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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類別 

□創新獎  

□精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年度 105 年 

提案單位 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第一組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邱廠長一流           貢獻度：30 ％ 

參與提案人：林主任文英           貢獻度：10 ％、 

            第一組 組長連鴻哲    貢獻度：20 ％、 

            第一組 工程員王烜銘  貢獻度：20 ％、           

            第二組 組長李建瑲    貢獻度：10 ％、           

            第二組 副組長朱鴻儀  貢獻度：10 ％、 

提案範圍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流程及執行技術之改進革新 

    事項。 

(五)有關各機關組織、行政管理及資產活化利用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內湖垃圾焚化廠堆肥廚餘之脫水減積減重計畫。 

提案緣起 

一、 隨袋徵收促回收，資源垃圾量暴增 

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精神是使用者付費，污染者付費的觀

念，主要目的是提升民眾垃圾分類的意類，促進資源垃圾的回

收，臺北市於2000年實施此政策，即獲得市民的支持與配合，

資源回收由實施前的5.8 ％提升為56 ％，是一個成功的政策，

它改寫了台灣的環保歷史。在大量資源垃圾回收的同時，相關

的下游再利用設施並未建立，導致回收物去化的困難，這是超

出當時施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所未預期及負荷的。 

二、 政府民間共合作，清運處理各分工 

   尤其是2003年推動家戶廚餘回收，本局雖然順利的建置前端

的回收體系，然末端的去化再利用付之闕如，當時台朔公司王

永慶先生承諾要全數處理臺北市的家戶廚餘，雙方在各負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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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與處理，互不收費的互助原則下簽訂了合作意願書，本局的

三座焚化廠也積極興建轉運設備，購置清運卡車，台朔公司投

入雲林縣有機堆肥廠的興建。其堆肥場自94年興建完成後，本

局及清運廚餘進場處理。 

三、 廚餘水分含量高，再利用時最困擾 

   然而，好景不常，台朔雲林堆肥場因臭味問題引發附近居民

抗爭，該公司自98年起無法再收受本市之廚餘，在當時因無其

他堆肥場可收納本市每日達160噸的堆肥廚餘情形下，當時的權

宜措施先將回收的廚餘放置三座焚化廠垃圾貯坑，以避免因一

時無妥善去化管道，而衍生後續的環境衛生問題，另一好處也

藉由於貯坑的暫置，進行簡易的翻堆，其滲出汁液於垃圾貯坑

不至於外滲，臭異味也因貯坑內的負壓得到處理，後續再由本

局辦理委外清運與再利用標案，短時間內得到有效的解決，然

而廚餘久置於貯坑，另與垃圾混雜，且其本身泡於滲出水中及

其醱酵等因素，外運的廚餘有嚴重的臭味，導致外運時臭味四

溢，也影響堆肥場環境衛生，屢遭附近住戶陳情抗議，甚至罰

鍰停工收場。 

四、 短暫放置解危急，長久積存現窘境 

   因上述原因導致於103年本局委外處理案高達8次招標流標

的窘境，焚化廠也因貯坑廚餘的累積量大增，壓縮了原垃圾堆

放空間，滲出水的水位升高導致垃圾久泡於污水中，使垃圾焚

化操作難度加劇，廢氣濃度提高，噴藥量增加等等，久置貯坑

的窘境一一浮現，另加上市議會議員的監督與媒體的負面報

導、監察院審計部門的糾正等等，廚餘的處理成為環保局最嚴

峻的課題。 

五、 有機成分含量高，垃圾參雜不討喜 

   分析廚餘除了含水高易腐敗發臭外，如要能妥善再利用尚須

考慮，民眾可能分類不確實或誤投，導致夾雜少量的非有機物，

使肥料成品含有垃圾或塑膠袋等，影響肥料的品質及使用者的

信任度。但在大量回收的量體中如何將垃圾去除，也是一項難

題。 

六、 有心處理無案例，各個差異難比照 

   雖然有心處理堆置於貯坑內的廚餘，但國內可進行前處理破

碎脫水設施的案例僅日處理量10公噸，且脫水效率不高，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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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產生臭味，其他縣市回收時採桶裝，是一桶一桶傾倒，而

本局是採垃圾壓縮車轉運進廠，每車的傾倒量約6至12噸不等，

且為了能回線上服務，是無法等候的。所以考慮暫置收納要有

足夠空間，同樣也要避免臭味逸散的問題。 

七、 機械功能可榨汁，大量汁液何處去? 

