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資源領域策略規劃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1-3011-P-002-004-
執行期間： 91 年 11 月 01 日至 92 年 04 月 30 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計畫主持人：楊德良

計畫參與人員：林昭儀, 詹淑菁, 陳哲維

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2 年 5 月 26 日



資源領域策略規劃報告

領域召集人暨規劃報告撰述人：楊德良

1. 摘要

    資源的永續開發與利用，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下，關係著國家的生存發展與國

家競爭力。資源之定義甚為廣泛，本資源領域則將設定於水資源、再生資源與砂

石礦產資源三大部分。其參與的相關部會則只限於國科會、經濟部（水利署、技

術處、工業局及礦業司）。至於有關資源領域之其他跨部會單位，諸如農委會、

內政部、環保署等則不在此次資源領域策略規劃報告，有待日後進一步整合，如

土木、地科、產業環保、產業林業等領域及涉及用水、省水產業之其他領域。

    資源領域每年之研究經費過去三年（89~91 年）大約每年在二億七仟萬元左

右，92 年度則降到一億六仟萬元，未來三年（93~95 年）則規劃在二億六仟萬元

到三億三仟萬元之間。由這些投入經費與其他領域比較下經費相差懸殊，因此較

難達成龐大的資源領域科專計畫。更由於資源領域廣泛而分散，幾乎都限於支援

產業及服務業性質，水價又偏低，受政治社會層面影響甚鉅，再加上歷年資源領

域投入之研發經費嚴重偏低，因此只能由無形的天然減災及對產業製程所需資源

的支援評估其相對之績效成果。今後資源領域策略規劃將偏重於逐年提高研究經

費，確立解決資源領域科技瓶頸之突破，加強培育資源領域之研發人才，落實資

源領域科技所提之研發重點，提高國家在現有資源達成永續開發與利用及保育並

重之遠景。此次策略規劃經產官學研各界之熱烈研討，已達成初步共識，各相關

部會均已提出可行計劃方案，其細部將於此規劃報告詳述之。

2. 領域概述

    依據行政院 89.12.20 院會通過之「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資源領域應包

括：能源、水資源、土地與砂石資源等主要項目。能源科技已另立一領域討論，

能礦資源部份之甲烷水合物研究列在地科領域討論；主要依循行政院及所屬部會

過去相關會議結論延伸，土地資源小部分分散在土木等領域。今年列在資源領域



者，主要可大分為水資源、再生資源與砂石礦產等三部分。資源領域係基於國家

對有限資源之開發、利用、再生與處置等需求而所提出的永續與保育相關計畫和

研究，其所參予的部會相關單位包含－國科會、經濟部（水利署、技術處、工業

局與礦業司）。而執行單位包含－工研院能資所、工研院材料所、台灣經濟研究

院、國立成功大學防災中心、台大凝態中心及成大水利與海洋工程學系等。各部

會之研發概況各如下所述：

2.1 國科會

    國科會資源學門原隸屬工程處土木學門之水利大地工程及永續會，工程處土

木學門所屬之資源領域，偏重於水土資源之基礎性及應用性之研發，永續會所屬

之資源領域則偏重水澇旱災與土石流之防災科技之研究。

2.2 經濟部水利署

1.經濟部水利署資源相關科技研究經費，分別編列在資源領域、防災領域、土

木領域與地科領域等範疇內，或另列於其他施政計畫項下。資源領域項下，

主要有：(1)水澇旱災防救科技 (2)河川復育與水資源保育科技。

2.氣候資訊在枯水期水資源供應決策應用，相當重要，但國內目前研究不多，

學術界有興趣與經驗之研究人力也少，加以中央氣象局限於國家行政組織再

造因素，研究人力或恐再受縮減。未來應充分結合氣象與水文研究人力，致

力枯水期集水區降雨可信度預測研究。

2.3 經濟部技術處

1.在所提列的永續資源技術開發計畫，包括了海水資源、製程水再利用及稀珍

資源開發。

2.經濟部技術處之礦產資源相關計畫為「石礦資源技術」。石礦資源技術為國

家發展台灣東部之策略性產業技術，計分石礦資源節用科技，與多元化加工

應用科技發展兩項。

3.再生資源部分，主要為金屬資源技術，用以海水中提取鋰金屬，以及進行螢



光體晶型及細微稀土氧化物粉體等高科技原料之設計與製造技術研究。

2.4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之水資源相關計畫，主要有：工業用水效率提升輔導與推廣計

