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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節約用水不鬆懈
水利署加強推動三全節水措施
─專訪水利署吳約西副署長

從

降雨量來看，台灣不算缺水國家，但以蓄水量而
言，卻屬於缺水國家，因此水利署副署長吳約西

表示，希望向全民推動並落實「每滴水至少利用兩次」
的觀念和作法，有效利用珍貴有限的水資源。

■ 編輯部

台灣水資源現況有下列四大問題：

（一）可靠水資源不足
台灣地區水資源受天候、地形因素影響，具有高度
不確定性，台灣本島的總面積約僅 3.6 萬平方公里，標

吳約西副署長指出，現階段台灣地區水資源環境
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台灣山高坡陡、河川短促，加
上降雨量分布不均、人口密集及人為破壞等問題，致使
台灣地區的水資源出現了「水太多」（洪災）、「水太
少」（旱災）及「水太髒」（污染）三大問題。其中，
「水太少」問題顯示供需失衡，供給面難以應付需求
面成長。且由於國內供給面受環境衝擊影響過大，水
庫開發不易，更顯示政府推動「節約用水措施」已為
時勢所需。

高1,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即占總面積的 31.5%，100 公尺
以下的平地只占 37.2%。由於河川皆坡陡流急，降雨後
迅速逕流入海，甚難蓄存，且河谷狹窄，庫容有限，雖
已闢建多座水庫，總容量卻不大，不易穩定可靠供水，
因此無法如同國外水庫蓄滿一次可用好幾年，例如石門
水庫一年之內需蓄滿約 4 次，方能滿足桃園、板新地區
用水需求，若氣象水文情況不佳，即顯現缺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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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降雨量不少但蓄水設施不夠，加上台灣環境

其他先進國家比較（日本約 5%、美國約 3.5%、德國約

變化，如九二一地震至今多了泥沙淤積問題，莫拉克颱

1.5%）也屬偏低。行政院已於 98 年 3 月 2 日核定「加

風就造成一億噸的淤積，以 98 年度台灣年總用水量約

速辦理降低自來水漏水率及穩定供水計畫」，完成後預

192.43 億噸為例，由水庫供水量約 48.85 億噸，目前水

估可降低 2.83% 漏水率，即每天約減少 24.40 萬噸漏水

庫有效容量僅18.67 億噸，平均運用率為 2.6 次，顯見調

量，未來十年也將大力推動漏水改善計畫，預定五年後

蓄容量不足，且水庫有效容量僅佔全年用水量 9.7%。

漏水率可自 21∼22% 降至 17%。

（二）豐水期與枯水期水量懸殊

（四）氣候變遷乾旱與洪水加劇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 98 年台灣水文年報顯示，民國

依中央氣象局「近百年來(1897-2008)台灣氣候變

38 至 97 年臺灣地區之平均降雨量約為 2,502mm，降

化統計報告」資料顯示，總降雨日數減少，總降雨量則

雨量在時間及空間上的分佈極不均勻，豐水期 (5~10

有增加趨勢，乾旱與洪水致災的情形將更加劇。

月) 雨量占全年的 69%，枯水期 (11~4月)長達 6 個月僅
佔 31%，再加上河川坡陡流急，被利用的水量僅佔年總
降雨量 900 億噸的 21.3%。除豐枯期的水量懸殊，南北
各地的豐枯比例也不相同，北部豐枯比例為 6：4，中部
8：2，南部則達到 9：1。

（三）自來水管線漏水率偏高

為籲請國人加強節約用水，馬英九總統特別推動三
全節水措施，也就是「全國」、「全面」、「全民」三
管齊下，以建立「節水型社會」為總目標。

「全國」方面
（一）提升省水器材普及率

近10 年來台灣自來水公司雖投入龐大經費辦理汰

由於全國 8,000 多各級機關學校省水器材應換裝數

換 3,376 公里老舊管線，但因財源有限，年平均汰換率

量龐大。水利署未來將分年統籌編列換裝經費，以補助

僅約 0.62%，除低於世界水協會汰換率 2% 的標準，與

方式加強各級機關學校省水器材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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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用水填報，加強節水考核

（二）鼓勵民眾購買省水標章產品

推動各級機關學校節水措施填報系統，藉由各管制

為鼓勵民眾購買具省水標章之產品，水利署去年度

階層定期或不定期查詢下屬機關學校之填報率，並分析

推動兩段式省水馬桶及洗衣機每台補助兩千元，已達具

各單位之用水基本資料、年度及枯水期用水量、及用水

體成效，活動推出前，市面上省水標章產品不到三成，

指標等，加強各單位節水成效之考核，進行節水績效評

補助活動後，省水標章產品已佔八、九成，民眾選用省

比，並予適當獎懲。

水產品省荷包也省水資源。

（三）加強推動替代水源

（三）加強民眾重視檢漏及防漏措施

鼓勵建立雨水貯留及生活雜排水再利用示範設施，

由於馬桶漏水現象極為普遍，約占每人每日生活用

由水利署統籌分年編列經費，以全額補助或部分補助的

水量 5% 以上，全台灣每年馬桶漏水超過1億噸，為使民

方式鼓勵各機關學校申請設置雨水貯留利用及生活雜

眾提高馬桶漏水之警覺，宜加強教育宣導，呼籲民眾定

排水再利用設 施，擴 大雨水及 生活雜排水利用之 層面

期檢查馬桶是否漏水，並製作馬桶測漏試劑，方便民眾

與效益。

自行檢測並採取防漏措施，未來也將跟教育部結合向學

（四）節水績優及評比競賽

生推廣家戶節水評估表，檢視自己家庭是省水家庭還是
耗水家庭。

節約用水績優單位及個人選拔活動，自1998 年至
2010 年已辦理13 屆，藉此鼓勵各單位、各企業及個人
均積極推動自發性節約用水措施。

（四）加強民眾DIY及志工訓練
由於節水知識領域牽涉廣泛，須經專業訓練始能達
成，因此將結合相關之 NGO 等社會資源，共同辦理節

「全民」方面

水志工培訓工作。志工培訓完後，可協助地方政府辦理

（一）擴大節水資訊傳播

省水器材 DIY 推廣工作、並協助社區家戶及地方。

加強媒體整合行銷，提升民眾節水意識。加強網路
e 化之宣導功能，吸引年輕族群之認同，例如透過 e 化
教學等方式，將節約用水資訊快速且有效地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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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方面
（一）推動民生大用水戶節水輔導
針對各民生業別及公共大用水戶進行節水潛力評

