生水模廠驗證，以生活污
水、工業區綜合廢水進行再生，產水供應福田廠區用
水、生活次級及學校、機關的環境景觀用水；楠梓模廠
驗證產水則供應半導體封裝業製程及冷卻用水。王瑞德
指出，國內都市生活污水廠放流水每日約 298 萬噸，有
極高的再生利用價值，考量產水及輸水成本、用水端接
受度及缺水程度，水利署未來將以桃園、新竹、台中、
台南及高雄等缺水地區推動污水廠放流水再生，主要供
應工業使用，其次則供應生活次級或環境保育用水。
98年起並已自具再生潛勢的污水廠，尋求鄰近地區工業
區、科學園區使用意願，陸續辦理台中福田、高雄鳳山
溪、臨海、楠梓及林園、新竹竹北、台南安平、南科等
廠之先期規劃，且規劃於 110 年前完成中壢、鳳山溪二
座再生水廠建置。

水價、與 NGO、環保團體及地方建立理性溝通平台、
積極辦理既有設施更新改善及強化區域性水資源聯合運
用等策略，也將一併持續推動，以利水資源永續經營管
理，凡此種種都需要全民配合。
王瑞德也感慨表示，很多民眾不節水是因為用水太
便利了，水價偏低也造成民眾不知珍惜水資源，使得節
約用水推動不易。水價於民國83年調整沿用迄今，已逾
18 年未行調整水價，統計最近5年自來水事業投資報酬
率，台灣自來水公司為 -0.28％，台北自來水事業處為
1.07％，顯見自來水售價長期近於成本，甚至更低，已
影響自來水事業推動相關汰換舊漏管線、改善淨水場設
備及提升備載能量等工作。

節約用水 全民動起來
台灣地區 100 年平均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為 271 公
升，未來以降低至 240 公升為目標，王總工程司指出，
為了引導全民從日常生活中全面節水，帶動全民節水，

水利署也運用技術輔導，協助民生及產業大用水

水利署同仁必須率先推動節約用水工作，政府部門更需

戶，進行水再生利用評估測試，並提供可行性報告，提

以身作則，藉由政府機關及學校率先推動各項節約用水

升投資設置意願。規範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擴廠之投資

措施，並以示範方式引導民間效法採行。在民生公共用

3

4

人物專訪

水方面，全國各級機關、公立各級學校與公共場所應加

且輔導機關學校用水設備檢漏，以100 年為例，計辦

速進行換裝省水器材，同時擴大推動雨水貯留再利用，

理 40 案次，年節水約12 萬噸，達到 20％ 的節水成效。

並配合執行政府機關及學校「自主節水及查漏行動」計

100 年並辦理「全民來節水，百萬獎金大放送」活動，

畫，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用水資料網路填報系

對確實達到節水目標的個人及社區發送出獎金 220 萬

統」等。在工業用水方面，全國各工業區及工廠之主管

元。透過 99 年辦理的「水價優惠折扣措施」及「補助

機關應全力推動「工廠節約用水輔導」工作，並確實建

民眾購買省水標章產品」等誘因，節省水量約1億 5 千

立節水環境。

萬噸。王瑞德也建議，未來規畫鼓勵全民提供創意節水

歷年來政府為推動節約用水計畫，不遺餘力，包

點子，讓全民參與節水形成風潮。

括：積極推廣省水器材、雨水及再生水利用，並辦理

目前水利署正研擬「邁向永續國家－節水行動方

大用水戶節水輔導，以有效利用水資源，這些成果亦

案」，預計推動時間自 2013 年至 2020 年，具體措施

逐漸顯現，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由 2001年的 285 公

及工作項目包括：一、降低生活用水量：（1）全面裝

升，降至 2011年之 271公升，工業用水回率由 2001年

置省水器材；（2）全面查漏行動；（3）推動水價合

之 43.7％ 提升至 2010 年之65.2％。目前省水標章產

理調整；（4）全民節水動起來。二、提升農業用水效

品計1,560 項，歷年省水標章使用枚數達 2,760 萬枚。

率：（1）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2）有效運

92 年至100 年計辦理 366 案民生及公共大用水戶節水

用灌溉用水。三、提升工業用水效率：（1）擴大辦理

輔導，年節水量約為1,900 萬噸。辦理「機關學校節

工廠節水技術輔導；（2）強化用水計畫審查並落實後

約用水評比」競賽，全國機關學校99年節省 2.5% 水

續查核、督導及追蹤：（3）規範一定規模以上新設或

量，約 282 萬噸，100 年節省 4.46% 水量，566 萬噸。

擴廠之投資或更新案，須符合「達一定用水回收率」條
件；（4）節水納入工業區、科學園區、科工區開發環
評承諾事項；（5）推動產業水足跡標示。四、擴大利
用雨水及再生水：（1）推動雨水貯留利用；（2）建構
水再生利用友善發展法制環境；（3）建構水再生發展
政策。
王瑞德強調，水資源之永續發展，實質上是調整國
家用水結構、產業政策及民眾生活習慣等生活全盤轉型
的環境運動，需從上而下全面並進節水，除了政策的制
訂，還需在產業政策、法令修改、水價調整、政府財源
等各方面有效配合，並兼顧環保及供水效益，讓節水成
為有共識的全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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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管承裝商與承裝技工管理現況
水利署 ■ 潘志銘 / 工研院 ■ 林煒峻