畫，分需求面管理與供應面管理兩項作業。有鑑於行政院 89 年核定之「節約用

水行動方案」，以及「挑戰 2008」計畫，分別訂定工業用水回收率 65%（民國 100

年）與 55%（民國 95 年）以上。

2.5 經濟部礦業司

    砂石資源為行政院院列四大資源之一，年產值約 215 億元新台幣。而其下游

之水泥營造業，達 240 億元及 6,250 億元，為策略性國家資源。其主要之相關計

畫為經濟部礦業司所提的「砂石資源科技推動發展」以及經濟部技術處的「石礦

能源技術」。

3. 執行績效評估

有關資源領域之相關部會在 89，90 及 91 年度之研發經費如下表所示：

表 3-1 資源領域 89~91 年度之研發經費
                                          單位:仟元

年度
主管單位

89 年度 90 年度 91 年度
國科會 39,252 51,910.7 59,760.4

經濟部水利署 46,202 67,081 69,194
經濟部技術處 87,133 114,553 81,550
經濟部工業局 13,902 5,383 7,673
其他(GRB) 69,036 29,725 48,135

合計 255,525 268,652.7 266,312.4

由上表可知，每年資源領域的研究經費約為二億七仟萬元左右，而以經濟部技術

處最多，其次則為經濟部水利署，國科會及一些其他(GRB)，最少的是經濟部工

業局。

詳細之績效評估，則分述如下：



3.1 國科會

根據國科會資料顯示，過去三年(89-91)之執行計畫中，所涵蓋的研究，資

源領域計畫範圍甚廣，也投入了不少的人力，計畫的內容大致上可分為整合型及

個別型兩大類別，整合型計畫之總經費 77,557,500 元，件數 120 (25+48+47)件，

個別型計畫之總經費 73,365,600 元，件數 148 (46+53+49)件。

表 3-2 資源領域國科會 89~91 年度投入之計畫件數及經費                                   

                                                       
年度

89 90 91

計畫型 整合型 個別型 整合型 個別型 整合型 個別型
件數 25 46 48 53 47 49

合計（件） 71 101 96
經費(仟元) 15,328.7 23,923.3 27,267.4 24,643.3 34,961.4 24,799
合計(仟元) 39,252 51,910.7 59,760.4

另根據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統計，研究領域屬於水土資源保育類別的，在過

去三個年度內(89-91)所執行之計畫，其經費，計畫件數及人力如附表 3-3，總

共經費 146,896,000 元，件數 70 (44+16+10)件，總人力為 529 (215+102+212)