於雲彰地區的高鐵沿線廣設農塘，既可蓄水又能減少超
抽地下水的狀況，也能減緩地層下陷的危機。

（四）制修訂節水相關法規，健全用水管理制度

估，藉由輔導與推廣，使民生及公共大用水戶落實採用

包括研修「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基準專章，除現

省水設備與技術，並宣導加強省水回收利用觀念，以有

行綠建築專章將省水器材及雨水生活雜排水設施列為水

效提升其用水效率。

資源指標外，建築技術法規目前僅要求 3 萬平方公尺以

（二）推動工業區、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工廠
節水輔導

上需設置雨水及生活雜排水設施，擬建議修改為 6,000
平方公尺以上，另外工廠類建築亦納入法規，重新檢討
規範設置雨中水利用設施之可能性。並將考慮修訂交通

主要工作包括節水技術輔導、單位產品用水量調查、

部停車場、人行道雨水滲漏相關設計規範、修訂教育部

節水技術資料庫、工業節水技術研習會等。全國大型工業

所屬學校新建物設置雨水貯留及生活雜排水利用設施、

區回收水比例約 60%，日本已達 70~75%，未來目標希望

制定省水型相關產品納入國家標準及修訂自來水法用戶

達到 70%。但縣市工業區的回收水比例只有 20~30%，

用水設備標準。

因此未來要加強提升一般工廠的回收水比例。
例如日本四國地區要求樓地板面積 5,000 平方公尺
吳副署長指出，楠梓已完成第一座工業廢水回收模

就要求設雨水回收利用系統，東京墨田區更要求 3,000

廠，雖然楠梓工業區的廢水最複雜難度最高，但自去年

平方公尺以上就需設雨水回收設施，並補助雨水貯集桶

十二月底完工後，每天可生產1,800 噸回收水，日月光

給各家戶，全國綠地、停車場皆需設地下雨水貯留空間

原本只想用來做冷卻用水，但經雙重檢驗後確定水質已

及貯留槽。

好到可導入製程用水，已決定未來要自己設廠房做廢水
回收，成功的模式帶動大廠願意自行投資，現在連縣市
政府都改變以往的價值觀，視回收水為資源。

國內水價長期偏低，但一討論到調整水價總會引發
諸多爭議，未來水價調整將以受益者付費，大量使用者
多負擔費用之原則，以促使民眾養成節約用水習慣。各

（三）推動農業灌溉用水、養殖用水及畜牧用水
之節水措施
主要工作包括辦理旱作管路灌溉系統推廣、推廣循
環水養殖、設置海水統籌供應系統、推動畜禽生產源頭
節水、輔導畜牧廢水回收再利用等。
吳副署長表示，水資源一年一百八十億噸，其中
70% 用在農業用水，他發現晚上的農業用水無人管理，
如濁水溪可設置精密輪灌系統，夜間農業用水就不會浪
費掉，濁水溪將可增加一至三億噸可利用的水，若推廣
到全國，可增加十倍的水，換算下來，相當於一千億以
上的水利設施。另外，目前農業單位缺少蓄水設施，吳
副署長建議可廣設農塘進行串連，目前農委會正在規畫

自來水單位可藉辦理水價優惠措施提高民眾節水誘因，
藉由全民節水競賽活動達到全民參與目的，例如凡供水
轄區一般家庭住戶如用水量較上年度同期用水量負成長
10% 以上者，用水費予以優惠折扣。
吳副署長也希望大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水價調整
的好處，一是可專款專用，改善自來水設施及漏水率，二
是由於降雨變動性增加，廢水及生活污水回收為較穩定
的水，若水價調整後回收水的水費較低，企業、工廠及家
庭也會更樂於使用回收水，例如楠梓工業區的廢水回收
成本10 元，但水價加海放費超過 11 元，因此水價合理調
整後，更有誘因讓企業投入廢水回收，而政府扮演的角色
就是啟動的馬達，逐步達到「節水型社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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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驟降低企業水足跡
立恩威國際驗證公司(DNV) 技術開發經理 ■ 林俊男

生產製程水資源使用效率提昇流程分為：建立基

一、提昇製程水資源使用效率
全球暖化氣候異常、水資源匱乏是全球關注的環
保議題。提昇水資源使用效率以降低企業水足跡，是
企業永續發展重要的策略之一。除了用水及廢水處理
之外，如何藉由效率提昇而降低成本、提昇操作可靠
度並降低因缺水所造成之製程中斷風險，是企業競爭

線(baseline)水足跡、鑑別改善機會、規劃並執行改
善方案、績效量測與評估、以及持續改善等五個步驟
(圖一)。

二、降低企業水足跡的五個步驟
步驟一、建立基線水足跡

力的一環。企業水足跡管理包含間接(供應鏈)水足跡及
直接(生產製程)水足跡兩層面，本文著重直接生產製程
水足跡之管理。

首先透過水平衡圖的製作，建立企業用水之基本資
訊，作為進一步評估改善機會之參考，並用以作為績效
改善之比較基線。

建立基 線
水足 跡

績效測量
與評估

持續改善
規劃並執行
改善方案

圖一、水資源使用效率提升流程

鑑別
改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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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衡圖的製作，一般可分為以下幾個基本用水

針對製程特性畫出用水單元，對於每一用水單元畫

單元：

上輸入及輸出水之流向並連結上下游用水單元，以及循

• 淨水處理

環/回收用水流向，最後根據量錶數據標上水量•圖二

• 冷卻水塔

是典型水平衡圖之範例。

• 鍋爐用水

實務上，與降低成本有關的活動較能被公司所接受

• 製程用水

並推動。所以，建立水資源使用成本資訊很重要，包括

• 廢水處理

直接及間接成本：

• 其他

A廠
排放水
60
蒸發 1,966
400

雨水
22

384

製程冷卻水塔

1,308

2,665

過濾器

廢水場 208
工業水
389

超純水
3,148

蒸汽
1,478

蒸發 292
2,559

2,012

甲製程

957

回收水槽

813

低鹽

廢水場 369

砂濾槽

離心機廢水

B廠 360
蒸發 149

589

乙製程
521

暴雨廢水
219

46

綠化用水 5

990

49
120

58

16

997
高鹽

廢水區

廢水場 1,967

單位：噸 / 日

圖二、水平衡圖範例

7

8

專題報導

• 直接成本
- 水費
- 水處理費 ( 含淨水及廢水處理 )
- 能源費用 ( 包含馬達、加熱等 )
- 規費 ( 為符合法令之相關檢測、許可、放流等費用 )
- 其他管理費用 ( 包含人力、設備、物料、技術等費用 )
• 間接成本
- 對環境之衝擊
- 對社會 / 社區之衝擊
- 對企業形象 / 聲譽之衝擊
步驟二、鑑別改善機會
以水平衡圖資訊為基礎，鑑別重大之水資源使用。
並藉由技術審查以鑑別水資源效率提昇機會，以及有哪

