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華山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授

中華環安衛科技協會自民國八十三年七月成立以來，已邁入第二十一個年頭，期間經

過歷屆理事長、理監事及全體會員的努力，協會的各項業務持續順遂發展，華山謹此向協

會各位先進表達誠摯的感謝。農曆新春時節將至，華山特藉此向各位先進拜個早年：羊年

行大運吉慶有餘，洋洋得意羊年行，乘風揚帆大業展，羊羊一齊來報喜，萬事順心又如意！

行政院環保署於民國 101 年 1 月正式提出廢棄物填海造島（陸）的計畫，分 3 期 13 年

推動。在許多生態學者與民間團體不同聲音下，環保署隨即展開政策環評、舉辦範疇界定

會議，並辦理公民共識會議，蒐集民間意見，供政策環評參考。至今，雖然該計畫在許多

不同的聲音與壓力下，已停止進行，但仍有許多思維及必要性值得我們深思。「資源循環

零廢棄」於環保政策中，是最重要的一項目標，卻相當難以達成；在資源循環中，最大的

問題在於不可燃物質，而「填海造島」是解決此問題的一個方向。因為作為生產原料的物

質裡面，有很大的部分是土壤或是由土地來的，所以將廢棄物經過檢測及處理後，回歸到

土地，落實真正的資源循環，讓它成為一塊可以再利用的土地，這樣的概念，就是所謂的

循環再利用的模式；回到循環再利用就不是廢棄，也就是所謂的「填海造島」。環保署當

年推動以不適燃、安定化、無害化事業廢棄物作為填海造島、造地料源之政策方案，其中

考量使用之廢棄物，包括：經處理後之污泥、固化體及營建廢棄物等；將廢棄物經安定化

無害化的作業程序後，安置到偏鹼性的海洋中，對於整體的環境而言，是相對安全的，因

酸雨於海裡面是酸鹼中和成為偏鹼，而現今較為擔心的是二氧化碳酸化海洋，惟海水受到

風浪的作用，把帶鹼性的石灰石帶進去海洋中，亦會回到中和狀態。所以，海水這個大環

境，不會有中間污染或是毒害狀態，物質經安定化無害化後再丟到海裡去，即使當被破壞

的時候，填海的固化物還是安定在裡面，而不是溶出。所以，填海造島是相對安全的一個

概念，也是有其必要性的一種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的處理方法。身為環保工作的一份子，我

們支持對台灣永續發展有正面效益之資源循環政策。

本協會之宗旨為結合各界資源，協助會員解決環保、安全、衛生技術上的需求，提供

環保、安全、衛生技術、資訊與經驗的交流，促進產業環保、安全、衛生技術水準的提昇，

期藉由本協會建構之產、官、學、研的交流平台，追求台灣的永續發展。因此，未來對於

環境政策方面的議題，協會將會儘可能提供相關資訊供會員參考、運用，以發揮「溝通平

台」之功能。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先進對本會之貢獻與所付出之心力，也期望各位先進，持續不吝

指導與鞭策，使本協會的理念發揚光大，造福人群。最後，敬祝各位會員、先進萬事順心、

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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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發生於 2014 年八月一日的高雄氣爆事件，隨著復建工程的漸次完工，似乎該是

本事件落幕的階段。環顧台灣地區從 921 迄今，幾乎隔著三五年就會面對一次大型

災害，無論災害的源自於自然營力或是人為處置不當，其影響的幅員與層面都相當的

寬廣。工程師面對這些不可逆料的風險，若有前置性的養成訓練，將有助於日後公共

工程面臨大規模災害的應變，並盡可能將受害的風險與損失降低到可控制的範圍。本

文先回顧國內幾場大型災害的歷程與其後續的處理原則，其次聚焦於高雄氣爆事件的

整個經過與後續管理因應的措施。藉由前述的經驗，我們試圖歸納大型災害的特質，

並引述國外處理大型災害的機制，相互比對找到大型災害風險應變的主軸。依據該主

軸的論述，再來針對工程師養成訓練過程中該思考的元素，希望未來工程師養成過程

中能漸次融入災害風險應變的思考能力，在事前防災、過程減災與事後復建的機制有

更縝密的設計與對策。

詹明勇 

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 副教授

大規模災害風險應變能力
與風險管理

—高雄氣爆事件處理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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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災害風險應變能力與風險管理

—高雄氣爆事件處理的回顧

一、概述 - 大型災害是不可避免的風險

1999 年台灣中部的 921 地震釀成巨大的損傷，當時國內外都認為如此大的天然

災害，將對台灣造成難以承受的經濟衝擊，短期內無法回到四小龍的行列。但當時的

行政團隊克服萬難突破法規限制，訂定特別條例，不但在短期內恢復民眾的正常生活

步調，因為妥善規劃也形成新的中台灣生活圈。經過十年時間，怪颱莫拉克從東台灣

侵台造成嘉義以南多個縣市處於交通癱瘓、通訊阻絕的困境，高雄境內的小林滅村大

崩壁、台東金帥大飯店在幾分鐘之間傾圯於洪水之中，震撼國內外媒體，還好我們有

堅實的救災、搶災與復建的工程組織，在短短三年內多數的受災地已恢復原貌。

台灣因為地理條件的關係，颱風與地震是不可避免的天然災害，而颱風引起的

水災則造成了二次災害或稱為複合性災害。地震、颱風、水災對於人稠地狹的台灣來

說，都屬於大幅員的天然災害，因為這種現象都跨過多個縣市，也有可能時經數月仍

不能解除災害的困擾。美商怡安保險公司 2013 年的保險統計中顯示全世界 2013 年

的天然災害 ( 地震、水災、旱災 )，等約有 2000 億美元的損失 ( 表一 )，受害較嚴重

的國家都集中於熱帶與亞熱帶地區。另外從不同類型的保險金額，可以看出 2003 年

迄今也多維持在 200 億美元的範疇內 ( 圖一 )。

因為都市的群聚效應，再加上人口不斷增加，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對於群居行

為的威脅越來越大，天然災害無所閃躲必須強力的面對，人為災害則有待更完整的教

育與減災、救災制度，將災害的威脅降到最低，將災害的損失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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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13 全球發生巨大災害統計表

日　期 災　害 地　點 死亡人數 建築物／理賠
經濟損失
（美元）

5 月 /6 月 水　災 中　歐 25 150,000 220 億

4/20 地　震 中　國 196 620,000 140 億

11/7-10 超級強颱海燕 菲律賓，越南 8,000 1,300,000 130 億

10/5-8 颱風 Fitow 中國，日本 8 97,000 100 億

1 月 /9 月 乾　旱 中　國 N/A N/A 100 億

1 月 /5 月 乾　旱 巴　西 N/A N/A 80 億

6 月 洪　災 加 拿 大 4 25,000 52 億

8 月 /9 月 洪　災 中　國 118 215,000 50 億

7 月 洪　災 中　國 125 375,000 45 億

9/13-20 HU Manuel Mexico 169 35,000

所有其他的事故 950 億

圖一 2003~2013 年間保險投入金額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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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規模災害風險的特性

面積廣域、時間冗長、層面複雜、人員傷亡是大規模災害常見的特性。當災害

發生時涉及的幅員較大 ( 廣域 ) 致使搶災與救災的深度增加，因為面積遼闊導致災害

的情況無法確實掌控，進而失去第一時間救災的機會，台灣地區的颱風 ( 每年的夏

季 )、洪水 ( 如八七水災、莫拉克、海棠等 )、地震 ( 如 921 大地震 ) 都具有這樣的特

質。災害的發生有時是短暫的衝擊就可以結束，例如小規模的淹水、局部的火災等，

但是有些天然災害因為對環境的影響，後續的效應可能長達數年，例如 921 地震造

成大甲溪河床的變動與上游土砂的不平衡，經過十年時間，大甲溪迄今仍無法確保下

游水工構造物的安全，稍稍大雨就造成災難；另外，莫拉克颱風在曾文水庫堆積將近

一萬立方公尺的浮木、泥砂，減少將近 20% 的庫容量，這個問題目前仍然沒有找到

解決的方法，只能抑止上游土砂繼續往下堆置而已。災害發生可能進來自一個肇因，

但後續處理卻面臨多層複雜的協調機制，以台塑麥寮廠區的火災為例，該廠區的地理

位置大概不至於對居民產生立即且明顯的危害，但是在火災之後，當地空氣品質持續

數週當處於不良的狀態、下游產業的中間產品斷鍊，造成產銷失衡而影響市場供需與

價格的穩定性，這些影響都不是火災當下或是當時設定火災情境模擬可以預料的連鎖

反應。這種連鎖式的災害通常被稱為複合性災害。當然，人員損傷是所有公共安全事

件中最重要的指標，大規模災害若兼具前述幾個特性的組合，勢必造成數量可觀的傷

亡，不論其幅員廣闊與否、時間長短與否，只要有人員的傷亡就是大規模災害的焦點

課題。台灣有如此多樣的大規模災害，我們應以務實態度開始正視風險治理的二階

(second order) 後設問題，檢討超越既有系統背後「知的能力 (knowledge ability)」

與「管理的能力 (manage ability)」，轉型成以預警原則、前瞻導向的永續治理模式，

才能在下一次重大風險事件發生前有所準備，降低風險暴露的機會。



7

大規模災害風險應變能力與風險管理

—高雄氣爆事件處理的回顧

大規模災害很顯然不會是在問題解決技巧中所謂的『一階問題』，因為一階問

題是指專業化、現代化、資訊化與系統化的方式解決問題。這種思維模式用於局部、

小規模、個案的問題，可以快速且有效的得到預定的成效。但面對龐雜不堪的大規

模災害就必須採取跨越本能認知、價值觀念、制度邊界，解構現代化的問題解決方

式。這種從複合觀點重整認知系統解決問題的作法，常被稱為『二階問題』(歐陽瑜，

2014)。

高雄氣爆若以莫拉克等大規模天災來說，稱不上地域廣闊、時間稽延的災害，但

是該次災害造成嚴重的傷亡事件，引起許多的爭議。高雄氣爆事件所面對的風險，是

典型的「人為不確定性」風險，是一種後工業社會 (post industrial social) 的非預期

後果。有別於過去工業社會可預期的風險。當時工廠排放黑煙，形成的副作用風險，

是區域性、肉眼可見、且可以用保險彌補。不確定風險是在高度複雜的系統，與人與

系統交互作用的複雜性中，隱藏安全措施得破口，使得失控事件變成可預期發生但卻

無從防範、也無可理解的情境。高雄氣爆事件中，汽機車每日在市區馬路上跑動，而

埋在路底下錯綜複雜的丙烯管線卻順著地下水道系統，隨著網路系統，跨越邊界四處

流竄，在高雄前鎮、苓雅等區作帶狀和網狀的爆發，讓災害波及到完全不相干的人身

上，這正是後工業社會風險的主要特徵。

社會學家 Beck(1999) 在劍橋出版社的刊物上指出，二階問題的風險與過去自然

風險有不同的樣態，略可分為 ( 表二 )：(1) 難以感知的：人類知覺系統感覺不到的，

風險的嚴重程度讓人遠離了預警檢測和事後處理的能力；(2)跨區域或全球性的散播：

甚至傳給下一代，且不分貧富差距；(3) 保險無法彌補損失：過去的受害者補償、風

險計算在當今難以操作；(4) 災難事件結果多樣化，且無法避免或排除；(5) 風險是

自我發生的情形：後工業時代的風險是透過理性決策，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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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同時也是各種社會制度技術與應用科學等規範下的共同結果；(6) 風險存在成為

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後工業社會的內在特質。很顯然在後工業時期結合人為與

自然營力，社群面對風險處置相當的嚴峻，因為風險不可知、理性做出的決策更有可

能發生不可預期的災難。

表二 一階段工業社會與二階段後工業社會的比較

  
時期

　　　　 
特徵

後工業時代 工業時代

感知性 不可檢測確認 可以檢測確認

區域性 廣域或不可確認 範圍明確

保險效力 無法決定保險標的 可有限度彌補損失

災難的性質 多樣且不可預期 單純化

風險發生程序 集體性理智決策 寡頭式決策

與社會的關係 內化為社會的一部分 單純為工業家的行為

挪威學者 Emblemsvåg(2010) 指出不確定風險本質上是無法管理的，必須是在組

織預期風險的開放性中自我管理。二階問題的風險治理牽涉到資訊與知識管理，由於

大眾對於客觀外顯的風險知識的認知 ( 以為自己理解全貌 ) 與大眾主觀對風險形成的

現象 ( 被看見、被聽見、被發覺可能風險跡象 ) 的注意力是動態性的，像是一個蹺蹺

板，對客觀風險注意的多，掌握的情境脈相對的增加，可能暴露在風險中的機會就降

低，反之亦然，風險並非一成不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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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氣爆現象與問題處理