人力，所以將國科會及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做一整合，可以得知，過去的三

個年度(89-91)有關資源領域這部分的研究計畫的總經費為 297,819,100 元，計

畫件數共 338 件。

表 3-3 水土資源領域(GRB) 89~91 年度投入之計畫件數、人力及經費

                                        89 年度 90 年度 91 年度 合計

件數 44 16 10 70

人力 215 102 212 529

經費(仟元) 69,036 29,725 48,135 146,896

3.2 經濟部水利署

3.2.1 水資源總體經濟模式之建立，由台灣經濟研究院執行，其成果：

（1）建立臺灣水資源 CGE 模型，WATERGEM，本模型結合澳洲 ORANI 和美國 DMR



兩模型之特色，模型中共有地面水、地下水和自來水三種水資源，且各

種水資源間具有替代性。

（2）擴展單國模型成為包括北、中、南、東四區的多區域模型 MR-WATERGEM，

此模型可用來評估水資源政策對不同地區的影響，是水資源調配的最佳

參考。

   （3）以「工廠校正暨廠商營運」之廠商為母體，以耗水性和中分位產業進行

分層抽樣廠商用水調查，包括自來水、地面水和地下水。

  （4）完成地理資訊系統與 WATERGEM 和 MR-WATERGEM 之系統連結，所開發之使

用者介面可提供方便迅速之決策資訊分析 。

  （5）在國際研討會上，共發表五篇論文，國內研討會，共十餘篇論文。

  （6）進行實際政策模擬，協助政策推動，例如缺水影響、合理水價、水資源

保育費回饋與補償、加入 WTO 對經濟與用水之影響等。

3.2.2 流域土砂管理模式之研究，由成功大學防災中心執行，所呈現出的成果：

（1）自行開發之集水區產砂模組，同時考慮表土沖蝕及崩塌之土砂產量，符

合台灣集水區產砂現況。

（2）將各單位之土砂問題治理介面加以整合並進行量化分析，擬定以流域各

區段土砂平衡為基礎的整體治理方案，並提出各治理單位之量化分工、

協調機制，發揮政府有限資源之最大效益。

（3）模式整合集水區產砂及河道動床機制，以全流域的觀點思考土砂供需問

題並進行災害之整治規劃，是未來流域管理單位整合後，強化國內土砂防

災管理及資源運用之有效評估工具。

3.2.3 海水淡化新技術之開發-利用真空結冰水蒸氣壓提升法，由台灣大學凝態

中心執行，其成果：

（1）完全建立VFVPE海水淡化程序主要工作區內五項單元及實驗系統之整合。

（2）完成 VFVPE 海水淡化程序之工業化裝置的設計與製造技術。

（3）已獲得中華民國專利如下：



      a.”含有吸收-溶解操作的固-液-氣多相轉換方法”。

       b.”多效率吸收冷凍方法及其所使用裝置”。

       c.”固體-液體-氣體多相同時轉變諸過程的操作方法及裝置”。

3.2.4 建立波潮流與海岸變遷模式，由成功大學執行，以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

（1）舉辦 2001 海洋數值模式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第一年計畫執行成果、發表

國際會議論文三篇、期刊論文五篇。

（2）模擬東北部海岸之水理特性及海岸線變遷情形，數值模擬成果可提供決

策單位參考依據。

（3）分析各區段海域之水理動力特性與漂沙運移性質，做為研判海岸變遷趨

勢及了解環島海岸動力系統之依據。

（4）研發波浪、近岸流流場及海岸線變遷之數值模式，用以模擬台灣四周海

域水動力特性及海岸線變遷。

（5）已將此模式應用在宜蘭附近之海岸，並作出一些相關分析供政府機關作

參考之用。

3.3 經濟部技術處

3.3.1 水土資源開發與保育技術發展第二期三年計畫，由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