為

健全自來水管承裝商之管理，經濟部依據自來

承裝商依法需聘僱專任技術員及專任技工，其資格

水法第九十三條之六規定訂定「自來水管承裝

取得規範於「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辦法」第五條。至有關

商管理辦法」，其所稱自來水管承裝商（以下簡稱承裝

承裝技工資格取得，需通過考驗合格，目前係委託行政

商），係指承攬裝修自來水導水、送水、配水管線及自

院勞工委員會併同技術士技能檢定辦理，對於考驗合格

來水用戶用水設備工程業務之公司或商號。由於承裝商

者除由勞委會發給中華民國自來水管配管丙級技術士證

屬許可制，依自來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需向所在地直

外，經濟部亦核發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明書。

轄市或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分兩階段辦理籌設許可與營業許可。

另為因應政府便民措施，對於考驗合格人員領取
合格證照之繳費方式，由以往至郵局劃撥方式，自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為加強督導各縣市政府辦理自來水管

100 年1月1日起改為便利超商繳費，大幅提升民眾之便

承裝商及技工管理業務，已建置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系

利性，截至101年 5 月21日止，本項業務自來水管承裝

統，除便於通盤掌握及管理外，亦可協助各縣市政府有

技工證照核發部份，辦理新發證 2,312 件。

效管理自來水管承裝商及技工等資料管理，截至101年
5 月21日統計資料: 全國營業許可核准自來水管承裝商家
數總數 4,172 家，其中甲等承裝商 3,128 家，乙等承裝
商 824 家，丙等承裝商 220 家。有關各縣市政府自來水
管技工 94 年至100 年底，合格技工總數 68,691張，全
國聘僱中技工人數11,487人。

經統計自來水管承裝商經常申辦之項目有：變更
營業許可；變更公司或負責人印鑑；解補僱技工、技術
員；補換發營業許可證書、工程手冊、工作證；停復
業；展延營業許可證書期限等業務，以上相關申請書
表，可於「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網站，「水利櫥
窗」項下「自來水管承裝商資料」下載，再至地方主管
機關辦理。

5
法規
管理

6

法規管理

表一、全國營業許可核准自來水管承裝商家數統計

等級
縣市

小計
甲等

乙等

丙等

基隆市

49

41

4

4

臺北市

572

521

24

27

新北市

610

498

84

28

桃園縣

265

203

56

6

新竹市

113

75

29

9

新竹縣

105

69

28

8

苗栗縣

83

48

28

7

臺中市

487

372

94

21

南投縣

125

66

55

4

彰化縣

209

139

66

4

雲林縣

147

76

66

5

嘉義市

66

35

22

9

嘉義縣

102

61

34

7

臺南市

316

245

61

10

高雄市

457

402

33

22

屏東縣

86

63

11

12

臺東縣

49

32

13

4

花蓮縣

89

66

11

12

宜蘭縣

190

72

98

20

澎湖縣

24

21

3

0

金門縣

28

23

4

1

4,172

3,128

824

220

總計

統計日期：民國10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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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映管(股)公司龍潭廠 節水事蹟分享
中華映管 ■ 莊英傑高級工程師

一、 前言與概要
水為 TFT-LCD 製造時不可或缺資源之一，華映深知
水資源得來不易，除積極提高水資源之回收外，用水減
量從源頭做起是華映一直努力的目標，為降低製程用水
量，進一步透過對製程機台的改造來達到節約用水之目
的，以降低華映龍潭廠區用水及廢水對生態環境衝擊。
華映積極推動綠色職場，將節省能資源的概念生活化，
同步加強員工環境教育，希望將節省能資源文化及觀念
在每個單位內萌芽生根，逐漸將此觀念推廣到公司各角
落。得到「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對華映公司節省能資源
行動來說，是給予最大的肯定及鼓勵。後續將秉持持續
圖一、綠色經營委員會啟始會議

改善的精神，提高廠區內水資源的再利用率，達到環境保
護與經濟發展「雙贏」的目標。

Innovation
綠革新

二、節約用水推動規劃步驟
1. 節水政策

Marketing
綠行銷

Procurement
綠採購

節水政策為實現華映對於水資源管理之承諾與持

GREEN LIFE
GREEN WORLD

續改善之決心，使全廠 員工皆能徹 底 理解並加以貫徹
執行，做為與利害關係者溝通管道及宣示華映節約用水
理念。

Cooperation
綠合作

Design
綠設計

• 成立節水專責組織，訂定明確節約用水策略，分層分
工負責落實推行。

Transportation
綠運輸

• 針對廠內用水現況清查，訂立節約用水優先方案，擬

Operation
綠製程

圖二、「Green Life, Green World」精神

定短期與長期計劃目標，定期檢討差異分析、檢討執
行成效，並探討未來發展方案。

綠色經營委員會組織架構

• 掌握廠區產能提昇及產品生產組合計畫，檢討及改善

綠色經營委員會
主席 總經理

設備用水現況，適時調整節約用水優先方案。

顧問

環安衛委員會

2. 成立專責組織
華映為邁向永續經營之理念，於2010年成立「綠

綠色革新委員會

綠色產品委員會

綠色製程委員會

色經營委員會」（如圖一），極力推動綠色議題，秉持
綠色運輸小組

綠色行銷小組

綠色設計小組

綠色採購小組

念分別由產品面的「綠生產」，以及生活面的「低碳行

綠色研發小組

低碳企業行動計畫（簡稱 Green Actions），推動理

綠色企劃小組

「Green Life, Green World」精神（如圖二），提出

為」同時做起，拼產能同時也要拼綠能，將公司導向低
碳企業。

圖三、綠色經營委員會組織架構

綠色合作委員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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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水量監控分析及檢討

