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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傳統水源開發日益困難，用水需求則因民生及產業需求呈現正成長，為促進水

資源永續利用，經濟部水利署積極推動都市污水回收再利用政策，希望於民國120年能達

到再生水供應量為132萬CMD目標以降低自來水供應之依賴，並依循內政部陳報之「公共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102年10月)」，將臺中福田與豐原、臺南永

康與安平、高雄鳳山溪與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等6案列為示範計畫；而在法源

依循部分，經過多年努力我國之「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已於民國104年12月14日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使我國正式進入再生水利用新紀元，對於後續推動再生水相關政策將有水

到渠成之功效。

壹、國內都市污水處理現況

國內污水下水道建設自民國81年起執行污

水下水道第一期建設計畫(81-86年)迄今已推動

超過二十餘年，接管普及率於第四期建設計畫

已達到38％，惟歷期計畫係將污水下水道侷限

於污染管控之末端角色，而對於現今深受全球

氣候變遷影響之環境，只做污染處理已不符國

際永續發展之趨勢；依據「污水下水道第五期

建設計畫(104至109年)」內容，除接續建設污

水下水道外(接管普及率目標為50％)，開展永

續發展面向之工作為另一重點策略，並優先推

動污水處理廠廢棄污泥及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包含再利用技術研發、再利用管道規劃及辦理

示範驗證計畫，期望將污泥及放流水處理再生

後賦予價值，進而拓展污水下水道建設整體效

益，並將污水下水道建設由以往「工程建設」

之既定形象，提升轉換為「環保永續」之新

思維。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顯示，國內目

前運轉中都市污水處理廠計有65廠(分布詳圖

1)，其設計處理水量約為370萬CMD，實際處理

量約300萬CMD，建設中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共有

77處(含促參系統8處，詳表1)，而已完成規劃待

建設系統則尚有11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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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下水道誌，污水處理廠營運管理篇，營建署，2012

圖1 都市污水處理廠(運轉中)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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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詳圖2)，而在傳統水資源設施開發不易情況

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即開始推動各種水資源

有效利用措施，推動演進由節約用水、用水合

理化、水回收再利用並進入到目前積極推動建

置穩定水源之水再生利用。

為使國內推動再生水政策有法源依據，經

濟部水利署於民國95年依據「新世紀水資源政

策綱領(95.1)」提出「多元化水源發展條例草案

貳、我國再生水推動概況及瓶頸
說明

一、我國再生水推動概況

我國由於經濟發展需求導致用水量急遽增

加，參考水利署相關資料於民國110年至120年

間，桃園、台中、台南及高雄等地區縱使規劃

中的水資源設施均能如期完工，仍然有缺水情

表1 建設中之污水下水道系統

縣市 系統

新北市
八里、蘆洲、三重、汐止、新莊、板橋、五股、中和、永和、林口ˋ新店、台北水源特定區、樹
林、土城、淡水(促參)、瑞芳、三鶯

臺北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中市第三期、石岡壩、梨山環山谷關地區、臺中港特定區、豐原

臺南市 安平、柳營、官田、仁德、永康、鹽水(促參)

高雄市 高雄市第四期、鳳山溪區、旗美區、大樹區、楠梓區(促參)、岡山橋頭

桃園市 大溪、石門、林口特定區(南區)(龜山大崗地區)、中壢(促參)、埔頂(促參)、桃園(促參)、楊梅

宜蘭縣 宜蘭地區、羅東地區(促參)

新竹縣 竹北市、竹東鎮

苗栗縣 苗栗地區、明德水庫特定區、竹南頭份(促參)、後龍鎮

彰化縣 彰化市、二林鎮、員林鎮

南投縣 草屯鎮、南投市、埔里鎮、竹山鎮、南崗工業區附近

雲林縣 斗六地區、虎尾鎮、北港鎮

嘉義縣 民雄(頭橋地區)、大埔、朴子、六腳（蒜頭地區）

屏東縣 屏東市、恆春鎮

臺東縣 知本溫泉特定區、台東市

花蓮縣 花蓮地區

澎湖縣 馬公、鎖港地區

基隆市 基隆市

新竹市 新竹市

嘉義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金門

連江縣 馬祖地區

註：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營建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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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4)」，獲行政院支持與肯定，並要求評