此計畫在 90～91 年度的執行成果：

（1）開發豐沛海水資源，並解決海水淡化廠之開發所產生之滷水處理問題，

有效回收利用其中所含有價輕金屬離子，促進資源開發利用，進而達成

產業發展之目的。

（2）配合鋰電池產業之發展，開發節能型熔鹽電解生產鋰系統，並開發下游

相關原料市場，供應電池業以提昇產品競爭力。

（3）推動國內設立鋰化學品製造中心，以鋰電池所需相關鋰化學品每年市場

需求規模將超過新台幣 10 億元以上，並帶動相關電子通信產業之發展。

（4）完成二次鋰資源提製電子級鋰/鈷化學品之雛型系統建立及測試，及廠型

化二次鋰資源提製電子級鋰/鈷化學品之規劃及經濟效益評估，促進新興



產業及清潔生產製程。

（5） 90～91 年度計畫之成果

表 3-4 經濟部技術處在資源領域（90～91 年度）整體成果表

成果項目 FY90 FY91 成果項目 FY90 FY91

專 申請（件） 8 12 技授 件數 3 4

利 獲得（件） 2 5 家數 4 4

研 技術（篇） 16 10
術權

繳庫數 2,000 仟元 2,100 仟元
究 調查 — — 學界件數 2 4
報 委託金額 1,600 仟元 2,200 仟元
告

訓練 — —
業界件數 3 2

技 委託金額 2,250 仟元 1,600 仟元
術

件數 1 —

引
工服 件數 11 5

進
金額 4,000 仟元 —

研 場次 — 5
業務 金額 2,809 仟元 18,432 仟元

討 衍委 件數 1 —
會

人數 — 500
生託 金額 5,449 仟元 —

3.4 經濟部工業局

由於政府開發工業區約佔全國總工業面積之 49%，工業局於 87-89 年度

針對工業區推動「工業區用水管理體系建立」專案計畫，由工研院能資所執行，

本研究計畫不但建立工業區用水管理制度之雛型，同時提供未來緊急用水之相關

技術評估與措施，有效提升我國工業用水管理之能力，主要成果在

（1）技術面：本計畫完成工業區用水管理相關機制之研擬(如申報、稽核、效率

考核、乾旱缺水緊急應變措施研擬及地下水安全出水評估之相關

措施)與系統之試運轉。

（2）制度面：（a）建立我國工業區用水管理之相關機制及電子化之系統。

（b）提供有效且即時之資訊，使水資源供需調配合理化。

3.4 經濟部礦業司



（1）礦產資源研究成果均分送相關單位、研究機構參考，改進探勘與開採技術

降低生產成本、促進礦業與環境保護措施、提昇礦場作業安全連續六年零

災死亡率、協助礦方調整經營策略因應新挑戰及減低 WTO 之衝擊、推動礦

區觀光、協助製造業取得所需原料及提供相關資訊、提供公共工程規劃單

位及土地開發者取得地下坑道資料避開潛在危險、協助礦物供需雙方取得

海外礦物資源與投資之資訊、充實 GIS 國土資訊資料庫之礦業資訊、提供

高科技產業開發利用所需之潛能礦物。

（2）砂石資源的研究成果均分送相關單位、學術研究機構及公共工程規劃單位

參考，建立砂石種類、品質、賦存量與區域、縣市之砂石資源賦存分布圖

說、充實 GIS 國土資訊資料庫。協助公共工程規劃單位及砂石使用者取得

其所需資料及料源，達到資料共享、資源有效開發、利用，工程順利推動。

另調查建立陸上砂石資源：(a)普查區:32 區蘊藏量砂石 1,377.7 億公噸，

其中砂為 235.7億公噸，石為 1,142.0 億公噸碎石母岩共 12,602.1 億公

噸。(b)資源區：18 區可採量 15 億 8,651 萬平方公尺。並調查海域砂石資

源：(a)普查區面積10,945平方公里(3-30m)蘊藏量484～2,430億公噸(b)

