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棄物處理及回收
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概述
及回收設備概述
廢棄物係指人類社會活動中，如生產或消費過程，所產生的無用、
不要或丟棄的物質，包括氣態、液態及固態之廢棄物。依我國現行「廢
棄物清理法」中第二條之定義：一般廢棄物係指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
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
廢棄物。而有害事業廢棄物是指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
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
則是指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對於管理廢棄物的觀念，近年來已有重大的改變，
「廢棄物」不再
是廢棄無用的東西，它只是暫時放錯地方的資源，推動廢棄物資源再
利用儼然已成為當前相當重要的普世價值。政府為暢通國內資源回收
再利用工作，特別訂定了「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更確立了國內未來廢
棄物處理的大方針，廢棄物必須優先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無法再利
用者，最後才進行廢棄處理。
壹、廢棄物處理技術
所謂廢棄物的處理係指應用物理、化學、生物等處理方法，將廢
棄物在自然循環之環境中，加以迅速、有效、無害化地分解處理，以
達到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安定化之目標。廢棄物的處理首先應
考慮符合法令的要求，做必要的減廢、回收、再利用，當法令未要求，
亦尚無經濟及技術可行的再利用方案時，再考慮後續的處理方式，並
達到無害化的目標，以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問題。
廢棄物之處理技術大概可分為前置處理、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理等
三類。一、前置處理：包含各種方式的減量/減廢方案，收集分類、暫
存、運輸、破碎、回收、再利用等。二、中間處理：包含(1)各種物理、
化學方法，如中和、氧化、活性炭吸附逆滲透、固化等；(2)生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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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土地掩埋法、堆肥法等；(3)熱處理法，如熱裂解法、濕式氧化法及
各種型式之焚化爐。三、最終處理：包含(1)安定掩理法；(2)衛生掩理
法；(3)封閉掩理法，以及(4)海拋法等。有關常用的廢棄物處理技術及
設備分類如圖 1 所示。
貳、國內常用的廢棄物處理設備
一、前置處理設備
廢棄物的前置處理係在保護後續的處理單元，同時進行
分類回收有價資源。依其處理功能可分為破碎及篩選兩大
類。破碎的目的在於增加視比重、增加特定成分物質的分離
效率及提高燃燒效果，破碎設備有壓縮破碎、衝擊破碎、剪
切破碎及衝擊剪切破碎等型式；篩選的目的在於將廢棄物中
有價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類，以利於回收再利用，通常與破碎
技術結合一起使用，篩選設備有比重分離、風力分離、磁力
分離、篩濾分離、渦電流分離、靜電分離及光學分離等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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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常用的廢棄物處理技術及設備分類
常用的廢棄物處理技術及設備分類

二、中間處理設備
中間處理係指利用物理、化學或生物等作用，將廢棄物
進行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等之處理稱之。依其處理功能
可分為焚化、堆肥、純化三大類。焚化處理是一種快速的氧
化反應，國內目前應用最廣的技術之一，對於減量的效果最
顯著，有各種不同型式的焚化爐，而熱裂解設備可說是溫度
較低的另一種焚化設備。堆肥的目的在於利用人工方法促進
微生物分解轉化有機物之過程，使其達到腐熟穩定之目的，
因此使用有機肥可使貧瘠土地地力得以復原，主要設備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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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堆積、靜置堆積及反應槽式等型式。純化的目的在於使廢
棄物中所回收的有價資源進一步提升其純度，以提高其經濟
價值，主要設備有蒸餾、電解、萃取、離子交換、薄膜分離、
金屬冶金等設備。
就國內的產製情形而言，在焚化處理設備方面，國內廠
商主要集中於生產中小型事業廢棄物焚化爐，至於大型都市
垃圾焚化爐則與歐美日先進廠商合作，近年來因傳統產業的
外移，都市垃圾減量政策的實施，也使得焚化爐設備生產規
模亦相對減少。堆肥處理設備方面，國內已逐漸重視堆肥處
理市場，並有能力設計製造堆肥處理系統所需之大部分設
備。至於純化設備大多屬於化工程序，已屬成熟的技術，但
設廠成本高。
三、最終處理設備
以一般廢棄物而言，衛生掩埋是固體廢棄物最終處置的
方式，其主要功能在於把廢棄物從環境中既安全且衛生地隔
離，並藉所埋廢棄物之本身特性及與土壤微生物之物理及生
化反應，將廢棄物轉化為固體、液體及氣體等產物，使廢棄
物體積逐漸減少而達成物理上的穩定及生化上的安全。
由於國內各鄉市鎮大多已建造垃圾焚化爐，一般廢棄物
及事業廢棄物經過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後，剩下的殘餘廢棄物
幾乎均以焚化方式處理，即使是最後所產生的飛灰及灰渣，
目前也已積極開發如何資源再利用，而達到零廢棄之目標。
因此，除了衛生掩埋場所使用的不透水布、甲烷氣自動收集
及燃燒器之外，未來最終處理處置勢將回歸到以資源回收的
方式進行，所需的設備將以資源回收廠的設計建造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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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廢棄物前處理設備

油壓式垃圾壓縮冷藏處理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1） 具有壓縮減容功能(壓縮比
例 3:1)，體積小容量大，安
裝不佔空間。
（2） 垃圾投入→壓縮→冷藏儲
存→排出清運→完全自動
化。
2. 用途

CT-100 CT-200 CT-400 CT-600
機
型
容量（m3）
1
2
4
6
長度（mm） 2,890
3,540 4,840
5,980
寬度（mm）
1,400
高
度 1,920mm(平時)；2,700mm(上昇可調)
電氣容量
3.5
4.8
（kw）
本體重量
2,800
2,000
2,200 2,600
（kg）
5℃~10℃可設定
冷藏溫度
對應車輛
壓縮式垃圾車或一般貨車