估法規制定之必要性與可行性，至此，水再生

利用專法之推動乃正式納入法規制定檢討之程

序。而後於民國102年經濟部水利署考量現行水

利法已無法符合水再生政策的推動和趨勢，且

前述「多元化水源發展條例草案」期程未定，

為積極推動國內再生水使用及產業發展，遂參

考國外推動經驗及國內推動環境因素，提出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草案)」共五章二十六條

條文，讓推動再生水之開發、供給、使用及管

理有所依據。

水資源再利用已為全球所重視之課題，行

政院院長於104年5月初即指示我國再生水推動

兩項目標，一是工業廢水回收率由75%提高至

80%；二是120年再生水每日供應量要從120

萬噸提高至132萬噸(包含都市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工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工業用水大戶

放流水及生活污水大戶回收水等四股水)，讓循

環利用廢/污水的「再生水」成了面對水荒時必

表2 建議優先推動再生水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

名稱
設計量 

(萬CMD)
供應標的

可媒合水量 
(CMD)

105年 120年

運轉中 
優先方案

臺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29.7 中港特定區 88,974 128,500

高雄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11.0 臨海工業區 45,000 45,000

臺南安平污水處理廠 13.2 安平工業區或南科 66,000 66,000

建設中 
優先方案

臺中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9.0 中科園區 10,385 24,923

臺南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8.7 樹谷園區 10,588 30,706

高雄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 8.0 臨海工業區 10,000 32,500

圖2 桃園、台中、台南及高雄地區未來缺水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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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4)工業用水；(5)水運；(6)其他用途。工業

用水係屬第四順位，惟我國因地理環境因素導

致降雨量雖高於世界平均值，但卻常發生水患

及枯旱等極端災害，進而影響正常供水，故常

發生以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之情形，

我國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以再生水補充工業用

水政策，然此方向相較於其他必須以再生水補

充農業用水之缺水國，我國再生水以工業用水

為主要供應對象則較為特殊，因為再生水運用

於農業用水補充時，並非直接供水予特定使用

者，而再生水使用於工業用水則經常要面對特

定廠商、特定需求與特定製程，對於再生水成

本影響更為敏感，質與量的穩定性要求則更為

精確。

以往政府不管推動再生水或海水淡化等計

畫，皆以鄰近特定區域或廠商為供水對象，並

規劃由使用者支付產水成本以符合社會公平原

則。惟受限於水質及技術等因素，我國再生水

成本必然高於現行自來水水價，廠商無意願支

付再生水水價，常常面臨推動困難之窘境，而

推動上之主要瓶頸包含：

(一)  廠商強烈建議政府應有對應投資，包

括中水道管線設置費用、接管費用，

或廢(污)水處理費用等。

(二)  廠商對於再生水水質之要求為等同或

高於自來水水質，依國內目前針對工

業區廢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至等同自

來水水質之相關經驗，單位產水成本

介於25～30元/m3，而都市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再生成本則約15～20元/m3不

