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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建築物及廠房，給水系統是不可或缺的要項，從辦公大樓、飯店商場、公共運輸場站等各種公

共建築物的基本日常用水與飲用水(生飲水系統)，一般工業所需的軟水，醫院、藥廠、生物科技產業所

需的醫療用水、純水、注射用水、潔淨蒸氣，以及光電、液晶、半導體晶圓廠所需的超純水等，除須嚴

格管制水質處理流程，尚應考量穩定且持續的水量供應，故需設置適當的水質過濾與精製設備及必要的

輸送系統(如水槽、泵浦與管線等)，以提供各種特定用途所需的用水。

本文將以循序漸進的敘述，介紹各種潔淨用水的用途、性質、標準、處理流程、規劃設計時應注意

事項及整合介面的需求，以做為未來辦理相關工程設計之參考。

摘  要

Abstract

Clean water and medical pure water design 
technology for happpy living

Water supply system is an essential item for varieties of building and factory. Water quality and flow steability 

of clean water need to be controled strictly as the daily water system and drinking water system for the office 

buildings, restaurants, shopping malls, public transport stations and other public buildings; soften water for 

industry; medical water for hospitals; pure water, water for injection, clean steam for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and 

biotech industries; ultra-pure water for optoelectronics, liquid crystal and semiconductor foundries.

To provide water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set up appropriate water quality fi ltration 

and refi ning equipment and necessary pumping systems (such as water tank, pumps and pipelines).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usage, nature, standards, manufacturing (handling) methods for various types of 

clean water, step by step narrative and the items to be noticed i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the integrated interface 

requirements, so a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lated projects.

321



3
專
題
報
導

126 │No.117│January, 2018

壹、前言

水是生活上不可缺少之物質，故各種建築

物及廠房之興建或改善計畫，給水系統是機電

工程必要之工項，又因工業發展及醫療衛生水

準大幅提高，隨之對於水的用途與水質要求也

相對擴增，如日常用水、軟水、飲用水(生飲水

系統)、醫療用水、純水、注射用水、潔淨蒸

氣、超純水等。

各種不同等級的用水，其水質要求自有不

同，故須考量水源水質、用水水質與流量需求

等因素，於適當處所(如機房)設置適當規格之過

濾與精製設備及輸送系統(如水槽、泵浦與管線

等)，以確保供應水質及流量符合使用需求。

潔淨用水的完整處理流程一般分為前處

理、一次處理(純化)、二次處理(精製)、廢水回

收及廢水處理等系統所構成，本文將主要討論

前處理、一次處理、二次處理等處理設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多年來辦理各種公

共建築物、醫療院所及高科技工業廠房之規劃

設計工作，熟稔於各種潔淨用水之設計需求及

介面整合，本文以工程規劃設計的角度，由淺

而深逐項介紹各種潔淨用水的用途、性質、標

準、處理流程及製造方法、規劃設計時應考量

與整合的界面需求、規劃設計應注意事項，以

作為設計作業之參考。

貳、各種用水的分類、用途及水
質要求

在工程規劃設計作業中，常遇到的各種生

活及製程用水，其分類、用途及水質要求，如

表1 各種生活及製程用水之分類、用途及水質要求

用途 水質要求 備註

日常用水 一般生活用水、清洗用水 以符合自來水水質標準或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為原則 註1

軟水 蒸氣鍋爐用水、清洗熱水
以符合軟水水質為原則：
碳酸鈣含量≦120mg/L(ppm)
酸鹼度pH＝6~8

飲用水 
一般生飲水、酒廠的釀酒用水以及
製造各種飲料、食品的用水

以符合飲用水水質為原則：
氫離子濃度(pH)：6.0~8.5
大腸桿菌群＜6cfu/100mL
總菌落數＜100cfu/mL
濁度＜2NTU
總硬度＜300 mg/L(ppm)
總溶解固體量＜500 mg/L(ppm)
自由有效餘氯：0.2~1.0 mg/L(ppm)