八月一日凌晨高雄市凱旋路氣爆，所有的媒體瘋狂的報導 ( 照片一到照片

十二 )，各級政府、民意機構與及相關媒體都關注這個議題，32 人的死亡氣爆成了顯

學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2014)，看到了問題卻沒有想到去找解決或預防問題

的機制。但問題仍舊存在，看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案。政府為了生活的便利，在市區埋

設生活用水的自來水管，反對的不多。再埋條電力輸配的管溝，勉強接受，贊成的人

減少。繼續在既有的排水路上掛個有線電視系統、電訊系統，不滿意但也只好接受。

慢慢的石化製程的油氣也在不知不覺中，進到馬路底下，既然不是你我的地下權，縱

使知道也沒有太多意見。軍方的油氣電訊，基於國防安全的考量，走在馬路底下，當

然不會敲鑼打鼓的讓里民知道。

照片一　三多二路沿線綿延數公里的氣爆現場

(中國時報 2014-08-01)
照片二　消防車也在受災行列

（中國時報，謝明祚 201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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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　凌晨發生氣爆火災

（中國時報 2014-08-01，謝明祚攝）

照片五　2014-07-31夜間火災

照片四　現場一片混亂

(中國時報 2014-08-01，謝明祚攝 )

照片六　2014-07-31 氣爆初期的路面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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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八　2014-08-03 氣爆路面切割整齊

照片七　2014-07-31夜間火災

照片十　2014-08-04 氣爆混凝土切割整齊

照片九　2014-08-04 氣爆混凝土切割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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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一　2014-08-04 氣爆鋼筋切割整齊

照片十二　2014-08-04 氣爆鋼筋切割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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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的沒有一樣不重要，公共系統的維生管線當然要埋設，可是石化業的傳

輸管線不重要嗎？這些工業管路關乎台灣各產業的能源與原物料的供應，直接的受聘

員工有十數萬人，間接影響的可能數百萬人的生計，當然非常重要。如果以馬路下方

的雨水下水道與汙水下水道為軸線，貫穿馬路中心線兩側的管線應該有十數個不同業

別管線忙碌的輸配我們日常生活的資源。很難避免這些管線的存在，基於用戶端的需

求與民眾生活的方便性，也不該全然拒絕管線下地的要求。基於前面的敘述，管線下

地是現代化都市難以避免的事實，雖然有潛在危險的存在，但仍要面對實際問題，在

多重選項中找出可以被接受而且較安全的方案。氣爆之後，諸多意見領袖要求高雄市

政府要成立管線管理主管單位，誠然是好意，但日後會不會落入疊床架屋之譏，要先

想清楚。其實，目前市政府已有聯合審查制度存在，與其成立新單位不如落實目前聯

合審查機制，確實依圖說配管與實施地下管線的總量管制，定期檢點地下管線的備置

與安全。

救災復建是災後最重要的工作，災民的想法很務實，趕快修好房子、鋪好馬路、

恢復該有的維生系統管線，重新回到過去安居樂業的生活。但問題不會馬上就解決，

所以只好提出非常時期的特殊作為，也許有些過度不合理與浪費，但顧及居民的生活

與社會觀感，市府可以把下列幾件工作列為優先思考的重點：

1. 盡快恢復受災地點的雨水下水道與汙水下水道的臨時工程：請工務單位找到  

 過去既設雨水下水道的上下游斷點，先用大型涵管併接漸變段，恢復災前的 

 排水能力，消彌雨季淹水的威脅 ( 照片十三、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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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三　凱旋路變成凱旋河

(2014-08-08聯合報 )
照片十四　凱旋路變成凱旋河

(2014-08-11自由時報 )

2. 埋設必要的維生系統管線：氣爆後受損的維生系統管線 (自來水、電力、電訊、 

 第四台等 )，先沿著前述雨水或汙水下水道，鋪設共同管溝的涵管，提供災區 

 恢復生活機能 ( 圖二 ~ 圖四 )。

圖二　共同管溝 (水汽體輸送 )示意圖
(2014-12營建署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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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共同管溝 (公共管線 )示意圖
(2014-12營建署網頁 )

圖四　共同管溝 (實話或其他 )示意圖
(2014-12營建署網頁 )

3. 回填馬路恢復交通機能：前述臨時設施完成後，隨即回舖路面，一方面可以

抑制路面沉陷造成鄰房受損的危機，也可以趕快恢復災區原有的交通機能，並協助當

地居民重返既有商業機制。

前述三點都是應急的臨時措施，讓災區居民暫時回到氣爆前的生活步調，是民

眾對公部門最低的期待。當生活就緒之後，市政府和政府外部各相關單位的重建機制

才能安心啟動，就以下兩點思考整個工業高雄的都市規劃。

 ⑴ 共同管溝的建置：維生系統的完整性與覆蓋率是都市進步與否的指標，但那 

  些管路可以下地、管理辦法如何、檢修維護機制等都必須事前縝密考量都 

  市發展規模，才會有前瞻性的規畫與完善的建置。此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 

  是共同管溝系統的建立，這並不是油、汽、電、訊、水都配置到某一個涵 

  管內，除了管路系統的分類，也要考慮埋設管線環域 (buffering) 的風險承 

  受能力。有了共同管溝，所有的管線圖資當然透明化，責任與義務明確化， 

  定期檢修也會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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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 石化業物流系統的分析：高雄靠石化業起家是不可避諱的話題，沒有必要 

  把『去石化業』當成議題炒作，而應該面對石化業物流的問題，重新檢討。 

  陳菊市長在沉痛之餘說出：『管路不可以再埋回去！』。依當時的情境是  

  正確的，但不埋管就任憑不同石化氣的槽車在街上流竄嗎？這可能衍發出 

  更複雜的交通、安全、道路維護等問題。所以，石化專業區的重整或是石 

  化業物流系統的分析，將是市政府謹慎面對的課題。把石化業安全穩定的 

  留在高雄，可以保住十數萬人的工作機會，高雄市也有可能趁機改變稅收 

  機制，這才是多贏的思考方向。

氣爆是很不幸的事件，但我們也許要慶幸當時這些無良廠商把管路塞到雨水下

水道內，如果當時僅僅是包覆式地下埋管，少了雨水下水道混凝土頂板的消能減勢，

八月一日的氣爆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傷 ( 照片十 ~ 照片十二 )。前車之鑑，後事之師。

目前的埋管其實不容易有問題，而是疏於常態性維護管理才造成這次災難。

四、強化災害風險應變能力思考的訓練

根據行政院所擬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指出，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所建議的重大災害分別為風災、震災、重大火災、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寒害、土石流災害、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與礦災等 13 種不同樣態的大規模災難，其中『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與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定義為『15 人以上傷亡，災情嚴重擴大並無法有效控制，污染 

面積達 1 平方公里以上。』，本次高雄氣爆事件就歸類於前二者的情況。目前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其實已有很完整的風險通報與管理系統，若發生重大災害，理論上從中央  

到地方非但有應變中心的開設，縱向的指揮系統和橫向的支援系統都非常的明確 (圖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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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中央至地方防救體系架構 ( 中央防災會報 )

但是，過去災變處理的經驗顯示，目前主管機關與管理者面臨災害應變期間縱

向指揮層級紊亂、指揮通訊系統失靈；而橫向各災害主管機關或地方組織間，訊息未

能有效溝通、分工系統模糊、整合致災情查報及不完全 ( 圖六 )，不容易全面掌握災

情資訊並即時應變。相關訊息蒐集、資源調度，統一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處理對於管

控及分配各項資源等更顯不易。中央管理災害的分工有主管災害的單位 (內政、經濟、

農業、交通、環保 )，另外有相關業務的機關 (外交、國防、財政、教育、法務、勞動、

海巡等部會 )，外界面臨災害發生而應變中心尚未成立的災害初期，往往無所適從。

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也限於權責，偶見相互推諉或同時介入指揮系統的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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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中央災害防救體系組織架構 ( 中央防災會報 )

之所以會產生目前聯繫不良或面臨大規模災害而不知所措的主因，可能來自於主

管機關和管理者或第一線的工程師缺乏危機管理與風險管理的養成訓練。從國內教育

體系來看，各學門的養成教育僅著重於專業知識的傳達，很少學門會另外開授課程培

訓青年學生處理風險或危機的能力。直到進入職場在工作學習中累積危機處理的經驗，

但是公共事務的風險代價極高，這種風險管理經驗的若僅能從人命的損失或財物的損

失累積成長，那社會要付出的成本也太高了。

要解決前述的問題可能要從多方向努力，除了已在職位的中高階政府官員的訓

練，在學校的課程也應該思考如何將危機管理的知識與經驗融入到教學的內容。同時

也可以慢慢吸取國內外公共事務大型災害的處理程序或流程，透過案例的解析，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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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我的本職學能。經由不同的學習累積自我的能力。從圖七的構想來說，進入職場

前的訓練應該從專業課程、融入式教學以及跨學門整合訓練著手。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為跨學門的整合，因為近代科技或管理分工精密，同一學門專長內關鍵風險就有所不

同，碰到複合性災害的發生，往往先落入專業執著的堅持。若在校期間若有機會和不

同專業的學科接觸，彼此瞭解關鍵風險或風險承受能力的差異，有助於專業整合的情

境運作。至於已經在職場上的執行人員，礙於實務上的規範與及學習典範的限制，要

重新學習是不容易的事情。但也不能因為不容易而捨去風險管理與災害應變的學習，

應該從國內應變管理機制的認知、國外制度的運作、實境演練等三個層次，全面的召

訓危機處理人員，務期作業人員有更完整的風險管理概念，同時也可以確切的運用國

內風險管理災害應變機制的作業流程，減少發生初期的混亂或失去搶災、減災、避災

的第一時間。

 

圖七 災害應變與危機處理能力養成的的構想圖

風險管理與危機應變能力的養成

在職人員的訓練養成 正規教育的訓練養成

國內外危機管理機制的

學習與研討

融入風險管理教學的

課程設計

風險管理機制認知的

訓練與演練

針對不同專業科設風險

管理的課程

情境分析與實例的

分析與模擬

跨學門整合風險管理與

危機處理的訓練

典範學習與實務經驗的

傳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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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因為社會的群集效應，氣候變遷形成的天然災害與後工業時代科技致災的不確

定性，偶發性、單一性災害不會因之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無法預測、影響範圍廣

闊、延續時間冗長、處理程序繁複、傷亡人數眾多的大規模災害。過去的處理災害的

經驗可以是學習的對象，但可能無法成為處理大規模災害的標準作業程序。工業時代

的標準作業程序在可預測、定率過程是絕佳的管理手段，但後工業時代的災害已經不

是一階問題，而需用通盤綜整個案，面對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二階段問題。

回敘大規模災害的特質與影響，作為專業人員或處理大規模災害的專責人員應該 

站在專業立場上，往前一步思考『非專業』的整合問題，在災害發生時即可啟動有彈

性的危機管理機制 ( 思維 )，消彌所有可能的災害與其衍生的災害。大規模災害的潛

勢只有增加沒有減少，我們的準備也必須要更周全而不能固守專業一隅，專業管理人

與工程師開始學習風險管理，更可以下列幾點作為思考的焦點：

1. 複合性災害是進步社會最常見的大規模災害，單一專業無法克服大規模災害的 

 問題，橫向整合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2. 後工業時代的大規模災害風險不可測、受害對象不可知，但透過大數據的經驗 

 累積，仍可掌握風險的方向與威脅，危機管理的常態性訓練絕不可免。

3. 大規模災害危機管理的知識以『經驗』累積的成本最高，應該回歸到正規教育 

 課程或融入式教學的領域，在大學期間就可以吸取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的知識， 

 更能跨學門的整合瞭解不同學門的關鍵風險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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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化塑膠產品已廣泛應用於現代生活中，而大量的廢塑膠容器應如何妥善處理