綠色經營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席，由旗下五大子
委員會（如圖三）發揮所屬功能執掌持續推動能資源減

4. 用水設備定期保養維護管理

量相關方案，逐步做到員工從日常生活建立環保觀念，

5. 管理組織定期召開節水討論及分享會議

營造舒適快樂工作氣氛，員工享有健康而平衡的生活，

6. 定期檢討節水成果及設定節水目標

在產品方面也積極投入綠色產品研發與製造，開發環境
友善綠色產品減少對環境衝擊，並將這股節能減碳綠色

7. 新節水方法及設備收集及可行性評估

氣息傳遞給上下游供應商、客戶以及營運地點所在的社

8. 加強員工環境教育訓練

區。共同由內在綠色觀念建立擴及外部綠色友善行動展
開，讓利害關係人能體會到華映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用心
與努力。

4. 訂定節約用水目標:
2010 年，華映開始於台灣廠區製程方面推
動 335 專案，訂定 2010~2014 年每年減量目標如下（以

由綠色製程委員會負責華映各廠區之清潔生產

2008 年為基準）：產品節能 5%、單位面積包裝減重

（減量、回收、循環利用）、節能、節水（335 計畫執

5%、單位面積製程節水 5%。在各單位努力下甚至有超

行）、水足跡、能源足跡、減碳執行及包裝減重事務

越預期目標的表現。傑出表現的單位亦獲得公司給予公

推行。

開表揚與獎勵肯定。華映龍潭廠區：2010 年單位面積生
產用水量已減少 12.747%。

3. 訂定節約用水策略

5. 節約用水管理制度及績效考核

A、 開源
1. 製程設備用水回收再使用評估

A、用水清查制度

2. 廠務設備用水回收再使用評估

• 製程單位：依據廠務提供總純水用量/日，驗證用量是

3. 廢水設備放流水回收再使用評估

否合理，並以超音波流量計量測並監控確認設備用水

4. 新水源開拓評估

量是否有異常變化。
• 廠務：執行每日值班抄錶、PDA 點檢並記錄。

B、節流
1. 製程設備用水量及方式最佳化評估

B、查漏制度

2. 廠務設備用水量及方式最佳化評估

• 製程單位：日常點檢保養、漏液檢知 Sensor 偵測、不
定時巡檢。

3. 廢水設備用水量及方式最佳化評估

• 廠務：監控室設有監控電腦及值班工程師，可隨時監

C、管理

控無塵室及各機房內設置之漏液 Sensor 有無漏液警報

1. 製程設備排水種類分流管理

狀態。

2. 回收水源水質標準及用途管理

節約用水策略

開源

節流

1. 製程設備用水回收再
使用評估
2. 廠務設備用水回收再
使用評估
3. 廢水設備放流水回收
再使用評估
4. 新水源開拓評估

1. 製程設備用水量及方
式最佳化評估
2. 廠務設備用水量及方
式最佳化評估
3. 廢水設備用水量及方
式最佳化評估

管理
1.
2.
3.
4.
5.
6.
7.
8.

製程設備排水種類分流管理
回收水源水質標準及用途管理
用水量監控分機及檢討
用水設備定期保養維護管理
管理組織定期召開節水討論及分享會議
定期檢討節水成果及設定節水目標
新節水方法及設備收集可行性評估
加強員工環境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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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操作維護管理制度
• 製程及廠務單位：依各用水設備保養維護規定週期，
定訂保養維護計畫及內容（日、週、月、季及年），
製程人員及廠務值班工程師於設備定期保養時確認並
操作維護供水及用水設備，並記錄之。
D、節約用水績效考核
• 華映母公司設有大同集團環安衛委員會負責管理集團
環安衛執行成效，針對集團各子公司回報環安衛執行
成效進行現場實地查核，針對執行績效優良之集團子
公司，由董事長親自頒發獎狀以茲鼓勵。（如圖四）
• 華映母公司大同集團針對環安衛執行成效以持續改善

圖四、大同集團環安衛委員會針對執行績效優良之集團子公司，
由董事長親自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為努力目標方向，藉由集團各子公司彼此良性競爭以
期達到能資源最有效利用。
表一、華映建廠初期規劃節約用水措施

開拓水源
雨水收集及回收

1. 回收方式：於廠房屋頂設置雨水收集管路，再彙集至收集筒，經過濾設施後予以回收
使用。
2. 環保效益：雨水資源化，減少用水量。

源頭分類
廢水分流收集

TFT-LCD 廠產生之廢水包括酸鹼廢水、含氟廢水及有機廢水，因這三類廢水特性差異大，
因此於廠內即將廢水分流收集儲存，再採行分流處理程序，以降低處理成本、提升污染防制
效益。