   雖然目前的機器設施可有效破碎廚餘，也有脫水機器可配

合，但產出汁液皆屬高濃度廢液，且每天會產出二十餘公噸，

不是現有焚化廠污水處理系統可以負荷處理的。如果汁液可外

運到公有的污水處理廠共同處理，將是一個較為完妥的方式，

但當時的「臺北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度污水水質標準及管

理辦法」對高濃度廢液的定義僅為過期果汁一項，並無它類可

依循，且外運的車輛人力仍有待規劃。 

八、 蔬果殘渣體積鬆，外運費用價不貲 

   由於蔬果類廚餘比重僅0.3~ 0.4，極為蓬鬆，每日數十噸需

外運所需的車次與運費十分可觀。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 面對問題，積極行動 

   針對生廚餘含水率高，體積蓬鬆之特性、其再利用於堆肥化

處理與本局回收廚餘清運特性等所要克服的障礙進行設置前處

廠規劃，即: 

（一）廚餘不久置，現到現做 

   （二）破碎完畢即運離 

   （三）建立全區高壓清洗及除臭系統 

   （四）固渣分離減積減容，建立良好後續再利用條件 

二、 廚餘脫水異味少，建立堆肥品質好 

   內湖廠為有效解決廚餘堆置貯坑問題，降低廚餘堆肥在利用

過程中所產出之臭味瓶頸，構思倘若於堆肥廚餘外運再利用

前，能適當降低廚餘之含水量，同時把多餘有機汁液運至污水

處理廠進行共消化處理，除可補充污水系統中 BOD 不足外，又

可降低廚餘含水率達減容減積，亦節省外運車次及經費，亦能

有效解決廚餘堆肥過程中產生臭味及提升堆肥品質，為再利用

堆肥化處理建立良好的醱酵條件。 

三、 市府支持給預算，活化設施省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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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湖廠於 103年專簽市府核定動用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基金

4,497 萬元，規劃設置生廚餘前處理設施及廠房，將廚餘先行破

碎脫水，達到減積減容，利於後續的清運與去化，104 年招標時

考慮活化於 94 年當時與台朔公司合作時所興建的廚餘轉運站，

規劃將機器設施設置於轉運站內，並將經費縮減為原來的二分

之一，為 2,243 萬。 

四、 環保、衛工齊努力，修訂辦法投肥去 

     內湖焚化廠規劃設置每小時可處理 3公噸之生廚餘破碎及脫

水設施，將生廚餘透過人工選別、磁選、破碎、脫水等程序，

可將廚餘含水量由原 90 %降低至 68 %以下，固液分離後之廚餘

汁液由本局溝渠隊載運至衛工處迪化污水處理廠進行共消化處

理。本府衛工處並配合修訂「臺北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度

污水水質標準及管理辦法」，特別將本局回收處理廚餘汁液內入

其可投放收受範圍 ，修正之管理辦法並經 105 年 1 月 4 日第

1869 次市政會議通過。 

五、 廚餘固渣細處理，操作兩班產量增 

   破碎設備處理能力平均每小時約可達 3公噸以上，堆肥廚餘

經破碎及脫水含水率至少下降至 68 ％以下（含）、破碎粒徑原

則控制 2公分左右，脫水後之廚餘固渣將自動下配料至槽車內，

並外運至堆肥場再利用。內湖廠為了將每日進廠約 40 噸家戶廚

餘處理完妥，規劃每日採兩班作業，並自 4 月中旬開始運行，

另並於該廠平台一號門內規劃廚餘暫存區，以期未來廚餘放置

能更加完善。 

實 際 執 行

（ 未 來 預

期）成效 

一、 處理設施建置成，試車完成信心足 

   統包工程於 104 年 11 月完工，並開始連續 6~8 小時處理 18
噸的運轉測試，操作 15 工作天，並由本廠接管操作，完成 30
天的技術轉移。 

二、 固渣檢驗皆合格，減積減容量體縮 

   固渣含水率符合契約要求68 ％以下，經委託環保署認可之

檢驗機構進行含水率檢測，結果平均65 ％，已能有效的減積減

容，處理20噸的廚餘，其固渣約6~7公噸，汁液約12公噸，其它

無機物及不可堆肥化的雜質約2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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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脫水固渣好堆肥，肥料產品品質佳 