(3) 時程規劃
- 各項改善措施期程
(4) 內部相關人員溝通
- 改善方案的實施需要內部相關人員配合，需持續
不斷進行內部溝通與宣導
步驟四、績效量測與評估
對於執行成效的評估，需設定適當的績效指標並定
期量測。例如:
• 單位產量之用水量
• 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比率
• 節水總量
所設定之績效指標也需隨情況改變而檢討修正，以
免引導錯誤方向。

些設施或單元過度耗用或洩漏(leakage)。
另外，用水效率提昇績效也可間接展現在其他層
舉例可能的改善機會包括:
• 回收 / 循環再利用
• 清洗流程改善
• 對於水質要求不高之設施 / 製程使用回收水、冷凝水、
廢水等
• 收集雨水使用
• 管路洩漏防止與維護

面，例如：
• 財務面：降低運作成本
• 作業面：降低供應鏈之水資源匱乏風險
• 策略面：提昇企業永續發展競爭力
• 社會面：降低環境衝擊，提昇企業形象
步驟五、持續改善
績效量測結果為持續改善之依據。改善方案完成後

步驟三、規劃並執行改善方案
接著，評估改善項目之優先順序，並擬定有效之改
善方案。此階段包括以下幾個考量因素:
(1) 技術可行性
- 改善技術來源
- 節水量預估
- 相關法規符合性
- 是否影響產能
- 否衍生其他環境衝擊
(2) 預算核准
- 固定 / 操作成本估算
- 改善計畫投資報酬率估算

將改變水資源使用結構，所以，回到步驟一重新修訂水
平衡圖，重新鑑別改善機會，並進一步規劃與執行下一
階段之改善方案，依此管理循環達到持續改善之目的。

三、案例 - 可口可樂水中和(water neutral)計畫
可口可樂公司於2007年建立了水中和長程目
標，透過減量(Reduce)、再利用(Recycle)及回補
(Replenish)三種手段，預訂在2020年達到並維持水
中和。
可口可樂在 2005 年開始進行水足跡盤查評估，從
而了解到世界各地水資源匱乏問題不但衝擊生態環境、

2011.12.15 Vol.3

紀
專題報導

社區飲水水源，更嚴重威脅到該公司在全世界的飲料生

可口可樂水中和計畫充分展現透過基線水足跡盤

產事業。因此，除了在生產飲料製程上致力於用水的減

查、鑑別改善機會、規劃並執行改善方案、績效量測與

量、再利用之外，更在全世界70個國家有水資源匱乏威

評估之管理循環，持續改善水足跡管理績效。

脅的地區，資助水源保護、飲水衛生、提升社區節水與
保護水源認知等計畫，進行所謂水源“回補”的機制。
可口可樂定期評估計畫執行進度及績效，並定期發行

參考文獻
1.“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Water Savings: A Guide to Water
Efficiency”, GE, Water & Process Technologies, 2007.
2.“The Coca Cola Company Replenish Report”, January 2010.

“Replenish Report”展現成果。
可口可樂水中和計畫“回補”目標
CALCULATING
ALCULATING COCA-COLA
COCA-COLA’s
A’s REPLENISH
R
TARGET

~ 35 L

Tot amount of
Total
water used in
wa
manufacturing
ma
ou
our beverages

Treated
wastewater
184 Billion liters

313 Billion liters

Product Volume
and amount to
Replenish
129 Billion liters*

* Based on 2008 data*

水足跡
約35公升

飲料生產工廠
總使用水量
313十億公升

廢水處理
184十億公升

回補量
129十億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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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探討
中國大陸節水型城市考核標準
工研院 ■ 黃序文
國大陸是一個水資源短缺的國家，人均水資源量

中

自 2006 年起頒布實施「節水型城市申報與考核辦法」

僅為世界平均值 30%，且時空分布不均，南方水

及「節水型考核標準」，積極展開節水型城市之創建工

多，北方水少。隨著人口增加，工業化及城鎮化進程加

作，促進城市節水減排，提高城市合理用水，增強民眾節

快，使水資源需求量大幅增加。為貫徹提高水資源利用

水意識。至 2011年，總計已發布 5 批，包括北京、上海、

效率，中國大陸於「十一五」(2006~2010) 實施方案中，

濟南、青島、大連、天津、成都、桂林、杭州、廈門、南京、

即明確將建立「節水型社會」納入推動目標。在推動節水

武漢、蘇州、昆明等 57 個城市通過成為「國家節水型城

型社會目標中，中國城市居民人均用水量已從 20 0 0 年

市」。有關節水型城市考核標準之指標與考核內容如下

每人每日220公升降低至2010年171公升。全國城市用水

表，可供國內未來推動節水型城市之參考。

人口增長53%，但城市用水量僅增長 6.6%。中國大陸並
大陸節水型城市考核標準之指標與考核內容評分表

分類

基礎管理指標

技術考核指標

鼓勵性指標

指標

考核內容

分數

1-1. 城市節水規劃

經政府或上級政府主管部門批准的城市
節水中長期規劃。

8

1-2. 地下水管理

地下水必須實行有計劃的開採。

8

1-3. 節水“三同時”制度

節水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
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

8

1-4. 計畫用水與定額管理

非居民用水實行定額計畫用水管理，
超定額計畫累進加價。

8

1-5. 價格管理

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及污水處理均應徵
收水資源費。

8

2-1. 地方生產總值取水量
（立方米/萬元）

低於全國平均值50%或年降低率≥5%

6

2-2. 工業增加值取水量（立方米/萬元）

低於全國平均值50%或年降低率≥5%

5

2-3. 工業取水量指標

按GB/T18916.1~7定額系列標準

5

2-4. 工業用水重複利用率

≥75 %

5

2-5. 節水型企業（單位）覆蓋率

≥15%

3

2-6. 城市供水管網漏損率

低於CJJ92-2002《城市供水管網漏損控
制及評定標準》的指標

10

2-7.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升/人.日）

不高於GB/T50331-2002《城市居民生活
用水量標準》的指標

5

2-8. 節水器具普及率

100%

6

2-9.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20%

5

2-10. 城市汙水處理率

直轄市、省會城市≥80%、地級市
≥60%、縣級市≥50%。

5

2-11. 工業廢水排放達成率

100%

5

3-1. 居民用水實行階梯水價

有按不同梯次制定的不同用水價格。

2

3-2. 非常規水資源替代率

≥5%

2

3-3. 節水專項資金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

≥1%o

2

總計19項考核指標

總計1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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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購置省水標章兩段式省水馬桶
節水成效分析
工研院 ■ 王今方/ 王先登
濟部水利署為鼓勵消費者

