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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一、待改善事項 

1. 底渣含銅量偏高，飛

灰穩定化物含鉛及

鋇量亦偏高，宜改善

垃圾分類。 

1. 經查銅的主要來源包含線路、水

管、金屬薄板及防腐劑等；鉛的主

要來源包含電池、焊料及水管等；

鋇的主要來源包含塗料、磚石、水

泥、玻璃、橡膠及醫療用 X 光片等；

本局將針對含銅、鉛及鋇之廢棄物

加強進廠管理，特別是清潔隊隊員

在民眾將垃圾丟到清潔隊垃圾車時

的目視檢查作業，另外本廠亦加強

垃圾檢查作業。 

2. 檢視 106~108 年檢測資料，底渣含

銅量兩爐平均分別為 1.339mg/L、

1.694mg/L、1.671mg/L，三年的差

異不大，與法規值 15mg/L 尚有極

大差距。 

3. 108 年飛灰穩定化物檢測結果中︰

鉛為 0.4mg/L、鋇為 2.58mg/L，與

法規標準值 5mg/L及 100mg/L尚有

極大差距，未來將持續檢測監控。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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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2. 氮氧化物及硫氧化

物排放濃度較其他

縣市相對偏高，宜留

意，並請改善垃圾分

類或確認是否有其

他來源。 

1. 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排放濃度較其

他縣市相對偏高，檢討可能原因如下: 

(1). 本廠無 De-NOx 防制設備，相較

其他有該項設備之焚化廠，排放

濃度偏高；但相較無該項設備之

焚化廠，排放濃度仍屬正常。 

(2). 本廠進廠垃圾為環保局統籌安

排，大多屬於家戶產生之一般垃

圾，主要的可能變動來源為資源

回收物之衍生廢料回運；因回運

量增加、熱值上升，使高溫生成

之氮氧化物增加，另因塑膠、橡

膠類含量也增加，使硫氧化物排

放濃度亦容易偏高。請詳下表

一。 

表一.近年資源回收物之衍生廢料 

回運量與熱值(焚化量)之關係 

年度 
下腳料   

回運量 
熱值 

焚化

量 

105 719 1,867 76,541 

106 815 1,878 75,440 

107 984 1,919 73,488 

108 1,764. 1,998 72,920 

(3). 另經統計，108 年一號爐硫氧化

物平均排放濃度 5.99 ppm、二號

爐6.33ppm，約為合約值22.7ppm

的 26.39%及 27.89%；約為法規

值 150ppm 的 4.0%及 4.2%。 

2. 預防改善措施 

預計

110.12.31

完成增設

De-NOx

系統 

 

 

 

硫氧化物

(已完成)

排放濃度

將持續監

控。 

嘉義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配合鈞署

相關政策，已於

焚 化 廠 第 三 標

(108.12.13 至

113.12.31)委託操

作服務管理計畫

中規劃更新升級

改善工作，使部

分設備更新；其

中 將 包 含

De-NOx 系統及

袋式集塵設備，

待完成後期能降

低污染物排放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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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1). 建議減少資源回收物之衍生廢

料回運量；目前嘉義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已有跟雲林縣政府洽談

將資源回收物之廢料運至雲林

MT 廠，以交換處理其家戶垃

圾，藉以降低高熱值之廢棄物進

入本廠，減少因高熱值物質燃燒

形成之 SOx 及 NOx。 

(2). 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開始之新的

嘉義市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服

務管理計畫中，主管機關計畫建

置 De-NOx 防制設備，預期可降

低 NOx 排放量。 

(3). 廠內亦會持續強化垃圾攪拌、均

值，提高爐控之穩定燃燒。 

二、建議事項 

1. 建議環保局透過市

政會議，要求其他局

處使用底渣再生粒

料於公共工程中。 

本市已簽准「嘉義市焚化再生粒料應用

於公共工程跨局處推動小組實施計

畫」，後續已依委員意見，要求其他局

處使用底渣再生粒料於公共工程中。 

109.2.29  

2. 單位用電量較其他

廠高，宜改善以增加

售電量 

1. 依據  鈞署 SWIMS 系統統計，全國

24 座焚化廠的單位用電量，本廠 108

年 1-10 月單位用電量為排名第 8。 

2. 本廠原設計處理量(全國最小)為 300

公噸/日、設計熱值 1,350Kcal/Kg，近

年來因垃圾熱值不斷上升，導致焚化

量明顯下降(請詳下表二)，在總用電

量使用維持平穩的狀況下，經計算

後 : 單位用電量反而增加了(分母變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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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小)，而事實上並非用電量提高。 