用水回收再利用
生活污水處理廠用水回收再利用

生活污水經生物處理、砂濾及消毒設備處理後，放流水水質大致符合回收用水水質標準，
主要供汙水廠附近公園綠地之澆灌使用。

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

TFT-LCD 廠因需要大量的製程用水，為減少排放廢水量及節約水資源，採取用水回收措施，
包括：製程使用過純水再回收、超純水系統逆滲透濃縮水回收、污染性質較低之廢水經適當
處理至符合標準後直接回收於廠區內再使用。

製程清洗段回收再使用

1. 回收方式：製程中之一、二、三次清洗水槽，為節省水資源第三槽依水位補充新水，第
三槽清洗後之廢水以 PUMP 抽取至第二槽再使用，相同之再將第二槽之清洗後廢水收集
至第一槽使用。
2. 環保效益：節省水資源浪費及減少廢水產生。

放流水回收

1. 回收方式：廢水經處理後之放流水水質狀況仍佳，再將其回收至過濾塔過濾後輸送至以
下區域或設備使用，如不良管再生清洗、全廠 scrubber 水洗、全廠沖水馬桶、洗車區、
綠化澆水、全廠洗地、消防用水等，每日約回收水量使用 600 噸。
2. 環保效益：廢水回收資源化，減少廢水產生。

冷卻塔排水回收

1. 回收方式：製作冷卻塔外擋防止灑水桿水花飛濺而出，另冷卻塔排放水收集回收至水處
理前置設備，經過緩衝槽→曝氣塔→反應槽→沈澱池→過濾水池→過濾機→再使用（每
日約回收1,000 噸）。
2. 環保效益：廢水回收資源化，減少用水量及廢水產生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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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映龍潭廠區節水事蹟
華映龍潭廠區在建廠之初即秉持對環境的愛護及
永續發展的概念作規劃及設計，華映建廠初期規劃節約

無機
廢水

調整池

反應池一

反應池二

快混池

汙泥

用水措施（如表一），廢水處理節約用水措施（如圖
五），製程及廠務設備節約用水措施（如圖六）。

沈澱池

慢混池

中和池

消毒池

過濾塔

濃縮塔

壓濾機

回收再利用 放流水

無機廢水經物化處理+SF（砂濾）+AC（活性碳）設備處理再回收供應冷卻水塔及洗滌塔使用（RCW）

調勻池

CaOH2

NaOH CaOH2

Polymer

快混池一

快混池二

慢混池

蝕刻
廢水

汙泥委外

沈澱池

pH
調整槽

MBBR

脫氦槽

濃縮槽

壓濾機

2010 年龍潭廠投入約 1,100 萬元進行除磷脫碳脫氮廢水系統改善：此套蝕刻廢水處理設備結合物化與生物處理系
統，可有效去除水中無機性離子，同時降低水中導電度及總磷，脫氮槽可有效脫碳脫氮，後端生物系統可兼顧去除
水中有機物，可有效提升放流水水質。

出流水泵浦

進流水
薄膜模組

空氣
進流水貯槽

進流水泵浦

膜離生物反應器

曝氣機

2010 年龍潭廠投入約 850 萬元進行有機廢水處理薄膜單元更換：
有機廢水經過 MBR（生物處理+薄膜）處理後去除有機物及總氮，並使用 RO 將水過濾後回收再利用。
MBR 系統示意圖如右：薄膜生物處理系統，用以去除廢水中的 COD 及氮污染物。膜離生物反應器技術通常應用於
二級生物處理，用以去除 COD、SS 及含氮污染物等。由於具有生物處理與薄膜過濾之特性，經生物處理與薄膜處
理後廢水水質可達到接近三級處理之效果
圖五、廢水處理節約用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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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務超純水製造系統 RO-R

廠務純水製造系統 2B3T 再生廢水

廠務純水製造系統活性碳逆

濃縮排放水全回收

回收再利用

洗水回收

前洗 IDLE 潤溼水時間控制

後洗 IDLE 潤溼水時間控制

蝕刻機放流水節水專案

圖六、製程及廠務設備節約用水措施

四、華映龍潭廠區節水效益
2010 年華映龍潭廠區製程節水事蹟效益（如表二），省下用水量普遍用於冷卻水塔之熱交換用，藉此減少水資源
之耗用。
表二、在 2010 年製程節水事蹟工作項目共計 21 項

省下用水量合計：319 萬m3/年

可省下水費合計：5,779 萬元/年

減少有機氣體污染處理費用合計：2.6 萬元/年

減少廢水處理費用合計：4,514 萬元/年

減少污泥處理費用合計：653 萬元/年

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計：622 噸/年

3

減少有機氣體污染量合計：27.8 萬m /年
減少污泥量合計：1,895 噸/年

減少廢水量合計：319萬 m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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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科技大學水資源處理回收再利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 古源光校長 / 楊勝任 / 林絮玉

