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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使用與管理

 政策：恪遵水源穩定及節約用水政策，並符合水污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責任：由 ESG 推動組織負責推動水資源的使用與管理

 資源：
1. 採用世界資源研究所 (WRI) 建立的水資源情境模擬工具，模擬評估水資源匱乏時的衝擊，並

擬定對策
2. 製程優化提高設備運轉效率，減少水資源消耗
3. 提高雨水、製程廢水回收再利用的比率

 特定行動：
1. 取水：來源包含地表水、自來水及地下水，取用之地下水取得合法地下水權
2. 耗水：回收再利用雨水、回收製程廢水以及優化製程以減少用水

 目標與承諾：
回應 SDG 細項目標 6.4，增加水的使用效率，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回收

 申訴機制：
1. 公司網站設有安衛環專欄，做為意見回饋的管道
2. 於各類外部會議中，可就環保議題與公司討論

 績效評估的方式與結果：
1. 雲林麥寮園區 2021 年雨水回收量占總用量 8.7％
2. 雲林麥寮園區 2021 年每滴水可重複使用 10.4 次
3. 2021 年 CDP 水安全揭露問卷評比，獲得「領導等級（Leadership）A」

重大性議題 : 水資源使用與管理

管
理
方
針

水資源風險管理

採用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建立的水資源情
境模擬工具顯示彰化、宜蘭、雲林廠區都
為中高風險區域，除提高用水效率，
已經著手興建日產10萬噸的海水淡
化廠以增加水源，目前的供水量足
供製程使用

2021 年 CDP 水安全揭露問卷評比，

獲得「領導等級（Leadership）A」
麥寮園區2021年每滴水

可重複使用10.4 次

麥寮園區2021年雨水回收量

占總用量8.7%
水資源管理水壓力測試

水資源
實用效率

節水排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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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取用管理

取用水 

本公司上游原料來源主要為台塑石化公司，製成品通路下游主要為南亞塑膠、台塑工業公司，在麥寮園區共
同推動水資源管理活動，持續水資源永續使用的節水願景。另本公司彰化、雲林麥寮、宜蘭龍德及嘉義新港
等 4 個廠區，取用水主要來自河川、湖泊及水庫等地表水。彰化、宜蘭龍德及嘉義新港等 3 個廠區，每月經
當地縣政府與相關利害關係人溝通後取得每月用水許可權及許可量，另宜蘭龍德廠區使用少量地下水，已取
得宜蘭縣政府核准之合法地下水權；雲林麥寮廠區經經濟部工業局與代表利害關係人的相關單位協調溝通後，
核准取得合法用水權及核准的用水量。

為提高麥寮園區枯水期自主供水能力，於 2008 年即進行海水淡化試驗機組裝設，經持續與海淡廠設備商檢
討製程，並派員至國外實地考察，再經技術改良後，產出的水質已可符合麥寮園區用水需求。因此於 2018
年 10 月 9 日獲環保署同意備查提送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同年 12 月獲經濟部許可，開發設置枯水期可日產
10 萬噸淡水之海水淡化廠。並在 2019 年 8 月動工興建，預計 2023 年 8 月完工。2021 年實際取用水情形
如下表：

2021 年度台化公司取水量統計表
單位：百萬公升

類別
廠區

龍德 彰化 麥寮 新港

地表水 (A) 10,617.5 167.7 14,379.0 7,657.0

地下水 (B) 146.0 － － －

第三方取水 (C) － － － －

小計 (A)+(B)+(C) 10,763.5 167.7 14,379.0 7,657.0

總取水量 32,967.2

註：1. 上表各來源類別的取用水皆屬於總溶解固體 (TDS) 含量等於或小於 1,000 mg/L 的淡水。
2. 第三方取水為自來水。
3. 麥寮取水量統計包含重要子公司台化出光及台灣醋酸。