表二.垃圾熱值、焚化量，單位用電量比

較表 

年度 
單位 

用電量 
熱值 焚化量 

104 96.21 1,827 77,828 

105 97.78 1,867 76,541 

106 97.81 1,878 75,440 

107 100.4 1,919 73,488 

108  105.66 1,998 72,920 

3. 未來廠內仍將持續進行節能、設備改

善，來增加售電量。 

3. 在底渣再利用部份

管控情形良好，對再

生粒料標準、處理

量、出廠量成品特性

分析和暫存量等紀

錄確實，建議對再利

用機構於基地及路

堤填築等方面，可再

長期追蹤。 

1. 謝謝委員指導。 

2. 底渣再生粒料均檢測合格再給予出

廠，再利用之場所亦符合相關規定。 

108.12.31  

4. 進廠之垃圾熱值增

高，致可能影響營運

效率，須再加檢討，

特別是資源回收物

之下腳料或無市場

價值之資源回收物

回流至本廠等，可再

研討改善對策。 

1. 針對減少資源回收物之廢料回運

量，目前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已有

跟雲林縣政府洽談將資源回收物之

廢料運至雲林 MT 廠，以交換家戶垃

圾，藉以降低高熱值之廢棄物進入本

廠，降低因熱值過高而衍生的風險。 

預計

109.6.30 

環保局持續與各

單位協商，資源

回收物之下腳料

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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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5. 建議檢討評估垃圾

熱值升高之可能原

因，包括有效排除夾

帶事廢進廠、分析垃

圾物化特性變化對

熱值之影響、含氯量

及含硫量對燃燒產

生 空 污 物 質 之 影

響、用藥量調整之空

間等，以持續提升營

運績效。 

1. 嘉義市垃圾焚化廠只接收嘉義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提供之家戶垃圾，並無

自收事業廢棄物，另垃圾車進廠依規

定進行目視檢查比例達 8%以上，落

地檢查比例達 13%以上，可初步排除

夾帶事廢進廠的發生。 

2. 將 98 年至 108 年每季垃圾採樣結果

進行數值分析，其結果如附件一：圖

一至圖七所示，其中物理組成(乾基)-

可燃物、物理組成(乾基)-可燃物-塑

膠類、化學組成(濕基)-可燃份，均為

逐年上升的趨勢，顯示物化特性確實

對熱值產升上升的影響。而垃圾熱值

升高之可能原因為 a.廚餘不進廠。b.

民眾環保意識提昇將不可燃垃圾進

行分類回收。c.資源垃圾處理後之出

處，因價格不佳導致資源垃圾下腳料

增加，回流至焚化廠，如附件一表二

所示，實際平均熱值隨資源回收物下

腳料進廠比例增加而上昇。 

3. 另依附件一：圖五與圖六所示，垃圾

分析之含氯量及含硫量，有微小的增

加趨勢。但因本廠長久以來有執行消

石灰使用量最佳化參數調整，以硫氧

化物與氯化氫廢氣排放濃度小時平

均值小於合約值一半以下作為管控

基準，當有排放濃度瞬間升高情形，

則立即改手動方式增加消石灰噴注

量，以確保排放濃度在合約值一半以

下；所以仍能有效控制廢氣中硫氧化

108.12.3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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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物與氯化氫的排放。 

4. 而針對消石灰用藥量部分，如附件一

表一所示，每公噸消石灰用量由 105

年的 7.42kg 逐年增加至 108 年的

8.56kg；顯示消石灰用量確實依循垃

圾熱值提升而明顯增加；故若未來熱

值繼續提升，則消石灰用量應該會再

增加。 

6. 飛灰穩定物增量比

偏高(163%)，宜就化

藥選擇、配比，混煉

機操作條件等持續

檢討。 

1. 經確認：本廠飛灰穩定物增量比約為

132%，故意見中所提之 163%應為誤

解，在此先行說明。 

2. 本廠之穩定化物製作均依據報請嘉

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核備之配比進

行，並搭配定期採樣檢測，做好穩定

物品質及增量比之管制。 

3. 有關本廠 108 年 1-10 月飛灰穩定物

增量比，請詳下表三 108 年飛灰穩定

物增量： 

表三. 108 年飛灰穩定物增量比 

年度/  

月 份 
飛灰 

穩定化

物產出 
增量比 

108.01 150.8 198.9 1.32 

108.02 128.0 170.9 1.34 

108.03 139.3 183.7 1.32 

108.04 129.0 170.0 1.32 

108.05 135.1 178.0 1.32 

108.06 114.8 151.3 1.32 

108.07 75.4 99.5 1.32 

108.08 123.6 164.0 1.33 

108.09 127.9 170.5 1.33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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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108.10 141.3 186.4 1.32 