已成為重要的環保議題；目前國內外皆有廢塑膠容器回收再利用相關環保標章或法令

規範，要求特定商品製造時需摻配一定比例的廢塑膠再生料；為因應法規，製造廠商

可採用自我宣告或是委託第三方驗證機構對再生料進行驗證，惟此驗證機制尚缺乏科

學性方法佐證，而目前探討再生料添加比例檢測方法之相關研究鮮少，故本研究欲分

析 PP 塑膠新料 / 再生料不同摻混比例之熱性質及機械性質，以探討回收料摻混比例

與塑料性質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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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PP新料及回收料進行相關參數測定，以設定射出成型加工條件，各比例新料／ 

回收料製成試片後，分別進行熱性質及機械性質分析，探討不同摻混比例之塑料性質，

並以迴歸分析建立相關檢測項目與 PP新料及回收料摻混比例之關係式。實驗結果顯示， 

新料熔點約 171℃，回收料約 170℃；新料熔融指數約 8 g/10 min，回收料約 25 g/10 min；新料 

黏 度 介 於 11,600~13,400 poise 之 間， 回 收 料 介 於 7,120~8,320 poise 之 間。 依

基本性質分析結果，設定射出成型加工條件，射出各比例試片。各試片熔點介

於 167~169℃之間，熔融指數介於 7~18 g/10 min 之間 ( 隨回收料比例提高而增

加 )，黏度隨回收料比例及轉速提高而下降，最大裂解溫度隨回收料比例增加而

下降，隨升溫速率增加而提高，楊氏係數介於 112~191 Mpa 之間 ( 隨回收料比

例提高而上升 )，衝擊強度介於 37~49 J/m 之間 ( 無明顯趨勢 )，本研究依實驗及

統計分析結果，建立回收料摻混比例與活化能、熔融指數、黏度及楊氏係數等檢

測項目之關係式，所建立之關係式可用於檢測 PP 塑膠回收料摻混比例之參考。  

關鍵字：聚丙烯、熱性質、機械性質

前 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便利性佳的塑膠產品已廣泛應用於現代人的生活中，但如

何妥善處理大量的消費後廢塑膠，為一重要環保議題；目前國內外皆有廢塑膠容器

回收再利用相關環保標章或法令規範，要求特定商品製造時需摻配一定比例的消費

後塑膠料，如美國電子產品環境評估工具 (The Electronic Produ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 EPEAT) 對消費後塑膠再生料之要求包括選擇性準則及必要性準

聚丙烯 (PP) 塑膠新料與回收料摻混比例之驗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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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選擇性準則指除印刷電路板外，所有塑料產品應含平均至少 25% 消費後再生塑

膠，必要性準則指除印刷電路板外，所有塑料產品應含平均至少 5%消費後再生塑膠；

我國環保標章制度係依據環保署「環保標章推動作業要點」以及「環保標章審議委員

會設置要點」實施，符合 ISO/CNS 14024 標準，依環保署公告之「塑橡膠再生品」

環保標章規格標準，塑橡膠再生品的原料需全部為國內回收塑橡膠，意即回收塑橡膠

摻混率應為 100%，但不可為含氯塑膠，另為改良產品品質而添加之添加劑不計，回

收塑橡膠包含工廠所產出切落碎屑、不良品等，但不得含有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塑

橡膠回收來源與比例需詳細填寫在申請檔案上，產品或包裝上需標示「100% 塑橡膠

再生」。為確保符合規範，製造商可藉由自我宣告或委託第三方驗證機構對再生料進

行驗證，惟此驗證機制尚缺乏科學性方法佐證，而目前探討再生料添加比例檢測方法

之相關研究鮮少；因此，本研究以回收量較大之聚丙烯 (Polypropylene, PP) 塑膠為

研究樣品，分析不同 PP 新料 / 回收料摻混比例之熱性質及機械性質，探討回收料摻

混比例與塑料性質，並以迴歸分析建立相關檢測項目與 PP 新料及回收料摻混比例之

關係式。

二、研究方法與材料

本研究所使用之 PP 新料是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生產之聚丙烯

(Polypropylene, PP)，其品級為射出級 1080 均聚物實驗用料，特性為比重低、機械

物性良好、加工特性佳及廣泛性之複合材料用途，化學式為 (C3H6)x；PP 回收料係購

自基管會公告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之回收商。原料經前處理後，進行相關參數之實

驗測定與分析，包括熔融指數、黏度及熔點，以設定射出成型加工條件；各摻混比例

之新料及回收料射出成型製成試片後，分別進行熱性質分析 (熔融指數、黏度、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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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重分析 ) 及機械性質分析 ( 抗伸、衝擊試驗 )，以探討不同摻混比例之塑料性質，

並以迴歸分析建立相關檢測項目與 PP 新料及回收料摻混比例之關係式。

2-1 原料前處理

PP 新料之粒徑大小一致約為 5mm；回收料購自基管會公告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

證回收商，其於回收端經水洗處理，但因粒徑大小不一，故於實驗室以粉碎機進行粉

碎，再使用 4 mesh 篩網 (4.76mm) 以振動篩篩選，並以人工篩選去除雜質 ( 實驗室

前處理步驟未包括水洗 )，俾利後續實驗進行。

2-2 試片比例

本研究將經前處理之 PP新料 /回收料依下列比例進行摻混後，射出成型製成試片，

供後續實驗分析所用，各試片摻混比例如表 1 所示。

聚丙烯 (PP) 塑膠新料與回收料摻混比例之驗證研究

R1 100   0

R2  95   5

R3  85  15

R4  75  25

R5  50  50

R6  30  70

R7  10  90

R8   0 100

表 1. 試片編號及組成

　　　　試片編號 
組成比例 (w.t%)

　PP 新料　　　　　　　　　PP 回收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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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本性質分析

基本性質分析包括熔融指數 (Melt Index)、黏度 (Viscosity Test) 及熔點 (Tm)；

熔融指數是依據ASTM D1238標準方法進行檢測；黏度試驗以布氏黏度計 (Brookfield 

DV- Ⅱ +) 量測樣品之黏度；熔點分析是依據 ASTM D3418 標準方法，以示差掃描量

熱儀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er, DSC) 進行檢測。

2-4 熱重分析 (Thermal 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本研究以熱重分析儀測定樣品之熱重損失情形，取樣品約 10mg，設定反應氣體 (N2)

流速為 50ml/min、保護氣體 (N2) 流速為 20ml/min，實驗溫度範圍設定為 25~800℃ 

之間，升溫條件分別有 10℃ /min、15℃ /min 及 20℃ /min。儀器開始升溫加熱，電  

腦裡的軟體程式自動擷取樣品重量、溫度和時間等資料，紀錄至反應終了時間。

2-5 機械性質分析

機械性質分析包括拉伸試驗及衝擊試驗；拉伸試驗是依據 ASTM-D638 標準方

法進行檢測，得各試片之應力 - 應變關係及楊氏係數，用以評估其彈性變形；衝擊試

驗是依據 ASTM-D256 標準方法進行檢測，評估使各試片破裂所需要的功，即衝斷

試片所需要的能量，此能量為試片之衝擊強度。

2-6 統計分析

本研究新料 /回收料摻混比例與各檢測項目之關係，係以統計軟體 SPSS Statistics 17.0 

進行複迴歸分析，並建立其多元一次複迴歸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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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3-1 基本性質分析 : 

 3-1-1 原料熔融指數

PP 新料及回收料之熔融指數分析結果如表 2。由結果得知，PP 新料熔融指數約

為 8.3 g/10 min，回收料約為 25.6 g/10 min；一般而言，熔融指數受樣品分子量大

小影響，分子量越大，分子鏈越難移動，流動性越差，故熔融指數越低。塑膠回收料

於回收過程中，受到雜質及再造製程的影響，可能使分子量降低，因此其熔融指數會

比純聚合物之新料更高，相關研究探討 PP 回收料性質及加工條件之關係，其回收料

熔融指數亦高於新料熔融指數 (1)，本研究亦呈現類似結果。

表 2. 原料熔融指數分析結果

  熔融指數 (g/10 min)

PP 新料  8.3

PP 回收料  25.6

 

 3-1-2 原料黏度

PP 新料及回收料之黏度試驗分析結果如表 3，由實驗結果得知，PP 新料於轉速

3、5、10、15、17 rpm 時，黏度分別為 13,400、13,300、12,500、12,100 及 11,600 

poise，PP 回收料之黏度分別為 8,320、8,060、7,780、7,570 及 7,120 poise；實驗

結果顯示 PP新料之黏度高於回收料，此外，新料及回收料之黏度隨轉速提高而下降，

因剪切率隨轉速增加，高分子分子鏈被拉扯開，呈較規則排列方向，使流動抵抗性降

低，黏度因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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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料及回收料黏度分析結果 (poise) 

轉速 (rpm)

3 5 10 15 17

PP 新料 13,400 13,300 12,500 12,100 11,600

PP 回收料  8,320  8,060 7,780  7,570  7,120

 3-1-3 原料熔點

PP 新料及回收料之示差掃描量熱分析結果如表 4、圖 1 及圖 2 所示 ( 升溫速率

10℃ /min、實驗溫度範圍 30~300℃ )；由實驗結果得知，PP 新料熔點 (Tm) 約為

171.97℃ (170.13~173.74℃ )，回收料約為 170.24℃ (169.95~170.66℃ )；一般而言，

熔融溫度會隨聚合物結晶度增加而略為增加，不純物的介入會導致結晶性材料熔點降

低 (2)，所以回收料之熔融溫度應比純聚合物新料來得低，相關研究 (3) 探討 PP 新料及

回收料之塑料性質，其 PP 新料熔融溫 度亦高於回收料熔融溫度，本研究與相關研究

結果相似，惟因本研究 PP 新料及回收料，樣品來源不相同，故熔融溫度分析結果，

雖回收料熔融溫度略低於新料，但兩者差異不大。

表 4. 原料 DSC 分析結果

  Tm(℃ )

PP 新料 171.97

PP 回收料 1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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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PP 新料 DSC 分析

圖 2. PP 回收料 DSC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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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射出成型之加工條件設定

依 PP 新料、回收料基本性質分析結果，及現場設備實際操作狀況，設定各比例

試片射出成型之加工條件，其設定值如表 5；整體而言，R1~R6 射出壓力皆設定為

60 kg/cm2 即可射出成型，R7 及 R8 射出壓力則下調為 45 kg/cm2，係因 PP 回收料熔

融指數較高，熔融狀態下流動性較佳，其摻混比例較高時，射出壓力需調低，射出時

間設定為 12.9 秒，冷卻時間設定為 30 秒，鎖模壓力設定為 100 psi (R7 及 R8 為 95 

psi)，射出頭溫度設定為 200℃，射出前段及中段溫度設定皆為 195℃，射出後段溫

度設定為 190℃。

表 5. 表 5. 各試片射出成型加工條件

射出成型加工條件 加熱區設定溫度 (℃ )

試片編號
(新料 /回收料 )

射出壓力

(kg/cm2)
射出時間

(sec)
冷卻時間

(sec)
鎖模壓力

(psi)
射出頭 前段 中段 後段

R1
(100: 0) 60 12.9 30 100 200 195 195 190

R2
(95: 5) 60 12.9 30 100 200 195 195 190

R3
(85: 15) 60 12.9 30 100 200 195 195 190

R4
(75: 25) 60 12.9 30 100 200 195 195 190

R5
(50:50) 60 12.9 30 100 200 195 195 190

R6
(30: 70) 60 12.9 30 100 200 195 195 190

R7
(10: 90) 45 12.9 30  95 200 195 195 190

R8
(0:100) 45 12.9 30  95 200 195 195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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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試片熱性質分析 :

 3-3-1 各試片熔融指數

各比例試片熔融指數分析結果如表 6 及圖 3 所示。由結果得知，試片編號

R1~R8 熔融指數分別約為 7.59、8.50、8.81、9.28、9.65、12.22、18.41 及 18.36 

g/10 min；因塑膠回收料之分子量低，故其熔融指數較新料高，因此各試片熔融指數

隨回收料摻混比例提高而增加，其影響因素已詳述於 3-1-1 原料熔融指數中。

表 6. 各比例試片 MI 測定結果 

試片編號
( 新料 / 回收料 )

MI (g/10min)

　　　　　　R1 (100：0 )  7.59
　　　　　　R2 ( 95：5 )  8.50
　　　　　　R3 ( 85：15 )  8.81
　　　　　　R4 ( 75：25 )  9.28
　　　　　　R5 ( 50：50 )  9.65
　　　　　　R6 ( 30：70 ) 12.22
　　　　　　R7 ( 10：90 ) 18.41
　　　　　　R8 ( 00：100 ) 18.36

