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重要政策
110 年 11 月
1.

專題：國家企業環保獎 表揚績優獲獎企業

象徵國家最高環保榮譽獎項的「第 3 屆國家企業環保獎」與低碳產品績優獎勵，於 11 月 4 日舉行
頒獎典禮，由環保署署長張子敬親自頒發獎座給 52 家獲獎企業，及 8 家推動低碳產品績優企業，
以表揚其對環保的投入與貢獻。
前言：
為鼓勵企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共同推動環保，環保署已連續 30 年辦理企業環保獎選拔活動，迄
今累計獲獎企業達 568 家，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評選委員改以視訊方式審查參選企業簡報，
並由企業透過環保績效影片方式，使評選委員瞭解更多企業於環保面向的努力與績效，歷經初選、
複選及決選結果遴選出 52 家獲獎企業，包括巨擘獎 2 家、金級獎 7 家、銀級獎 19 家及銅級獎 24
家，其中 4 家企業連續 3 年獲銀級獎以上獎項，另頒發榮譽環保企業獎座。
統計本屆參選企業環保績效，於環境管理面向，共有 49 家企業取得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20
家取得綠建築標章；能資源節用面向，參選企業 109 年節電達 5.1 億度（可提供約 174 萬戶家庭 1
個月的用電量）、節水 2,832 萬度、雨水回收達 66 萬噸（合計可供應約 83 萬戶家庭 1 個月用水
量）；設置太陽能設施發電量達 6.7 億度（可提供約 229 萬戶家庭 1 個月的用電量）、購買再生能
源憑證 5 萬 8,138 張，減碳量總計達 63 萬公噸（相當於 1,620 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碳吸收
量）。
此外，配合政府環保政策推動及環境參與面向，綠色採購金額達 33.9 億元，26 家企業簽署響應綠
色辦公、企業所轄 90 家餐廳加入綠色餐廳行列、認養公廁 19 座、認養海岸 23 公里，辦理 121 場
淨灘活動，總計 7,258 人次參與，共撿拾 133 公噸海洋廢棄物，足為企業表率。
玉山商銀與第一商銀 今年齊獲最高榮譽巨擘獎
環保署指出，今年獲巨擘獎企業計 2 家，為玉山商業銀行及第一商業銀行，皆為曾獲榮譽環保企業
獎座再度參選，且持續精進環保績效並獲得評選委員肯定。
其中，玉山商業銀行於嘉義分行完成建置零碳示範分行並設立環境教育推廣專區，積極與顧客宣達
環境永續理念，並攜手國內 32 家企業共同簽署「永續發展倡議書」，共同對氣候變遷採取實際行
動；第一商業銀行除積極推動綠色金融外，已打造 31 棟自有行舍成為綠建築，並成立「第一銀行
綠色金融教育館」，將金融與環保議題結合，設計互動式體驗課程，使更多民眾理解、認同及支持
綠色金融，促使經濟發展朝向低碳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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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商銀與第一商銀

齊獲最高榮譽巨擘獎

今年同時獲得金級獎及榮譽環保企業獎座的太平洋崇光百貨以打造亞洲第一綠色百貨為使命，在日
常營運中，實踐「永續環境力」，除了於分店頂樓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並發行電子禮券，省下約
2 座玉山高度的用紙量，所轄共 56 家餐廳加入環保署綠色餐廳；
友達光電今年參選的桃園分公司及后里廠環保績效卓著，皆獲得金級獎肯定，其中桃園分公司之
AUO GreenArk 水資源教育館取得環境教育場所認證，並與桃園 17 所場域結盟成為合作夥伴，共
同推動環境教育；后里廠則建置去光阻液回收系統，透過蒸餾純化程序將去光阻液回收導入機台再
使用，另在酸性異味控制，除改善原有防制設備外，另導入新式的濕式靜電除霧器，有效降低臭
味。