   破碎脫水後之廚餘固渣可快速醱酵，內湖廠處理完之固渣，

經試作堆肥，於第48小時醱酵溫度即可達74度，沒有污水滲漏

與惡臭情形發生，且肥料產品細緻，無粗大顆粒，與原預期的

結果相符。 

四、 進廠數量妥處理，焚化操作少憂慮 

   本廠每周收受廚餘5日，每日進廠數量約26~57公噸，平均為

40公噸，採以兩班操作，可將進廠廚餘完妥處理，不再進貯坑

堆置，影響焚化操作，減少如滲出水、廢氣濃度，噴藥量等，

亦可減少外運廚餘的臭味，增加再利用廠商投標意願。 

五、 精打細算相比較，清運處理撙節多 

1. 40噸未前處理委託處理清運費用： 17,952,000元/年 

  40t × 1,700元(處理費1,200元、運費500元) × 22天 × 12

個月﹦17,952,000元 

2. 14噸固渣委託處理清運處理費用：6,283,200元/年 

14t × 1,700元(處理1,200、運費500元) × 22天× 12個月﹦

6,283,200元 

3. 有前處理後固渣每年可撙節費用：11,668,800元/年 

17,952,000 元－6,283,200 元﹦11,668,800 元 

六、 廠處合作互受惠，提升行政新效能 

   考量污泥雖為不適燃廢棄物，如經改善含水率、裝袋及控制

混燒比例後，並未影響焚化廠各項污染排放，另廚餘汁液亦有

去化需求，故在平等互惠、共利互助原則下，若該委外乾燥污

泥運至內湖焚化廠免處理費，每年預估可節省污泥清運及處理

費用約 3,000 萬，而內湖廠生廚餘分離有機汁液也運至該處所

屬迪化污水廠處理，將可大大降低雙方原需支出的清運及處理

費用，本局與工務局遂積極展開為期一年採互不收費之合作計

畫。 

七、 擴增設施處理量，撙節經費數千萬 

       爰於內湖廠生廚餘前處理設施的完成及操作管理得宜，已能

將本市四個區隊載運進廠的家戶廚餘減積減容，本局也積極評

估設置日處理 120 噸的前處理設施，預期每年將可撙節數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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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費。 

八、 固渣處理肥料化，施用城市田園中 

       經過撿拾雜物及破碎脫水後的固渣質量優良，經過本廠試作

可成功的醱酵，是製作有機質肥料的好原料，本局劉局長也積

極拜會台灣肥料公司李復興董事長，尋求合作契機，希望台肥

公司能協助廚餘有機質肥料的研發與行銷，本局可持續提供固

渣原料，讓原屬於廢棄物的蔬果殘渣能回到綠色經濟生產鏈，

為台灣的有機種植共同努力。 

九、 生質能廠基石建，邁向環保新里程 

  內湖廠所設置的廚餘前處理設備流程，其實已經完成了廚餘

厭氧消化的前處理流程，也為本局即將要推動的生質能廠之廚

餘前置處理做了完整的設施與試作，也立下進階的基石。 

相關附件 

 

附     件 
 

附件 1. 內湖垃圾焚化廠「堆肥廚餘多元化再利用前處理設施及模

        廠建置」市長准予辦理簽。 

附件 2. 105 年 1 月 4 日第 1869 次市政會議討論案 

附件 3. 「臺北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度污水水質標準及管理辦 

法」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附件 4. 「生廚餘前處理建置工程」預期效益評估表 

附件 5. 未來本局推廣「家庭壹號有機質肥料」相關肥料標示樣張 

 

聯絡窗口 

姓名： 王烜銘 

電話：(02)2796-1833#224 
Email：fs-snowfish@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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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5 年 1 月 4 日第 1869 次市政會議討論案 