圖 3. 各比例試片熔融指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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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各試片黏度

分析結果如表 7 及圖 4，由實驗結果得知，轉速 3 rpm 時，試片編號 R1 到 R8 之 

黏 度 依 序 為 21,900、21,200、20,600、20,600、11,600、10,800、10,200 及 9,280 

poise；轉速 5 rpm 時，試片編號 R1 到 R8 之黏度依序為 20,000、20,200、18,400、 

19,700、10,900、10,200、9,960及 8,770 poise；轉速 10 rpm時，試片編號 R1到 R8之 

黏度依序為 18,500、18,700、16,500、17,400、10,300、9,540、9,120 及 8,130 poise； 

轉速 15 rpm時，試片編號 R1到 R8之黏度依序為 16,000、16,300、16,100、15,900、 

10,100、8,620、8,430 及 7,680 poise；轉速 17 rpm 時，試片編號 R1 到 R8 之黏度

依序為 15,600、14,500、15,100、15,600、9,980、8,300、7,920 及 7,490 poise；實

驗結果顯示，各試片黏度隨回收料摻混比例提高而下降，且於 R4 與 R5 之間出現大

幅下降，此現象乃因 R1~R4 回收料摻混比例增加幅度不高 (5%、10%)，而回收料摻

混比例於 R5 有大幅增加 (25%)，使黏度下降幅度亦隨之拉高所致；此外，各試片之

黏度隨轉速提高而下降，因剪切率隨轉速增加，分子鏈被拉扯開，呈較規則排列方向， 

使流動抵抗性降低，黏度因此下降。

　

表 7. 各試片黏度分析 (poise) 

試片編號
( 新料 / 回收料 )

轉速 (rpm)
3 5 10 15 17

R1(100：0 ) 21,900 20,000 18,500 16,000 15,600
R 2 (  9 5： 5  ) 21,200 20,200 18,700 16,300 14,500
R3 ( 85：15 ) 20,600 18,400 16,500 16,100 15,100
R4 ( 75：25 ) 20,600 19,700 17,400 15,900 15,600
R5 ( 50：50 ) 11,600 10,900 10,300 10,100   9,980
R6 ( 30：70 ) 10,800 10,200   9,540   8,620   8,300
R7( 10：90 ) 10,200   9,960   9,120   8,430   7,920
R8 (  0：100 )  9,280   8,770   8,130   7,680   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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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各試片熔點

各比例試片 DSC 分析結果如表 8，DSC 分析圖以試片編號 R1 為例 ( 圖 5)；

由結果得知，試片編號 R1~R8 熔點分別為 169.41、168.70、168.01、167.37、

168.05、168.12、169.67 及 168.79℃；因塑膠新料與回收料於製成試片前，其熔點

即已相當接近，故新料與回收料摻混製成試片後，各試片之熔點差異不大。

圖 4. 各試片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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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原料及各比例試片 DSC 分析結果 

試片編號
( 新料 / 回收料 )

熔融溫度
(℃ )

R1(100：0 ) 169.41

R 2 (  9 5： 5  ) 168.70

R3 ( 85：15 ) 168.01

R4 ( 75：25 ) 167.37

R5 ( 50：50 ) 168.05

R6 ( 30：70 ) 168.12

R7( 10：90 ) 169.67

R8 (  0：100 ) 168.79

圖 5. 試片編號 R1 之 DSC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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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試片編號 R1 之 DTG 圖

3-3-4 熱重分析

本研究以三種不同的升溫速率 (10、15、20℃ /min) 進行熱重分析實驗，其分

析結果如圖 6~ 圖 8( 以試片 R1、R5、R8 為例 ) 及表 9 所示；各試片分析圖中，

DTG 曲線最低點所對應之溫度即為該試片最大裂解溫度，因試片皆為 PP 塑膠料 ( 單

一物質 )，可看出 R1~R8 皆呈現一純物質之特徵峰，各試片裂解反應溫度約介於

400~480℃之間；此外，各試片最大裂解溫度大致隨回收料摻混比例增加而下降，而

各試片最大熱裂解溫度會隨升溫速率增加而提高 (DTG 曲線往高溫區偏移 )，此現象

是因加熱速率快時，樣品受熱不均勻，導致最大熱裂解溫度隨著升溫率越快而越高，

此結果與熱分析理論相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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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試片編號 R5 之 DTG 圖

圖 8. 試片編號 R8 之 DTG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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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試片於不同升溫速率之最大裂解溫度 (℃ )  

試片編號
( 新料 / 回收料 )

10℃ /min 15℃ /min 20℃ /min

R1(100：0 ) 471 471 477

R 2 (  9 5： 5  ) 454 471 476

R3 ( 85：15 ) 446 466 475

R4 ( 75：25 ) 445 465 473

R5 ( 50：50 ) 427 458 472

R6 ( 30：70 ) 423 459 472

R7( 10：90 ) 433 461 468

R8 (  0：100 ) 406 436 450

3-4 各試片機械性質

 3-4-1 各試片衝擊試驗

各試片衝擊試驗結果如表 10 及圖 9；由實驗結果得知，試片編號 R1~R8 衝擊強

度分別約為 49.41、41.47、37.94、47.03、48.82、45.53、48.33 及 43.33 J/m；本

研究各比例試片於衝擊試驗中無呈現明顯趨勢，相關研究探討 PP 新料及回收料之衝

擊強度，其結果亦未呈現明顯趨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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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各試片衝擊強度

表 10. 各比例試片衝擊試驗結果 

試片編號
( 新料 / 回收料 )

衝擊強度 (J/m)

R1(100：0 ) 49.41

R 2 (  9 5： 5  ) 41.47

R3 ( 85：15 ) 37.94

R4 ( 75：25 ) 47.03

R5 ( 50：50 ) 48.82

R6 ( 30：70 ) 45.53

R7( 10：90 ) 48.33

R8 (  0：100 ) 43.33



39

聚丙烯 (PP) 塑膠新料與回收料摻混比例之驗證研究

3-4-2 各試片拉伸試驗

拉伸試驗為測量各試片對緩慢施加力量之抗拉能力，探討其應力 (Stress) 與應

變 (Strain) 之關係，應力 (σ) 為試片單位面積所承受之力，可表示為 ，應變

( ) 為物體受外力時，其長度之變形量，可表示為  (L0、L 分別表示拉伸

前、拉伸後之長度 )，應力與應變之比值即為楊氏係數 (E)，可表示為 E= ，用以

評估試片抵抗彈性變形之能力；各試片拉伸試驗結果如表 11 及圖 10 所示；各試片

之應力 (σ)、應變 ( ) 及楊氏係數 (E)，試片編號 R1 分別為 39.43Mpa、0.35% 及

112.11Mpa，試片編號 R2 分別為 37.22Mpa、0.30% 及 125.74Mpa，試片編號 R3 分

別為 36.34Mpa、0.26% 及 139.77Mpa，試片編號 R4 分別為 35.12Mpa、0.22% 及

159.65Mpa，試片編號 R5 分別為 34.17Mpa、0.19% 及 179.84Mpa，試片編號 R6 分

別為 32.33Mpa、0.18% 及 184.74Mpa，試片編號 R7 分別為 30.06Mpa、0.16% 及

187.88Mpa，試片編號 R8 分別為 28.50Mpa、0.15% 及 191.02Mpa；依本研究拉伸

試驗結果而論，塑膠料於長時間使用後性質較脆，其拉伸應變值 ( ) 降低使楊氏係

數 (E) 提高，因此各試片楊氏係數隨回收料摻混比例提高而上升，相關研究比較 PP

新料及回收料機械性質，結果顯示回收再製後其回收料楊氏係數較新料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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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各試片楊氏係數

表 11. 各試片拉伸試驗結果

試片編號
( 新料 / 回收料 )

應力 σ
(Mpa)

應變  
(%)

楊氏係數
(Mpa)

R1(100：0 ) 39.43 0.35 112.11

R 2 (  9 5： 5  ) 37.22 0.30 125.74

R3 ( 85：15 ) 36.34 0.26 139.77

R4 ( 75：25 ) 35.12 0.22 159.65

R5 ( 50：50 ) 34.17 0.19 179.84

R6 ( 30：70 ) 32.33 0.18 184.74

R7( 10：90 ) 30.06 0.16 187.88

R8 (  0：100 ) 28.50 0.15 1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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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摻混比例推估

本研究為以熱性質及機械性質檢測項目進行 PP 新料 / 回收料混合比例推估，故

以相關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探討回收料摻混比例與各檢測項目之相關程度，

再以複迴歸分析建立其多元一次方程式，以供未來檢測回收料摻混比例之參考。

PP 回收料摻混比例與各檢測項目之相關性分析如表 12 所示；回收料摻混比例與

熱裂解反應活化能 (Ea)、熔融指數 (MI)、黏度及楊氏係數 (E) 皆有高度相關 ( 相關

係數 R 皆大於 0.90)，且其相關性皆達統計檢定之顯著性 (P<0.05)，熔融溫度 (Tm)

及衝擊強度則未與回收料摻混比例有顯著相關，因此選擇 Ea、MI、黏度及 E 與回收

料摻混比例進行多元一次複迴歸方程式之推導。

表 12. 混合比例與活化能及各檢測項目之相關性分析

相關係數 (R)

活化能
(Ea)

熔融溫度
(Tm)

熔融指數
(MI) 黏度

楊氏係數
(E) 衝擊強度

回收料摻混比例 -0.95* 0.22 0.93* -0.95* 0.93* 0.19

 *Correlation analysis,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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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摻混比例與檢測項目之關係式

本研究依複迴歸分析結果，建立回收料摻混比例與活化能、熔融指數、黏度及

楊氏係數等檢測項目之關係式，其方程式如下：

R% ＝－ 0.09 YEa ＋ 4.04XMI － 0.002XV ＋ 0.38XE － 29.42 (R2 ＝ 0.99)

註：R% 為回收料摻混比例，YEa 為活化能，XMI 為熔融指數，XV 為黏度，XE 為楊氏 

　　係數。

由關係式可知，回收料摻混比例與活化能及黏度呈負相關，即活化能或黏度越高，

其回收料摻混比例越低；回收料摻混比例與熔融指數及楊氏係數呈正相關，即熔融指

數或楊氏係數越高，其回收料摻混比例越高；此方程式同時考量所有與摻混比例達顯

著相關之檢測項目 (Ea、MI、黏度及 E)，且判定係數 R2 達 0.99，整體而言，於回收

料摻混比例推估之應用具高度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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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烘焙技術探討稻作衍生
廢棄物再生能源化之研究

摘 要

化石燃料的使用改變了近代人類的生活，也對經濟、科技發展有卓越的貢獻，然

而其有限性及環境污染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為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性，

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及降低其產生的環境衝擊，開發再生能源與固碳技術成了重要的

研究議題。生質能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再生能源，具可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性、減

緩 CO2 排放與減少環境污染等優點。農業廢棄物為生質能的來源之一，然而，實務

上由於原料體積大、含水率高等缺點，使其存在能源價值低、運輸成本高且不易儲存

等問題，亦是當前相關研究欲解決之方向。熱處理技術是將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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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之處理技術，焙燒為熱處理技術的一種，可提升生質物之能源密度，增加混燒發

電的可行性。此外，焙燒處理後之固態產物 ( 生物碳 ) 有較高的抵抗生物性和非生物

降解能力，可長期穩定地封存在土壤中，具碳封存潛力，同時兼具土壤改質之雙重效

益。稻稈與稻殼為台灣農業廢棄物之主要來源，但現行處理技術不盡完善，因此本研

究針對稻稈及稻殼進行焙燒及相關檢測，分析其焙燒後之產物 ( 生物碳 ) 特性及其能

源產率，探討稻稈、稻殼焙燒處理作為再生能源應用之可行性，經實驗分析後歸納出：

(1) 曝曬後之稻殼與稻稈熱值介於褐煤與次煙煤之間，若能製成廢棄物衍生燃料可有

助於降低對化石燃料依賴性，提高其附加價值；(2) 稻殼與乾稻稈經焙燒處理後，熱

值與能源緻密度明顯提升，而新鮮稻稈於焙燒處理後，能源產率呈現高價值 ( 能源產

率 >1)，顯示焙燒處理技術除適用於經曝曬等前處理之農業廢棄物外，亦可應用於含

水率高之新鮮農業廢棄物，增加農業廢棄物之應用範疇。

關鍵字：稻稈、稻殼、焙燒、再生能源

一、前言

化石燃料 (fossil fuels) 的使用改變了近代人類的生活，也對經濟、科技發展有 

卓越的貢獻，也因此形成現今人類對化石燃料高度依賴之情形，據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2014 年的世界能源關鍵數據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統計 (1)，石油 (31.4%)、煤炭 (29.0%) 及天然氣 (21.3%) 等化石燃料目前共 