潛力區面積 811.5 平方公里(1m)可採量共為 11.23 億公噸(c)資源區面積

388.0 平方公里(1m)可採量共為 19.56 億公噸。

（3）礦物資源的石材礦物加工方面的主要研發成果如下：

  (a)建立石材工業檢測體系包括：全國第一家國家級石材專業檢測室(CNLA、

ISO 9002認證)和環保署認證的水質分析檢測室。

  (b)建立石材廢棄物資源化處理技術 --包括：建立花崗石污泥製作廢氣脫硫

吸附劑技術及其相關溼式和乾式脫硫系統，除硫效率分別為 92～94%和

100%；建立大理石廢棄物提純輕質碳酸鈣技術，輕質碳酸鈣純度達 98.5%

以上。

  (c)建立鋼砂拉鋸砂漿組成自動回饋系統，包括：建立砂漿組成感測技術和

以適應控制（adaptive control）法的控制技術，砂漿組成偵測精度達



80%。

  (d)開發 CNC石材異型加工機 --以 PC-Based控制器為控制中樞，可進行3~4

軸伺服同動控制，控制精度可達 1mm。

  (e)線上品檢及資料鏈技術 --包括原石瑕疵檢出、石板尺寸、厚度、粗糙度、

曲度、光澤、色差、條碼辨識、圖像等項目之品檢功能。

  (f)建立石材研磨機制及加工參數資料庫 --建立各等級石材在使用不同磨

具研磨所需的加工參數和磨具配置資料庫，使各廠可依工程品質與生產

條件之要求，透過電腦輔助分析，採取最適合的研磨加工條件。

  (g)開發研磨系統關鍵性零組件 -- 完成智慧型磨台控制系統設計與軟體開

發，可裝置於自動磨台之磨頭。

  (h)磨具應用及開發技術 --完成熱壓燒結法製作Fe/Cu基和Fe/Co基鑽石合

金磨石技術開發；完成冷壓燒結法和澆注法製作中細磨樹脂磨石技術開

發。

(i)成果推廣包括：

�「鋼砂拉鋸自動回饋系統」輔導設置：頂好、宏盛、保德等 3 家，引進

投資 200 萬元，達到資源回收 400 萬元。

� CNC異型加工服務：累計 1500 案件，500 萬元。

� 石材加工機械(拉鋸、磨台等)人機介面控制：五合興、靖佑等 2 家，引

進設廠投資 6000 萬元以上。

� 石材檢測服務(含石材物化性檢測、水質分析檢測)：累計 4490 案件，

610 萬元。

� 協助石材資源化處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引進投資 2000 萬元。

� 一次加工生產管理軟體建置：維閣、光華、煌奇等 3家，引進投資 200

萬元。

� 鑽石合金磨石輔導設廠：金宏昇(進行中)，引進設廠投資 3500 萬元。

� 15K磨石(一種樹脂磨石)輔導設廠：順民，引進投資 500 萬元。



� 石材補膠暨表面養護處理線輔導設置：亞東、煌奇、頂好、多多等 7家，

引進投資 1500 萬元，另補膠和養護處理材料生產設廠(1 家)投資 500

萬元。

� 未來上述相關技術將推廣至瓷磚業、土木工程業、營建修繕業等。

4. 領域發展之架構計畫

4.1 經濟部水利署

【水澇旱災防救科技】

1.災害防治新技術研發

2.災害觀測技術研發

3.災害潛能之影響評估

4.研究氣候變遷對水資源環境之影響

5.短期乾旱處理預測模式

6.長期水資源供需預測模式

【河川復育與水資源保育科技】

1.水資源開發與調配技術現代化

2.集水區保育新科技

3.河道、河口及海岸水土資源保育新科技研發

4.水文科技發展

5.深層海水資源開發利用與推廣技術研發

6.生態工法技術研發推廣及資料庫建置

7.奈米科技在水產業技術研發及推廣

8.整合海洋與水土資源管理體系

4.2 經濟部技術處：

【永續資源技術開發計畫】

1.超精微製程用水環境友善生產技術



2.稀珍金屬資源開發與應用技術

3.鋰金屬資源開發技術（海水資源開發與利用技術）

【石礦資源技術開發計畫】

1.石礦資源節用技術

2.石礦產業知識整合技術

3.石礦產業高值化整合技術開發計畫

4.3 經濟部工業局

【需求面管理】

1.工業用水效率提升

（1）提升重點行業工廠回收再利用技術

（2）輔導重點行業工廠建立用水管理技術

（3）工業節約用水宣導與技術擴散

2.工業用水資訊化管理

（1）工業用水調查統計

（2）建構工業效率用水管理系統

（3）工業用水供需潛能資訊系統

（4）重點行業別用水指標研訂

3.研定工業節水相關管理制度與獎勵措施

（1）研訂獎勵工廠投資改善用水效率措施與辦法

（2）研訂研製改良省水製程及設備措施或辦法

（3）增修促進產業條例中有關工業用水節水管理之機制

4.4 經濟部礦業司

1.全國砂石資源調查：賦存量與品質

2.未來以陸上砂石為供應之主要來源：台灣地區陸上砂石有砂少石多之特性

3.砂源明顯不足，須開採海砂、人工製砂或進口砂來補充砂源之不足

4.土地二次利用陸上砂石開發過程，整復後土地二次利用最具開發價值，適



合地狹人稠之台灣

5.促成供應圈之形成減少其他資源之浪費與損耗

6.海砂探勘、特性分析與開發技術之引進與推廣

7.人工製砂技術設備之引進與推廣

8.替代材料之開發

9.產銷之調配

10.進口砂石

5.未來發展重點

5.1 經濟部水利署

（1）親水：落實河川環境改善，擴充近自然親水空間。加強河川環境管理，維

           護河川生態正常機能。建立親水文化，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2）利水：確保水源穩定供應，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益。建立水源調配機制，穩