等，導致發生既要求高水質又要求成

本不得高於自來水價之矛盾現象。

(三)  部分廠商表示再生水僅願意作為枯旱

時期之補充水源，平常則正常使用自

來水，於廠商立場除可降低使用再生

水成本亦可確保穩定水源，然於供應

端則實難僅季節性操作。

須積極思考的方案。而前述之「再生水資源發

展條例」歷經行政單位多方研討後，終於民國

104年12月14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使我國正

式進入再生水利用新紀元。新制定的再生水資

源發展條例建構了未來再生水經營業事業管理

的法源，也賦予主管機關有開發再生水或供應

再生水水源的權責。工業未來成長所需用水將

多使用如再生水等新興水源，不僅可以促進發

展，也不會因增用自來水而排擠民生用水。

目前經濟部水利署及內政部營建署正積極

合作推動再生水利用，除推動國內水處理與再

生產業的發展外，亦依地理環境及用戶端需求

等因素，選定具回收再利用潛勢之既有污水處

理廠，評估推動之可行性；同時，亦評估目前

規劃設計中之污水處理廠(水資源回收中心)併入

再生水廠之可行性。目前我國較大型之都市污

水處理廠中，臺北市之迪化(約每日50萬噸)、

內湖(約每日15萬噸)、及新北市之八里(僅為初

級處理，約每日120萬噸)之水量雖大，惟其距

離主要用水端桃園市、新竹縣市內之工業區、

科學園區均動輒超過40公里以上，其輸水管線

成本甚高，不具經濟效益，而高雄中區污水處

理廠僅為初級處理，並無足夠用地面積擴建為

再生水廠。故水利署與內政部營建署依據產水

量、距用水端距離等綜合考量，後經內政部陳

報並奉院核定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

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102年10月)」，將臺中福

田與豐原、臺南永康與安平、高雄鳳山溪與臨

海水資源回收中心水再生利用等6案列為示範計

畫，如表2所示，其中鳳山溪案推動計畫業報奉

行政院103年9月23日核定在案，並預定於105

年以促參方式推動，其餘個案刻辦理前置規劃

評估作業中。

二、再生水推動瓶頸

依水利法第18條規定，用水標的順序為

(1)家用及公共給水；(2)農業用水；(3)水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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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再生水處理技術及使用端水
質需求探討

一般都市污水處理廠之處理程序大致包含

二級生物處理及過濾單元，其放流水皆能符合

國家放流水標準，但要達到等同或優於自來水

標準，仍有微量物質需要經再生水程序去除，

圖3為各種處理單元對污染物去除潛力。

再生水水質可以達到工業、農業、生活次

級用水需求，甚至優於民生用水標準，但為避

免國人健康影響風險，國內再生水原則上禁止

直接人體食用，即不可作為相關產業(如食品

業、藥品業)用水；另再生水不得併入自來水

系統，需另以專管輸送，並應有點狀式穩定客

源，故以供應工業使用為優先。

目前規劃中之使用端主要以大用水戶為

主，其大部分廠內已有廢水回收再利用供應次

級用水機制，故再生水需求主要以製程用水與

廠區冷卻用水補注為主要目的(需求之再生水水

質等同或優於當地自來水)，而要達到上述用水

標準，需將放流水中之導電度(脫鹽)與其他有機

與無機物質去除(過濾)。

一、再生水處理技術

再生水處理技術之選用需與原水水質及使

用端需求水質併同檢討，目前較常使用之處理

技術包含：過濾、薄膜程序、離子交換、電透

析與消毒等，簡述如下：

(一)  過濾：目的要降低再生水廠水源之

SS、BOD、COD及細菌等，以減低後

續處理單元之負荷，一般常用有機械

過濾及砂濾，機械過濾利用機械提供

動力或水位差方式形成驅動力，使

污染物從污水中分離出來達到去除目

的；而砂濾則是靠重力或壓力方式使

污水經過濾料達到淨化的目的。

(二)  離子交換：主要原理是液相中的離子

和固相樹脂中離子間，所進行的的一

種可逆性化學反應，當液相中的某些

離子較為離子交換固體所喜好時，便

會被離子交換固體吸附，為維持水溶

液的電中性，所以離子交換固體必須

釋出等價離子回溶液中。離子交換樹

脂具選擇性，其應用受限水質特性，

且需要經常再生與使用化學藥劑，操

作成本較高。

(三)  倒極式電透析(EDR)：電透析(electrodi- 

alysis，ED)處理技術是利用不同特性

的薄膜對水中的離子作分離選擇，水

中離子的移動則是靠正負直流電來當

吸引的驅動力；倒極式電透析是將電

透析處理技術作進一步修正，乃利用

直流電正負極和內部導流的切換來延

長薄膜使用壽命。EDR技術為新近發

展應用，主要因RO逆滲透技術需要較

高之透膜壓力，造成操作能量消耗較

高以及易於造成薄膜阻塞，而EDR藉

由電透析驅動力將水中離子吸引穿透

薄膜，而達成分離之效果，然EDR系

統處理之出流水質較低，遜於RO系

圖3 各種處理單元對污染物去除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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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孔隙相當小，因此在RO操作之前必須有