（ 1） 具 有 低 溫 冷 藏 功 能 ，
垃 圾 處 理 無 臭 味 ， 確 5. 產品照片
保環境衛生。
（ 2） 機體可自動升降，無論垃
圾投入或清運，輕鬆又方
便。
3. 特點
（1） 可 24 小時自動運轉，無須
專人管理，運轉效率高。
（2） 雙重密閉式，不鏽鋼儲存
槽，無二次污染，耐用 10
年以上。
（3） 適合各型清運車輛收集，
地下室或開放空間均可對
應。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CONTINENTAL WATER ENGINEERING CORP.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137 號 12 樓之 4 12F-4, No. 137, Sec. 2, Cheng Teh Rd., Taipei, Taiwan
TEL：02-2553-6015 FAX：02-2557-6553 E-mail：cgg@ms22.hinet.net http：// www.polluti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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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廢棄物前處理設備

旋轉式垃圾壓縮冷藏處理機
1. 構造與原理

4. 產品照片

（1） 操作簡單，垃圾從投入→壓
縮→貯存，完全自動化，衛
生又安全。(垃圾收集作業更
迅速，更方便)。
（2） 一般垃圾混合處理壓縮能力
大約 3：1，可減縮原儲存空
間。
2. 用途
具有簡單破碎壓縮減容功能，減少
垃圾清運次數，直接減少清運費
用。
3. 特點
（1） 自動消毒除臭，無蚊蠅、蟲
害、病菌(登革熱)傳染。
（2） 雙重密閉構造，垃圾不會曝
露，污水不溢流，確保環境
清潔。
5. 規格性能
機

型

CT-4

CT-6

CT-8

CT-10

CT-12

CT-14

CT-18

CT-22

容量（m ）

4

6

8

10

12

14

18

22

長度（mm）

3,740

4,370

5,175

6,175

7,175

6,620

8,015

9,450

寬度（mm）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200

2,200

2,200

高度（mm）

2,700

2,700

2,700

2,700

2,700

2,780

2,780

2,780

3.2

3.2

4.7

4.7

4.7

7.2

8.9

13

3,600

3,900

4,200

4,500

4,800

5,000

5,400

7,500

3

電氣容量
（kw）
本體重量
（kg）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CONTINENTAL WATER ENGINEERING CORP.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137 號 12 樓之 4 12F-4, No. 137, Sec. 2, Cheng Teh Rd., Taipei, Taiwan
TEL：02-2553-6015 FAX：02-2557-6553 E-mail：cgg@ms22.hinet.net http：// www.pollutio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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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廢棄物前處理設備

資源回收設備
廢棄物減容破碎機、
廢棄物減容破碎機、分類回收機
1. 構造與原理

5. 產品照片

應用強力剪碎再壓縮的原理。
2. 用途
鐵鋁罐、玻璃瓶、寶特瓶均適用。
3. 特點
可有效減少回收物之體積。
4. 規格性能

電氣容量

鐵 鋁 罐
壓縮分類回收機

玻 璃 瓶
減容回收機

寶 特 瓶
減容回收機

110V 1/2hp

110V 1/2hp

110V 1/2hp

處理能力 每小時 600 個以上 每小時 300 個以上 每小時 360 個以上
機體深度

650 mm

大陸水工股份有限公司
CONTINENTAL WATER ENGINEERING CORP.
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137 號 12 樓之 4 12F-4, No. 137, Sec. 2, Cheng Teh Rd., Taipei, Taiwan
TEL：02-2553-6015 FAX：02-2557-6553 E-mail：cgg@ms22.hinet.net http：// www.pollution.com.tw

－ 315 －

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廢棄物前處理設備

YK-100 環保低溫噴霧固液分離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1） 乾燥溫度為＋ 30℃~＋ 50℃採
低溫乾燥,非一般電熱乾燥
且乾燥完成時,產品為粉狀。
（2） 乾燥處理量 1~5 公升水 /小
時( 50℃ )。
（3） 以 主 打 規 格 YK-100-5 為
例 ， 液 態 物 材乾 燥 處 理 量
1~5 公升 /小時(大小需視處
理物材之黏度及密度而定)。
（4） 成品的量,需視處理物材的
2. 用途
比重內含物而定。
工業用電鍍排放液的固、液分
離 ，工業排放廢水的固、液分離。5. 產品照片
將欲作固液分離之原液由可調式
幫浦抽取原料，經由噴嘴頭，以加
壓方式使液體呈霧狀型態噴灑，再
經循環氣流冷凝方式，將霧狀的近
於純水分子，或冷凝收集起來，或
將之稀釋排放 另一方面霧狀的固
態分子,則因乾燥的氣流將之瞬間
乾燥，而得到乾燥粉末，於是固、
液分離的機制完成。

3. 特點
由於加工過程都是使用相對低/常
溫（30℃~60℃）的乾燥氣流，因
此對人體或環境污染物質、氣體都
會被大部份保留下來，不致造成污
染、外洩的問題。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TRUE TEN INDUSTRIAL CO., LTD

台中市霧峰區丁台村南阡巷 147 之 5 號
No.147-5, lane Nan-Cian,Ding-Tai Village, Wu-Fo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31-1999 FAX：04-23329709
E-mail：tureten-bioearn@umail.hinet.net http：// www.truet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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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及回收
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及回收設備
廢棄物前處理設備

YK-111 環保大空間低溫冷風盤式固液分離機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將欲作固液分離或濃縮之原液，倒
入烘乾箱之內置盤， 機械於乾燥
加工過程，會產生低/常溫循環氣
流，將液表的水分子帶離至冷凝裝
置，經冷凝及稀釋至合乎排放標準
的水，視後續用途予以收集或排放
之。
2. 用途
工業廢液的固、液分離。
3. 特點

以最暢銷推薦機型 YK-111-3 為
例：
（1） 凍噸數︰6RT。
（2） 尺寸︰ L 350 cm × W 135
cm × H 258 cm。
（3） 溫度範圍︰ ＋ 20℃ ~ ＋ 50
℃。
（4） 產量︰ 150~240 kg 依不同
材料而定。
（5） 食處理時間︰視材料物性。