占全球能源使用量的 81%，為主要的能源來源，但專家預測這些化石燃料將於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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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耗盡 (2)；此外，化石燃料的使用亦造成空氣污染、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等嚴重的環

保問題，依據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於 2007 年的調查 (3)，過去 250 年內大氣 CO2 濃度增加了 100 ppm，其中第一

個 50 ppm 係於工業革命前耗時 200 多年所增加的量，然於接下來短短 30 年內大氣

CO2 濃度迅速上升了 50 ppm，至 2005 年全球大氣平均 CO2 濃度為 379 ppm， CO2

濃度年平均增長率為 1.4 ppm 且仍有持續增長之趨勢；因此，化石燃料的有限性及環

境污染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為了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性，減少化石燃料

的使用及降低其產生的環境衝擊，開發再生能源與固碳技術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依我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定義 (4)，再生能源包括生質能、太陽能、地熱能、海

洋能、風力、非抽蓄式水力及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

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可永續利用之能源，其中生質能為目前全球最大再生能源之來

源，根據 IEA 統計 (1)，生質能供應了全球約  10.0% 的初級能源需求，同時，也是目

前最廣泛使用的再生能源，約占全球所有再生能源使用之 80%(5)。生質能 (bioenergy)

係指生質物 (biomass) 經轉換所獲得之可用能源，生質能的應用不僅可以減少對化石

能源的依賴性，亦能減緩 CO2 排放
(6)、資源分布廣、產量大、轉化方式多樣及減少

環境危害 (7) 等優點，且與其他新能源相較，技術難題較少 (8)，因此有學者提出生質

能源是現行能源市場中唯一可取化石燃料之再生能源 (9)。

生質物的來源廣泛，包含農業廢棄物、林業廢棄物、畜牧業廢棄物、廢水處理

所產生沼氣、下水道污泥處理廠所產生沼氣、都市垃圾、垃圾掩埋場與工業有機廢棄

物等，其中，農業廢棄物普及性高、產量大，為生質能的主要來源之一，然而，實務

上由於體積龐大、含水率高等缺點，使其有能源價值低、運輸成本高且不易儲存等問

題，這些問題仍是當前相關研究欲解決之方向。

以烘焙技術探討稻作衍生廢棄物再生能源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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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將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的角度，熱處理技術是十分具前景的處理技術，而焙

燒為熱處理技術的一種，其處理步驟是將生質物置於一無氧 ( 限氧 ) 空間，以緩慢的

升溫速率 ( 小於 50℃ /min) 加熱至攝氏 200-300℃，並且停留數分鐘至一小時的時間

(10)。植物性生質物於焙燒反應過程中，主要將能量用來斷裂半纖維素、纖維素和木

質素之化學鍵，使其結構改變產出揮發性或液態化合物 ( 焦油 ) 及固體產物 -- 生物碳

(Biochar)，同時能提升生質物能源密度、可磨性及疏水性 (10)，增加其混燒發電的可

行性；從生產鏈觀點來說，經焙燒處理過的生質物密度上升、體積下降，可減少運輸

與儲存成本利於後續使用 (10)。此外，由於生物碳是在無氧 ( 限氧 ) 條件下高溫熱解而

得到的一種細粒度、多孔性的碳質材料，因此具有較高的抵抗生物性和非生物降解能

力，能夠長期穩定地封存在土壤中，具有碳封存潛力，同時兼具土壤改質之雙重效益

(11)。

稻米是重要的糧食作物，根據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統計，2010年全球生產稻米約為 7億噸 (包含稻米、稻稈和稻殼 ) 

(12)；於台灣，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業廢棄物統計，稻稈年產生量約為 160 萬噸，

稻殼年產生量約為 32 萬噸 (13)，皆為台灣農業廢棄物之主要來源，針對這些大量的廢

棄稻稈及稻殼，現有的處理方式包括切割拌土 ( 稻稈還田 )、露天直接燃燒、堆肥、

加工或直接再利用等，但稻稈分解耗時，使排水不良之浸水田區可能產生有機酸等毒

害物質 (14)，露天直接焚燒則會造成空氣污染、視線不良甚至引發交通事故等 (15)，故

目前政府已立法禁止直接焚燒處理。

廢棄稻稈及稻殼皆為台灣目前需更完善處理之廢棄物，而焙燒為具前景之處理

技術，若能應用此技術將大量廢稻稈及稻殼回收處理，並製成具再利用價值之產物，

如鍋爐燃燒用之替代燃料、具碳封存或土壤改良效果之生物碳等，將有助於降低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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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燃料之依賴、解決廢棄物處理及環境染等問題；因此，本研究將針對稻稈及稻殼進

行焙燒及相關檢測，並分析其焙燒後之產物 ( 生物碳 ) 特性及其能源產率，以探討稻

稈、稻殼焙燒處理作為再生能源應用之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與材料

本研究之實驗材料為蓬萊米稻殼、乾稻稈與剛採收的新鮮稻稈。將稻殼與稻稈

經前處理後，先進行三成分分析、元素分析、熱值分析、木質纖維素分析以及熱重分

析等物化分析，依熱重分析結果設定焙燒之終止溫度，再進行焙燒實驗，最後將固態

產物做性質分析，同時評估作為再生能源之可行性。

2-1 前處理

將所收集之稻殼與稻稈，經日光曝曬降低含水率後，以剪刀將稻稈破碎過篩 

(4 mesh)，再利用粉碎機將稻殼與稻稈粉碎過篩 (35 mesh)，以符合後續實驗分析儀器

所需之粒徑。

2-2 物化分析

本研究之物化分析包含三成分分析、元素分析、熱值分析、木質纖維素分析以及

熱重分析等。三成分分析係根據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 NIEA R203.02C

和 NIEA R205.01C 進行檢測；熱值分析係根據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

NIEA R214.01C 進行檢測；元素分析係根據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 NIEA 

M403.00C 進行檢測；木質纖維素分析參考 Van 等人文獻中之方法檢測半纖維素、

纖維素、木質素及灰分之重量百分比 (16)；熱重分析係利用 TA instruments SDT 2960

之熱重分析儀進行分析，測定樣品之熱重損失情形。

以烘焙技術探討稻作衍生廢棄物再生能源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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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焙燒

利用熱重分析結果設定其溫度條件，秤取約 10 g 樣品放置在石英管內，再將鋼

管套於石英管外放入反應爐內，在鋼管內外分別裝上溫度計測量內溫及外溫，並在電

子天秤下方通入氮氣約 1L/min，實驗過程中的溫度及重量經由電腦紀錄儲存數據，

以探討其產率變化；圖 2-1 為設備示意圖。

圖 2-1 焙燒反應設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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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物碳性質分析

將焙燒後之固態產物進行生物碳性質分析，該分析包含元素分析與熱值分析等。

元素分析係根據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 NIEA M403.00C 進行檢測；熱值

分析係根據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檢測方法 NIEA R214.01C 進行檢測。

2-5 能源產率

焙燒後固態產物產率計算公式如式 (1)；焙燒後樣品熱值除以未焙燒前樣品熱值

即為能源緻密度 (Energy densification ratio)；將固態產物產率乘以能源緻密度即可

獲得能源產率 (Energy yield) 結果，計算公式如下 (17)：

以烘焙技術探討稻作衍生廢棄物再生能源化之研究

Energy yield=Mass yield×Energy densification ratio 　　　　　　　　　 (3)

Mass yield= ×100% 　　　　　  (1)
Mass of treated material

Mass of raw material

Energy densification ratio=  (2)
HHV of treated material

HHV of raw material

■三、結果與討論

3-1 物化分析

 3-1-1 三成分分析

經日光曝曬後的稻稈、稻殼及剛採收的新鮮稻稈三成分分析結果如表 3-1。稻殼

水分為 9.34%、可燃分為 81.47%、灰分為 10.39%；乾燥的稻稈水分為 8.39%、可

燃分為 81.21%、灰分為 9.19%，顯示兩者三成分組成相似，皆以可燃分為主，具再

利用價值，且裂解後灰渣殘餘量低，能有效節省最終處置費用。新鮮的稻稈水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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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2%，可燃分為 39.34%，灰分為 4.14%，水分含量高，相關文獻指出，高含水率

將導致反應過程升溫速率變慢 (18)、產物之轉化程度效果不彰 (18)以及能源產率降低 (19)

等情況。

表 3-1 各樣品三成分分析結果        單位：w.t%

項目 水分 可燃分 灰分

稻殼  9.34 81.4　7 10.39

乾稻稈  8.39 81.21  9.19

濕稻稈 56.52 39.34  4.14

 3-1-2 熱值分析

稻殼、稻稈與新鮮稻稈之熱值分析結果如表 3-2，其熱值依序約為 3,826、3,802

及 1,541 Kcal/Kg。相關研究指出，生質物經焙燒後可提升其固態產物之熱值 (20)，意

即焙燒處理可提高廢棄稻殼與稻稈之熱回收利用價值，使其具有製成衍生燃料之潛

力，若能加以利用，除了可以減少對化石燃料之依賴，同時解決農業廢棄物處置問題；

此外，新鮮稻稈含水率高於曝曬後稻稈，使其熱值顯著較低，顯示含水率為影響生質

物熱值之重要特性，為實驗操作上之重要變項，與相關文獻結果相符 (19)。

表 3-2 各樣品熱值分析結果       單位：kcal/kg

項目 熱值

稻殼 3,826

乾稻稈 3,802

濕稻稈 1,541

以烘焙技術探討稻作衍生廢棄物再生能源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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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元素分析

稻殼、稻稈與新鮮稻稈之元素分析結果如表 3-3，稻殼約含碳 41.0%、氫 5.41%、

氮 0.58%、硫 0.01% 及氧 53.00%；稻稈約含碳 40.2%、氫 6.34%、氮 0.31%、硫 < 

0.01% 及氧 53.15%；新鮮稻稈約含碳 37.1%、氫 6.01%、氮 1.08%、硫 0.12% 及氧

55.69%，故求得稻殼之 C/O 為 0.77、稻稈之 C/O 為 0.76、新鮮稻稈之 C/O 為 0.67。

有機物之元素組成為影響物質燃燒之重要因素，一般情況下，氧含量越高之物質其熱

值相對較低、碳含量越高之物質其熱值相對較高 (21,22,23)，本研究稻殼熱值高於稻稈，

曝曬後稻稈熱值又高於新鮮稻稈，此結果與熱值檢測結果相符。此外，稻殼與稻稈之

氮、硫含量低，以焙燒技術處理應無產生 SOX 和 NOX、造成環境或衛生風險之虞。

表 3-3 各樣品元素分析結果                         單位：w.t%

項目 碳 (C) 氫 (H) 氮 (N) 硫 (S) 氧 (O)

稻殼 41.0 5.41 0.58 0.01 53.00

乾稻桿 40.2 6.34 0.31 <0.01 53.15

濕稻桿 37.1 6.01 1.08 0.12 55.69

 3-1-4 木質纖維素分析

植物性生質物如木本和草本植物之組成均含有三種主要的聚合物結構：半纖維素 

(hemicellulose)、纖維素 (cellulose)及木質素 (lignin)，合稱木質纖維素 (lignocellulose)， 

這些物質使生質物呈現各種不同特性，對焙燒產物組成有極大的影響。文獻提出，  

半纖維素於 268℃已達 80% 之重量損失，纖維素於 400 ℃已達 94.5% 之重量損失，

木質素於 800℃已達 54.3% 之重量損失 (24)，故於焙燒的溫度範圍中，半纖維素的反

應性高於其他兩種聚合物，且半纖維素、纖維素含量與液態產物產量相關，木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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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則是影響固態產物產率及能源產率的重要因子 (22,23)。本研究各樣品之木質纖維