壹、前言
屏東科技大學位於屏東縣內埔鄉東北山丘坡地上，

屬多雨地區，且是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但是雨量在時

校園佔地約 296 公頃，是台灣單一校園面積最大的學

間及地區分佈極不均勻，5 至 10 月之間的雨量佔全年總

府，因依大武山、傍東港溪，視野遼闊景色宜人，校園

雨量 75-80%，枯水期長達 6 個月以上，又中央山脈南北

優美、閒靜、景觀如畫，宛如一座天然公園，而有內埔

縱走，造成大部分的台灣河川東西流向且腹地不大又陡

國家公園美譽。除內埔校區外，本校在墾丁國家公園附

坡急流，逕流量被攔蓄利用的僅約 177 億立方公尺（約

近另有一座 268 公頃的保力林場，及位於屏東與台東交

佔19% 年總逕流量），其餘均流入海洋，致每人每年所

界處，佔地 600 餘公頃的達仁林場。

分配雨量僅及世界平均值的七分之一，被聯合國認定屬
水資源較缺乏地區。

本校以朝向專業研究型大學，積極提昇學術地位，
以建構成為亞太地區學術重鎮而努力，除了是培養學生

屏東科大有感於因水環境變遷淡水資源漸匱乏，

專技、陶冶人格、強健身心的最佳環境外，並期望對環

又全球最富國家排行榜第 4 名的新加坡，及第 7 名的香

境保護貢獻心力。又學校是培養及教育社會未來人才的

港，都需要付更多的經費才能從別的國家買到水，而列

場所，若能藉由學生在校期間，給予學習機會並獲得正

第 24 名的台灣，用水確如此的方便及便宜，因此，積

確的節水知識和養成行為習慣，將深深影響其將來踏入

極規劃、設計及實施治水、利水、保水、親水和活水的

社會及未來組成家庭時，對水資源回收再利用所採取的

處理及設施。

方式和態度，而且大專院校肩負推動高等教育及社會示

參、節水事蹟

範責任，若能設置及提供中/雨水回收再利用及節水教
育、宣導的場所，以提升全體國民對於水資源永續發展

一、節水政策

的理念，是當務之急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1、成立節水推動小組，訂定節水管理計畫及查核辦
法，定期差異分析並檢討執行成效。

因此，屏科大將校內全部的生活污水、游泳池放流
水、實習養殖池溢流水、畜牧場放流水及部分雨水經處
理回收再利用，不僅將原有污水場及其場區內環境，營
造成一個非常自然且生態的園區，亦將回收處理過的放
流水，供沖廁、澆灌、調節溫度、營造生態及補充地下
水水源等，而達到具有教育、研究、宣導、示範、休憩
的目的。

貳、緣起

2、除針對現場運轉評估節水空間外，並持續檢討及改
善放流水、雨水回收狀況。
二、節水設施
1、游泳池放流水
本校將游泳池放流水，藉由地勢高程差及地下水
庫，供實習果園及種苗園澆灌用，更利用落曝及過
濾系統處理後，作親水性的景觀池及環保公園植栽
澆灌用，而達到美化校園、休憩、環保教學及蓄水
的功能。（圖一）

台灣四面環海，氣候溫暖潮溼，屬亞熱帶季風區氣
候，雨量主要來源為東北風、梅雨季節及颱風，年平均

2、 實習養殖池溢流水

雨量約可達 2,510 公釐，是水資源的主要來源。雖然雨

為配合全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育活動，也為了創造更

量豐沛，年獲雨量可達約 900 億立方公尺，在世界排列

多對野生動植物友善的環境，並提昇校園及社區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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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果園澆灌
重力

游泳池流放水

種苗園澆灌

地下水庫
重力

重力

環保公園

重力

景觀池
落曝及過濾
公園澆灌

圖一

游泳池放流水處理回收再利用程序
1. 入口

實習養殖池
溢流水

2

微生物
水生植物

重力

3. 觀日橋
12

4. 淨化池

3

5. 木棧道

4

1

11

淨化沉澱池

7. 靜思湖
8. 迎曦亭

7

9. 治洪池

9

靜思湖

1

重力
10

圖二

6. 觀景平台

5

6

重力

治洪池

2. 觀景平台

雨水
重力

重力

1

8

圖三

11. 人造林
12. 荔枝園

生態池

實習養殖池溢流水處理回收程序

10. 生態池

實習養殖池溢流水營造生態湖區

與生態品質，亦提供更多具有自然美與生態教育功能的

荷下，在不需多耗費能源的條件內，重新改造污水場環

水岸景觀，將實習養殖池溢流水及雨水，藉由地勢高程

境，除了保有淨化生活污水的能力外，更因為附加的生

差、微生物及水生植物，經曝氣、淨化後，將閒置養殖

態功能，而讓整個環境活化起來，不僅改善景觀及另人

池重新營造不僅具有美化校園、休憩、環保的功能，亦

不悅的味道等問題，亦孕育生物多樣性。生活污水經處

扮演防洪、蓄水、排水、教學及研究角色的生態池，校

理後作澆灌花木、抑制揚塵，亦供生物多樣性、環境教

區因位於候鳥過境途徑，使得該生態池常呈現出多種動

育及景觀、休憩用，而達到補充地下水源及永續再利用

物及昆蟲蹤跡。（圖二、三）

的目標。（圖四）

3、實習畜牧場廢水

5、雨水

畜牧場廢水藉由固液分離及厭氧處理後，液體作為

校區因位於山丘坡地上，年下雨量及降雨天數均

牧草區液肥用，而固體則製作成為有機肥，不僅降低污

大於恆春、台南氣相站之年平均值。藉由管理學院及工

染，且可改良土壤。

學院大樓頂樓的雨水漏水頭和雨水收集管及地下的蓄水

4、生活污水

池，將雨水回收，供每個樓層的沖廁和綠地澆灌用，以
達水資源回收再利用目的。（圖五）

屏科大利用充足的太陽能及適度的污染水進流負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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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休憩
8 棟學生宿舍 生活污水