張署長頒獎予榮獲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的 7 家企業代表
而今年首次參選即獲得金級獎肯定的台積電 14B 廠積極建置銅廢液再生系統，將含銅廢液電解製成
高純度的再生銅管，再轉製成電子級銅物料回到鍍膜製程使用，成功建立電子級銅物料的循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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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環保署於 106 年 7 月發布「低碳產品獎勵辦法」，獎勵積極推動碳足跡減量之事業，今年評選獲獎
事業共 8 家，分別為信義房屋獲特優獎，頒發獎金新臺幣 30 萬元；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及華信航空
等 2 家，獲優等獎，各頒發獎金 20 萬元；台灣水泥股、第一商業銀行、台灣高速鐵路、裕鼎及國
泰世紀產物保險等 5 家，獲優良獎，各頒發獎金 10 萬元。
今年獲獎企業皆致力於推動碳足跡減量作為，如更換用電、空調及機台設備，以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減少產品製造原料端資源浪費、導入綠電使用、推動無紙化、積極參與環境永續行動等，成果
豐碩。環保署鼓勵企業核算產品碳足跡及持續減碳，期望能有更多企業取得產品碳足跡標籤或產品
碳足跡減量標籤使用權，俾供民眾選購參考，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國內減碳目標共盡心力。
結語
環保署感謝每家企業對於環境保護工作的貢獻和努力，國家的進步不僅靠政府，更需要企業及民眾
共同來參與，期望藉由獲獎企業優良環保事蹟，促進其他企業以獲獎者為楷模，成為進步共好的動
力，共同提升環境品質，確保世代正義，加速我國邁向永續環境。

2. 邦交國使節及駐臺代表齊聚菊島 共見澎湖力推資源循環成無塑島
海洋塑膠廢棄物議題近年廣受國際重視，聯合國 2019 年環境大會多達 170 國共同承諾，將採取措
施在 2030 年前大幅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G20 環境會議中達成共識，同意履行「藍色海洋願
景」(Blue Ocean Vision)協議，在 2050 年以前，將海洋塑膠垃圾歸零，因此減少塑膠垃圾進入海
洋，是臺灣與邦交國及世界各國共同關切及面臨的挑戰。
2021 年擇定最大離島澎湖，展現我國推動資源循環及減塑的成果，由本署沈志修副署長擔任團長，
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等 7 國駐臺大使及公使，越南等 8 國駐臺代表及副代表，以及歐盟與會員
國、環保署、經濟部、農委會共計 50 餘位團員齊聚菊島，透過循環設施參訪、垃圾源頭減量成果
展示及茶敘論壇交流，共同見證澎湖推動資源循環的努力與邁向海洋無塑島的成果。
本次活動參訪南寮低碳社區與資源循環再利用、篤行十村奉茶計畫、馬公中正環保商圈、智慧回收
機及海洋廢棄物源頭減量與回收處理。活動成果展示分為「循環新價值」及「減塑生活智慧扎根」
兩大展區，其中「循環新價值」展示源頭減塑、環保杯租賃、物聯網智慧飲水機、牡蠣殼製材料、
廢棄銀合歡文創商品、保麗龍回收行動、海漂實驗室創作與觀光減塑；「減塑生活智慧扎根」展區
著重在減塑行動融入於在地生活，展示廢棄玻璃、家具及海廢浮球等藝術創作。
茶敘論壇聚焦於「源頭減量與資源回收政策」、「循環經濟減塑推動成果」、「綠色新科技」、
「村里社區循環再利用」以及「離島循環智慧回收機」五大主題，邀請澎湖在地社區、民間團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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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相關人員分享減塑成果及海洋廢棄物再利用等循環經濟推動情況。
澎湖縣所處的澎湖群島，為我國面積分布最廣的離島城市，海洋物種生態資源豐富，環保署期盼藉
由此次的活動，喚起民眾的海洋環境保護意識，讓菊島美麗的農漁村景致、懷舊的風土民情以及廣
闊的海洋資源得以永續發展。

沈副署長於 10 月 5 日上午率領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等 7 國駐臺大使及公使，越南等 8 國駐臺代
表及副代表，以及政府部門計 50 餘位團員登姑婆嶼視察澎湖縣政府對於海洋廢棄物之處理情形。

3.