由於加工過程都是使用相對低/常 5. 產品照片
溫（20℃~50℃）的乾燥氣流，因
此對人體或環境污染物質、氣體都
會被大部份保留下來，不致造成污
染、外洩的問題。
（1） 及厚度與設定溫度各有所
差異。
（2） 耗電量: 15 kw。
（3） 車台車數：3 。
（4） 物置物盤：120 盤 (尺寸 62
cm× 48 cm × 1.8 cm)。

主典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TRUE TEN INDUSTRIAL CO., LTD

台中市霧峰區丁台村南阡巷 147 之 5 號
No.147-5, lane Nan-Cian,Ding-Tai Village, Wu-Fong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331-1999 FAX：04-23329709
E-mail：tureten-bioearn@umail.hinet.net http：// www.truete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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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廢棄物前處理設備

廢棄物回收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利用粗碎機將大型都市木製廢棄
物粗碎成塊狀物件後，如有必要
再以中碎機粉碎成中塊物件。否
則就直接經細碎機粉碎成細狀木
粉，做為鍋爐燃料以替代重油，
降低蒸汽成本。也可做為木製產 4.
品的添加物，成為環保再生物。

（1） 投資回收效益高。
（2） 可以解決都市木製廢棄物
的問題。
（3） 可以達到綠色環保，再生循
環使用之目的。
產品照片

2. 用途
（1） 可將回收物成為環保再生
用品。
（2） 作為鍋爐之燃料以替代高
價之重油或煤碳。

封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ENG GUH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 286 之 9 號 4 樓之 1 4F-1, No.286-9, Hsin-Ya Rd., Kaohsiung, Taiwan
TEL：07-822-2918 FAX：07-812-3938 E-mail：fengguh@ms8.hinet.net http：//www.feng-gu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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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廢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耐火材料

耐火材料
1. 構造與原理
高溫窯爐內襯及保溫。
2. 用途
高溫窯爐內襯及保溫。
3. 特點
（1） 使用壽命長。
（2） 能源損耗少。
（3） 價格合理。

4. 規格性能
（1） 高鋁產品系列：耐高溫、耐
侵蝕性佳、高 機械強度。
（2） 碳化矽產品系列：耐磨耗性
佳、耐化學侵蝕佳、高機械
強度、高熱傳導率。
（3） 保 溫 產 品 系 列 ： 低 熱 傳 導
率、隔熱效果佳。
5. 代表性實績
（1） 屏東、岡山、鹿草、木柵、
內湖、北投等大型都市垃圾
焚化爐。
（2） 台塑、南亞、長春、奇美等
廢氣、廢液焚化爐。
（3） 日友醫療廢棄物、大發工業
區有害廢棄物焚化爐。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HO REFRACTORIES CO., LTD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村仁愛路 336 號 No.336, Jen Ai Rd, Taliao Hsiang Dustruct, 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07-701-4653 FAX：07-701-8225
E-mail：yhkpi@ms25.hinet.net http://www.yuho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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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鄉鎮焚化爐
都市 鄉鎮焚化爐
4. 代表性實績

1. 構造與原理
都市發電型焚化爐/鄉鎮區域型焚
化爐。
2. 用途
一般生活垃圾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用。

（1） 馬祖焚化廠統包工程。
（2） 屏東縣琉球鄉焚化爐工程。
（3） 桃園縣復興鄉焚化爐工程。

3. 特點
（1） 電腦自動控制系統。
（2） 熱回收式設備，汽電共生等
設施。
（3） 省水回收系統，免廢水排放
之設計。
（4） 半乾式空污處理系統。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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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乾燥爐/焚化爐
污泥乾燥爐 焚化爐
4. 代表性實績

1. 構造與原理
利用重油、柴油或高温蒸氣加熱，
污泥含水率降低，達到廢棄物減量
之目的。
2. 用途

（1） 燁聯污泥乾燥爐。
（2） 中國工業乾燥爐。
（3） 台元污泥乾燥爐。

適用於紙廠、鋼鐵廠、水處理廠、5. 產品照片
石化廠等各事業單位產出之各式
污泥處理。
3. 特點
（1） 自動控制燃燒室温度，穩定
燃燒。
（2） 全系統均自動化操作，操作
簡單、運轉安全。
（3） 污泥含水率可由 85 % 降至
10 %。
（4） 依 不 同 行 業 種 類 進 行 規
劃、製造。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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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焚化爐
3. 代表性實績

1. 構造與原理

廢棄物先在第一燃燒室燃燒分
解；所產生之廢氣則被導入第二燃
燒室，在高温及充分與空氣混合下
完全燃燒，各段皆採控氣式供氣控
制，以確保排放氣體，無害無臭。 4.

（1） 生豐農藥焚化爐工程。
（2） 大展熔銅焚化爐。
（3） 大同重電廠焚化爐。
產品照片

2. 特點
（1） 採全自動化控制，節省人
力。
（2） 高燃油效率，可選用不同之
燃料油。
（3） 完全燃燒無煙、無臭。
（4） 保養費低，操作容易。
（5） 低投資成本，國內完全製造
技術成熟，有效降低系統初
設費用。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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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焚化爐/動物焚化爐
特殊焚化爐 動物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4. 產品照片