水情應變措施

水情燈號 台化的水情應變措施 2021 年發生情況

 正常供水
  持續推動節水措施
  雨水回收再利用

正常生產

 水情稍緊
  持續推動節水措施
  減少非必要性用水

減少樹木澆灌

 減壓供水
  持續推動節水措施
  提高製程用水使用效率
  調度廠區備用水槽供水

  提高冷卻水塔濃縮倍數
  減壓供水時調度廠區備用水槽支援供水，不影響生產

 減量供水
  持續推動節水措施
  提高製程用水使用效率
  調整製程生產

配合減量供水，合成酚廠、SM 廠海豐及 PP 廠提早至 3
月份開始停車歲休，減少用水

 分區 / 定點供水
  持續推動節水措施
  提高製程用水使用效率
  調整製程生產

無發生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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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攔河堰用水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集集攔河堰工業及公共用水調用農業用水量月報表」，近四年（2018~2021 年）集集攔
河堰每年平均流入量 319,435 萬噸，4 年平均工業用水量佔總供水量 3.5%，四年平均移用農業用水量僅佔
農業用水總量 2.3%，推定麥寮園區取水量對集集攔河堰之水源影響並不顯著，不至於排擠其他產業，以及
與農民爭水。相關用水量如下表：

2018~2021 年度集集攔河堰供水統計資料          
單位：萬噸

年度

集集堰流
入量 農業灌溉 工業

(A) 平均用水量
(B)

平均用水量
(C)

佔水源水量
比例 (C)/(A)

移用農業水量
(D)

佔農業用水總量
比例 (D)/(B)

2018 307,946 182,450 10,256 3.3% 3,618 2.0%

2019 510,006 189,778 9,840 1.9% 3,712 2.0%

2020 175,073 126,194 9,545 5.5% 3,469 2.7%

2021 284,714 135,989 9,726 3.4% 3,282 2.4%

平均 319,435 158,603 9,842 3.5% 3,520 2.3%

資料來源：參考經濟部中區水資源局集集攔河堰運轉月報。

水資源排放管理
本公司各廠區所發生之製程廢水，依廢水發生源的特性，妥善規劃廢水處理設施進行處理，以使排放水質符
合國家放流水的標準。依據水污染防治法及所屬廠區位置，雲林麥寮園區採取海洋放流排放至台灣海峽，其
餘三個廠區則採河川放流的方式，宜蘭龍德廠區排放至宜蘭新城溪、嘉義新港廠區排放至嘉義朴子溪、彰化
廠區排放至台中烏溪。

2021 年度台化公司排水量統計表        
單位：百萬公升

依終點劃分排水量
廠區

龍德 彰化 麥寮 新港

地表水 (a) 6,786.2 132.8 － 2,113.0

海水 (b) － － 5,632.0 －

小計 (a)+(b) 6,786.2 132.8 5,632.0 2,113.0

總排水量 14,664

註：1. 上表各排放終點的排水皆屬於總溶解固體 (TDS) 含量等於或小於 1,000 mg/L 的淡水。
2. 麥寮廠區包含台灣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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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麥寮、嘉義新港及宜蘭龍德廠區均設有放流水自動連續監控系統，共計 5 套。24 小時監測水量、水溫、
酸鹼値 (pH 値 )、化學需氧量 (COD) 及懸浮固體 (SS) 等項目，並即時連線至地方主管機關。各廢水處理廠
均經由曝氣生物處理降低 COD 並調整 pH 値。此外，龍德、麥寮及新港廠區亦設置污泥乾燥機，可將原污
泥含水率由 85% 降低至 50% 以下，大幅降低污泥產生量。

2021 年度放流水水質管制統計表

廠區
水量 (CMD) pH 値 COD(mg/L) SS(mg/L)