108.11 137.8 181.6 1.32 

108.12 130.8 172.3 1.32 

合計/  

平均 
1534.3 2027.7 1.32 

 

7. 現勘發現混鍊機葉

片稍有磨損、宜檢視

更換周期，應有頻

率、實際紀錄發揮應

有混煉功能。 

1. 由維修單位定期保養及檢視； 

2. 由固化廠操作人員於每日作業、或執

行混鍊機葉片清潔時，如發現穩定化

物成品攪拌不佳、出料不順、葉片有

異常時，立即確認原因或提出檢修需

求，以能儘速的調整或更新混練機葉

片。 

3. 附件二.為108.11.15實施間隙檢修調

整照片。 

108.11.20  

8. 建議深入分析歷年

數據，如熱值之變

化，氮氧化物、硫氧

化物排放變動，用水

用電之改變等。 

1. 熱值： 

依附件三：圖一所示，自 103 年起垃

圾熱值逐年上昇，其可能原因如下: a.

廚餘不進廠。b.民眾環保意識提昇將

不可燃垃圾進行分類回收。c.資源垃

圾處理後之出處，因價格不佳導致資

源垃圾下腳料增加，回流至焚化廠，

如附件三表一所示，實際平均熱值隨

資源回收物下腳料佔進廠比例增加

而上昇。 

2. 氮氧化物排放變動： 

本廠並無 De-NOx 系統，只能藉由控

制垃圾燃燒溫度與送風量來降低

Thermal NOx 之形成。97 年至 108 年

氮氧化物年排放濃度如附件三圖二

所示，其排放濃度維持於 85ppm 至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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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100ppm 之間。 

3. 硫氧化物排放變動： 

本廠為進行消石灰使用量最佳化參

數調整，以硫氧化物與氯化氫廢氣排

放濃度小時平均值小於合約值一半

以下作為管控基準，當有排放濃度瞬

間升高情形，則立即改手動方式增加

消石灰噴注量，以確保排放濃度在合

約值一半以下，但於實際運轉時，因

為污染物的排放有多變性的特性，故

硫氧化物排放濃度亦會有上下波動

的情形。如附件三：圖三所示，106

年至 108年硫氧化物年排放濃度介於

5~7ppm。 

4. 自來水用量： 

自 97 開始成立節約用水管理方案，

並由專人負責規劃相關節水措施，為

了確實掌握用水量，每日統計每日總

用水量及各系統用水量，若用水量異

常增加，立即巡視並進行維修改善，

避免水資源浪費。如附件三：圖四所

示，自來水用水量由 97 年 26,926 公

噸至 107 年已為降低為 18,343 公噸，

推估 108 年用水量約 18,442 左右，顯

示本廠用水量已趨於穩定。 

5. 廠內用電量： 

自 96 開始成立節約用電管理方案，

並由專人負責規劃相關節電措施與

設備改善，但因製程需求增設加熱器

或設備，以及設備老化之故，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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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電量增加，如附件三：圖五所示，96

年起用電量逐年增加，於 103 年用電

量緩慢下降，近五年來用電量維持於

7,400 千度左右，顯示本廠用電量已

趨於穩定。 

9. 一氧化碳 1-8 月平均

濃度較 103-107 年亦

偏高，燃燒不完全狀

況，宜留心。 

1. 經分析 108 年垃圾熱值高達 1,998 

kcal/kg(請詳附件三：圖一所示)，已

遠遠超過設計熱值 1,350 kcal/kg，對

於實際的焚化操作上已造成明顯影

響；因為高熱值伴隨著更劇烈的燃

燒，而這直接導致本廠一氧化碳放濃

度有偏高情形；惟經計算 108 年 1-10

月的一號爐排放濃度 7.23 ppm、二號

爐 9.28 ppm，約為合約值 54.5ppm 的

12%及 15.5%，約為法規值 150ppm

的 4.8%及 6.2%，尚仍屬於接受範圍。 

2. 惟就現況之高熱值垃圾進廠所造成

之一氧化碳平均濃度偏高，故本廠仍

會採取： 

A. 持續加強垃圾攪拌、均值化。 

B. 調整適當空燃比，穩定燃燒。 

C. 與業主討論如何降低進廠垃圾熱

值。 

108.12.31  

10. 建議訂定能資源整

合目標，並朝著能資

源整合示範廠前進。 

將焚化廠轉型或朝向能源中心的示範場

域是嘉義市政府對於未來新建焚化廠的

方向；未來市府將會依此目標來進行規

劃。 

  

11. 雖氮氧化物排放濃

度符合法規值，但仍

有減量空間，建議廠

1. 評估加強方式如下: 