（1） 以焚化方式去除雜質後將
製程所需之昂貴重金屬觸
媒回收再利用。
（2） 以高達 2 萬度之電極火花，
熔去廢棄物。
（3） 以焚化方式處理具放射性
之廢棄物。
2. 用途
（1） 完成貴金屬觸媒回收。
（ 2） 以 熔 融 方 式 ， 將 廢 棄 物
完全分解。
（ 3） 核 廢 料 。
3. 特點
（1） 自動控制燃燒室溫度，穩定
燃燒。
（2） 回收物回收率高達。
（3） 可使用天然氣燃料，避免污
染回收物。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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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溶劑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1） 焚化系統負壓操作二次爐
滯留時間 2 秒。
（2） 專利廢溶劑及廢液噴嘴可
完全焚化廢溶劑。
（3） 加 裝 熱 回 收 式 熱 交 換 器
(RECUPERATOR)去除白煙
(水氣)，並減少水消耗。
（4） 加裝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煙
囪無煙零公害。
2. 用途
（1）
（2）
（3）
（4）

3. 特點
（1）
（2）
（3）
（4）

（1） 焚化處理量：50 ~ 1,000 kg /
hr(熱質 600 ~ 9,000 kcal /
kg)。
（2） 焚化温度：一次爐温度 500 ~
800 ℃。
二次爐温度：850 ~ 1,000 ℃
以上，滯留時間 2 秒以上。
（3） 儀控方式：整廠系統採現場
及控制方式。
（4） 排放廢氣濃度標準：
A. 粒狀污染物濃度：＜180
可依不同熱質廢液做不同
mg/Nm3。
的爐體設計。
B. 硫氧化物(SOX)：＜180
完全符合排放標準。
ppm。
自動控製。
C. 氮氧化物(NOX)：＜180
焚化爐後段空氣污染防製
ppm。
設備可依溶液不同系統選
D. 一氧化碳(CO)：＜220
配。
ppm。
E. 不透光度：＜ 20 %。
適用於特殊溶劑及廢液。
5. 產品照片
效率佳、易操作、易保養、
故障率低。
設置及操作成本低。
佔地小、處理量大。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 324 －

廢 棄物處理及回收設備
專用焚化爐設備

感染性
醫療焚化爐
感染性/醫療焚化爐
4. 代表性實績

1. 構造與原理
熱裂解式焚化爐，以高溫熱裂解方
式焚化感染性廢棄物。
2. 用途
感染性醫療廢棄物及傳染性動植
物廢棄物之處理。
3. 特點

（1） 台南肉品市場動物焚化爐工
程。
（2） 行政院農委會檢疫局動植物
焚化爐。
（3） 台北家畜防疫中心動物焚化
爐。

5. 產品照片
（1） 熱裂解式，焚化效率達 99.99
%以上，徹底分解有害物質。
（2） 氣控式焚化方式，有效防止
空氣溢洩，充分焚化。
（3） 大型動物無需支解，可直接
送入燃燒。
（4） 爐床採自動式迴轉以方便
進出料。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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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一般廢棄物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水冷式焚化爐運用渦流攪動，促
成完全燃燒達成無煙無臭之效
果。
5.
小型焚化爐針對目前事業廢棄物
較普遍之包裝材、塑膠、保麗龍 6.
而設計，可將上述之廢棄物所釋
放之高熱值能源充分利用，達到
完全燃燒之目的。

規格依現場作業環境、廢棄物性
質、數量作不同的設計。
代表性實績
美商恒榮公司。
產品照片

2. 用途
焚化處理塗料、污泥、木材、廚
餘、塑膠、橡膠、保麗龍、泡棉
等一般或事業廢棄物。
3. 特點
（1）
（2）
（3）
（4）
（5）
（6）

操作簡便、省力。
完全燃燒、無煙無臭。
排放值保證合乎法規。
可回收大量熱水、蒸汽。
清灰容易、不會悶燒。
豎型設計，佔地空間小。

三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AN PERNG ENTERPRISE CO.,LTD.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 2 鄰 18 之 11 號 No. 18-11, Lin , Sinfu Village, Yuanli Township, Miaoli County, Taiwan
TEL：04-2681-1321 ~ 2
Fax：04-2681-1320
E-mail：sanperng@ms47.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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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氣式焚化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本設備之燃燒程序分兩階段；廢
棄物先在第一燃燒室缺氧的狀態
下燃燒分解，所產生之黑煙及廢
氣則被導入第二燃燒室，在高溫
及充分空氣混合下完全燃燒，以 5.
確保排放氣體，無害無臭。

（1） 尚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台塑嘉義 POM 廠。
（3） 台灣工程塑膠股份有限公
司。
產品照片

2. 用途
醫院、診所、工廠、家畜試驗所
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3. 特點
（1） 全自動化控制，節省人力。
（2） 第一爐床負荷低，灰燼品質
良好。
（ 3） 模組化設計，安裝容易。
（ 4） 高 燃 油 效 率，可 選 用 不
同之燃油。

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IAMOND TECHNICAL & TRADING CORP.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 1 號 8 樓之 5 8F-5, No 1,Wu Chun First Rd, Hsing Chua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99-0620 FAX：02-2299-2261 E-mail：diamond6@ms22.hinet.net http：// www.diamondte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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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利用富氧逆勢燃燒法，引流至二次
燃燒室再燃燒及燃燒廢油輔助控
溫，達到完全燃燒， 配合集塵器，
使本焚化爐燃燒、集塵、污染防制
三效合一之套裝設備，因此減少佔
地空間。
2. 用途
（1） 一般廢棄物：社區、辦公室、
廚房…等混合垃圾。
（2） 事業廢棄物：包裝袋、層板、
塑膠…等廢棄物。
3. 特點
（1） 完全燃燒、無煙無臭。
（2） 獨特逆勢高溫燃燒法。
（3） 保養費超低；壽命長。

（1） 燃燒能力：800 kg / 8 hr。
（2） 外觀尺寸：3,635 mm × 2,190
mm × 2,130 mm。
（3） 投入口尺寸：1,420 mm × 600
mm。
（4） 爐床面積：1.8 m2。
（5） 燃燒室面積：1.7 m3。
（6） 含煙囪總高度：5,000 mm。
（7） 馬達使用電力：3 相× 220 V ×
5hp。