經

選 用 省 水 標 章 產 品，於 民

國 99 年 6月10 日開辦「民眾購置省
水標章產品補助計畫」，即所謂「一
機兩桶」方案，每戶家庭可申請一台
省水洗衣機及兩座兩段式省水馬桶，每件產品最高補助

用馬桶次數每人每日平均應不超過 5 次（應扣除辦公場

2,000 元，由於民眾申請踴躍，原訂半年申請期限提前至

所、學校及公共場所使用次數），因此實際省水自然低

11月12 日即終止，補助金額超過原訂 5 億元預算，總計補

於推估值。

助省水洗衣機184,555 台，兩段式省水馬桶 96,202座。

2. 由補助案件之用水量資料顯示，許多為空戶（即

此推動方案完成至今已屆滿一年，補助購置省水標

每月使用水量為 0 度者），營建署數據得知目前空屋率

章產品之節水成效是否符合預期應可進一步分析，然由

高達近兩成，另有部分用水量過大（即每月使用水量超

於此方案補助數量龐大，承辦單位包括四個不同之自來水

過30噸）及部分用水量異常（即用水量資料每月差距過

單位，加上申請案件補助產品類別及數量各不相同。為利

大），均影響節水成效之分析。

於統計分析，此次僅以台灣自來水公司補助單一一座兩段
式省水馬桶之案件為對象，總計樣本數為 20,504 件。

3. 另因考慮換裝兩段式省水馬桶，用水量理應減
少，若扣除上述用水量資料不合理之樣本數及用水量

節水成效分析係依各水號由台灣自來水公司提供用

不減反增之水號，即僅採用水量減少之樣本（計 7,110

水量資料（99 年1至 6 月及100 年1至 6 月），如在不設

件），則總計用水量共減少128,455 噸，換算每座兩段

任何條件下，所有樣本數總計半年共節省用水100,628

式省水馬桶，則每年可節省水量為 36.1 噸，合於理論推

噸，若換算成每座兩段式馬桶，則每年節省水量約為

估值 32.9 噸。（未考慮住戶人口減少因素）。

9.82 噸。此節省水量較理想之推估值為低（省水型馬桶
與非省水型馬桶比較推估省水量如表），其差異之原因

4. 上述節水成效初步分析得知，換裝兩段式省水馬
桶已有實際節水成效，且馬桶使用年限可長達15 年，節

分析說明如下:

省水量可逐年累積，且此補助方案無論生產或銷售廠商
1. 推估值係假設家庭成員每人每次均使用同一座馬
桶，但每戶家庭馬桶數量平均遠不只一座，且在家中使

均予以肯定，申請補助之家庭住戶滿意度亦高，可作為
政府後續推動相關方案之參考。

省水型馬桶與非省水型馬桶省水量推估

類別

沖水量標準
(公升/次)

每人每天
沖水量
(公升/天)

每座馬桶
每天沖水量
(公升/天)

每座馬桶
每年沖水量
(噸/年)

非省水型馬桶

12 公升

60 公升

180 公升

65.7噸

省水型馬桶

6 公升

30 公升

90 公升

32.8 噸

假設：
1. 每人每天使用馬桶次數以 5 次計算；2. 每天每座馬桶使用人數以 3 人計算
3. 每年以 365 天計算；4. 兩段式馬桶小號沖水量僅為大號一半，因此較一段式馬桶更為省水

每年節省水量
(噸/年)

32.9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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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單位
半導體廠綜合性廢水節水實例分享 生物薄膜系統
旺宏電子晶圓二廠廠務處水處理空調部 ■ 黃炳森

一、 前言與概要
旺宏電子以污染預防、持續改善及珍惜資源理念，
長期致力於製程、空調、民生等用水進行水質/水量的檢
討與投資改善，晶圓二廠設置已10 餘年，近年包含純水

雜，含有高濃度無機氮、有機氮、氧化劑及有機化合物。
對於製程廢水之處理與設計參數如僅能遵循傳統廢水處
理程序，將會衍生出許多處理上之困境。
1.2 既設廠房擴充空間不足

系統 2B3T 樹脂塔再生延長使用、離子交換及混床樹脂

既設廠房之半導體廠的可利用之空間極少，原規劃

沖洗水回收再利用、DI Reclaim 回收、儀器排水回收…

生物系統需求空間約 490m ，經計算包含現有綠地及舊

等，回收率已達 75% 以上，為更進一步挑戰製程水回收

設備拆除後之空間，仍需要 270m 空間供生物回收系統

率達科學園區新設廠之標準 85%，投資建設針對全廠回

使用，廢水站周遭已無大面積綠地可供使用，必須全面

收具高效率的生物回收處理系統。

性評估現有空間使用狀況，如何尋找更有效率的系統及

本文目的為舊有半導體廠房，進行一般綜合廢水回

2

2

更有效率的應用各類空間，也變成相當重要的議題。

收再利用，在不影響現有生產製造，克服水質複雜問題進

廢 水 生 物 處 理 回 收 系 統 相 對 用 地 較 大，利 用 高

行全廠水質分析分流，克服既有廠房最艱難的問題”空

效 能 的生物技術 也是 勢在 必行。廢水生物處 理系統，

間”，利用生物處理、沈浸式生物薄膜（MBR）技術及 RO

自活 性 污 泥 法 處 理程 序發 展 至 今 生物 薄 膜 處 理 系 統

回收技術，達成半導體 8 吋廠回收率世代轉換之挑戰，並

Membrane Bioreactor (MBR)，薄膜分離單元優良的

且整體自來水用水量下降約達 30%。

固液分離性質，因而使廢水水質處理效率上升，生物薄

半導體業其製程中需使用大量之用水，其主要廢水
可以依使用的製程化學用品分為氟系、一般酸鹼無機廢
水、有機廢水、奈米顆粒廢水、與生活污水等。
晶圓二廠為一 8 吋廠，歷年來已完成之回收措施與
處理系統包含純水系統 2B3T 樹脂塔再生延長使用、離
子交換及混床樹脂沖洗水回收再利用、DI Reclaim 回
收、儀器排水回收、Local scrubber 水回收…等，但若
製程回收率欲提升至85%，需大幅提升回收率，經評估必
需由製程排水進行回收，才能達成85%回收之目標。