適當的前處理技術去除有機物與無機物等

雜質，以防止薄膜堵塞增加操作成本。

 一般來說，RO薄膜皆為高分子材料

所製成，主要成分可以分為有機纖維膜

(cellulose acetate / cellulose triacetate)、

芳香族聚醯胺(aromatic  polyamide)或

polyfuranes系列。在薄膜形式方面，主要

可以分為板式膜、管式膜與捲式膜等，其

中捲式薄膜為最常用的形式。而針對各種

需求RO薄膜供應商已製造海水淡化用膜、

苦鹹水用膜、純水用膜等等不同型號之薄

膜。

2. 前處理單元-UF與MF過濾技術

 一般而言，脫鹽單元(如RO)等薄膜技

術，在操作過程中需要避免薄膜阻塞影響

操作。因此，脫鹽系統之前處理單元通常

以前過濾程序作為避免後續脫鹽單元阻塞

之技術選擇。薄膜過濾是在壓差推動力作

用下，借膜對水溶液中的物質進行分離

的過程，以其無相變、能耗低、設備簡

單、佔地面積小等優點，在很多領域倍受

關注。

 在薄膜選取部分，通常依照薄膜孔隙大

小可以分為微濾膜(MF)與超濾膜(UF)兩種。

MF膜一般指孔徑在 0.02-0.1μm，分布均

勻，具有篩網特徵的多孔固體連續相，操

作壓力約0.01- 0.3 Mpa；而UF的孔徑約為

0.002-0.2μm，進行分離時的壓力約0.2-1.0 

Mpa。而在作為脫鹽單元之前處理時(如RO

等)，依照各家之前處理水質規範，通常建

議淤泥密度指數(silt density index, SDI)需

要< 3.0，以減少脫鹽單元阻塞之因素。一

般來說，UF等級之薄膜，由於孔隙較小，

可以達到SDI < 3.0之目標；然MF等級之薄

膜，則需視原水水質狀況，始可達到SDI < 

3.0之目標。

 超濾膜的材質多為高分子材料，依照各供

統，然針對不同用途需求，而可作為

再生水工程技術之不同選擇。

(四)  消毒：目的係將水中病原體或細菌等

消滅，依不同程序可概分為物理能量

及化學添加兩類，物理能量以紫外線

消毒為代表，其係利用游離性電磁輻

射破壞微生物核酸、脫氧核糖核酸

(DNA)、核糖核酸(RNA)等，達到消毒

目的；而化學添加常見為加氯(氯氣、

次氯酸鈉、二氧化氯與氯胺)或臭氧去

破壞細菌微生物之細胞壁、酵素與核

酸DNA/RNA系統。

(五)  薄膜程序：薄膜處理程序相對來說具

有空間小、效率高，同時隨膜技術發

展，成本有逐年降低之優點。因此，

目前主流於再生水除鹽程序一般採

用薄膜技術，較常用之方式為逆滲透

(reverse osmosis，簡稱RO)，惟其需較嚴

謹之前處理，先去除水中有機物與無機

物，以避免薄膜阻塞而影響操作；而經

常採用之前處理技術也是以薄膜過濾程

序為主，如微濾(micro-filtration，MF)

或超濾(ultra-filtration，UF)等程序。

1. RO處理技術

 逆滲透法是目前應用上相對成熟有效

的再生水處理方法。所謂逆滲透原理是在

原水端加壓，使純淨的水分子穿透半透薄

膜(semipermeable membrane)產生純水，同

時將無法穿透的各種雜質隨著濃縮廢水排

放。逆滲透的純化效果可以達到離子的層

面，對於單價離子 (monovalent ions)的排

除率(rejection rate)可達90%-98%，而雙價

離子(divalent ions)可達95%-99%左右(可以

防止分子量大於200道爾敦的物質通過)。

一般來說，市售成熟之RO薄膜屬於捲式薄

膜，利用上述加壓原理，將水壓過薄膜後

由中間之收集管線得到淡水，而無法通過

薄膜之濃水則由另一端排出，但由於RO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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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所提供之資料，包含polysulfone(PSu)、