友和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HO REFRACTORIES CO., LTD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村仁愛路 336 號 No.336, Jen Ai Rd, Taliao Hsiang Dustruct, 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07-701-4653 FAX：07-701-8225 E-mail：yhkpi@ms25.hinet.net http://www.yuho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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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型－水平式焚化爐
（10） 能連續焚化－無灰塵能連
續燃燒一天。
（1） 橫型水冷式雙重鋼板構造－
爐 體 內 筒 和 外 套 間 採 水 冷 2. 用途
式，保護爐內不因高溫燒損內
主要適合一般雜物處理，但含有毒
壁，同時能利用溫水。
氣體則以獨特研製之濕式集塵裝
（2） 強制通風方式－多數空氣噴
置處理，同時廢油、廢溶劑類、廢
嘴以高速噴射，加大燃燒氣體
液類由專用焚化設備焚化之。
和空氣中氧氣擴散效果做無
3. 特點
煙焚化。
（1） 完全無煙化。
（3） 平面爐床方式－無原來焚化
（2） 淨化有毒氣體。
爐爐床，適合塑膠燃燒特性
（3） 維護管理方便。
(溶化滴下分散燃燒)。
（4） 無二次公害。
（4） 高效率乾式集塵裝置－採用
（5） 投入機械。
高 效 率 旋 風 分 離 器 或
MULTICLONE，煤塵量集塵
（6） 構造堅固。
可達0.2 g/ Nm3以下。
（7） 完全清除煤塵。
（5） 高效率濕式集塵裝置－由本
（8） 利用發生熱。
公 獨 自 研 製 之
（9） 容易應規定基準變更。
BAFFLESCRUBBER，對清除
4. 產品照片
有毒氣體和煤塵發揮威力。
（6） 具 脫 臭 效 果 － 均 勻 高 溫 燃
燒，所有惡臭成份作熱分解
(大部份惡臭成份分解溫度在
700℃)不生惡息。
（7） 產生旋轉回流並燃燒－爐內
火氣旋轉回流並作燃燒，得充
分滯留時間完全燃燒。
（8） 不日補助燃燒。
（9） 能自動投入。

1. 構造與原理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RYOSEI ENVIRONMENTAL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91 號 8 樓之 3
8-3F., No.191, Sec. 2, Zhongyang Rd.,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 Taiwan
TEL：02-2381-1668 FAX：02-2371-2769 E-mail：ryosei760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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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型－傾斜式焚化爐
（10） 不加補助燃料。
（11） 型體小－縮小安裝面積，也
（1） 特別適合塑膠類焚化－連
容易運轉操作。
易生煤質之碳化氫系塑
（12） 廢油、廢溶劑、廢液類也可
膠，以最適當燃燒溫度持續
混燃－利用附設專用焚化
燃燒氣體和空氣擴散效果
設備能混燃。
而完全燃燒，並裝設對空氣
2. 用途
過剩率作適當調整之風量
本公司獨自研製之水冷式傾斜型焚
調節風門等。
化爐，充分考慮塑膠燃燒特性加以
（2） 傾斜型水冷式雙重鋼板構
設計。
造－爐體獨特傾斜適合高 3. 特點
分子廢棄物焚化。
（1） 完全無煙化。
（3） 開放投入門仍可焚化。
（2） 淨化有毒氣體。
（4） 強制通風方式。
（3） 維護管理方便。
（5） 平面爐床方式。
（4） 無二次公害。
（6） 高效率乾式集塵裝置。
（5） 投入機械。
（7） 高效率溫式集塵裝置。
（6） 構造堅固
（8） 具脫臭效果。
（7） 完全清除煤塵。
（8） 利用發生熱。
（9） 產生旋轉回流並燃燒。
（9） 容 易 應 規 定 基 準 變 更 。
4. 產品照片
1. 構造與原理

PI-C型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RYOSEI ENVIRONMENTAL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91 號 8 樓之 3
8-3F., No.191, Sec. 2, Zhongyang Rd.,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 Taiwan
TEL：02-2381-1668 FAX：02-2371-2769 E-mail：ryosei7603@yahoo.com.tw http：// www.twi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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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熱回收鍋爐和焚化爐一體化~SH-C
型
廢熱回收鍋爐和焚化爐一體化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廢棄物收集車或起重機投入
機之定量投入；將焚化物自
動壓入爐內。
（2） 利用爐內四周所設之燃燒用
空氣噴嘴，以高速吹入空
氣，同時產生旋流完全燃燒
難燃性高分子系廢棄物，並
發揮脫臭效果。
（3） 燃 燒 室 內 四 周 配 蒸 發 水 管
群，由其吸收燃燒室燃燒
熱，而廢氣在爐內回旋二轉
後，由水管群散熱流向排出
口。排出口以旋風器等集塵
裝置除塵排向排氣孔。

（1）
（2）
（3）
（4）
（5）
（6）
（7）
（8）

水平爐床方式。
強制通風方式。
能安裝排灰構造。
高效率集塵裝置。
具脫臭效果。
產生旋流並燃燒。
廢油、廢溶劑也可混燒。
能急速運轉。

2. 用途
適用廢棄物：一般雜物、塑膠、橡
皮、廢油、廢溶劑類。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RYOSEI ENVIRONMENTAL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91 號 8 樓之 3
8-3F., No.191, Sec. 2, Zhongyang Rd.,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 Taiwan
TEL：02-2381-1668 FAX：02-2371-2769 E-mail：ryosei7603@yahoo.com.tw
www.twi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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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
項目
型式
焚化能力（kg/hr）
寬 （mm）
高 （mm）
長 （mm）
傳熱面積 （m²）
換算蒸發量（kg/hr）
最高使用壓力（kg/cmG）
送風機（kw ×P）
排風機（kw ×P）
投入口
寬（mm）×高（mm）
寬 （mm）
投入機
高 （mm）
寸 法
長 （mm）
投入機容積（m³）
直徑（mm）×台
旋風器
尺 寸
高 （mm）
爐體
外型
尺寸