許可量 排放量 法規 內控値 平均値 法規 內控値 平均値 法規 內控値 平均値

龍德 42,238 18,592 6~9 6.5~8.5 7.9 100 80 41.5 30 24 11.0

彰化 3,522 398 6~9 6~9 7.1 100 65 36.0 30 25 4.0

麥寮 36,330 15,430 6~9 6.8~8.7 8.3 100 80 38.0 30 18 5.4

新港 10,648 6,509 6~9 6.5-8.5 7.6 100 90 38.6 30 25 4.8

註：本公司廢水排放檢測値遠低於國家排放標準，2021 年無遭主管機關開立罰單。

廢水處置

截至 2021 年，本公司對於廢水排放改善總投資金額累積達 80.1 億元。2022 年度尙進行中之廢水改善案（含
土壤及地下水）有設置廢水回收使用系統、冷卻水塔排放水及逆洗廢水放流水、以超過濾法 (UF) 去除小粒
徑雜質降低懸浮固體 (SS)，再以逆滲透法 (RO) 去除陽、陰離子降低導電度，進行回收使用等專案計畫合計
23 件，預計再投資 8.4 億元。

排放水對生態影響：麥寮園區海域生態評估

針對麥寮園區排放水對生態的影響，台塑企業共同成立了「台塑企業麥寮園區排放水對海域生態影響之評估
與諮詢委員會」，委託專業機構調查，指出麥寮園區對附近海域水質、生態、漁產養殖期、漁業資源以及養
灘拋沙等，並未發現可查覺之影響。我們將持續關注，若查覺有影響，將透過專家諮詢
委員會研擬因應對策，以減輕海域生態之影響，確保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品質及海域生
態環境之永續穩定。更多有關麥寮園區排放水對生態影響研究成果，可至六輕之美網站
查詢。

排放水對生態影響：中華白海豚研究

中華白海豚於 2008 年 8 月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紅皮
書公告為極危險級 (Critically Endangered)。據國內研究顯示，其於台灣活動之海域，係以苗栗到台南沿
海離岸 3 公里之區域作為棲息範圍。為瞭解中華白海豚棲息覓食區域，台塑企業自 2008 年起委託專業機構
執行專案計畫，研究結果顯示麥寮園區運作對中華白海豚生態作息並無影響。更多有關麥寮園區海域生態影
響與中華白海豚研究，請至六輕之美網站查詢。

SDG 6.3

官網：
「六輕之美」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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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使用效率

2021.2020年度台化公司耗水量統計表     
單位：百萬公升

廠 區 龍德 彰化 麥寮 新港

耗水量

總耗水量

台化公司近年度節水執行情形

年度
項目 2016~2020 年 2021 年 累計量 2016~2021 年 持續進行中 總計

改善件數  469  80  549  78  627 

節水量 ( 噸 / 日 )  13,716  3,343  17,059  3,239  20,298 

投資金額 ( 億元 )  1.8  0.8  2.6  10.5  13.2 

投資效益 ( 億元 / 年 )  0.9  0.2  1.1  0.2  1.2 

本公司積極落實節水改善，藉由雨水回收再利用、製程廢水回收、製程優化減少用水量，以及製程廢熱回收
以減少冷卻水塔蒸發損失等方式，提高水的使用效率。2021 年度麥寮廠區平均雨水回收量每日 3,418 噸，
回收率約為 81.5%。

SDG目標6：淨水與衛生
增加水的使用效率，確保永續的淡水供應與回收目標

行動

成果 3,343噸/日
節水量

80件
節水改善

0.2億元
年效益

81.5％
雨水回收率

麥寮園區製程水
回收使用頻率，

每滴水使用10.4次

製程與設備
效能改善

操作條件最佳化 廢水回收再利用 雨水收集再利用

2021年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及 2021 年度本公司耗水量統計比較表 

單位：百萬公升 

廠區 龍德 彰化 麥寮 新港 

耗水量 
2020  597.4 0, 52.6  8,169.8  11,525.9 

2021  3,977.2  34.9  8,747.0  05,544.2 

總耗水量 
2020  20,345.7 

2021  18,3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