氧化淨化處理

2 棟學生餐廳 生活污水

人工溼地淨化處理

各棟建築生活污水

植生淨化處理

沖廁
映霞湖

澆灌
補充地下水水源
景觀、生態

圖四

生活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程序

工學院大樓頂樓
5F

管理學院大樓頂樓

水塔
4F
3F
2F
1F

B1

地下蓄水池

5F
4F
3F
2F
1F
B1

地下蓄水池

沖廁

圖五

澆灌

大樓雨水回收再利用程序

綠屋頂
(過濾)
植生牆
(過濾)

雨水
儲存桶

1. 減少逕流
2. 降低污染、溫度

3. 落實儲水功能
4. 提升隔熱成效

圖六

5. 增加綠美化、景觀

雨水處理回收程序

6、綠屋頂

圖七

雨水回收系統

7、透水舖面

透過建置綠屋頂及結合雨水收集儲存系統，將綠屋

利用垃圾焚化底渣及既成道路開挖土石粒料，摻配

頂、涼棚屋頂吸收過剩的水，且經過濾儲存，儲存的水

少量水泥及水，將 MRC 配製成兼具適當強度及保水性

再送至沖廁及綠地澆灌用，成為雨水再利用與環境改善

能鋪面材料，於低交通量場所鋪設。（圖八、九）

的最佳示範系統。另屋頂植栽能吸收降雨中所含氮氧化
物懸浮微粒，有助於減少水源的氮污染及減少逕流量。
（圖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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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cm

A

12.5cm

面層：水泥+天然2分石+宜蘭石
基層：水泥+底渣2~3分石
透水量≧40mm/min

圖八

保水鋪面材料及配比

圖九

4、每日定時實施各水井電抄表，如有水電度數表異常

三、管理與推廣
1、設置水電維修小組積極抓漏維修，以解決漏水問題
及降低水資源浪費。

失，以達到滴水不漏的用水管理。

方式，對全校教職員工生進行水資源節約教育與宣
導，以強化珍惜水資源觀念。

3、製作節約用水海報，張貼於全校各公共空間的佈告
欄，以宣導水資源再利用觀念。

實習養殖池溢流水及
雨水回收再利用

狀況，立即視察。如為管線破損，立即修復。
5、藉由校內網路、教育訓練、現場標示、定期宣導等

2、設置申請維修網站，降低延誤時機致大量漏水的損

圖十

保水鋪面成效

6、積極向蒞校機關、團體及學校，分享、推廣本校
「全回收、零排放」理念及設計。

圖十一

生活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

肆、整體效益
一、降低次級用水水費
本校因回收生活污水，節省次級用水水量約
292,000m3/yr（800m3/天×365 天/年）、節省次級用
水水費約 1,255,600 元/yr（地下水水價每立方公尺 4.3
元）。（表一）
二、污染削減
每日處 理 污水量 約 8 0 0 公噸，經 淨 化後，削減的
污染包括生化需氧量（150mg/L 削減至18 -40mg/L，

圖十二

游泳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去除效率約75 %）、懸浮固體（6 0 m g/L 削減 至 3 -11
mg/L，去除效率約 88%）等。減輕原承受水體負荷，每
年預估減少 BOD 負荷 1,752 kg/年（每年 292,000m3 ×
BOD 為 6mg/L × 10-3），相關資料如表二。

伍、結語
屏東科技大學多次獲獎不僅是榮譽，也是對推行節
約用水成效的肯定，爾後校方仍會不斷將知水、用水、
愛水及節水的永續水資源環境教育理念，透過示範、解
說和教學，宣導惜水文化及道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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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設施名稱

節水措施及成效
經濟效益

改善前及排放量

改善後及再利用

（噸/年）

節省水量

節省金額

（噸/年）

（元/年）

游泳池放流水

放流 2,000

全回收實習農地澆灌

全回收 2,000

8,600

實習養殖池溢流水

放流 5,000

全回收生態池

全回收 5,000

21,500

實習畜牧場廢水

放流 2,000

全回收有機肥

全回收 2,000

8,600

全回收 292,000

1,255,600

生活污水

放流 292,000

全回收澆灌、沖廁

工學院大樓雨水

放流 4,000

全回收綠地澆灌

全回收 4,000

17,200

管理學院大樓雨水

放流 4,000

全回收沖廁

全回收 4,000

17,200

環安衛中心綠屋頂

放流 2,000

全回收綠地澆灌

全回收 2,000

8,600

環安衛中心透水舖面

放流 6,000

全回收補充地下水

表二

生活污水經削減污染後成效

溫度

DO

SS

COD

BOD

正磷

（oC）

(mg/L)

(mg/L)

(mg/L)

(mg/L)

(mg/L)