煙囪高 （mm）
給水泵 L/hr（10kg×cm²G）×kw×台
軟水器容量 m³/hr（4∘dH）
軟水器容量 L
概略總寬 m
安裝面積
概略總長 m
概略本體重量
（未含保有水量）

SH-100C

SH-150C

SH-200C

SH-250C

80 ~ 150
1,750
2,700
3,700
29.5
750 ~ 1,000
10
5.5 × 4
11 × 4
700 × 500
800
1,250
3,650
0.25
840 × 1
4,550
6,000
12,000
1,450 × 1.5 × 2
1.5
1,000
6
17

120 ~ 225
1,900
2,900
5,000
45
1,200 ~ 1,500
10
7.5 × 4
15 × 4
700 × 500
800
1,250
3,650
0.25
960 × 1
4,800
12,000
15,000
2,800 × 2.2 × 2
2.5
1,500
6.5
18.5

160 ~ 300
2,000
3,000
6,100
60
1,500 ~ 2,000
10
11 × 4
22 × 4
1,000 × 650
1,100
1.300
4,300
0.6
840 × 2
5,200
12,000
15,000
2,800 × 2.2 × 2
2.5
2,000
7
22

200 ~ 375
2,100
3,000
6,500
64.75
1,800 ~ 2,500
10
15 × 4
30 × 4
1,000 × 650
1,100
1,300
4,300
0.6
960 × 2
5,200
12,000
15,000
4,800 × 3.7 × 2
3.4
2,500
7
22

9

15

17

19

5. 代表性實績
（1） 中央印製廠。
（2） 省立板橋醫院。
（3） 統一及香吉士公司 。

菱正環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RYOSEI ENVIRONMENTAL INDUSTRIAL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191 號 8 樓之 3
8-3F., No.191, Sec. 2, Zhongyang Rd., Tucheng Dist., New Taipei City , Taiwan
TEL：02-2381-1668 FAX：02-2371-2769 E-mail：ryosei7603@yahoo.com.tw
www.twi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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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焚化爐
小型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水冷式焚化爐
燃燒室的爐壁有二層鋼板構
成，中間注滿冷卻水形成水
牆，所以內爐壁可以承受垃
圾燃燒時的高溫，堅固耐用
不會損壞。
（2） 噴射氣體燃燒方式：
使用送風機供給必要的燃燒
空氣，經由內爐壁分佈數百
個噴風嘴噴出，與垃圾充分
混合燃燒，燃燒溫度高，所
以燃燒是可以無煙無臭的。
2.

用途
（1） 一般垃圾、固體垃圾、廢紙
渣、廢木板、木材粉屑、植物
枝葉。
（2） 廢塑膠、廢包裝材料、廢纖
維、廢布條、廢橡膠等燃燒處
理。

（1） 操作簡單、堅固耐用。
（2） 採 用 3T 完 全燃 燒 原 則設
計，焚化垃圾時可以無煙無
臭。
（3） 以 垃 圾 為 燃 料就 能 高 溫燃
燒，僅需少量冷卻水及送風
機電力，所以操作費用低。
（4） 有集塵器，可以收集燃燒後
飛灰。
（5） 可 以 混 合 各 種垃 圾 一 起燃
燒。
（6） 有乾淨熱水可回收利用。
（7） 燃 料 室 為 負 壓設 計 預 防逆
火，增加安全。

新國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NEW FAC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O.,LTD.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901 號 No.901, Guangfu Rd., Bade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63-3135 FAX：0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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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
型號
NA-8003
NA-8005
NA-8008
NA-8010
NA-8012
NA-8015
NA-8020
NA-8025
NA-8030
NA-8050
NA-8080

焚化量
Kg/hr
30 ~ 40
50 ~ 65
80 ~ 95
100 ~ 125
150 ~ 180
180 ~ 220
250 ~ 300
300 ~ 350
350 ~ 400
400 ~ 800
800 ~ 1,200

爐內容積 m3
0.63
1.11
1.53
2.17
3.20
4.58
6.17
7.69
8.50
11.35
20.40

送風機
Kw
1.5
2.2
3.7
3.7
5.5
7.5
7.5
11.0
11.0
15.0
37.0

投料門
W×H(cm)
60 × 60
65 × 65
70 × 70
70 × 70
100 × 75
120 × 80
130 × 80
140 × 150
140 × 150
160 × 150
180 × 150

佔地面積
L×W(cm)
200 × 120
250 × 150
300 × 200
335 × 220
350 × 230
365 × 240
400 × 250
400 × 250
450 × 360
970 × 480
1,200 × 750

5. 代表性實績
（1）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3） 宏亞食品公司。
6. 產品照片

新國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NEW FAC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O.,LTD.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901 號 No.901, Guangfu Rd., Bade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63-3135 FAX：0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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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轉式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2.

（1） 回轉式焚化爐是一種多功能的
焚化爐，可單獨或同時處理不同
性質廢棄物，包括固體及液體廢
棄物。
（2） 本體為橫臥式圓錐直桶形狀，廢
棄物燃燒時會因為爐體的連續
旋轉，向前移動以及攪拌混合，3.
有很好均勻燃燒的效果。
（3） 回轉式焚化爐的燃燒過程前段
為加熱揮發、中後段為高溫燃
燒，氧化分解可燃物，後段是繼
續完成燃燒及排出底渣的功能。
（4） 二次燃燒室裝有輔助燃燒機，把
燃燒廢氣導入二次燃燒室再燃
燒的作用，也可以注入廢液體燃
燒。
（5） 焚化時為了能達到完全燃燒，二
次燃燒室操作溫度，通常在於
850 ~1100℃之間。