膜處理程序可以較小體積之生物處理單元體積，達到與
傳統生物處理程序相同之效果。故薄膜處理系統近年來
極受重視。
1.3 環保法規日趨嚴格
以園區 為例，排 放中的異丙 醇及 其衍生物丙 酮必
須小於 3ppm，而放流水氨氮管制依據「晶圓製造及半
導體製造業放流水標準」草案，既有事業氨氮管制採兩
階段執行、第一階段限制值 75mg/L，第二階段限制值
30 mg/L，勢必將以生物系統進行一般酸鹼廢水之回收，
若欲以傳統活性污泥法程序欲獲得更佳之處理水質及更

1.1 廢水成分複雜
綜合酸鹼廢水內包含之物質有氨水(NH 4 OH)、硫酸
(H2SO4)、磷酸(H 3 PO4)、硝酸(HNO3)、雙氧水(H2O2)、氫
氟酸(HF)、顯影液(developer)、氫氧化四甲基銨(Tetra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 TMAH,(CH3)4 NOH)、
醋酸(CH 2 COOH)、異丙醇(Isopropyl Alcohol)、EKC、
N M P，及 界面 活 性 劑等 無 機 / 有 機 物 質，再加 上 純 水

經濟之操作成本，仍然面臨許多問題。
傳統活性污泥法處理程序雖經一再之改良與修正，
及相繼研究出各種量測方法及控制指標，一直以處理程
序為有機及氨氮廢水處理之主流。然而隨著水污染問題
日趨嚴重、處理對象物質複雜化及放流水標準日益提高
之情況下，勢必面臨挑戰。

再生時產 生 之 清 洗(r i nse)廢水及 CM P（Chem ica l

另外，若以目前 新 設 廠 環 評 要求，欲 達 成 回 收率

Mechanical Polishing）化學機械研磨廢水，其中成分複

85% 以上之目標，則有機廢水及無機氨氮廢水回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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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將勢在 必行，而回收再利用之技術應積極的研 究

全面性對各類廢水及可回收之廢液確認分流狀

與開發。

態，並將高導電度之廢水進行隔離。原導電度16,300
~110,000,000 μs/cm，經再次分流處理後導電度降至

二、 執行方式及突破

800~1,200 μs/cm。

2.1 廢水水質確認及分流處理

(2) 無法分離 H 2 O2

本廠廢水系統之來源水主要依化學藥品與製程區

水中 H 2 O 2 濃度高，將造成生物系統受衝擊，當長時

分為三股:含氟廢水、CMP 製程廢水、與一般酸鹼廢水，

間過多 H 2 O 2 進入生物系統，會使生物受到抑制，可明顯

水量以一般酸鹼廢水為最大，但其含有之化學成分也是

觀察到硝化作用產生 pH 下降趨勢消失，含氧量不斷上

最為複雜，含大量陰陽離子、有機物質及氨氮等法規管

升，即表示硝化菌遭受抑制，硝化作用效率不佳。但由於

制之水質項目，應為處理及回收之主要標的。本廠廢水

製程中會直接混合 H 2 O 2，故於廢水中無法直接將 H 2 O 2

系統為化學混凝沉澱及 pH 調整，對有機物質及氨氮完

進行分離。為降低 H 2 O 2 對生物系統之影響，以添加亞硫

全無處理能力，評估以綜合性酸鹼廢水進入生物處理系

酸氫鈉進行還原，其方程式為 (1)。

統，將可同時處理放流水氨氮、COD、IPA 及丙酮等問

亞硫酸氫鈉還原過氧化氫反應式:

題，故以此為回收水之主要來源。

HSO3- + H 2O2 → SO42- + H 2 O +H+

既 有 廠 區 的 排 水 分 類 較 簡 化，導 致 無 機 類 與 有

2.2 更有效率的利用空間

機 類 物 質 混 雜 在 一 起，但 對 設 計 生物 處 理 回 收 系 統
時，需同時面對上述物質與欲處理對象 (COD、IPA、

如何尋找更有效率的系統及更有效率的應用各類空

Acetone 及氨氮等)的互相抑制，必需進一步進行分流

間，一直是既設廠進行設備評估重要的一環，建廠時間

或增加處理程序來完成。

越長可利用的空間越少，造成往往評估案能否進行空間

(1) 導電度高

成為關鍵因素。
2.2.1 高效率處理系統---生物薄膜系統

一般酸鹼廢水的導電度相當高，過高導電度將會對
COD 處理之處理程序造成生物的抑制。

系統流程規劃如圖 一 ，廢水經由調勻槽，進行水質
與水量調整，使廢水的變異性減至最小以利後續處理設

進行廢水水質檢測中確認水中無機離子濃度過高：

備能穩定操作，再經由 pH 調整槽，調整 pH 至適當處理

包含製程使用的酸鹼藥品及超純水系統的再生廢水。超

範圍，接著進入生物處理系統之主軸，以無氧槽 (A) 及

純水再生廢水進入時，導電度變化極大，同時又含有大

好氧槽 (O) 分別將氨氮物質進行脫硝及硝化反應，同時

量離子及鈣鎂硬度，容易對回收處理系統中後段的 RO

將有機物分解去除，其後採用UF 薄膜系統將 SS 攔截，

膜管造成阻塞，故排除純水再生時之廢水進入生物回收

而UF 過濾水則經由 RO 單元將水中無機離子、細菌、病

系統。

毒、有機物及膠質等雜質去除後進入次及用水水池。
製程機台排水
Parts Clean 排水
(含IPA,TMAH,NH1OH,H2O2綜合性廢水)

pH
調整槽

無氧
脫硝槽

曝氣槽

UF
水槽
薄膜槽

汙泥迴流

圖一、系統流程圖

RO

次級用水回收

廢水
調勻
收集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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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O生物反應槽(A/O Reaction Tank)，本廠

(B) 以沉浸式生物薄膜取代傳統沉澱池

廢水含生物可分解之有機物與含氮 (N) 之有機化合物，其
處理之困難點主要為氮的去除。先藉菌之作用將有機氮
(org-N) 轉換為氨氮 (NH4+-N)，在藉由硝化菌與脫氮菌
之作用去除之，同時利用好氧菌分解 BOD 污染物。
基本上氮的去除可分為硝化 (Nitrification) 與脫氮
(Denitrification) 兩部份。硝化作用為自營菌將氨氮先氧
圖三、沉浸式薄膜外觀圖

化為亞硝酸鹽氮 (NO2-)，再氧化成硝酸鹽氮 (NO3-) 而
釋出能量。其硝化反應方程式為 (2)，細胞合成反應質過

沉浸式生物薄膜其特點如下表1：

程如 (3)。

表1活性污泥法與生物薄膜法比較表

其總反應為：
硝化

+

-

NH4 + 2O2 → NO3 + 2H + H 2O

(2)