純水
提供藥劑調製、設備清洗及環境的
溫溼度控制使用

電阻率：1~10MΩ.cm at 25 ℃
有機物：50~200μg/L(ppb)
菌落數：10~100cfu/mL

註2

注射用水 用於注射劑的調劑及容器的清洗

電阻率>2MΩ.cm at 25 ℃
內毒素<0.25EU/mL
菌落數<10cfu/100mL
有機物<500μg/L(ppb)
無熱原（pyrogen free）

註2

潔淨蒸氣 提供滅菌箱所需的蒸汽 以純水作為原水

超純水
用於光電、液晶、半導體晶圓製程設備
及產品之清洗

電阻率>18.2MΩ.cm at 25℃
有機物：3~20μg/L(ppb)
菌落數<1cfu/mL
無機鹽類=10~50ng/L(ppt)
總有機碳(TOC)<1μg/L(ppb)

註2

註1： 日常用水一般可為自來水或清潔之地下水或溪水，惟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水中具有更多之污染媒介，且為防制自來水中細菌，其氯含量亦
有較高之虞，考量後續可能用於飲用、清洗或後續各種生產製程，在規劃設計時應詳細瞭解，必要時須檢驗水源品質並考量後續用途，配置
適當的淨水設備。

註2：電阻率與離子濃度成反比關係，電導率的大小與離子濃度成線形的正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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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處理系統的目的，在去除水源之固體污

染物(如雜質、砂粒、懸浮物、石灰質)、有機碳

(TOC)，降低後續處理設備之負擔，避免組件受

到污染，保護設備功能及提高使用壽命。一般

前處理的產出物為軟水，為工業用水之基本等

級，且可做為後續純化設備的輸入原水。

前處理主要設備包括活性碳過濾、薄膜過

濾、離子樹酯交換(軟化)，濾材形式如圖2所

示，依其功能及處理量各有不同，有關各項設

備之功能分述如下：

表1所示，其中純水及超純水的水質要求細節，

會因各產業製程需求，略有不同。

參、潔淨用水的處理流程與設備

醫 療 、 生 技 、 藥 廠 之 潔 淨 用 水 的 處 理

流程及製造方法，一般可參考國際ISPE協會

所發行之製藥工程新建及改造設施指導文件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Guides for New and 

Renovated Facilities」，該設施指導文件對於不

同等級的潔淨用水，提出多種處理流程及製造

方法建議方案；而半導體製程、醫藥品製程及

精密洗淨製程所需之超純水，其水質雖因須配

合各類製程之要求，常需組合搭配各種不同的

處理單元，惟其主要的處理流程及採用方式亦

大致類似。典型的處理流程，如圖1所示，若

製程中有不同等級的潔淨用水需求，可依圖示

配置適當設備，分階段處理，供應所需之潔淨

用水。

一、軟水(前處理系統)

圖1 潔淨用水處理流程

圖2 淨水濾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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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性碳」是最基礎的淨水濾材，可吸