用途
（1） 污泥、醫療垃圾、廢溶劑、
廢溶液、固體垃圾、底渣、
有害垃圾等焚化減量的用
途。
（2） 原料乾燥及燒成再利用的
用途。
特點
（1） 可以為各種垃圾特性而設
計。
（2） 可以同時處理各種不同形
態之固體、液體、潮溼難燃
垃圾。
（3） 可以調整爐內垃圾燃燒停
留時間。
（4） 可以連續運轉，自動進料及
自動出灰。
（5） 攪動燃燒方式、能燃燒完
全、減量效果佳。
（6） 有完整的污染防治設備，符
合環保需求。

新國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NEW FAC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O.,LTD.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901 號 No.901, Guangfu Rd., Bade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63-3135 FAX：0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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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格性能
型 號

焚化量(Kg/hr)

6.
熱負荷

連續

(Kcal/hr)

運轉

4

產品照片

可以

FO-3

100～200

50 × 10

FO-5

300～400

100 × 104

可以

FO-10

500～600

150 × 104

可以

FO-15

600～800

200 × 104

可以

FO-20

800～1,000

250 × 104

可以

FO-25

1,200～1,400

350 × 104

可以

FO-30

1,500～2,000

500 × 104

可以

5. 代表性實績
（1） 久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記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國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新國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NEW FACE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O.,LTD.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901 號 No.901, Guangfu Rd., Bade Dist., Taoyuan City, Taiwan
TEL：03-363-3135 FAX：03-363-3215 E-mail：newface@ms19.hinet.net http：//www.nfac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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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爐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各型工廠、醫院、營區、學校、風
景區、代處理業、飯店、社區等之
廢棄物處理。
2. 用途

（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隆泰新股份有限公司。
（3） 星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可依不同廢棄物做不同的 5. 產品照片
爐體設計。
（2） 真正完全符合排放標準。
（3） 完整的自動控制系統。
（4） 焚化爐後段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可做不同系統之選配。
3. 特點
（1）
（2）
（3）
（4）

固定床式焚化爐。
旋轉窯式焚化爐。
流體化床焚化爐。
塗裝吊具碳化爐。

銓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套裝小型焚化爐 處理能量：500 kg/hr

CHUAN FENG MACHINEY CO.,LTD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1266 巷 11 號
No.11, Lane 1266, Sec. 2, Wucyuan W. Rd., Nantun District, Taichung City , Taiwan
TEL：04-2389-2832 FAX：04-2389-0168 E-mail：cf002@ms49.hinet.net
http：//www.chuanfe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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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回收系統/飛灰固化系統
廚餘回收系統 飛灰固化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4. 代表性實績

利用微生物於短時間內將有機
廢棄物快速發酵分解成有機資
材，提供有機廢棄物資源化之最
佳途徑及解決方法。
5.

（1） 馬祖廚餘場工程。
（2） 台南市廚餘廠興建工程。
（3） 馬祖焚化廠飛灰固化工程。
產品照片

2. 用途
將有機垃圾進行醱酵分解成有
機肥料、減少垃圾量，達到資源
再利用。
3. 特點
（1）
（2）
（3）
（4）

安全有效處理有機垃圾。
處理量大，維修簡便。
連續操作，安全衛生。
無二次污染，操作簡單。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譽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HONOR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 635 號 2 樓 2F, No.635, Jhongjheng Rd., Jhonghe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2-2228-8196 FAX：02-2228-8190 E-mail：gh7741@ms8.hinet.net http://www.greathon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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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量型禽畜糞急速發酵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該 系 列臥 式攪 拌機 是 混合 發酵 設
備，該機混合度高，殘留量少，適
合於配合肥料發酵、添加劑預混肥
料的混合。整機可分為三大部分：
1.機架部分：機器所有工作體全部安
裝固定在機架上，該機的機架均採
用優碳鋼板、槽鋼焊接而成；2.傳動
連 接 部分 ：電 動機 帶動 減速 機 傳
動，使主軸旋轉工作，其中傳動減
速機與主機工作部分均是傳動連接
器相齒和傳遞驅動，方便組裝與維
修；3.混合攪拌工作部分於主軸上的 4.
特殊螺旋攪拌葉片同步轉動，將物
料在攪拌室內均勻的翻轉，使物料
能充分的混合，從而大大的減少了
物料的殘留量。物料經一段時間的
混合後從機體下方特設的出料口流
出。

（1） 操作簡便，一般農戶即可
自行運作。
（2） 占地面積小節省空間，無
需額外設備就能達到高效
處理。
（3） 適量酵素情況下僅需一天
即可完成發酵腐熟，較傳
統式發酵時間短。
（4） 高品質有機肥產量、品質
穩定，生產過程不受自然
環境影響。
規格性能
（1） 大部分與肥料直接接觸的
部件都由不銹鋼製成，設
備耐久使用壽長。
（2） 採用新穎的轉子結構使轉
子與機殼的間隙可調至接
近零位，有效地減少了物
料的殘留量，特殊轉子設
計能將較大的物料破碎。

2. 用途
（1） 牛、豬、雞鴨鵝糞便處理快速
熟成製成有機肥。
（2） 一般雞鴨農場糞便廢棄物製 5. 產品照片
成肥料。
（3） 一般畜牧場糞便廢棄物製成
肥料。
（4） 家戶餐廳生熟廚餘發酵製成
肥料。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No. 106, Lane 382, Sec. 9, Xiangshang Rd., Wu-Ch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0-5899 FAX：04-2630-8299 E-mail：ycicl@ycicl.com http：// http://www.yci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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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型禽畜糞快速發酵堆肥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無害化快速發酵機組通過利用機械
創 造 一個 接近 理想 的 堆肥 發酵 環
境，達到快速發酵有機肥的目的，
從而能夠減少有機肥發酵時間，是
快速發酵技術製作有機肥的發酵機
組。攪拌式發酵槽乃是利用機械攪
拌方式以提高發酵槽之質傳效能，
增加發酵液中的溶氧量，去營造出
一 個 適合 好氣 性微 生 物生 長的 環
境。傳統的攪拌系統是由攪拌翼組
及數片擋板所構成，所需的空氣通
常由槽底通氣管通入槽中，藉由攪
拌翼的旋轉與擋板的配合使氣泡及
流體均勻分佈於發酵槽中。此外，
為保溫或去除發酵熱通常在槽體外
裝設套層；必要時在槽內裝設冷卻
管，視發熱量之多寡決定冷卻管長
度。
2. 用途
（1） 餐廳家戶生熟廚餘廢棄物製 4.
成肥料。
（2） 一般雞鴨農場糞便廢棄物製
成肥料。
（3） 一般畜牧場糞便廢棄物製成
肥料。