           定供應民生及產業用水。適度開發水資源，滿足用水需求 。

（3）治水： 推動流域綜合治水，降低淹水災害及損失。推動流域整體經營管理，

          強化水源水質與水量之保育。加速整合防洪排水設施，建立水災災害

防救體系。推動水庫集水區整體治理，加強水庫安全管理。加強管

理地下水資源之合理使用，有效防治地層下陷。

（4）活水：推動 3R 之回收再生利用，建立合理水價調整機制，落實社會公平

正義。發展知識型水利產業，促進水源供應多元化，如雨水收集、

海水淡化等措施。

5.2 經濟部技術處

5.2.1 水土資源與保育技術

1.稀珍資源開發與保育技術

（1）稀珍資源富集精鍊

（2）稀珍資源轉化加值技術

（3）稀珍資源高值化應用技術



2.超精微製程環境友善生產技術研發

（1）TFT-LCD 高均度光激化氧化技術開發

（2）高效能奈米製程機能水光阻清洗技術開發

（3）超潔淨奈米製程顆粒廢水回用技術開發

5.2.2 石礦資源綠色技術研究開發計畫

1.石礦資源節用技術

（1）次微米複合材強化石才技術

（2）新世代資源節用技術

（3）新世代資源加工機組開發

2.石礦產業知識系統整合

（1）礦源資訊整合系統

（2）石材加工網際網路整合型加值服務系統

5.3 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用水效率提升輔導與推廣計畫

1.工業用水效率提升

（1）輔導重點行業工廠建立用水管理技術

（2）工業節約用水宣導與技術擴散

2.工業用水資訊管理

（1）工業用水調查統計

（2）建構工業效率用水管理系統

（3）工業用水供需潛能資訊系統

（4）重點行業別用水指標研訂

3.研定工業節水計畫

（1）研訂獎勵工廠投資改善用水效率措施與辦法

（2）研定研製改良省水製程及設備措施與辦法

（3）增修促進產業條例中有關工業用水管理之機制



4.工業廢水回收再利用

5.4 經濟部礦業司

1.礦業資源之利用與開發技術提升

2.高附加價值礦物資源之開發

3.礦物資源資料庫之建置與更新

4.砂石資源回收利用之研究

（1）替代材料之開發

（2）工程剩餘土石之回收與利用

（3）水庫港灣淤砂回收與利用

（4）選礦下腳料、爐石與飛灰、其他廢棄材之回收與利用

6. 未來發展資源需求

未來 4個年度(92~95 年度)，各部會所需之研發經費需求如下表所示：

表 6-1 資源領域未來(92~95)年度之經費預算
                                                    單位:仟元

年度
主管單位

92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95 年度
經濟部水利署 56,100 124,500 155,500 183,500
經濟部技術處 69,977 72,000 79,200 87,100
經濟部工業局 24,990 32,500 35,750 39,320
經濟部礦業司 6,075 31,075 22,500 22,500

合計 157,142 260,075 292,950 332,420

6.1 經濟部水利署

1.經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及經濟部水利署聘請專家評估「氣候資訊，與水資源供

應、配調、利用與再利用」，初步共識， 據以新增「短期乾旱預測模式」，93-95

年，共 42,000,000 元（93 年：13,000,000 元；94 年：14,000,000 元；95 年：

15,000,000 元）。

2.水利署原有「水資源管理決策支援系統」，可考慮進一步發展，以現有系統為

平台，逐漸加上氣候預報等資訊，以提升水資源供應調配風險管理之層次。 新



增加「長期水資源供需預測模式」，93-95 年度共 44,000,000 元（分別為：

13,000,000 元；15,000,000 元；16,000,000 元）。

3.「災害潛能之影響評估」乙項，建議依據與會學者意見，增延兩年，94-95 年

分別為 7,500,000 與 8,500,000 元。

4.深層海水資源開發利用計畫，依據學者建議，93-95 年停列，共減列 42,000,000

元。

5.最後經討論調整後，92年度總經費為56,100,000元；93-95年，共 463,500,000

元。

表 6-2 經濟部水利署(92~95)年度經費預算表
                                                         單位:仟元

年度經費
計畫類別

92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95 年度 合計
水旱災防救科技 16,100 57,500 68,500 77,500 219,600
河川復育與

水資源保護科技
40,000 67,000 87,000 106,000 300,000

總計 56,100 124,500 155,500 183,500 519,600
   
6.2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之水資源相關計畫，主要有：工業用水效率提升輔導與推

廣計畫，分需求面管理與供應面管理兩項作業。92 年核定經費計 24,990,000

元，93～95 年度規劃經費共 132,560,000 元。

表 6-3 經濟部工業局(92~95)年度經費預算表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規劃經費(仟元) 30,000 32,500 35,750 39,320