 

市政會議討論案         提案機關：工務局、法務局 

 

案由：為修正「臺北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度污水水質標準及管 

理辦法」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一案，謹提請審議。 

說明： 
一、 臺北市水肥投入管理辦法經本府於九０年十月十九日以府法三字第

九０一六一三一五００號令訂定發布，嗣於九十三年二月二十六日修

正名稱為「臺北市水肥投入站管理辦法」，增訂高濃度污水、投入站

可容納投入水質標準等規定。經實施近十年，為因應實際業務運作推

展，檢討法規合宜性，於一０二年七月十六日修正名稱為「臺北市水

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度污水水質標準及管理辦法」，修正後全文共十

三條，施行迄今。 

二、 自一０四年三月起，本府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與工務局衛生下

水道工程處（以下簡稱衛工處），研討生廚餘分離汁液與污水共同處

理可有效解決本市環保問題，協商合作計畫由衛工處水肥投入站處理

焚化廠產生之生廚餘分離汁液，基此合作業務需要，檢討本辦法相關

條文，俾利未來相關業務推動，乃推動本次修法。 

三、 本辦法共十三條，本次修正三條，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一) 修正第三條第三款高濃度污水定義，刪除廢酒液或飲料類限於「過

期」之規 定，新增本府環境保護局處理生廚餘產生之分離汁液。 

(二) 修正第五條第二項，增訂本府所屬各機關（構）經衛工處核准者

免徵使用費。 

(三) 增訂第八條第二項，環保局投入生廚餘分離汁液，得免附第一項

部分應備文件。 

四、 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四年十二月十日第六三八次法規委員會審

議通過。 

五、 檢陳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行條文

各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理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地方 

制度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行政院備查及臺北市議會 

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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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臺北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度污水水質標準及管理辦法」第三條、

第五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臺北市水肥投入站水肥或高濃度污水水質標準及管理辦法」第三

條、第五條及第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   水肥投入站（以

下 簡 稱 投 入

站）：指臺北市

供水肥或高濃

度污水投入之

污水下水道附

屬設施。 

二   水肥：以糞坑、

化糞池或建築

物污水處理設

施集存之廢棄

物。 

三   高濃度污水：政

府機關銷毀之

廢酒液或飲料

類、臺北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以

下簡稱環保局）

處理生廚餘產

生之分離汁液。 

四   投肥用戶：將水

肥投入投入站

之業者。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    水肥投入站

（以下簡稱投入

站）：指臺北市供

水肥或高濃度污

水投入之污水下

水道附屬設施。 

二    水肥：以糞

坑、化糞池或建築

物污水處理設施

集存之廢棄物。 

三   高濃度污水：

政府機關銷毀之

過期廢酒液或飲

料類。 

四  投肥用戶：將水

肥投入投入站之

業者。 

一、按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以下

簡稱衛工處)與環境保護局(以

下簡稱環保局)內湖垃圾焚化

廠，研商合作處理焚化廠產生之

生廚餘分離汁液計畫，衡酌該合

作計畫之所需，故修訂本條第三

款高濃度污水定義，以做為相關

行政合作計畫之準據。 

二、承上，於高濃度污水之定義增

訂本府環保局處理生廚餘產生

之分離汁液，另該款原規定高濃

度污水為「政府機關銷毀之過期

廢酒液或飲料類」，然該酒液或

飲料類其是否「過期」，實際上

均納入污水處理，故刪除原條文

規定「過期」之文字。 

第五條  投肥用戶應

依臺北市污水

下水道使用費

徵收自治條例

規定繳交使用

費。 

  投入高濃度

第五條   投肥用戶

應依臺北市污

水下水道使用

費徵收自治條

例規定繳交使

用費。 

  投入高濃

一、本府各機關與衛工處基於落實

公共衛生，藉由行政協助或合

作計畫投入高濃度污水或使用

水肥投入站，基於行政一體，

有簡化行政作業之必要。 

二、爰本府各機關隸屬同一公法

人，機關間繳納使用費與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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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除臺北市

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所屬各機

關（構）經衛工

處核准免徵使

用費外，比照前

項規定繳費。 

 