7.44

28.80

2.15

60.00

150.00

33.00

3.18

氧化處理後放流水

7.12

26.70

11.08

40.26

10.15

人工溼地後放流水

7.47

29.60

3.00

18.00

3.00

2.17

植生處理後放流水

7.40

29.00

2.61

4.00

20.00

4.00

2.42

6.0 - 9.0

＜ 38.00

3.89

50.00

200.00

30.00

6.0 - 8.5

＜ 30

＜ 100

＜ 30

6.0 - 8.5

＜5

採樣點

pH

原水

環保署放流水
水質標準
土壤處理標準
日本景觀用水
水質標準

＜ 10

績優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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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冷卻水塔防水濺之節水實例
工研院 ■ 鄭瑞章工程師

卻水塔冷卻方法，係將熱水噴灑至散熱材表面，

面潮濕，不但浪費水資源，且易造成人員滑倒，導致工安

與通過之冷空氣相接觸，此時熱水與冷空氣之間

事故。

冷

即產生熱交換作用，部份的熱水被蒸發,其蒸發潛熱被排
放至空氣中，最後經冷卻後的水落入水槽內，再利用泵
浦將其傳送至熱交換器中，再予吸收熱量。

有鑑於此，遂構思如何讓冷卻水不落地，避免造
成浪費水資源及工安問題，首先尋找防護設備並選定適
當材質先期測試，評估加裝防護設備有無缺失或影響冷

冷卻水塔啟動運轉時，由散熱材流下的水大部分會

卻水塔之功能，而後選定耐隆纖維及酚醛樹脂組成的護

流到水盤內，少部份的水會因為各種因素（1. 分水管旋

網，裝設於冷卻水塔入風口處下緣，此材質具有耐燃、

轉速度過快；2. 散熱材堵塞；3. 循環水量過大；4. 擋水

透氣，且對酸、鹼抗蝕性強。

器失去效能）等影響，而飛濺到水盤周圍地面，造成地

冷卻水塔外觀

空氣出口

擋水器
噴嘴
熱水入口
空氣入口

空氣入口

水滴飛濺地面

水滴飛濺地面

淨水出口

空調型逆流式冷卻塔

未裝設護網地面潮濕

入風口加裝護網前評估

護網高度
（cm）

飛濺水量

出風口風量
（誤差）

評估

25

潮濕

1%

差

35

乾燥

3%

不良

30

乾燥

1%

可

裝設護網地面乾燥

17
績優
個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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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選定高度 35cm 之護網，安裝於冷卻水塔入

25cm，經過2個月運轉測試後，發現飛濺水量增加且地

風口下緣，經過 2 個月運轉測試後，發現飛濺水量減

面潮濕。因此選定護網高度 30cm 做為未來空調冷卻水

少，且地面可維持乾燥，但是出風口風量與原設計風

塔設備減少飛濺量之改善方式。

量差了3%，經評估不符經濟效益，再將護網高度調降
為30cm，再經過 2 個月運轉測試後，發現飛濺水量減
少，同樣地面可維持乾燥，出風口風量與原設計風量差
了1%，經評估效益良好。

實際安裝設備運轉後，由於各季節依室外氣溫
高低，所開啟的主機各有不同，預估平均每個月可節
省 44m3 自來水，每年可節省約 528m3，此防飛濺設備
安裝至今已超過 2 年，不但正常運轉且完全不會影響空

另外，為了確保選用之材質及高度更符合節水

調系統散熱的功能及空調的供應。

效益，且不影響設備之功能，再將護網高度調降為

冷卻水塔外觀

空氣出口

擋水器
噴嘴
進風口增設
護網高度30cm

熱水入口
空氣入口

空氣入口

入風口加裝護網前後實測
A
出風口
量測點

BD

D

r1
r2
r3
r4
r5

淨水出口

B

C

空調型逆流式冷卻塔
飛濺量比較表

機型
（編號）
LBC-500
(CT-03)

實測入風口飛濺量 實測入風口飛濺量
（加裝前）

（加裝後）

5.95m3/月

2.54m3/月

LBC-700

28.6m3/月

(CT-01)

（2台）

LBC-800

12.4m3/月

(CT-05)

（2台）

合計

46.95m3/月

（5台）

0m3/月
0m3/月
2.54m3/月

差值

節省水量 / 月

3.41m3/月

3.41m3/月

28.6m3/月

28.6m3/月

（2台）

（2台）

12.4m3/月

12.4m3/月

（2台）

（2台）

44.41m3/月

44.41m3/月
護網裝設後地面乾燥人員行走安全、節省水資源

產品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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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再出發
打造未來廚衛生活新概念
■ 毅太衛浴公司
製造淋浴門起家的毅太企業，即將於今年正式

以

邁入創立三十五週年，創立初期本是以鋁門窗

為主，於1989 年成功研發出國內第一套國產淋浴門，成
功打造「乾濕分離 健康升級」的理念，大大改變國內過
往的衛浴習慣，使得較為省水環保的淋浴成為主流，開
創國內衛浴新紀元，成為台灣淋浴門業界家喻戶曉的第
一品牌。更於 2001年毅太企業成立自有品牌「一太e衛
浴」，正式跨足全系列衛浴商品，致力於研發兼具環保
與科技的產品，開發多款省水馬桶均獲得水利署頒發省
水標章的認證；毅太企業不單注重產品技術的創新，更
在 2007 以「產業、知識、教育、文化」為四大主軸，