聚丙烯腈(polyacrylonitrile, PAN)、聚醚

(Ployethersulfone, PES)、聚偏氟乙烯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 PVC)等。而微濾膜材質

為醋酸纖維素(cellulose acetate, CA)、聚碳酸

酯(Polycarbonate, PC)、聚乙烯(polyethylene, 

PE)、聚丙烯(Polypropylene, PP)、聚偏氟

乙烯、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ene, 

PTFE)等。此外無機陶瓷也可製作超濾膜和

微濾膜。

二、使用端水質需求

工業用再生水之用水標的集中於冷卻用水

及製程用水，一般工業製程用水水質監測項目

可針對顆粒性物質、有機物、鹽類物質、微生

物與優養化物質等進行監測；而冷卻用水則可

針對pH、TDS、導電度、氯鹽、氨氮、磷酸鹽

等造成結垢、腐蝕及微生物孳生等項目進行監

測，說明如下：

(一) 總菌落數

 一般而言，UF可有效攔阻所有之微

生物，但若處理水沒有經過合適之消毒程

序，於管線中或暫存水槽中仍因處理水

殘存微量有機物或營養鹽類導致生物膜滋

生，而此滋生之生物膜可能導致RO單元(包

含前處理濾膜與RO膜本體等)阻塞，影響操

作。因此，各處理單元之處理水質需要監

測總菌落數，以確保處理水質與維持處理

單元正常操作。

(二) 有機物濃度(TOC / COD)

 再生水廠水質標準以當地自來水水質

為操作標的，一般來說自來水之有機物濃

度約為< 5 mg/L(as TOC)，因此再生水廠之

處理水水質中，TOC濃度為處理效能良窳之

標的。另前處理單元中，TOC / COD濃度會

影響SDI值(生物膜滋生問題)，因此也需進

行前處理單元之TOC / COD監控，避免影響

後續脫鹽處理單元之操作。

(三) 導電度與TDS

 導電度為水回收處理單元中最重要之

處理指標，其與TDS數值約呈1.5倍關係，

一般脫鹽單元之除鹽能力可達95 %以上，

與自來水標準比較，再生水模廠產水之導

電度，通常設定< 200μmho/cm25℃，此

外，與導電度相關之水質指標尚包含總硬

度與鐵離子濃度。

(四) 氨氮

 再生水供應標的為工業用水，經查部

分廠商因欲將再生水使用至製程程序，故

其建議氨氮濃度需小於0.5～1.0 mg/L，而

一般都市污水處理廠(具硝化程序)放流水氨

氮濃度介於5～10 mg/L，總氮濃度約25～

30 mg/L，因此在再生水處理過程當中，需

要嚴密監控氨氮濃度，以符合高科技廠用

水使用標準，必要時需檢討污水處理廠處

理程序以提升除氮效能，降低後端再生水

廠處理負擔，以其確保再生水水質。

(五) 餘氯

 餘氯主要來源為維護再生水水質而額

外添加之藥品，主要可以抑制再生水滋生

生物膜，因此，再生水水質中，餘氯濃度

可以依照加藥量進行控制，以符合未來廠

商端之需求。

肆、後續推動展望應注意面向

我國「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已獲立法院

通過，使得國內推動再生水政策及方向均有所

依據，現政府更將再生水使用量由民國120年

120萬CMD提升至132萬CMD，期能使國內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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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

四、充足之建置經費

建置經費主要包含再生水廠土建及機電兩

大部分，因再生水廠主要係利用過濾、超微過

濾及逆滲透設備等機電設施，估計機電工程費

用將占直接工程費用之50～70％，此費用依

實際需求及條件或規模而有所變動。而送水管

線經費則依用水端分布、用水量、管徑、管網

路線及工法等因素而異。前述經費基於使用者

付費原則，將由使用端依用水比例分擔，惟為

推動再生水政策，於「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第六條規定，再生水開發案同意納入區域水源