環保集點攜手 PChome 線上購物 綠點同行 碳標結盟

環保愛地球，集點享回饋，環保集點通路加入新的生力軍，讓民眾購好物 GO 綠活！即日起環保集
點會員到有「碳足跡標籤」PChome 消費，也可獲贈綠點獎勵回饋。
PChome 線上購物以網路零售服務獲得碳足跡標籤
證書，為全國第一間取得「碳足跡標籤」的大型網購
平台。除了實踐節能減碳措施，也鼓勵大家一同響應
綠色消費。綠點會員在環保集點帳戶綁定 PChome
線上購物會員，每筆訂單交易皆可獲贈 500 綠點，
同時亦可使用綠點折抵消費，100 點可折抵 1 元，折
抵上限為商品總金額 20%。
環保署為推動環保集點制度，透過增加環保集點合作
之特約商，讓民眾有更多集（兌）點通路，創造綠色
消費誘因，以提高民眾參與環保集點意願。目前計有
愛買、大潤發、全國電子、全家、萊爾富、7-11、環
保生活家、東森購物及 PChome 線上購物等 9 家販
售通路環保集點特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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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集點特約通路商，符合活動集點、兌換的商品數已逾 2 千件，包括家電、清潔劑、保溫杯、文
具、食品、農產品等多元商品可提供會員以點數兌換，本次希望透過與 PChome 線上購物攜手合
作，推廣碳足跡標籤，同時也鼓勵民眾能從有趣的集兌點活動逐漸讓綠色生活與綠色消費成為日常
習慣。
環保署歡迎大家踴躍下載環保集點 APP、註冊會員，不僅可以響應綠色生活，還可以享受更多實質
回饋，響應全民綠生活，地球好康，你也好康！活動詳情及贈點方式依環保集點官網最新公告為
主，請見環保集點網頁（https://www.greenpoint.org.tw/）.

4.

我國甲烷排放佔比小於 2% 並且已較基準年減量 50%

正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6)，美
國與歐盟發起「全球甲烷減排承諾」(Global Methane Pledge)倡議，於 2030 年甲烷排放量較
2020 年減少 30%。環保署表示，我國溫室氣體排放來源 9 成為 CO2，甲烷僅佔 1.67%。且因我國
致力廢棄物減量及沼氣回收處理，2019 年甲烷排放已較 2005 年減少 50%。
根據近年研究，人為甲烷排放約 60％主要來自農業、廢棄物，40％來自使用及開採化石燃料，非洲
和中東、中國、南亞與大洋洲是甲烷排放量增加最多的地區，惟全球各地排放甲烷主要成因並非相
同，例如：非洲、南亞、大洋洲排放增加的主因是農業；而中國則是從化石燃料貢獻最多。由於全
球甲烷排放持續增加，因此「全球甲烷減排承諾」倡議，從廢棄物、農業及減少天然氣於開採、加
工、儲存生產、製程及配送等造成之甲烷逸散排放。
環保署表示，依據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告統計資料，我國 2019 年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為 287.06 百萬
公噸 CO2 當量(MtCO2e)，以 CO2 占比達九成以上為最大宗，而甲烷排放量為 4.786 百萬公噸，僅
占溫室氣體總量的 1.67%，主要排放源來自廢棄物及農業：垃圾掩埋及污廢水排放處理 2.102 百萬
公噸(43.9%)、畜牧腸胃發酵及糞尿 1.942 百萬公噸(40.6%)，我國並無開採石油或天然氣造成甲烷
逸散排放問題。
從排放趨勢來看，我國 2019 年甲烷排放 4.786 百萬公噸，相較 2005 年 9.508 百萬公噸，已大幅
減少將近 50%，主因來自我國長期推動垃圾減量，減少掩埋，並且對於既有垃圾掩埋場進行沼氣收
集，此外推動家庭及事業廢污水納管妥善處理、鼓勵畜牧業沼氣回收發電等政策，都使我國甲烷排
放減量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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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座生質能中心年底前將於桃園試營運