核定經費(仟元) 24,990 審核中

人力(人年) 12 13 14 16

6.3 經濟部技術處

  1. 水資源部分：在永續資源技術開發計畫中



     水資源技術部分，主要為因應國家未來超精微（奈米科技等）製程用水

計畫。由工研院能資所執行，國內合作廠商有力晶半導體等，國外主要

合作夥伴為 Intel 董事長 Craig Barret為首之 ERC (Environmentally 

Benig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此部分92年度經費為9,621,000

元；93~95 年度規劃需求共 131,230,000 元(三年度分別為：41,400,000 元；

43,400,000 元； 46,430,000 元)。

2. 再生資源部分：主要為經濟部技術處之金屬資源技術，92 年度 38,561,000

元；93~95 年度共規劃 34,270,000 元（三年度分別為：8,600,000 元；

11,600,000 元；14,070,000 元）。用於海水中提取鋰金屬，以及進行螢光

體晶型及細微稀土氧化物粉體等高科技原料之設計與製造技術研究。

3. 砂石礦產資源部分：

（1）主要為「石礦資源技術」。

（2）石礦資源技術為國家發展台灣東部之策略性產業技術，計分石礦資源節

用科技，與多元化加工應用科技發展兩項。92 年度經費 21,795,000，

93~95 年度共 72,800,000 元（分別為：22,000,000 元；24,200,000 元；

26,600,000 元）。

表 6-4 經濟部技術處(92~95)年度經費預算表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經費（仟元） 9,621 41,400 43,400 46,430水資源技
術 人力（人年） 4.5 17 20 21

經費（仟元）38,561 8,600 11,600 14,070金屬資源
技術 人力（人年） 16 4 5 6

經費（仟元）21,795 22,000 24,200 26,600石礦資源
技術 人力（人年） 15 15 16 17

經費（仟元）69,977 72,000 79,200 87,100
合計

人力（人年） 35.5 36 41 44

6.4 經濟部礦業司

  1.主要為「砂石資源科技推動發展」計畫。



 2.砂石資源 92 年度經費為 6,075,000 元，93~95 年度規劃 76,075,000 元（分

別為：31,075,000 元；22,500,000 元；22,500,000 元）。

表 6-5 經濟部礦業司(92~95)年度經費預算表
                                                    單位：仟元

經費規劃說明
項目    年 92 93 94 95
礦業資源 3,075 1,975 10,000 10,000
土(砂)石 3,000 29,100 12,500 12,500
合計 6,075 31,075 22,500 22,500
人力 12 26 20 20