NH4+ + 1.82O2 + 1.98HCO3- →
0.21C2H7ON2 + 0.98NO3-+1.041H2O+ 1.88H2CO3 (3)
至於脫氮作用發生在沒有氧的條件下，脫硝菌以硝
酸根為氫之電子接受者，將硝酸鹽氮還原為氮氣，其作用
方程式為 (4)：

NO3 - → NO2- → NO → N 2O → N 2
還原態的碳源+NO3 - → 氧化態碳源 + N 2

(4)

傳統生物處理常將脫氮槽置於硝化槽後，往往廢水
中碳源不足而需另外添加碳源如甲醇 (CH3OH)。但本廠
採用 Anoxic-Oxidation(A/O) 生物處理程序，以循環
迴流形式，將脫氮槽置於硝化槽前，而以原廢水中含有

項目

活性汙泥法

生物薄膜法

汙泥濃度

2,000~4,000

8,000~10,000

體積負荷

0.3~0.6

1~3

用地需求

1

1/2~1/3

固液分離去除效率

85%

>99%

廢棄汙泥量

0.6

0.2~0.3

設置費用

低

高

(mg/L)

(Kg-BOD5/M3)

(kg SS/kg BOD)

(1)高效率的污泥攔截技術
本廠使用之薄膜系統孔隙僅 0.036μm，透過水之固
液分離狀況極為良好，依濁度計 online 量測讀值低於
0.1NTU(約 0.04 NTU±0.01) 以下及 SDI<3，薄膜系統利
用細小孔徑使之固液分離特性，不僅可省卻沈澱池需考

之COD 作為碳源，一般認為 COD/T-N 比值需在 4.5 以

慮重力沈降效果之困擾，還能得到更佳之水質。

上，除可提供後段硝化所需鹼度外，亦可節省化學藥劑添

(2) 增加生物單元之處理效能

加費。如圖二 生物脫氮硝化處理程序示意圖。
產水

生物薄膜程序中之薄膜分離單元能有效的阻截生物
污泥，故可增加生物處理單元中 MLSS 濃度，生物薄膜處
理程序之 MLSS 濃度一般均維持 8,000 ~ 10,000mg/L，

進流

兼氧槽

好氧槽

薄膜槽
(MBR)

混合液循環

廢棄
汙泥

較傳統生物處理程序 2,000~4,000mg/L 為高。
(3) 大幅降低用地需求
由於污泥濃度之提高，可縮短曝氣槽內之水力停留
時間。其相較傳統處理法節省 1/3~1/2 之空間，可大大

圖二、生物脫氮硝化處理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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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省用地面積。雖初期設置費用較高，但目前各半導

處理後之產水 COD 低於偵測極限(<5mg/L)，TOC 小

體廠地更難取得，故可更有效的利用空間一直是各廠努

於 0.5mg/L，NH3-N 小於 0.05mg/L，導電度亦小於

力的方向。

174 μs/cm，長期運轉水質穩定，如圖五，其處理水優

(4) 易於透過監控儀器，進行自動化控制整合
生物薄膜處理程序可透過各階段壓力、流量、液位

於自來水水質，目前回收至廠區之次級用水，其主要供
冷卻水及洗滌用水使用。

及水質進行有效監控，確保單元作動正常並提供系統運
轉狀況分析達到自動控制之目標。本廠薄膜監控系統如
圖四，可避免傳統生物處理程序中許多不確定之因素，
如沈澱池之效率會因溫度、風吹、污泥沈降性及入流水
性質之變化而影響產水，對於放流水水質無法做有效之
控制，另對於傳統生物處理程序中常見之污泥異常現
象，如污泥膨化、上浮等問題均可忽視，減少了廢水處
理程序上之問題與突發狀況。

圖五、COD與氨氮水質變化圖

四、結論
本案於 2008 年完成評估、2009年開始動工 2010 年
1 月試車，期間經歷金融海嘯，但本公司以永續發展為經
營理念，仍持續推動各項節水節能方案。
於既設廠完成製程綜合性廢水回收，建置困難度
高，需要進行全面性製程排水評估與規劃，空間問題更
圖四、MBR人機控制系統

是嚴重。廢水欲進行處理或回收，最終的還是必須要有
良好的分流規劃，若以增加控制程序不但增加成本亦增

三、運轉成效
2010 年 3 月~至今，水質狀況維持極佳，生物薄
膜系統產水無法測得 SS 濃度，於有機碳之去除上，
COD之平均去除效率則可達 97.6％，出流水 COD 濃
度小於30mg/L。對於 TOC 及 BOD 之去除上平均去除
效率高達分別為 96.2%及 85.8%；IPA < 8.47 ppb、
Acetone< 4.99 ppb (皆小於偵測極限)。至於有機氮之
去除效能，生物薄膜程序對於總凱氏氮之去除效率亦可
達 99.9%。生物薄膜程序處理水直接進入 RO 處理。RO

加系統失效之風險。
為維持生物系統穩定效能，不論水質變化、生物態
的變化、生物池環境控制及各操作參數…等皆須持續觀
察與調整。

15

16

節水評比
100年度節水評比競賽成績揭曉
水利署科長 ■ 楊介良 / 工研院 ■ 黃序文

國 98 年12 月19 日馬總統召開「節水抗旱會議」，

經濟部水利署為鼓勵全國落實推動節約用水，透過

裁示國人應以「三全」態度面對可能發生的缺水

評比方式促成良性競爭，藉由機關學校用水填報系統進行

問題，務使節約用水成為「全國」、「全民」、「全面」運

評比，使全國節約用水蔚為風潮。100 年度持續辦理全國

動，更期藉由政府機關及學校率先推動節約用水措施，

各政府機關、各級學校節水評比工作，同時更擴大評比範

以示範方式引導民間採行，更同努力達成「節水型社會」

圍，將國營事業及農田水利會納入評比對象。

民

之目標。

水利署於本年度4月邀集水公司、各部會、農田水利

經由自來水相關單位用水統計資料顯示，100 年度

會等單位召開 100 年度節水評比會議，並於 5 月 9 日公告

4-9 月各政府機關、各級學校及國營事業總用水量與 99

節水評比活動要點。本年度各政府機關、各級學校、國營

年度 4-9 月總用水量相比較，共節省278萬噸，節水率

事業及農田水利會之評比競賽評分標準如表所示。

平均為 -4.46%，顯見政府推動節約用水已具成效。相關
組別之總用水量及節水率分析如表所示。
各政府機關、各級學校國營事業總用水量及節水率統計表

A.99年4-9月
用水量(噸)

B.100年4-9月
用水量(噸)