為完備去化廚餘管道，促進循環經濟，環保署規劃在北中南各設置 1 座廚餘生質能源廠，繼臺中市
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已於 108 年正式營運，桃園市觀音生質能中心 110 年底完工。
環保署表示，國內廚餘回收後再利用方式，養豬佔 46%，堆肥及生質能源廠佔 54%；為提升各縣市
廚餘自主處理及清運量能，環保署自 106 年起迄今投入 13 餘億元經費補助各縣市設置廚餘破碎脫
水設備 51 套、高速發酵設施 17 套、既有堆肥場效能提升 47 場及集運車輛等，以完備去化廚餘管
道。
在推動廚餘生質能源廠，環保署規劃在北中南各設置 1 座，並以採購方式補助地方設置，但地方為
減輕財政負擔，目前臺中市及桃園市係採促參方式辦理，其中臺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第 1 期（80
噸/日）已於 108 年 7 月 9 日正式營運，第二階段預計於 113 年營運，處理量能 70 頓/日，共計
150 頓/日。桃園市觀音生質能中心（135 噸/日）預定於 110 年年底試營運，另臺北市、新北市及
高雄市尚在評估規劃中。
此外，環保署更以畜牧糞尿資源化推動經驗，朝向共消化方向發展，目前已補助新北市環保局與屏
東縣中央畜牧場合作，辦理廚餘與禽畜糞尿共消化試驗，並於 110 年 1 月進行投料試驗，試驗結果
顯示可提升沼氣產量增加發電效益；所以在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之情況下，國內在北中南都有廚餘生
質能源化的具體推動成效。
環保署表示，將持續加強推動廚餘生質能源化，並透過跨部會合作，充分利用養豬場及下水道之厭
氧消化系統協助處理廚餘，所產製的沼氣可作為生質能源，另消化後所產生之沼渣沼液，該署也推
動還肥於田之再利用方式，讓資源充分有效運用，往循環經濟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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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觀音生質能中心預定於 110 年年底試營運

6.

循環經濟與國際合作 2021 臺灣循環經濟設施參訪前進臺南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2 日環保署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阮英勇(Nguyen Anh Dung)代表、
比利時臺北辦事處文浩德(Frederic Verheyden)代表、駐臺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貝定可
（Muhammed Berdibek）代表、波蘭臺北辦事處吾志遠處長、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何瑞萍
(Swee Peng Sharon Ho) 代表、芬蘭商務辦事處副代表葉瑞(Jere Tala)、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
商務專案經理歐陽群(Danny Ouyang)、循環台灣基金會董事長黃育徵、企業代表及環保署、經濟
部、內政部、農委會代表等約 40 人，一同赴臺南進行兩天一夜的循環經濟設施參訪，參訪「循環
營建」、「循環農業」與「循環塑膠」亮點企業，展現政府 5+2 產業創新計畫循環經濟推動成果。
本次行程參訪臺南市文資建材銀行、台糖生物科技事業部生技材料廠、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及
ZERO ZERO 環保廢車拆解工廠，其中臺南市文資建材銀行隸屬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為是全國首
創，以收集古蹟建築拆解或修復時產生的舊建材如木、磚、石、瓦等，進一步讓「古蹟」活化再利
用的地方。
台糖生物科技事業部生技材料廠於 108 年動工興建，為全臺第一座新式生產型「牡蠣殼加工廠」，
每年可加工處理約 5 萬公噸的牡蠣殼，生產「蚵殼粉肥料」及「蚵殼粉飼料」產品。此外，配合行
政院推動「沙崙綠能科學城」，台糖公司興建臺南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為國內第一個同時擁有
綠能循環網與低碳運輸網之優質社區。ZERO ZERO 環保廢車拆解工廠，則是一座以車體拆解為主
題的觀光工廠，結合遊憩、教育、實地車輛拆解的環保新場域。
環保署今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資源循環辦公室」，專責辦理整體資源循環政策及管理，全力推動
「可燃廢棄物轉廢為能」、「有機廢棄物生質能源化」、「無機廢棄資源運用於永續資源利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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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期盼透過本次循環經濟設施參訪，讓隨行的國內外貴賓瞭解臺灣在「循環營建」、「循環
農業」與「循環塑膠」等領域上用心推動的成果，實質促進多邊產業發展與國際合作。

環保署率駐臺單位的 7 國代表、副代表、處長及經理、循環台灣基金會董事長黃育徵、企業及政府部會
代表等約 40 人，赴臺南參訪循環經濟設施（本照片攝於臺南市文資建材銀行）。

7.