附水中低分子量有機物和添加物(如氯

化合物)、農藥、去除味道與顏色、過

濾懸浮物與雜質等，以預防與後續過濾

材質如樹脂或濾膜起反應，但無法軟化

硬水及過濾有機化學物質與細菌等。

(二)  薄膜過濾是利用極細密的多層絲膜過

濾，可去除微粒雜質、細菌、鐵銹

等，但缺點是無法去除重金屬和三鹵

甲烷，且因膜類濾材容易被氯腐蝕，

所以需搭配活性碳濾材，以便先行濾

過水中餘氯。

(三)  離子樹酯交換(軟化)係利用離子交換樹

酯中的鈉離子與硬水中之鈣、鎂等離

子進行交換作用，以降低硬度、軟化

水質，如圖3所示。

二、飲用水

飲用水的製造一般以煮沸法或逆滲透法

(Rrverse Osmosis, RO)為主，逆滲透法可以有效

清除溶解於水中的無機物、有機物、微生物、

病毒、細菌、熱原及其它顆粒等，是目前所知

最有效及最現代的水處理方法，逆滲透的原理

是以高壓將濃度較高的液體(含雜質的原水)，穿

透半滲透膜(對透過的物質具有選擇性的薄膜，

僅容許液體通過，但不容許溶於其中的物質通

過)，產生低濃度的液體(潔淨水)，如圖4所示。

目前市售的高級淨水設備(如飲水機)或公

共建築之生飲水設備亦大多採用逆滲透過濾方

式，故規劃設計生飲水系統時，應考量設置逆

滲透過濾設備，產出水質較為穩定可靠。

三、純水(Pure water)

(一)  純水的製程，因需考量水質需符合

離子(水中電阻率1MΩcm以上或導電

度1μS/cm以下)及有機化學純度之規

定，並預防微生物之繁殖，故須配置

較強的去除離子設備，如逆滲透搭配

離子交換樹酯設備等方式，且原水通

常為飲用水等級，以減輕設備負擔，

確保產出的水質符合純水要求，離子

交換樹酯處理流程，如圖5所示。 

圖3 軟水器工作流程

圖4 逆滲透過濾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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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純水為原水，一般蒸氣為熱源，經由純蒸

氣產生器(熱交換器)進行熱交換後，可將純水加

熱為純蒸氣，再經由潔淨蒸氣管線輸送至滅菌

(鍋)設備，以滅除各種潔淨設備殘留的細菌或病

毒，如圖7所示。

(二)  醫療用水也是純化水的一種，主要用

於調配藥劑、稀釋血液透析液，故需

控制水質中的電解質、內毒素及菌落

數，製造方法仍以逆滲透法為主，搭

配適當的精密濾材，使產出的水質控

制在電阻率：0.1~0.5 MΩ.cm、內毒素

＜0.025EU/mL、菌落數＜0.1cfu/mL。

四、注射用水(Water for Injection, WFI)

注射用水的產製，因需考量完全去除水中

的內毒素、菌落數，且無熱原(pyrogen free)等，

故大多採用蒸餾方式生產，原水以純水為宜。

蒸餾法除可殺菌外，並具有固液分離作

用，使注射用水不會含有生菌死骸及內毒素。

蒸餾器一般採用多效型，其特色是利用前一段

的蒸汽潛熱作為下一的段熱源，其熱源效率

高，如圖6所示。 

注射用水的水質雖較低於超純水，但對於生

菌及內毒素的要求遠超過超純水，故應妥善規劃

製造設備，如桶槽、配管、泵浦、蒸餾器等設備

之規格與品質。

五、純蒸氣(Clean steam or Pure steam)

純蒸氣又稱為潔淨蒸氣，其產生的方法，

圖5 離子交換樹脂處理流程 圖6 注射用水產生流程

圖7 純蒸氣產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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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純水