節水率
(B-A)/A*100%

政府機關(中央)

10,926,204

10,657,070

-2.46%

政府機關(地方)

6,083,272

5,885,976

-3.24%

各級學校(大專)

8,796,929

8,597,125

-2.27%

各級學校(國高中職)

7,258,570

6,891,587

-5.06%

各級學校(國小)

7,672,823

7,253,824

-5.46%

國營事業

21,645,290

20,317,371

-6.13%

總用水量與平均節水率

62,383,088

59,602,952

-4.46%

組別

各政府機關、各級學校、國營事業節水評比競賽評分表

農田水利會評比競賽評分表

評分計算方式

評分比例

評分計算方式

評分比例

A：100年4~9月較
99年4~9月節水率

50%

A. 平均每公頃灌溉用水量節水率＝
(100年度第1期稻作每公頃用水量-96年同
期每公頃用水量)÷(96年同期每公頃用水
量)x100%

30%

B：100年4~9月較
基期年(96年)4~9月節水率

50%

B. 節水事蹟由各水利會提供辦理相關推廣節
水灌溉措施及宣導活動

30%

總節水率＝A×50%+B×50%

100%

C. 節水措施由各水利會提供實施地下水涵養
或雨水貯留利用措施

25%

D. 綜合考評由各水資源局綜合評估各水利會
之水源調度的配合度

15%

總得分＝A×30%+B×30%+Cx25%+Dx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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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評比競賽活動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依自來水事業單位提供民國100 年、99年及96年度用水資料，計算評比
對象用水量增減情形，得出節水成效比例。第二階段由各單位節水成效結果排序前15名為績優單位，由水利署於10月
27日邀集相關機關及專家召開審查會議，並辦理現場評鑑，評選出各類別前5名及績優單位，分別彙整如表所示。

各類別評比前5名單位統計表
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中央機關組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東勢林區
管理處

法務部矯正署
彰化監獄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花蓮航空站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南區勞動檢查所

-46.37%

-44.30%

-41.88%

-38.10%

-37.01%

新北市
三重區公所

桃園縣龜山鄉立
托兒所

雲林縣西螺鎮第一
公有零售市場

澎湖縣
馬公市公所

臺南市
東區區公所

-80.10%

-69.65%

-59.47%

-58.75%

-54.00%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大學

高雄市立
空中大學

-30.55%

-25.02%

-21.09%

-20.31%

-15.96%

雲林縣立
東和國民中學

新北市立
崇林國民中學

花蓮縣立
富源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
獅甲國民中學

苗栗縣立
三義國民中學

-60.61%

-60.42%

-53.51%

-53.09%

-52.06%

新竹縣竹東鎮
員崠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
大觀國民小學

屏東縣東港鎮
海濱國民小學

臺北市中山區
濱江國民小學

新竹縣關西鎮
東安國民小學

-78.47%

-71.45%

-66.88%

-66.01%

-65.82%

臺灣菸酒股份
有限公司
林口酒廠

臺灣菸酒股份
有限公司
林口印刷廠

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
彰化機務段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郵件處理
中心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嘉義郵局

-40.52%

-40.52%

-40.42%

-28.22%

-27.63%

彰化農田水利會

臺東農田水利會

雲林農田水利會

宜蘭農田水利會

新竹農田水利會

86.00

78.47

75.48

73.70

73.47

地方機關組

國立澎湖
大專院校組

國高中(職)組

國民小學組

國營事業組

科技大學

農田水利會組

註一：各政府機關組、各級學校及國營事業組百分比為總節水率
註二：農田水利會組數值為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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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評比

各類別績優單位之統計表
類別

績優單位

總計

中央機關組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基隆市分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臺中市監理站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10名

地方機關組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
宜蘭縣史館
臺南市安定區公所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臺南市立圖書館

臺北市立啟智學校
臺東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屏東縣屏東地政事務所

10名

大專院校組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9名

國高中(職)組

桃園縣立武漢國民中學
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新竹市立南華國民中學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國立新莊高級中學
臺中市立潭子國民中學

10名

國民小學組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國民小學
臺北市松山區西松國民小學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
桃園縣大溪鎮大溪國民小學

嘉義縣番路鄉民和國民小學
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國民小學
彰化縣彰化市東芳國民小學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

10名

國營事業組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量販事業部嘉年華購物中心
交通部基隆港務局蘇澳港分局

台灣中油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嘉南營業處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雲林郵局

5名

南投農田水利會
石門農田水利會
臺中農田水利會

苗栗農田水利會
嘉南農田水利會

5名

農田水利會組

節水達人

20
2011.12.15
011.12.
2.15 Vol.3
2.

紀

鬧區裡的雨水花園 攜手保水的動人故事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榮譽理事長 ■ 林淑英

在全球人口不斷地增加、都市化程度也越來越高的此刻，如何
保住珍貴的水資源，是現代人需要面對的課題。今天要跟各位
分享，是在台北市區內的社區引用雨水的故事。
圖中這個金字塔

左

型 的 雨 撲 滿，座

落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三
落
段63號
「金門特產中心」
段
的對面，是用天溝把屋
的
頂的雨水接到這十五個
頂

對路過的行人來說，這個角落有構樹和榕樹，有木頭椅

桶中，裝滿時可蓄三噸
桶

子，也就是在櫛比鱗次的高樓之間，有了一個駐足小歇的節

的水量，可以提供這座
的

點；而這塊土地會呼吸、會涵容水，益顯珍貴。

公園使用兩個星期。
公
金字塔型的雨撲滿

最近經過雨水花園時，發現一棵高度超過一公尺的構
樹，推測是水撲滿旁邊那棵構樹的果實掉到這邊而長出來

這一小座雨水花園，是因應台北市政府為了舉辦國際

的；還有一棵野生的小葉桑椹，居民種植的迷迭香、玉蜀黍

花卉博覽會而進行的【台北好好看】政策、將窳陋、廢棄的

和南瓜，受到水撲滿的照拂，整個花園欣欣向榮，風吹過時

建築物拆除而造成的公園，土地所有權人在未來興建房屋

有淡淡的花草香！

時會受到容積率提高10% 的獎勵。
執筆為文的此刻，正好是泰國曼谷受到洪水侵襲之際。
有民間團體 建議北市府都市發展局，在拆除窳陋建

有越來越多的狀況顯示，在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現代，國土

物變成公園的過程中，可以讓民眾參與討論，並提供建言。

保安、都市保水、排水是非常嚴肅的課題，所以有許多專業

「金門特產中心」週邊的古風里、頂東里都有日治時代留下

人士認為要為都市留下綠地，留下緩衝的空間。

來的舊建物，這兩個里的里長和里民們，熱心參與討論之
後，決定在拆除兩處舊建物時，進行【百人接力傳瓦片 老
屋舊料再利用】的活動，以及完成【雨水公園】。(相關歷程

在台北鬧區這麼一個小角落，曾經有數百人傳瓦片留建
材，承傳愛護資源的好品行，多麼令人難忘和珍惜！

請閱 http://blog.udn.com/selin7777/3979483)
2010.2 24 那天，我經過「雨水花園」這個綠點時，看
見幾位工人正在專心作業；「雨水花園」座落的地方是在中
正區的頂東里，里長王曜樹先生很支持這種民間參與的設
計規劃，他認為這會增添里民對土地的認識和情感。他的
里辦公室外頭也有設置儲存雨水的設施。
2010 年 3 月底再度來到雨水花園的時候，我看見花
園中種了楓香以及各種草本植物，還有飄逸的竹子，有一