素含量測定結果如表 3-4 所示；稻殼含半纖維素 37.64%、纖維素 20.97% 及木質素

20.05%；乾稻稈含半纖維素 42.86%、纖維素 26.97% 及木質素 16.48%；新鮮稻稈

含半纖維素 46.83%、纖維素 19.76% 及木質素 12.85%。顯示稻殼木質素含量高於曝

曬後稻稈，半纖維素與纖維素含量則低於稻稈；曝曬後稻稈纖維素與木質素含量高於

新鮮稻稈，半纖維素含量則低於新鮮稻稈。

表 3-4 各樣品木質纖維素分析結果         單位：w.t%

項目 半纖維素 纖維素 木質素

稻殼 37.64 20.97 20.05

乾稻稈 42.86 26.97 16.48

濕稻稈 46.83 19.76 12.85

3-1-5 熱重分析

熱重分析以升溫速率 10℃ /min，初始溫度 30℃加熱至最終溫度 600℃進行升溫

實驗，由分析結果繪製熱重量曲線 TG 和重量損失對時間微分的 DTG 曲線與溫度之

關係圖，結果如圖 3-1 至圖 3-3 所示；稻殼呈現一個主要特徵峰，由 TG 曲線得知其

裂解起始溫度約為 240℃，終止溫度約為 342℃，再由 DTG 曲線得知最大熱裂解溫

度約為 332℃；乾稻稈呈現一個主要特徵峰，其裂解起始溫度約為 180℃，終止溫度

約為 346℃，最大熱裂解溫度約為 325℃；新鮮稻稈呈現兩個主要特徵峰，第一階段

裂解起始溫度為 30℃，終止溫度約為 100℃，最大熱裂解溫度約為 71℃，第二階段

裂解起始溫度約為 238℃，終止溫度約為 342℃，最大熱裂解溫度約為 324℃，各樣

品之最大熱裂解溫度及裂解溫度範圍如表 3-5 所示。焙燒為將生質物轉換為品質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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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燃料之熱化學前處理技術，通常於 200-300℃進行，各樣品之最大裂解溫度約為

330℃，故將焙燒反應終止溫度設定為 200、250與 300℃。此外，新鮮稻稈含水率高，

因此呈現兩個主要熱裂解階段 ( 兩個主要特徵峰 )，第一階段為水分蒸發，第二階段

為稻稈本身之熱裂解反應，其裂解溫度與曝曬後稻稈差異不大。

 

圖 3-1 稻殼之 TGA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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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稻稈之 TGA 分析結果

 

圖 3-3 新鮮稻稈之 TGA 分析結果



55

以烘焙技術探討稻作衍生廢棄物再生能源化之研究

a

d

b

e

c

f

表 3-5 各試片之裂解溫度

項目
裂解溫度 (℃ )

Tmax1 Ti1 Tf1 Tmax2 Ti2 Tf2

稻殼 - - - 332 240 342

乾稻稈 - - - 325 180 346

新鮮稻稈 71 30 100 324 238 342

Tmax：最大裂解溫度

Ti：起始裂解溫度

Tf：裂解結束溫度

3-2 焙燒

焙燒反應以升溫速率為 30℃ /min，終止溫度分別為 200、250 以及 300℃的條

件進行升溫實驗，各樣品於不同反應溫度下進行焙燒實驗，其固態產物如圖 3-4所示，

顯示產物之顏色隨焙燒終止溫度愈高而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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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a 至 c 分別為稻殼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和 300℃固態產物；d 至 f 分別

為稻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和 300℃固態產物；g 至 i 分別為新鮮稻稈焙燒終止

溫度 200、250 和 300℃固態產物。

3-3 生物碳性質分析

 3-3-1 元素分析

不同反應條件下所獲得生物碳之元素分析結果如表 3-6。稻殼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生物碳碳含量分別為 40.7、42.3 與 50.2%；稻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生物碳碳含量分別為 42.6、46.7 與 53.0%；新鮮稻稈焙燒終止

溫度 200、250 與 300℃之生物碳碳含量分別為 40.3、42.2 與 45.2%。稻殼焙燒終止

溫度 200、250 與 300℃之生物碳 C/O 分別為 6.32、6.72 與 8.88；稻稈焙燒終止溫

度 200、250 與 300℃之生物碳 C/O 分別為 6.73、7.67 與 9.28；新鮮稻稈焙燒終止

溫度 200、250 與 300℃之生物碳 C/O 分別為 7.01、7.06 與 7.94，顯示經焙燒處理

後生質物之碳元素含量與 C/O 上升，氧元素含量下降，且碳元素含量與 C/O 隨終止

溫度上升而增加，氧含量隨終止溫度上升而下降，此現象係由於生質物於焙燒反應過

程中水分蒸發、脫揮發分與碳化反應所致 (22)。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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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各樣品元素分析結果 單位：w.t%

樣品 C O H N S C/O

稻殼 ( 原料 ) 41.0 53.00 5.41 0.58 0.01 0.77

  稻殼 200 40.7 51.98 6.44 0.86 0.02 0.78

  稻殼 250 42.3 50.73 6.29 0.68 <0.01 0.83

  稻殼 300 50.2 43.09 5.65 1.06 <0.01 1.17

乾稻桿 ( 原料 ) 40.2 53.15 6.34 0.31 <0.01 0.76

  乾稻桿 200 42.6 50.70 6.33 0.37 <0.01 0.84

  乾稻桿 250 46.7 46.80 6.09 0.41 <0.01 1.00

  乾稻桿 300 53.0 40.49 5.71 0.80 <0.01 1.31

濕稻桿 ( 原料 ) 37.1 55.69 6.01 1.08 0.12 0.67

  濕稻桿 200 40.3 53.23 5.75 0.70 0.02 0.76

  濕稻桿 250 42.2 50.82 5.98 0.94 0.06 0.83

  濕稻桿 300 45.2 47.72 5.69 1.32 0.07 0.95

 3-3-2 熱值分析

稻殼、稻稈與新鮮稻稈之焙燒固態產物熱值分析結果如表 3-7；稻殼焙燒終止

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熱值分別為 4,012、4,308 與 5,044 Kcal/Kg；稻

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熱值分別為 4,261、4,584 與 5,350 

Kcal/Kg；新鮮稻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熱值分別為 4,134、

4,263 與 4,612 Kcal/Kg，顯示稻殼、稻稈及新鮮稻稈經焙燒處理後熱值皆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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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各樣品熱值分析結果 單位：kcal/kg

樣品
終止溫度 (℃ )

200 250 300

稻殼 4,012 4,308 5,044

乾稻稈 4,261 4,584 5,350

新鮮稻稈 4,134 4,263 4,612

3-4 能源產率

 3-4-1 產物產率分析

稻殼、稻稈與新鮮稻稈之焙燒固態產物產率分析結果如表 3-8；稻殼焙燒終止溫

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產率分別為 91.68、86.83 與 60.25%；稻稈焙燒終

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產率分別為 85.25、78.22 與 54.22%；新鮮稻

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產率分別為 49.22、46.25 與 36.7%，

顯示固態產物產率隨終止溫度上升而減少，此現象主要係因焙燒反應中，半纖維素分

解為揮發分，而大部分的纖維素與木質素僅發生有限度地脫揮發分反應及碳化反應所

致，此外，稻殼木質素含量高於稻稈，其固態產物產率亦高於稻稈，此結果與相關文

獻相符 (22)；新鮮稻稈因含水率高，於焙燒過程中水分揮發，故重量損失較曝曬後稻

稈高，其焙燒後固態產物產率較低。

表 3-8 焙燒反應後固態產物之產率       單位：w.t%

樣品
終止溫度 (℃ )

200 250 300

稻殼 91.68 86.83 60.25

稻稈 85.25 78.22 54.22

新鮮稻稈 49.22 46.25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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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能源緻密度

將焙燒反應後產物之熱值與焙燒反應前樣品熱值相除即可得能源緻密度，結果

如表 3-9；稻殼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能源緻密度分別為 1.05、

1.13 與 1.32；稻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能源緻密度分別為

1.12、1.21 與 1.41；新鮮稻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能源緻密

度分別為 2.68、2.77 與 2.99，顯示經焙燒處理後生質物能源緻密度皆顯著提升，且

能源緻密度隨碳含量升高而上升，此一現象與相關研究結果 (22)相符。於本研究發現，

焙燒處理過程中，因生質物水分揮發，熱值及能源緻密度隨之提升，使其焙燒後固

態產物具再利用價值，焙燒處理技術確能有效處理高含水率之農業廢棄物。

表 3-9 焙燒反應後固態產物之能源緻密度

　 樣品 最終溫度 (℃ ) 熱值 (Kcal/Kg) 能源緻密度

稻殼 稻殼 ( 原料 ) - 3,826 -

稻殼 200 200 4,012 1.05

稻殼 250 250 4,308 1.13

　 稻殼 300 300 5,044 1.32

乾稻稈 乾稻稈 ( 原料 ) - 3,802 -

乾稻稈 200 200 4,261 1.12

乾稻稈 250 250 4,584 1.21

　 乾稻稈 300 300 5,350 1.41

濕稻稈 濕稻稈 ( 原料 ) - 1,541 -

濕稻稈 200 200 4,134 2.68

濕稻稈 250 250 4,263 2.77

　 濕稻稈 300 300 4,612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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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能源產率

將焙燒反應後之產物產率及其能源緻密度數據相乘即可獲得能源產率，結果如

表 3-10；稻殼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能源產率分別為 96.14、

97.77 與 79.43；稻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能源產率分別為

95.54、94.31 與 76.30；新鮮稻稈焙燒終止溫度 200、250 與 300℃之固態產物能源

產率分別為 132.04、127.95 與 109.84；稻殼及乾稻稈因焙燒前後熱值差異不大，能

源緻密度介於 1.05~1.41 之間，與產物產率相乘後所得之能源產率介於 76~97% 之

間，而新鮮稻稈因焙燒過程中水分揮發，熱值大幅提升，使能源緻密度提高 ( 介於

2.68~2.99 之間 )，故與產率相乘後之能源產率提升幅度大 ( 介於 109~132% 之間 )，

顯示焙燒技術對含水率高之新鮮生質物能有效提升其能源產率，於應用上可節省將新

鮮生質物進行曝曬乾燥等前處理程序。

表 3-10 焙燒反應後固態產物之能源產率

樣品
終止溫度 (℃ )

200 250 300

稻殼 96.14 97.77 79.43

稻稈 95.54 94.31 76.30

新鮮稻稈 132.04 127.95 1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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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以稻殼及稻稈為對象探討焙燒後產物特性及其能源產率，經實驗分析後

歸納下述結論：經曝曬後之稻殼與稻稈之熱值介於褐煤與次煙煤之間，若製成廢棄物

衍生燃料可降低對化石燃料依賴性，提高其附加價值；稻殼與乾稻稈經焙燒處理後，

熱值與能源緻密度明顯提升，而新鮮稻稈於焙燒處理後，能源產率呈現高價值 ( 能源

產率 >1)，顯示焙燒處理技術除適用於經曝曬等前處理之農業廢棄物外，亦可應用於

含水率高之新鮮農業廢棄物，增加農業廢棄物之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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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碳化矽再生產品回用率
與回收價值之可行性評估

摘 要

太陽能光電產業製程上之矽晶圓切削矽泥再利用，主要再生產物為不同等級的

碳化矽粉末。應用途徑包含經化學反應、固液分離與分選後回用至太陽能晶圓切削

供應商、煉鋼製程用脫氧劑、耐火材以及鑄造材等供應國內外市場。然而分離回收

後的碳化矽粉末若要回用至晶圓切片廠商需符合三項標準，包括 (1) 碳化矽純度需高

於 97.5%(2) 平均粒徑分佈範圍 9~11µm(3) 真圓度值 (ISO circularity SiC powder) 

CR<0.81，達到回用的切削能力。本研究輔導業者除建立碳化矽再生粉末資料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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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設立直立式旋風 3 級分選設備，將碳化矽粉末粒徑大小分為大 (>12µm)、標準

範圍 (6~12µm，依客戶端需求調整 )與小 ( ≤ 6µm)等，控制操作參數包含進料口 (量 )