超純水的精製，是去除純水中殘留微量

不純物，如微量離子、微粒子、生菌、有機碳

等，故需採用更高效率的純化技術，如電子去

離子法，以電透析(electrodialysis)搭配離子交換

法，利用設備兩側電極產生之電壓差，吸引水

中之帶電離子移動，並配合離子交換樹酯膜及

具有選擇性的陰、陽離子通透膜，以分別攔截

水中的陰、陽離子，形成去離子(產水)的區域及

濃縮 (排放水) 的區域，且產水區內的水中離子

含量可符合水質純化之要求，如圖8所示。

在產水及排放水區域的兩側，則分別為

陰、陽電極，當兩側電極通電後所產生的電

場，則會吸引陰、陽離子移動 ; 且在通電的過

程中，亦可電解水分子， 產生氫離子和氫氧離

子，使設備無需再添加酸鹼藥品。

肆、介面整合與規劃設計應注意
事項

一、介面整合

潔淨用水的設計介面，應整合的項目包括：

(一)  瞭解潔淨用水的等級及需求量。

(二)  評估原水的水質條件、需求量與穩定

性，在一般以自來水作為原水的條件

下，純水的產出水量約為輸入水量的

75%，故污水排放量約為輸入水量的

25%，可依此規劃原水量、儲水設施

及排水量。

(三)  特殊配合設施的需求，如蒸氣、純蒸

氣需求量。

(四)  機房的通風、散熱需求，潔淨用水(如

注射用水、純蒸氣、超純水)的生產，

常需在高溫中進行，故需於機房區設

置必要的通風、散熱設備，並應避免

機房內發生凝水及黴菌滋生。

(五)  機房區應規劃耗材與備品之儲放區。

(六)  機房區內潔淨用水製程設備的清潔、

消毒及滅菌的方式。

(七)  配合確效作業之需求。

二、規劃設計應注意事項

純水、注射用水及超純水之水質，極易受

周遭環境影響而發生改變，故有關規劃設計時

應特別注意事項分述如后：

(一)  管路輸送系統

1.  管材宜採用高度拋光處理的不銹鋼管，

並採用高溫及化學藥劑進行消毒、清洗

和鈍化所造成的腐蝕。

2.  管路接連處，應使用拋光焊接；管路與

設備、閥件、貯存桶和有拆卸需求的接

連處，應使用衛生型接頭，惟不得使用

螺紋接頭。

3.  需保持管內純水不斷循環流動且流速不

宜過慢，使管內水流呈現紊流狀態，防

止管內出現生物膜或變質。

圖8 電子去離子法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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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過濾膜，故可有效降低水中的不純

物質。

2.  紫外線殺菌燈(UV) ，紫外線照射法是

以低壓水銀燈所放射之紫外線(波長約

為185nm或254nm)，造成細菌的DNA及

蛋白質會因吸收紫外線而導致死亡，且

可將純水中的總有機碳濃度降低至5ppb

以下。

伍、結語

潔淨水的種類多且用途廣，為日常生活、

醫療、生技、光電、液晶、半導體晶圓等高科

技產業的重要用水，提供製程或製程設備清

洗、消毒滅菌及溫濕度環境控制等用途。水的

純化、儲存及輸送過程，除須規劃設計適當的處

理設備，更須考量潔淨用水之保存，避免水中滋

生之微生物或其代謝物所可能造成不良後果。

潔淨水相關設備造價不斐，規劃設計時，

應詳細瞭解計畫需求，配置適當處理設備，避

免發生過之或猶不及等情形，且須經由確效作

業證明其功能，故應詳細規劃處理流程的相關

細節，方能順利建置潔淨用水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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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管末端應設置取樣閥，規劃給水閥

時，應避免出現盲管或袋狀區。

6.  管線連接至製造設備或輔助設備時，應

配置止回設備，以防止逆流進入管路輸

送系統。

7.  應規劃可供消毒滅菌的管路與閥件設

備，以利定期清潔作業。

(二)  儲水槽

1.  儲水槽宜採用與管線相同之材質、內面

光滑的密閉槽體，設計時需考量防止

生物膜之產生、減少腐蝕、便於消毒

作業。

2.  儲水槽應設置通氣管線(呼吸管)，以配

合水位變化，並應在易於操作測試或檢

查之部位，設置疏水性通氣過濾器，以

防止細菌、微生物或極小粒子之通過，

並視需要設置壓差監測。

(三)  管線組件(輔助設備)應注意不造成污

染，如熱交換器應具有雙重套管或同

心管設計，並具有壓差監測；泵浦應

為衛生級、封塞應可防止水之污染；

閥之內部應為光滑表面，且基座和封

閉裝置應可承受沖水作業。

(四)  輔助過濾設備

 經過前述水質處理設備產出的潔淨用

水，可搭配設置超濾設備(UF)及紫外線照

射法，以協助維持水質。

1.  超濾設備(UF) ，超濾膜是一種強韌、

具有選擇性的通透薄膜，可截留液體中

的大分子並加以濃縮，如膠質、微生物

和熱源等；但較小的分子如水和離子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