雨水花園完成時的實景

戶人家的大門正 對著花園。坐在木頭椅 子上仰望 天 空，
不禁想：隨著一年十二度圓缺，他們可以品味「風聲彈竹有
琴韻，月影畫梅無墨痕」的詩意，多麼幸福！

雨水花園目前之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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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社區
示範社區推動節水活動心得
國美之星A館社區主委 ■ 官彥均

3.積極參與政府舉辦之評鑑
節約用水亦可發揮節能減碳效果，運用區權會等時
機邀請社區住戶共同簽署「節能減碳 10 大無悔措施」，
自辦或配合政府宣導計畫逐步安排各項活動，加強社區
居民瞭解與落實執行低碳生活之概念，共同推動低碳之
發展社區。並參考「新北市低碳社區改造補助要點」，逐
項查核檢視，爭取低碳社區標章。

國美之星A館位於新北市土城區，社區為地上 15

國

層，地下 2 層之鋼筋混凝土構造，總計 224 戶，人

口約計有 872 人。社區住戶多以小家庭為主，其中兒童佔
比 30%、成人佔比 50% 及老年人佔比 20%。為營造社區
溫馨、質感、安全及環境品質，原始設計燈光空調用電、
泳池及公設用水相對也高，每月社區管理費支出至為龐
大。有感需要在社區品質及能源管理間求取平衡，爰在財
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之協助下，完成減碳診斷

4.辦理節水社區宣導與志工訓練
社區邀請經濟部水利署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

服務報告書，於歷次管委會議討論決議，列為推動低碳

節水宣導及志工訓練活動，結合里

生活規劃與改善藍圖。其中，如何節省社區整體用水亦為

辦 公 室、社 區發 展

要項之一，歷年來主要推動成效包括：

協 會及 環 保 志 工 計

1.社區植栽澆灌管理
中庭花圃綠化園區，委由專業廠商每月定期保養維
護，輔以志工針對花圃施以修剪、整理、植裁、施肥。
依據每日氣候狀況充分利用雨水收集系統自動灑水進行
澆灌，部分輔以人工澆水。每月製作植栽澆灌執行表，
記錄灑水開關情形，達到節約水資源目的。

2.游泳池水回收再利用
利用接管方式改善泳池水之回收，再把泳池水適
當處理與貯存於雨水儲集槽。並於地下室停車場設置多
處水龍頭，將泳池水作為社區大廳、7棟樓層、電梯、

超過 70 名參加，並落
實 家 戶水龍 頭 節水 墊
片之加裝(包括廚房、臉
盆、蓮蓬頭)，預估可節省
30% 水量。

5.加強社區用水設備及管線檢漏
加強社區保全於巡視時，注意蓄水池浮球有無故障
造成持續漏水，並與住戶連繫同步查看於無用水情形下
頂樓水表是否轉動，如有漏水立即進行修復。

6.鼓勵宣導節水SCD手法

中庭園區及外圍周邊，環保員每天掃、拖地，社區走

鼓 勵 宣 導 住 戶 做 好 節 水 S C D，也 就 是 做 到 省 水

廊、地下停車場洗地之補充水源。工程共需投入金額約

（Save）、查漏（Check）、做回收（Do）三個步驟，落

為 50,000 元(含材料費、施工費等)，每年回收量約 900

實日常生活省水，並參加「全民來節水百萬金大放送」活

噸，回收年限約為 5.5 年。

動，爭取個人參加抽獎之機會與社區之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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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手觸節水系統
打造腳踩節水的新趨勢
■八京公司
京公司致力於提供優質綠色建材，以創新、服

八

務、節能、環保為經營理念。2003年台灣爆發

SARS疫情，有感於人們懼於疫病傳播而勤於洗手，卻又
擔心接觸不潔水龍頭造成間接傳染的矛盾，都不敢直接
用手開啟水龍頭。因此特地從澳洲引進UB-FINE免手觸
節水系統，以最高規格的用水安全來保障健康生活，同
時引領綠色生活潮流，節水、節能又環保。

節水不麻煩，腳踩水就來！

台灣降雨豐沛，然而受地勢影響，水資源難以存

過去只有衛生、安全要求最嚴格的醫療院所，才會

蓄，「節流」成為當前最嚴峻的課題。近年台灣倡導節

採用免手觸、免電源、材質無毒害的UB-FINE免手觸節

水觀念，不僅為了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更是為了倡導

水系統。現在因應節水觀念，國內首屈一指的綠建築—

節約用水的社會風氣。UB-FINE免手觸節水系統，高達

「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以及「台灣捷安特營運總

65.5%的智慧節水設計，兼顧衛生、節能、環保與便利

部」都指定採用UB-FINE免手觸節水系統，讓節水成為

性。用水量依踩踏力道大小隨心所欲，腳離開立即停

對自然環境的關懷行動。

水，「用多少，踩多少」絲毫不浪費珍貴的水資源。

水即生命，是地球上無可取代的資源。世界人口已

UB-FINE免手觸節水系統有別於一般省水設備，導

突破70億，並以每年8,300萬的數量增長，水的需求量

入即時開關的節水新觀念，讓您在無形之中節省生活用

持續升高，除非我們改變用水的習慣，否則將會面臨比

水，輕鬆不麻煩。不用觸碰水龍頭，同時也不放任水一

石油短缺更為急迫的生命危機。節水可以是一種生活態

直流，從此不再讓流掉的水比用掉的還多，使用便利也

度，此刻讓我們共同響應「節水行動」，涓滴成流千萬

兼顧衛生，避免病菌經由觸碰傳染。精密機械式構造設

工，腳踩省水超輕鬆！

計，完全免用電源，引領永續經營的綠生活。
台灣捷安特內銷營運總部

醫療院所安裝實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