管徑與篩網限制、風量 ( 風速 ) 利用空壓機與調壓閥進行調整、出料口 ( 量 ) 管徑與

篩網限制、渦流路徑等，微細顆粒的集塵採脈衝濾袋式收集，產品依純度與粒徑範圍

不同分級包裝出售，藉以提昇其回用率與回收價值，並進行整體經濟效益可行性評估，

探討市場競爭力與商業價值。

關鍵字：矽晶圓、碳化矽、回用、應用途徑、分選

一、前■■言

晶圓加工製程之切片在於將矽單晶棒切成矽晶圓薄片，晶圓切割過程利用線切

割機 (Wire Saw) 在晶棒裁切與晶圓切片過程須加入切削粉 ( 碳化矽，SiC) 與切削油

(PEG，聚乙二醇或 DEG，二乙二醇 ) 混合切削劑作為冷卻用途，帶走切割過程所產

生的熱，提高產品良率。碳化矽除作為切削粉外，於耐火材料與精密陶瓷、鑄造業或

鋼鐵業上均有使用，回收的碳化矽粉末藉由分析粉末特性來決定其是否回用做為切削

磨料或耐火材或還原劑等使用。近年來碳化矽價格漲幅頗大，回收業界為降低成本並

達到資源再利用目的，回收碳化矽為重要議題。

1-1 矽晶圓製造之概況

矽晶圓為多晶矽材料的下游端，為矽晶太陽能電池的上游端，依據 ITIS 統計

2011 年全球矽晶片產量估計約為 28.5GW，國內太陽能矽晶圓產值由 2007 年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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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到 2010 年的 376 億元，於 2012 年產值已達到 600 億元。太陽能產業快速發展，

造成矽材料短缺。過去十年中，多晶矽的價格不僅成長一倍，供應量也呈現供不應求

狀態。因此尋找更多的矽原料來源，降低太陽能發電成本，回收高成本的原料或是耗

損物料，可有助相關產業發展。矽晶製程中最容易損耗的步驟在於切割，約有 40%

的矽因為切割線本身的寬度而損耗掉 (kerf loss)，且晶體在切割拋光時需要消耗大量

的切削液及研磨液，廢切割漿料主要成分為金屬線鋸的碎削、矽粉、碳化矽粉與油性

切割液。其中碳化矽粉在切削油成分中所占比例最大、使用量最高，因此回收漿料中

碳化矽磨料再利用可有效降低半導體產業製造成本。

    

1-2 矽泥來源及特性

矽晶圓製造流程將多晶矽放入高溫長晶爐進行熔融，將矽原子依其需求晶向排列，

並摻雜微量硼、磷、砷、銻等元素，使其成為在特定電壓下能導電的單晶矽晶棒；矽

晶棒經切片、圓邊、研磨、蝕刻、熱處理及去疵等作業，產出供 IC 製造用的單晶矽

晶圓片；矽晶圓片再經拋光、清洗及品質檢查等流程，最後包裝出貨。前述生產製程

中，可能產生廢矽晶頭尾料、廢石英坩堝、廢矽晶堝底料、矽晶圓破損片、泵浦潤滑

油、廢切削油及無機性污泥等。矽晶圓製造流程及污染源與廢棄物之關聯圖，如圖 1。 

矽片切割過程中產生矽泥其中包含金屬線鋸的碎削約 1%、矽粉約 14%、碳化矽磨料

約 30% 與油性切割液 (DEG、PEG) 約占 55%。切割液費用佔總晶圓製造成本超過

65％，且平均一台線切割機每年需花費 15 萬至 25 萬美元作為處理廢棄漿液與置換

切割漿液費用，從切割漿液中回收碳化矽粉並加以再利用將可有效降低半導體產業製

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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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典型矽晶圓製造流程及污染源產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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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矽泥產生量及碳化矽消費現況之統計

依財政部關務署統計發現，近年來碳化矽進口量有大幅提升的現象，2010 年已

達到每年約 3 萬噸需求量，且進口單價由每公斤 30 元提高至 100 元，彙整如表 1。

依環保署廢棄物網路申報資料，彙整廢油泥產生量，如表 2，以 2003~2012 年統計結 

果發現，從 2009 年開始每年產出廢棄油泥約 21 萬公噸。如此大量的廢棄油泥將其回 

收不但能達到降低生產成本，也增加產業之環保效益。

表 1 歷年碳化矽進出口量及單價統計資�

年份

進口 出口

重量
(kg)

價值
( 千元 )

單價
( 元 /kg)

重量
(kg)

價值
( 千元 )

單價
( 元 /kg)

2003 9,873,077 300,220 30.41 149,580 11,968 80.01
2004 12,069,242 405,494 33.60 130,503 11,218 85.96
2005 9,735,588 387,481 39.80 179,643 42,406 236.06
2006 10,865,418 486,817 44.80 253,614 270,568 1,066.85
2007 13,529,518 656,501 48.52 302,416 15,782 52.19
2008 16,748,213 1,264,122 75.48 307,748 21,660 70.38
2009 14,929,106 1,454,956 97.46 334,785 25,949 77.51
2010 33,666,522 3,493,199 103.76 477,046 44,929 94.18
2011 32,697,522 3,499,522 107.03 847,710 106,544 125.68
2012 29,196,658 2,577,385 88.28 4,155,443 144,104 34.68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歷年資料，經本團隊彙整

表 2  歷年非有害油泥申報情形                                                             單位：公噸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重量 11,458 19,050 15,180 22,050 19,317 18,904 21,438 21,720 21,506 15,753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歷年資料，經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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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切削矽泥資源化處理流程圖

二、矽泥回收現況與碳化矽再生產品之應用途徑

2-1 矽泥回收現況

研究團隊輔導業者為專門從事太陽能光電產業有關製程上矽晶圓切削矽泥 ( 廢

棄物代碼：D-0903) 回收，主要回收產物為不同等級的碳化矽再生產品。分析發現

切削矽泥組成主要成分為廢油 (PEG 或 DEG)、碳化矽 (SiC)、矽 (Si)、微量的鐵與

銅金屬等，透過利用旋轉式真空 (RVF) 離心、過濾等方式，先行分離去除廢油，之

後再進行物理分選程序 ( 由於矽與碳化矽之顆粒粒徑大小不同，採用連續式高速離心

(Decander) 分離固、液二項。固相主要回收大顆粒的碳化矽固體料、少量矽以及鐵、

銅金屬之混合物；液相則為剩餘小顆粒，成份主要為矽與少量的碳化矽，在經濾網

壓濾後乾燥，製成煉鋼脫氧劑產品販售。固體物 ( 大顆粒 ) 利用多次化學反應，調整

pH 值與經由多次水洗壓濾及乾燥程序，提昇碳化矽回收產品純度高於 97.5% 等級，

其大顆粒的碳化矽粒徑範圍 >7µm( 多次取樣分析結果粒徑範圍 7~15µm)。可解決

業者回收與販售不同等級碳化矽再生產物 ( 二次料 )，也能大幅降低太陽能矽晶圓產

業對於碳化矽原料 ( 一次料 ) 之依賴，減低碳化矽原料高耗能提煉對於環境與資源之

衝擊，切削矽泥資源化處理流程圖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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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資源化業者面臨問題與挑戰

1. 若分離回收後的碳化矽粉末需回用至晶圓切片廠商之標準需符合三項 (1) 碳

化矽純度需高於 97.5%(2) 平均粒徑分佈範圍 9~11µm(3) 真圓度值 (ISO circularity 

SiC powder) CR<0.81( 指切片廠針對碳化矽研磨料投影面積輪廓似圓平滑程度 = 研

磨料等面積圓直徑 (DA)/ 粒子周長 (Perimeter)，經多次回用研磨效果經驗值得出的

允收標準最低值，若 CR=1 為圓形，當 CR 值越小表示研磨能力越佳。) 達到回用的

切削能力。目前業者經廠內資源化處理後的碳化矽粉末純度皆能高於 97.5%，平均

98.2% 以上，分析方法依據 CNS 9439 碳化矽磨料之化學分析方法測定，但是其粒徑

分佈範圍分級分選與真圓度參數值則尚未有效解決，後續有賴透過如粉末動態影像分

析儀器協助分級、建立相關評估機制、經濟效益評估等。

2. 若分離回收後的碳化矽粉末需大量應用於煉鋼脫氧劑，需利用分選設備篩選

不同粒徑範圍，以符合回收應用途徑之考量與整體經濟效益。

2-3 再生產品應用途徑

目前回用至太陽能切削供應商、煉鋼製程用脫氧劑、耐火材以及鑄造材等供應國 

內外市場之實績與回用至各用途之比率以及不同等級的碳化矽產品之市場規格如表 3

所示。煉鋼製程用脫氧劑須先經由造粒程序才能應用，其允收標準規格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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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收碳化矽粉末回用或各用途實績與比例以及再生產品市場規格

No. 實績 ( 廠商 ) 回用規格 / 再利用產品型式 用途
( 回用 / 再利用 )

比例 %

1 ○○公司

回用規格 (3 項 ) 與 (A 級品 )(B 級品 )：
(1) 碳化矽純度 (>98.5% )(>97.2%)
(2) 粒徑範圍 (9~12µm)(7~15µm))
(3) 真圓度值 (ISO Circularity)< 0.81
回用或再利用產品型式：
產品番號 1200(A 級品 )
產品番號 1200(B 級品 )( 需比例添加新
料，達到 (3) 規格 )

回用太陽能
矽片精密切割

5~8

2 ○○公司

回用規格 (3 項 ) 與 (A 級品 )(B 級品 )：
(1) 碳化矽純度 (>98.5% )(>97.5%)
(2) 粒徑範圍 (9~11µm)(7~15µm))
(3) 真圓度值 (ISO Circularity)< 0.80
回用或再利用產品型式：
產品番號 1200(A 級品 )
產品番號 1200(B級品 )(比例添加新料，
達到 (3) 規格 )

回用太陽能
矽片精密切割

9~12

3 ○○○公司

回用規格 (3 項 ) 與 (A 級品 )(B 級品 )：
(1) 碳化矽純度 (>98.5% )(>97.5%)
(2) 粒徑範圍 (9~12µm)(7~15µm))
(3) 真圓度值 (ISO Circularity)< 0.80
回用或再利用產品型式：
產品番號 1,200(A 級品 )
產品番號 1,200(B 級品 )( 比例添加新
料，達到 (3) 規格 )

回用太陽能
矽片精密切割

10~12

4 ○○公司 再利用產品型式 ( 允收標準如表 2) 煉鋼用脫氧劑 30~34
5 ○○公司 再利用產品型式 ( 允收標準如表 2) 煉鋼用脫氧劑 27~30

6 ○○公司
再利用產品型式
粉末，SiC( 碳化矽 ) 含量至少 >50% 耐火材料 10~12

7 ○○金屬公司
再利用產品型式
粉末，SiC( 碳化矽 ) 含量至少 >70% 鑄造用材料 5~8

合計 ( 平均值 ) 100
註明：(1) 各廠商回用允收標準略有不同，且 B 級品添加新料的比例要求也不同。
 (2) 煉鋼用脫氧劑買價依各鋼廠需求量以及產品而有所調整 (NTD$16~2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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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煉鋼廠製程用脫氧劑允收標準彙整表

No. 項目 最低標準範圍 最高標準範圍

1 SiC( 碳化矽 ) 含量 > 50% > 75%

2 固定碳 Carbon 1~5% 3~5%

3 外觀尺寸 ( 長短軸 ) 2~70 mm
粉末或粒狀皆可

30~70 mm

4 氧化鐵 (Fe2O3) 限制 < 7% < 5%

5 含水率限制 < 12% < 3%

6 含硫量 (S) 限制 < 3% < 1%

註明：脫氧劑允收標準依碳化矽含量 >50% 以上，每 15% 分 1 等級，共分為 3 種等級。

三、協助再生粉末分析與評估設備

3-1 建立業者碳化矽再生粉末資料庫

研究團隊協助業者回用至切片廠商前檢測分析，並建立業者碳化矽再生產品生

產批號之分析資料庫圖譜。利用粉末動態影像分析儀建立回收碳化矽粉末的資料庫，

分析項目 ( 純度、顆粒計數、粒徑、粒子形狀、真圓度、鈍化率、粗糙度等符合 ISO

規範回用標準 )，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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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協助業者引進旋風 3 級分選設備