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補助其部分建設費用。

五、確保水量水質

再生水廠水量將依使用端需求規劃，惟

仍須達到一定規模避免單價成本過高；水質部

分，因再生水水質與再生水廠投資成本及廠商

願付水價息息相關，建議推動實廠建設前以模

廠檢驗程序及水質，避免產製水質不符使用端

需求導致成本過高或因水質不符無法售水等情

況發生。

六、整合營運機制

對於再生水廠後續之操作運轉思考方向，

將朝向以污處理水廠合併聯合操作為宜，優點

如下：

(一) 人力資源管理

 再生水廠原水係取自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規劃場址應鄰近污水處理廠為宜，故

再生水廠之操作管理人員將檢討由污水處

理廠現有編制下兼管維護，其所增加人員

亦為有限，將可減少人力成本。

水源更多元化，對於廠商而言，亦可降低缺水

風險所帶來之影響。凡此均將為國內相關再生

水及環保設施產業注入發展的新動力。

展望我國後續都市污水處理廠再生水利用

之發展，於產水技術更趨成熟、成本更為親民

下，整體發展潛勢可期，惟為確保再生水資源

發展永續，針對不同執行階段及層面，以下提

出應注意面向作為分享。

一、穩定之再生水水源

再生水水源係來自都市污水處理廠之放

流水，於缺水之虞地區始有推動發展再生水利

基，故於有發展再生水潛力之地區應由下水道

系統主管機關優先推動相關下水道管網建設及

用戶納管，才可以確保再生水廠有充足穩定之

水源供應。基於前述原因，目前政府推動區域

將以有充足穩定放流水之污水處理廠為優先，

例如鳳山溪及福田水資源水收中心等。

二、合宜之再生水廠預定廠址

考量再生水廠水源取得及管理維護因素，

再生水廠坐落地點應以鄰近污水處理廠區附近

為宜，惟一般污水處理廠係位於區域地區之相

對低點(污水重力收集之因)，故再生水廠產製再

生水後需再泵送至使用端，將再衍生動力費及

管線埋設問題，故於媒合使用端時將併同相關

影響因子取得平衡且合理之供應方案。

三、其他可行技術評估

再生水處理技術除應配合原水及使用端水

質進行評估外，因應水資源再利用趨勢發展，

將陸續評估不同技術組合應用或開發可行性，

其目的除將水質提升至使用端需求外，更重

要為降低產水成本使再生水政策推動更順利，

以及簡化後續操作維護程序使產水水質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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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理維護效率

 再生水廠水源係取自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其水處理之程序兩廠間有密切之關聯

性，污水處理廠之水量與水質之操作均對

再生水的產水水質及供給的水量殊為重要

之影響，聯合操作運轉可全盤掌握污水、

放流水及再生水調配之效能。

七、合理水價與成本負擔

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對於使用再生水

之廠商理應負擔再生水廠設施初設費用攤提成

本及再生水處理成本(含動力、藥品、人力及耗

材維修等)；而再生水水質可達自來水甚或更優

之水質，可大幅增加廠商用水可靠度，並減少

後端處理成本，於傳統水源供應發生異常缺停

水情狀時，增加另一水源供應以延長持續供水

時間之保障。再生水雖有前述使用上之誘因，

惟於自來水水價現階段仍維持低水價時期，為

避免高於自來水水價而影響廠商意願，如何掌

控合理之再生水水價與水質為亟需思考之課

題。初步策略如下：

(一) 爭取建置補助

 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內容爭取

應有之建設經費補助，以提高廠商使用再

生水意願。

(二) 再生水水質

 再生水水質需求應與使用端充分討

論，重視廠商於製程或冷卻用水關切的水

質項目，期使降低或維持廠商用水前處理

之成本。

(三) 放流水價值

 生活污水經下水道系統收集後經由

都市污水處理廠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水質，

倘全數放流至承受水體係「消極環保」，

可視為前述處理成本換得降低環境水體污

染負荷，但我國現處於傳統水源難以開發

之後水資源時代，若能將放流水作後續更

有價值之利用，才是目前應有之「積極環

保」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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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水資源回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