審核中
92 年度土（砂）

石 12,5000 
備註

併入實施

7.未來發展策略建議

根據資源領域所舉辦之四次會前會議及一次策略規劃研討會，經由與會之產官學

研熱烈參與討論並提出下列重要之未來發展策略建議如下：

7.1 經濟部水利署

1.生態工法技術研發推廣，不應侷限於新建工程，既有之建設如堤防坡面工，

因時代觀念的改變目前已不符合生態的要求，也可以研發改善工法。

2.關於地下水的管理方面，對於超抽利用的問題，必需建立一套及時控管系

統，並尋求替代水源。

3.應強化保水科技之研發，尤其台灣水資源保育所需之合理土地綠覆率以及其

提升之策略，故宜增加合理水土資源保育科技研發。

4.水資源供需研究，應再重新出發加強進行，以較廣的多元化角度考量，如用

水回收及減少用水量等。

5.海洋、海岸地區及集水區之環境監測系統極為重要，應先整合國內相關單位

目前已有之資料（如各大學、研究所、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海軍、主

要工程顧問公司等）再據以推動完整監測系統之建立（監測項目包括氣象、



海況、地質、土壤特性等）。

6.對於若干地區（例如濁水溪沖積扇及屏東平原）地下水資源之探勘應深及於

200~300 公尺以下之地層。

7.基於水資源調配上之需求，對於調配用水之水質，宜有全盤檢討，故應增加

「各種標的用水之水質標準」研究項目。

7.2 經濟部技術處

1.建議加強「製成循環使用水技術」及「廢水回收利用技術」。例如彰化伸港

鄉「技特電鍍公司」原每日用水需２０公噸以上，經製程循環技術開發完成

後，每日僅需補充水分約不到４公噸，完全無排放，不僅省水驚人且又無污

染，又高雄中洲工業區廢水處理再利用技術亦為值得借鏡之處。

2.海淡技術相關材料之開發亦值得加速進行。

3.在機能水超精微清洗技術這部分，應多加強每道製程後之第一次水洗技術之

純水回用技術，再產製臭氧水回用，因為如此才能對整個省水效率有最大助

益。

4.在奈米顆粒廢水回收利用技術，應多加考量其經濟效益。清洗水一般會含有

微 細 粒 子 、 有 機 物 、 金 屬 離 子 、 �離 子 等，並非除去奈米粒子即可再利用，

這方面建議加強整合性技術包括過濾、超過濾及逆滲透等相關技術，以達到

回用省水之目的。

5.稀珍金屬資源回收再利用這方面技術應多加強。

6.所提的超精微製成用水環境友善生產技術的經費所產生的效益不明顯，應將

此項經費投入於污水回收再利用，特別是科學園區污水再利用，加大回收再

利用研發經費，可減少每年因休耕所造成的損失。

7.快速變動的 TFT-LCD 產業，非一般研究機構步調所能及，但協助其對 UV/O3

之乾式清洗的技術之最佳化、微量分析與除污效率研究等技術的掌握，是值

得進行此項技術之探討。

8.因 TFT-LCD 產業及其上游之彩色濾光片、偏光片等產品均耗用大量的純水，



而目前台灣在液晶顯示器的全球市場佔有率高達 30%以上，且日漸增加，因

此其省水技術研究應加強。

7.3 經濟部工業局

1.將工業區之回收水利用，儲存水利用現況納入「工業區用水調查計劃」中處

理。

2.國內水價太低無法誘使工廠大力推行節水措施，必須有一套辦法，包括由法

律、強制力使工業用水能執行節水及加強循環使用，工業局及工研院可由此

方面去思考。

3.重點工作應放在「提昇工業區內重點工廠回收利用技術」及「輔導工業區內

重點工廠建立用水管理技術」二項之中；日本在此項目上亦有相當成功之績

效，可參照「日本造水中心」之做法。

4.工業局宜針對成立「工業水道」制度進行一系列檢討策略並立法，以強化省

水之工業產品的落實。

5.工業區廢水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之排放水質，可滿足污水排放水質標準，其

水量不小，在資源回收再利用上，只要工程設施加以佈設及經費支援即可達

成，但在排放利用時，將遭遇灌溉水質標準如電導度及土壤處理水質要求問

題，此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對於水資源再利用有益處。

6.工業區用水管理體系建立之計畫已顯示工廠有 20 到 30％的改善節水空間，

因此應考慮如何落實，如此全國工業已可節省一座以上的水庫。

7.工業用水之地下水管理在地下水超抽地區部分之質與量管制措施應與法制

政策相結合，以求含養地下水源。

7.4 經濟部礦業司

1.礦物資源的石材礦物加工方面的未來 3-5 年科專計畫應包括：

（1）石礦資源節用(藉由石材被覆和滲透奈米強化材料開發，提高石材加工成

材率，降低石礦資源浪費)

（2）機能性石材開發(藉由石材表面鍍膜技術開發，賦予石材自淨、防霉、防



污等功能，提高石材附加價值)

（3）輕量化石材開發(開發石材輕量化製程技術，結合設計和模組化理念，使

輕量化石材多元化應用於生活產品，如 3C 產品面板、傢俱飾板、汽車內

裝飾材等)

（4）輕量化石材產品檢測體系(配合石材輕量化後衍生的產品，以及相關複合

技術，亟需開發相關檢測技術，建立檢測標準和產品規範)

（5）石礦產業知識整合(運用知識經濟觀念和知識整合技術，建構全球性礦

源、產品、技術、廠商、設計等資料應用與連結的石材知識整合資料庫，

提供石材業者、建築師、設計師和業主石材產業網際網路加值服務，擴

展石材產業國際行銷，提昇我國石材產業國際地位，達到永績經營的目

的)。

2.礦產資源及砂石礦物資源的未來 3-5 年科專及業務研究計畫應包括：

礦產之利用研發、礦產開發技術提昇、高附加價值礦物資源之開發、礦物資

源資料庫之建置與更新、兩岸礦業開發；砂石資源回收利用之研究，包括替

代材料之開發、工程剩餘土石方回收利用、水庫港灣淤沙回收利用、選礦下

腳料回收利用、其他廢棄材回收利用、爐石與飛灰缺失、鋼構建材利用及特

殊工法利用等。其 92 年及 93 年之研究計劃如下:

（1）台灣地區石礦地下開採數值分析之模組建立

（2）台灣地區之麥飯石資源調查與應用研究

（3）大陸非能源礦業開發投資及貿易環境分析研究

（4）台灣中部地區砂石資源分佈圖之建置

（5）利用非破壞性檢測法檢測石材礦體及原石之研究

（6）台灣東部地區陸上砂石資源分布圖之建置

（7）資源土石方有效利用之研究。

3.在礦物資源的砂石計畫中，除了評估與調查砂石資源，以及研究其開發技術

之外，也應著重於研究開發對自然環境及生態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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