彙整與評估目前國內外 ( 碳化矽 ) 粉末粒徑分佈分選分級的機制 ( 分選類型：以

廠內的空壓機產生風力，利用調壓閥控制風力大小，進行風選、碳化矽最大處理量：

約 200kg/hr、效能 ( 率 )：約 72%、設備成本換算約新台幣 100 萬元、處理成本依標

準 #1300( 約 9µm) 碳化矽每公斤換算僅需約 1.2 元、至於維修自引進廠內後目前尚

 圖 3 碳化矽再生粉末資料庫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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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維修，業者可自行維修與調整、大幅提昇碳化矽粉末分級產品的競爭力與應用，

僅需廠內現有空壓機 220 伏特之部分電力 (80 安培中的 50 安培 )，利用調壓閥進行 3

級分選，彙整如照片所示。此套為直立槽風選分級設備共分選為 3 級，碳化矽粉末之

粒徑大小分為大 (>12µm)、標準範圍 (6~12µm，依不同客戶端需求調整進料口與

控制風力大小 ) 與小 ( ≤ 6µm) 等，控制操作參數包含進料口 ( 量 ) 管徑與篩網限制、

風量 ( 風速 ) 利用空壓機與調壓閥進行調整、出料口 ( 量 ) 管徑與篩網限制、渦流路

徑等，微細顆粒的集塵採脈衝濾袋式收集，之後導入產品依純度與粒徑範圍不同分級

包裝出售。

關於粉末微粒之分級分選設備包含重力分選、靜電分選、泡沫浮選、揀選等設

備，表 5 為國內外分級分選設備類型彙整表。另外分級分選機選擇需注意：

1. 選擇分選設備前，需先瞭解欲分選種類及含量多寡。之後評估分選可行性，

各物質與雜質間是否有可供分選之物理、或表面特性差異存在，初步篩選可應用欲分

解物質之技術及設備。通常在選擇分選設備時，考慮分選設備之多功能性，因為分選

目標及作用並非單靠一種分選機制可以完成較佳之分選效果，往往會再靠第二種分選

過程來達到更好分選目標。由於分選程序可能不只使用單一分選設備，也需考量分選

單元之前處理或其他分選設備，也考慮分選流程所使用方式，作為分選參考依據。

2. 在分選機目標及容量皆符合需求後，其他相關問題也需考量，如影響操作成

本之能量消耗、操作難易度、機具可靠度、維修保養、操作安全性、配置位置適宜性、

作業環境 ( 粉塵、相對乾濕度等 ) 及污染等。

3.考量若經由水力、泡沫選 (除 )等分選程序，將需進行烘乾與防止粉末團聚 (假

結塊 ) 現象產生等多道繁複製程，包括粉碎、研磨等加工，增加製程回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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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內外分級分選設備類型的彙整表

分選機制 分選方法 分級分選機之型式

重力分選

風力分選

豎槽型風力分選機
彎曲管道型風力分選機
水平式風力分選機
空氣刀風力分選機
震盪型風力分選機
旋轉型風力分選機

水力分選
垂直流 ( 上升水流 ) 分選機
平流分選機
搖動薄層分選機

重液分選
重力式重液分選機 (分為錐形、鼓式二種 )
離心式重液分選機

慣性力分選
彈力分選機
反彈力分選機
傾斜輸送分離機

靜電分選 靜電 靜電分選機 ( 如網式、板式等 )

泡沫浮選 ( 除 ) 機

吹氣式 浮選機 ( 如柱槽、泡沫、噴射式等 )

機械攪拌式吸氣型
浮選機 ( 如 Booth、Fagergren 等 )
浮選機 ( 如 Denver M 型、Denver 單槽 )

機械攪拌式吹氣型
Aker 浮選機
( 如 Agitair、Denver D-R 型等 )

揀選

手選 手選轉台

電子分選
光學／ X 光分選機
導電性／磁性反應訊號分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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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旋選 3 級分選設備 照片 2 不同粒徑分選設備 照片 3 分選後微粒收集器

四、經濟效益評估

4-1 旋風 3 級分選設備操作參數

由於業者回收的矽泥經酸、鹼製程，提高碳化矽的純度外，評估後碳化矽再生

粉末粒徑採用風選進行 3 級分選機制 ( 分選類型：以廠內的空壓機產生風力，利用調

壓閥控制風力大小，進行風選，經多次試車與操作後 )，結果彙整：

(1) 碳化矽微粉的分級分選最大平均處理量：約 200kg/hr，型式為直立槽風選分  

 級設備共分選為 3 級，碳化矽粉末之粒徑大小分為大顆粒 (>12µm)、回用的 

 標準範圍 (6~12µm，依不同客戶端需求調整進料口與控制風力大小 )與小顆粒 

 ( ≤ 6µm)等，控制操作參數包含進料口 ( 量 ) 管徑與篩網限制、風量 ( 風速 ) 

 利用空壓機與調壓閥進行多段微調整、出料口 ( 量 ) 管徑與篩網限制、渦流路 

 徑等，碳化細微細顆粒的集塵採脈衝濾袋式收集，之後導入碳化矽再生產品 

 依純度與粒徑範圍不同分級包裝出售。

(2) 分選設備整體效能 ( 率 )：平均約 72%，計算基礎為 10 公斤碳化矽微粉進行  

 分選時，3 級分選後不同粒徑範圍的收集統計，包括重量前後比 ( 指投入與 

 3 級分選後產出的整體重量損失 )、3 級分選與其他微粒範圍比值，重複分選 

 流程皆需考量，目前操作最佳效能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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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備成本：由於向大陸廠商鑫源機械公司訂購，購置成本含主體設備、管線、 

  調整閥、操作控制箱、運費、技術人員安裝、試車與調整及多次測試，更改  

  電路與換算匯率，整體成本訂購約新台幣 100 萬元。

(4) 處理成本：若以目前回收大宗的標準 #1300( 約 9µm) 碳化矽微粉計算，微  

  粉每公斤操作成本，包括以現有廠內包裝人員批次操作 6~8 小時以及電費 

  (220 伏特、50 安培，工業用電平均單價每度 3 元 )，僅需增加約 1.2 元。

4-2 旋風 3 級分選設備經濟效益評估

此分選設備大幅提昇碳化矽粉末分級產品回用率，由原本未增設前僅 30% 有效

提升至 55%以上，且針對不同用戶端提供不同的粒徑範圍與提升競爭力與應用途徑，

僅需廠內現有空壓機 220 伏特之部分電力，利用調壓閥進行 3 級分選。

(1) 硬體設備初設成本：旋風 3 級分選機向中國大陸某機械公司訂購，購置成本  

  含主體設備、管線、調整閥、操作控制箱、匯率、運費、安裝、試車及測試， 

  整體成本約新台幣 100 萬元，彙整如表 6 所示。

表 6 旋風 3 級分選機設備費用表

No. 項目 費用 (新台幣：萬元 )

1 主體的旋風 3 級設備 ( 匯率換算 ) 82

2 更改電源 ( 更改為 220 伏特三相電壓 ) 與控制箱部分
電路 ( 迴路 ) 等電子零件、控制器與開關等 4

3 1 位技術人員到廠安裝、試車與調整及測試 ( 約 3 週
3 次 ) 12

4 管線、調壓閥等零件耗材 2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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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成本對應不同粒徑範圍應用途徑之差異性等經濟因子：當廠內進行碳化

矽粉末隧道窯烘乾後，抽送至風選分級機進行 3 級分選，估算操作成本包含每天作

業 8 小時操作人員 ( 節省操作人力，同現場產品分級包裝人員進行分選操作 ) 與空壓

機電力能耗 (38HP 馬力，換算電力需求 220 伏特，50 安培，6~8 小時換算 )，換算

碳化矽每公斤分選成本僅需約 1.2 元，提升碳化矽回用比例，由原本未增設前僅 30%

有效提升至 55%以上，包含A、B級品 (規格包括 (1)碳化矽純度 (>98.5% )(>97.2%)，

(2) 粒徑範圍 (9~12µm)(7~15µm)，(3) 真圓度值 (ISO Circularity)< 0.81，且不同

粒徑範圍其商品化販售價格加值達 2.5~4 倍 ( 回用至切片場價格由 7~10 元 /kg 提升

25~28 元 /kg，其價格會受市場波動影響，透過輔導進行多次粉末動態影像分析儀，

更瞭解廠內回收後碳化矽微粉的形狀因子、特徵圖譜參數，不同粒徑範圍也可進行碳

化矽一次料比例添加回收料，有效降低太陽能切片廠的成本與增加回收業者利潤 )。

評估整體經濟效益約達年增加 360 萬元，評估彙整如表 7 所示。

表 7 業者評估整體經濟效益表

No. 評估項目 預估效益 ( 萬元 / 年 )

1 風選分集設備投資 100萬元，設備折舊攤體 10~15年 ( － )10~15

2 操作成本 1.2 元 /kg，年處理量的 60~80% 進入風選
分級約 10,000~14,000kg ( － )12~16

3

增加回用比例由 30% 增加至 55%，以及減少作為
低階耐火材之應用，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利潤平
均 60 元 /kg 與應用途徑 ( 耐火材、研磨材 ) 之平均
價差 36 元 /kg

( ＋ )380~390

合計 約 360
註：廠內分選設備操作人員並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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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彙整並評估目前國內外 ( 碳化矽 ) 粉末粒徑分佈分選分級機制 ( 包括分

選類型、處理量、效能 ( 率 )、設備成本、處理成本、維修、節能性 ) 並進行經濟效

益評估，輔導碳化矽再生業者引進分級分選設備、降低產品不良率、增加碳化矽粉末

回用率以及應用途徑，提升碳化矽附加價值，其每年經濟效益初步評估約達 360 萬

元，輔導經驗可供相關產業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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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名 捐款時間 金額 (元 )

陳文盛總經理

 (益利達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03年 7月  30,000

黃弘昌總經理

 (連祥環保汽車貨運行 ) 
103年 12月  30,000

捐款芳名錄



81

中華環安衛科技協會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 103年 7月 9日下午六時。

二、地　　點：八卦漁村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 869號 )。

三、出席人員姓名：理事：王得惇、李俊生、吳裕文、杜世彬、林永壽、林信一、

     林健榮、陳哲寬、陳俊銘、陳康興、陳文盛、徐順德、

     康敏捷、鄭親憲、廖俊喆、趙幼梅、謝應得、戴華山、

     薩支高、嚴小梅、林登峰

     監事：王  玨、王茂松、陳水波、黃建元、宋倫國

四、缺席人員姓名：（無）

五、請假人員姓名：理事：何啟功、李穆生、陳文源、蔣立中、蔡顯修、王建順、

     林宗曾、陳彥銘、張益國

   監事：金崇仁、袁中新、蘇德勝、王振華

六、列席人員：(無 )

七、主席：戴華山理事長  　　　　　　　記　　錄：李怡靜

八、主席致詞：（略）

九、報告事項：會務工作報告：

  (一 )本會於 103年 7月發行第 39期會刊，廣告刊登收入如下：

   (1)中欣工程行：2萬 4仟元。

   (2)磐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萬 2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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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第 39期會刊，收錄環境篇文章 5篇，廣告 2篇。

  (三 )103年 1月至 6月，捐款如下：

   (1)謝應得總裁 (映誠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20萬元。

   (2)陳俊銘總經理 (綠化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2萬元。

   (3)鄭宗賢先生捐款 2萬元。

   (4)黃朝聖先生捐款 1萬元。

  (四 )目前會員數及繳費情形：

會員數 已繳會費 未繳會費

團體

A 30 15 15

B 11 5 6

C 10 3 7

個人 130 38 92

  (五 ) 為使會務運作順利，將持續連絡會員催繳 103年度常年會費。

  (六 ) 103年 1月至 6月於協會網站公告計 62則，國內外與環安衛相關

     之技術研討會、展覽等訊息，供會員參考及運用。

    (http://www.cesha.org.tw)

  (七 ) 103年 5月辦理終止與一六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危險性設 

    備延替開放辦理 (含延替申請案及一壓併高壓特申請案 )」合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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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環安衛科技協會 第十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十、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103年上半年度決算表冊核議案。

 說　明：檢附本協會 103年上半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如附件一，敬請審議。

 辦　法：理事會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審查申請加入本會會員及改派會員之資格。

 說　明： 檢附新申請加入本協會會員及團體會員改派代表之資料，如附件二。 

 辦　法：理事會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秘書處。

 案　由：審議「中華環安衛科技協會捐贈致謝辦法」。

  說　明：檢附「中華環安衛科技協會捐贈致謝辦法 (草案 )」，如附件三。

 辦　法：理事會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

十二、散會：下午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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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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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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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