(1). 建議業主減少高熱值廢棄物進

入本廠，減少因劇烈燃燒形成之

預計

110.12.31

完成增設

嘉義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配合鈞署

相關政策，已於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廠別名稱：嘉義市垃圾焚化廠 

查核日期：108 年 10 月 31 日                            第 10 頁共 13 頁 

 10 

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內可評估加強方式。 高溫 NOx。 

(2). 廠內亦會持續強化垃圾攪拌、均

值化，提高爐控之穩定燃燒。 

2. 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開始之新的嘉義

市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服務管理計

畫中，將配合主管機關計畫建置

De-NOx 防制設備，降低NOx 排放量。 

De-NOx

系統 

 

 

焚 化 廠 第 三 標

(108.12.13 至

113.12.31)委託操

作服務管理計畫

中規劃更新升級

改善工作，使部

分設備更新；其

中 將 包 含

De-NOx 系統及

袋式集塵設備，

待完成後期能降

低污染物排放濃

度。 

 

12. 未來署內焚化爐排

放標準規劃加嚴，建

議貴廠及早因應。 

1. 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開始之新的嘉義

市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服務管理計

畫中，將配合主管機關計畫建置

De-NOx防制設備，降低NOx排放量。 

預計

110.12.31 

嘉義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配合鈞署

相關政策，已於

焚 化 廠 第 三 標

(108.12.13 至

113.12.31)委託操

作服務管理計畫

中規劃更新升級

改善工作，使部

分設備更新；其

中 將 包 含

De-NOx 系統及

袋式集塵設備，

待完成後期能降

低污染物排放濃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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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13. 本署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預告 CEMS 管

理辦法，建議貴廠先

自行評估是否需汰

換更新監測儀器。 

1. 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開始之新的嘉義

市垃圾焚化廠委託操作服務管理計

畫中，已將 CEMS 列為設備更新升級

改善工程項目，並預計於 109 年度進

行更新。 

預計

109.11.30 

規劃於新的嘉義

市垃圾焚化廠委

託操作服務管理

計畫期間，實施

更新。 

14. 依貴廠申報數據，

108 年氮氧化物排放

濃 度 高 於 全 國 平

均。但 107 年焚化每

公噸廢棄物氮氧化

物排放量極低，不太

合理，再請確認說

明。 

1. 有關焚化每公噸廢棄物氮氧化物排

放量計算式為 2.05*10
-6

* (氮氧化物

校正後濃度值(ppm)*廢氣乾基排氣

量 校 正 後 平 均 測 值 (Nm3/min) 

*60(min/hr)除以垃圾焚化量)。 

2. 本廠因無 De-NOx 系統，故排放之氮

氧化物濃度相對偏高，但因實際之廢

氣排放量低於其他各廠，因此經計算

後得到的排放量數值低於別廠。 

3. 有關 107 年與 108 年氮氧化物排放濃

度與焚化每公噸廢棄物之氮氧化物

排放量如下表所示；可看出兩年間的

排放濃度差異不大，但由於焚化量下

降(因垃圾熱值高)，導致焚化每公噸

廢棄物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經計算後

數值變大了(0.818>0.752 kg/噸)。 

4.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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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年度 爐別 

氮氧化物 

排放濃度 

焚化每公噸

廢棄物之 

氮氧化物 

排放量 

(ppm) (公斤) 

107 
一號 95.67 

0.752 
二號 92.42 

108 
一號 92.12 

0.818 
二號 94.46 

15. 統計 103~107年廢棄

物 進 廠 量 為

379,554.82 公噸，焚

化量 382,215.52 公

噸，兩者相差 2,660.7

公噸，因係屬公開資

訊，請檢討說明。 

1. 本廠垃圾進廠之地磅設施，(1)每年

均由中央標準局實施校正，(2)且進

廠垃圾車一律採二次過磅方式，確實

量測重量。 

2. 進廠與焚化數據相差約 2,660 公噸，

估算之誤差百分比約 0.7%，推估其

重量偏差原因如下： 

(1). 估算焚化廠未被計重之每日廠

內自行產出廢棄物約 0.6 公噸(如

人員生活垃圾、落葉樹枝清掃及

傾卸平台清洗後流入貯坑的廢水

等)，乘上 1,825 天約為 1,100 公

噸； 

(2). 地磅與垃圾吊車雖均會定期進

行計重校正，但仍可能會因為司

機於地磅刷卡過磅時間點或垃圾

吊車抓斗計重投料時的些微晃

動，造成合理的誤差。 

3. 依上述推估說明，雖可不用擔心過度

偏差之可能性，但本廠仍將持續觀察

後續變化情形，且確實執行地磅及垃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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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項目 

(含建議及其他)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圾吊車的稱重校正，以持續確保偏差

值在合理的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