強化空污防制 大型營建不再灰頭土臉

近年開發案持續增加，109 年施工中營建工程數逼近 10.8 萬件，較 105 年成長 1 成，所產生懸浮
微粒(PM10)排放量也較 105 年成長 2 成。環保署修正發布「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預估將可減少 15%營建工程污染排放，約懸浮微粒 3,415 公噸/年，相當於減少 15 座臺中
電廠懸浮微粒年排放量，新制定於 111 年 11 月 1 日施行。
本次管理辦法修正重點包括污染減量再升級、健全污染防制及強化工地管理三大類，將針對六大面
向進行管制：
一、擴大第一級營建工程管制對象，調降建築、道路、管線、橋梁及區域開發工程管制門檻，以提
升污染減量；
二、提高三級防制區施工圍籬高度，針對位於未達空氣品質標準區域的第二級營建工程，要求其圍
籬高度由 1.8 公尺提升至 2.4 公尺，以減少風吹揚塵情形；
三、提高車行路徑及裸露區域防制比率，例如第一級工程防制面積由原本 80％提高至 90％，剩餘
10％未防制部分仍應每日定期灑水，以降低營建工程主要污染排放；
四、新增大型工程應設置自動洗車設備，針對車輛進出頻率高之區域開發工程及疏濬工程，要求設
置自動洗車設備有效清洗，並應洗掃鄰接道路，以減少工區外道路髒污情形；
五、新增動態作業及操作之防制設施規範，包括從事開挖、回填、搬運、裝卸、夯實、篩分等作業
時應灑水保持濕潤，從事破（粉）碎、研磨、切割、刨除操作時，應有效收集及抑制粉塵逸散；
六、新增一定規模工程須設置監測儀錶及攝錄影監視系統(CCTV)，針對面積達 1 公頃以上且工期達
一年或外運土方超過 1 萬立方公尺之營建工程進行全面監控，以確保施工期間落實污染防制設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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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維護，發揮最大污染減量成效。
本次調整係管理辦法自 92 年訂定發布以來最大幅度的修正，影響工地數約 240 處至 4,400 處，預
估增加防制經費僅約占工程經費 0.01%~1.62%，惟考量營建工程須追加空污防制設施經費，故給
予相關業者一年緩衝期，新制定於 111 年 11 月 1 日施行，環保署提醒，目前已發包或即將發包之
營建工程，倘工期超過 111 年 11 月 1 日者，應著手調整空污防制設施，並提前建立空污防制設施
操作紀錄標準作業流程。

修法新增大型工程應設置自動洗車設備，圖為出入口設置自動洗車台

8.

強化空污防制兼顧資源循環 水泥業再創風華

鑑於以水泥業作為資源循環中心為國際趨勢，我國現逐步推動資源循環政策，因應製程燃（原）料
多元化及防制技術提升，水泥業亦屬國內大型固定污染源，為鼓勵公私場所提升空污防制設備效
能，11 月 2 日修正發布「水泥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環保署表示，新的排放標準實施後，預估一年將可減少水泥業污染排放達 16%，約氮氧化物 2,246
公噸/年，相當於減少 3,500 輛大型柴油車年排放量，除減少污染排放外，期能提升當地民眾生活環
境之空氣品質。
本標準修正之三大管制重點為加嚴既有管制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增訂空氣污染物管制項目與排放
標準及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一致性管理原則。
管理措施包括：一、加嚴氮氧化物排放標準並分階段實施，規範其應於 113 年起符合 300ppm、
115 年起符合 220ppm，加嚴後之排放標準與國際相當；二、增訂硫氧化物排放標準為 100ppm，
鼓勵公私場所提升防制效能；三、粒狀物之不透光率每 6 分鐘紀錄值高於特定不透光率之累積時間
逐年下修至 2 小時，以符合中央與地方管制具一致性；四、給予既存業者合理緩衝期限，採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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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加嚴標準，以符合顧環保、顧產業原則。
本次發布修正本標準係自 92 年修正發布後之大幅修正，期藉由本次修法來促使產業更新或提升防
制設備效能，在確保維護空氣品質前提，穩健推動循環經濟。另本署將持續檢討水泥業之氟化物及
重金屬汞排放標準加嚴管制，以減少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及長程傳輸衍生之環境污染。
空氣污染物

污染源
旋窯、預熱機、
生料磨、煤磨、
熟料冷卻機

排放管道標準
20 mg/Nm3

發布日

50 mg/Nm3

110.11.2

30 mg/Nm3
24 小時內量測值，6 分
鐘紀錄值高於不透光率
20％之累積時間不得超
過 2 小時
每日量測值，6 分鐘紀錄
值高於不透光率 20％之
累積時間不得超過
24 小 時 內 量 4 小時
測值，6 分鐘
紀錄值高於不 3 小時
透 光 率 20 ％
之累積時間不 2 小時
得超過

113.1.1

110.11.2

新設

20ppm

發布日

既存

100ppm

發布日

200ppm

110.11.2

新設
既存

新設
粒狀污染物
旋窯、預熱機、
煤磨及生料磨
既存

硫氧化物

旋窯

新設

氮氧化物

旋窯
既存

9.