2011年底更與日本系統廚衛市占率前五大的頂尖大

成立亞洲第一座衛浴觀光工廠，讓毅太企業從傳統製造

廠 Housetec 策略合作，獨家總代理其商品，正式跨足

業進化為會說故事的文化創意產業。

系統廚具市場，更名為「一太 e 衛廚」；Housetec 前

業界第一品牌「一太淋浴門」目前已擁有的專利高
達 69 項以上，並通過 Stanger Asia 國際檢驗機構 BSI
淋浴門檢測標準，成為國內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通

身為日本 HITACHI 日立集團的住宅設備機械部門所分支
出來的子公司，承襲母集團 HITACHI 的創新研發精神，
在日本十分具有指標性地位。

過國際檢驗標準的淋浴門品牌，成功外銷歐美備受讚

Housetec 系統廚具除了具備日式系統廚具所強調

賞，成為國內淋浴門製造界高品質的標竿。為了給消

的收納功能外，在水槽部分採用特殊陶瓷薄膜處理，配

費者更多元的選擇，近年更與享譽國際的知名衛浴品

合水槽底部及側邊全採用奈米浮突紋路設計，使污垢油

牌共同合作，引進最具時尚的精品衛浴；其中率先引

漬不易沾附，少量清水即可輕鬆洗去，相較過往需要大

進Panasonic 全智慧型馬

量清水及清潔劑沖洗方式，節水又環保。更特別引進目

桶 A La UnoS，其創新的

前台灣市場少見的「系統式衛浴」，特殊的地板材質，

可回轉式排水沖洗結溝，

表面有凹凸槽設計，可將廢水引流出去，不易有水滴水

大幅節省洗淨水量，一年

漬污垢殘留，同時有防滑效果；採用絕緣體塑形的浴

約可省下將近 63,000 公

缸，具有保溫效果，經過4小時浴缸內水溫也只會下降

升的用水，省水效

約攝氏2.5度，特殊設計的排水槽，不易卡污垢並方便將

能 可 以 說 是 業 界
頂尖。

毛髮匯集，方便清理。
毅太企業35年來不斷的創新，以「讓生活更美好」的
企業理念為基礎，2012 更斥資千萬與日本 Housetec 合
作籌備成立 Housetec 廚衛生活館，展示日本最新居家衛
廚科技，勾勒出未來的環保科技新生活，預計將於今年中
旬毅太企業 35 週年慶盛大開幕，誓言要帶給消費者最優
質美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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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焦點
水利暨能源館 開館囉!
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 耿承孝
的重要政策，民眾在家庭用水方面，無論在廚房、衛浴
及洗衣機等用水設備，只要都採省水器材，就可輕鬆節
省至少 20% 的水量。
「水利暨能源館」規劃三大節水節能主題區：
「水利綜合區」、「新能源展示區」、「智慧家庭生活
區」，陳列多種水利與能源之展品，除可讓參觀民眾體
驗 2 種資源的重要性外，更可於互動體驗遊戲中，輕鬆
吸收省水節能新知識，深具教育意義。「水利綜合區」
中不僅有百年治水史的展示，並在遊戲中使民眾體驗氣
界資源日漸短少，水電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世

要如何面對省水節能新時代，是現代人必修的一

門課程！

候變遷下如何與水共生，讓水之船與瓶中信載著民眾對
國家、自己或親友滿滿的期許與祝福，駛向下ㄧ個充滿
無限希望的百年；而在「新能源展示區」中，展出各種
新興能源，如太陽光能、風力能、海洋能、生質能、氫

為鼓勵民眾節水節能，經濟部水利署與能源局特於

能與燃料電池；「智慧家庭生活區」則以30坪小家庭生

集集攔河堰台灣水資源館設置「水利暨能源館」，並由

活為例，從室內到戶外，展示出各項省水器材，希望大

經濟部施顏祥部長於 5 月 26 日上午10 時親自舉行揭牌

家在參觀完後，都能落實到居家生活中，使人人都能成

活動，立法委員林明溱、南投縣政府陳正昇秘書長、集

為省水節能達人，為家庭節省荷包。

集鎮嚴鴻邦鎮長及台灣自來水公司陳福田總經理也都親
自到場體驗省水節能器材。

同時，為了鼓勵家庭檢漏，水利署也特別設計「節
水糾察隊」活動學習單，廣發至南投各小學，鼓勵小朋

施部長受訪時表示，水與能源是社會經濟的命脈，

友爭取擔任「節水糾察隊」，回家檢視家中用水設備有

臺灣降雨量雖然豐沛，但每人每年可分配降雨量不及世

無漏水狀況、觀察家人用水習慣並且計算家人每天平均

界平均值的1/5，在水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國人積極學

用水量，讓小朋友透過學習單瞭解自家用水狀況。當天

習節約用水的方法，養成省水好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不少小朋友都持學習單到活動會場領取紀念品，現場也

水利署楊偉甫署長也表示，今年水情雖然較為穩
定，暫無缺水的問題，但節水型社會的推動，仍是國家

抽出 4 位幸運兒抱回太陽能組合機器人這項大獎，羨煞
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