度污水，比照

前項規定繳

費。 

使用費均歸屬本府市庫，為免

除不必要之行政程序，減少行

政資源浪費，增定得經衛工處

核准者，得免徵收污水下水道

使用費。 

第八條  投入高濃度

污水，應檢具下

列文件，向衛工

處申請投入許

可： 

一 委託業者清運之

契約書影本。 

二 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理機構許

可文件。 

三 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認證之環境

檢驗測定機構

核發之水質檢

驗報告。 

四 投入污水量。 

五 載運車輛核准證

明文件。 

六 投入計畫期程。 

環 保 局 投

入生廚餘分離

汁液，得免附前

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五款文

件；第三款文

件，經衛工處同

意者，亦得免

附。 

第八條  投入高濃

度污水，應檢

具下列文件，

向衛工處申請

投入許可： 

一 委託業者清運之契

約書影本。 

二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理機構許可文

件。 

三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認證之環境檢驗測

定機構核發之水質

檢驗報告。 

四 投入污水量。 

五 載運車輛核准證明

文件。 

六 投入計畫期程。 

一、 本府環保局產生之生廚餘分

離汁液，為本次修法納入高

濃度污水範圍，然該局為廢

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證之

核發機關，無自行發證給證

件核發機關之制度。且依廢

棄物清理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從事廢棄物

清除、處理業務者，應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

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

託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

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

此限：一、執行機關依第五

條第二項、第六項、第十二

條第一項辦理一般廢棄物之

回收、清除、處理、再利用。」

從而該局內湖垃圾焚化廠自

行載運生廚餘分離汁液之車

輛並無本條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五款應檢具文件，應有

配合修正之必要。 

二、本條第三款之文件，係衛工處

判斷高濃度污水能否投入污水

處理廠處理之依據，但考量前

述生廚餘分離汁液處理計畫為

長期合作方案，衛工處可依據

分離汁液或其他高濃度污水投

放污水處理廠之結果，進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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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生廚餘前處理建置工程」預期效益評估表 

 

「生廚餘前處理建置工程」預期效益: 

生廚餘未固液分離→40噸(處理量)/天*1700元*22天*12個月 =1,795

萬元/年 

生廚餘固液分離後→812 萬元/年(預計每年減少支出約 1 千萬元) 

科目 支出金額 說明 

固渣委託清運堆

肥 

14 噸/天*1,700 元*22 天

*12 個月=628 萬元 

 

15 年設施攤提 2,156 萬/15 年=144 萬元  

人事費用 － 

由廠內人員工作調整，不另增

加人力，預估二班次工作人員

12 人 

汁液衛工處投肥

共消 
－ 

已專案辦理免收投肥費用 

水車駕駛薪資 － 由本局溝渠隊駕駛配合 

判是否需持續檢附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認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

構核發之水質檢驗報告，故該

款文件得視實際需要時，請環

保局檢附。 

三、綜上，增訂第二項規定，環保

局投入生廚餘分離汁液，得免

附「委託業者清運之契約書影

本」、「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理機構許可文件」、「載運車

輛核准證明文件」，另「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認證之環境檢驗

測定機構核發之水質檢驗報

告」，基於監控水質之需要並

考量檢驗成本，經衛工處同意

得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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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車油費 

24 公里/2.8 公里*5 車次

*21 元/升*22 天*12 個月

=24 萬 

1. 26 噸液/6.3 噸=5 車次

(每車載運 6.3 噸) 

2. 內湖廠-迪化投肥站來回

24 公里 

3. 水車每升柴油跑 2.8 公

里(柴油 21 元/升) 

水電費 
300 度/天*22 天*12 個月

*2.1 元=16.6 萬 

1. 本廠廚餘轉化酒精為基礎

估算 300 度/天 

2. 電費以本廠售電費用計算

2.1 元(本廠自行發電) 

3. 清理用水-使用本廠污水

處理再生水 

合計 
約 812 萬元/年(每噸廚餘

處理費為 1,200 元) 

年廚餘處理量:10,560 噸(40

噸*22 天*12 個月) 

 

 

附件 5. 未來本局推廣「家庭壹號有機質肥料」相關肥料標示樣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