備註

發布日

111.1.1
112.1.1
113.1.1

350ppm

110.11.2

350ppm

110.11.2

300ppm

113.1.1

220ppm

115.1.1

450ppm
備註

施行日期

110.11.2

旋窯於起火期
間與停車期間
適用

旋窯於起火期
間與停車期間
適用

氮氧化物之標準以連續監測八小時內有效數據之算術平均值為準。

第 10 屆亞太汞監測網年會 共同因應聯合國汞水俣公約

囿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第 10 屆亞太汞監測網年會於 110 年 10 月 6 日上午採視訊方式辦理，由
環保署蔡鴻德副署長及美國環保署 Mark Kasman 主任共同主持，本屆共有美國、日本、澳洲等 21
個夥伴國超過 60 名政府官員及學者參與。
為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汞及其化合物人為排放之影響，聯合國於 2017 年正式生效汞水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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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臺灣身為地球村的一員，有鑑大氣汞監測是汞水俣公約最重要工作項目之一，環保署與美國環
保署自 2012 年起，共同發起亞太汞監測網(APMMN)，協助印太地區夥伴國家因應汞水俣公約，提
升大氣汞監測相關能量。
本屆的年會，除台美雙方的環保署官員之外，並包含美國海洋及大氣總署首席科學家 Mark Cohen
講習後推軌跡模式於大氣汞傳輸之應用、國立中央大學聯合環境監測中心許桂榮教授簡介亞太汞監
測網執行現況、美國國家大氣沉降計畫 David Gay 教授簡介國家大氣沉降計畫現況、及各國報告大
氣汞監測現況等。
蔡副署長也感謝國內外長期推動大氣汞監測工作的官員及學者，能克服有限資源，默默耕耘於環境
監測工作; 並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建立密切的夥伴關係，共同推動汞水俣公約，打造後代子孫的
永續未來。

蔡副署長在第 10 屆亞太汞監測網線上年會致詞
10.

智慧連控奈米曝氣系統 魚庇增氧現生機

為改善水體環境，提升水中溶氧及友善生態環境，強化水體自淨能力，環保署補助臺南市政府辦理
缺氧河段增氧試驗計畫，採用工研院奈米級氣泡曝氣機及成大水工所增氧設施，並結合智慧連控及
即時監測，提高河川溶氧及作為魚庇設施，提供良好水域環境，以改善死魚事件發生之情形。
10 月 13 日環保署透過實體模場及線上實場連線方式展示河川水質改善成果，除於現場展示奈米級
增氧機模組，並視訊連線說明臺南運河增氧系統現場運作情形，自動偵測水體溶氧低於 2 mg/L 時
啟動曝氣設施，當溶氧提升至 6.5 mg/L 時自動關閉減少能耗，透過智慧自動化裝置即時改善低溶
氧水體，強化水質自淨能力，並透過驗證相關技術大幅提高水體溶氧之效能，未來期能將此系統有
效持續推動應用於低溶氧河段，有效提升河川水質。
環保署表示，臺南市轄臺南運河、三爺溪有部分河段處於低溶氧狀態，其中臺南運河於新臨安橋與
金華橋間之運河「盲段」，受二側海水漲潮影響，水體流動性差，水質不佳，歷年溶氧偏低，有時
候會造成魚類死事件發生，依據試驗計畫在該盲段處監測結果顯示，受季節、氣溫及藻類活動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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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響，造成其夜間溶氧有時候會低於 2 mg/L，不利魚類生存，經分析可能為河川中藻類於夜間進
行呼吸作用所致，環保署與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共同合作試驗計畫，購置 30 台曝氣機分區運轉，提
高臺南運河低溶氧河段水中含氧量，活化水體生態環境，改善河川水質。
工研院奈米氣泡曝氣機主要透過液相流體及氣相介質之流量調配，在特定壓力下撞擊融合產生細氣
泡注入水體中，因具有停留時間較長且氣泡接觸面積較大等優勢，可快速提升並穩定水體含氧量。
環保署表示，臺南運河於增氧試驗期間，較設置前減少約 40%的死魚數量，曝氣時會吸引魚群聚集
現象，提供水域生物良好棲息及魚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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