特點
（1） 直立設置節省空間，無需
額外設備就能達到高效處
理，全自動化生產節省能
耗和人工操作成本。
（2） 在適量菌類及輔料的情況
下僅需要 7 天即可完成發
酵腐熟，較傳統式發酵時
間大大縮短。
（3） 高質量有機肥料、品質穩
定，生產過程不受自然環
境溫度、濕度的影響，品
質達到農產標準。
（4） 大部分與廢料直接接觸的
部件是由不銹鋼製成，保
證設備的耐久性使用壽命
長。
（5） 能適應多種原料，及不同
含水率的原料的混合物，.
能適應多種氣候環境，既
能適應連續化運行，又能
適應間歇方式運行
規格性能
（1） 系統工藝參數配套合理，
製作精良，選材合理，大
部分與肥料直接接觸的部
件都由不銹鋼製成，防腐
耐久，運行穩定可靠，使
用壽命長，操作簡便。
（2） 主機滾筒外壁安裝有保溫
層，引風機還配有空氣淨
化器，使工作環境沒有臭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No. 106, Lane 382, Sec. 9, Xiangshang Rd., Wu-Ch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0-5899 FAX：04-2630-8299 E-mail：ycicl@ycicl.com http：// http://www.yci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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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No. 106, Lane 382, Sec. 9, Xiangshang Rd., Wu-Ch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aiwan
TEL：04-2630-5899 FAX：04-2630-8299 E-mail：ycicl@ycicl.com http：// http://www.ycic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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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型廚餘、
大量型廚餘、果菜專用螺旋脫水機
1. 構造與原理
利用螺桿之螺旋輸送及擠壓壓榨原
理，在逐漸加壓情形下，使物料中
水分透過金屬篩網流出，而達到脫
水的目的。工作分為三壓段：低壓
段：第一段為低壓段，此區段主要
將處理物內多餘自由水排出。中壓
段：第二段為中壓段，此區段主要
進 行 處理 物預 壓縮 成 餅狀 。高 壓
段：第三段為高壓段，此區段主要
將處理物進行擠壓壓縮以降低含水
率。
4.
2. 用途
（1） 一般畜牧場糞便廢棄物及事
業體廢棄物製成肥料
（2） 食品業酒渣/咖啡渣/菜渣/廚
餘/蔬果/水產及海產食品加工
等擠壓脫水。
（3） 相關工業製造中具渣滓/纖維
性/顆粒狀…等相關物質脫
水。
3. 特點
（1） 連續脫水處理，處理量大及
含固率穩定。
（2） 設計清洗功能，濾網間歇式
清洗及停機前清洗系統，降 5.
低濾網堵塞，清洗耗水量極
少。
（3） 結 構 設 計 堅 固 簡 單 ， 低 轉
速，消耗零件少，可依物性
變頻使用不同轉速操作、維

（4） 可間歇式或連續式運轉，
產能穩定，效能高。
（5） 同軸減速，直結式驅動設
計，高扭力，低噪音，低
震動，低磨耗，操作費用
低。
（6） 密閉結構設計，無污染環
境，亦可搭配集氣罩使
用，操作輕鬆。
（7） 入、出料電控自動連鎖，
全自動運轉不須人工操
作。
規格性能
（1） 不銹鋼三角形楔形濾網或
鑽孔網, 結構強度高、耐
磨、耐用、耐腐蝕，使用
壽命長,開孔率高，過濾面
不易堵塞，具有良好的過
濾性，搭配污泥特性發揮
最大性能。
（2） 專利出口設計，內部壓力
固定不會有同步旋轉之問
題。
（3） 大部分與物料直接接觸的
部件都由不銹鋼製成，設
備耐久使用壽長。
產品照片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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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廚餘分解發酵處理機
3. 特點
1. 構造與原理
採多機一體， 主機內含攪碎機、廚 （1） 分槽投入廚餘、有機廢棄物
餘脫水機、醱酵槽體、除臭、水氣
提高處理能力
收 集 等系 統， 無設 備 外露 安全 美
（2）
外殼與醱酵桶槽均採用#304
觀，安置方便節省空間，廚餘處理
不銹鋼塑造，在不受外力破
機週遭之環境乾淨衛生又環保。機
體設計有乾、濕料兩個投入口，可
壞正常使用及養護下保証壽
將廚餘、有機生垃圾分開投入處理
命二十年以上。
有效的提高處理能力。採全自動運
（3）
安全乾淨、簡易方便又合符
作控制可一並將廚餘、餿水倒入濕
人體工學的操作環境。
料投入口，自動絞碎、脫水、醱酵、
乾燥、除臭一次作業處理，且管理、 （4） 全機採全自動化控制，無須
操作、清理人員僅須一名即可輕鬆
添加菌劑，一貫作業節省人
操作，節省人工與工時就是節省開
事成本及工時經費。
銷。
（5） 廚餘處理機採用最新的循環
2. 用途
除臭系統，將醱酵過程中所
（1） 家戶生熟廚餘廢棄物製成肥
產生的氨、硫化物有毒氣體
料。
及水氣吸附並有效的降低其
（2） 餐廳、飯店、學校、大樓、社
味道。
區、魚肉、果菜市場廚餘製成
4. 規格性能
有機肥。
（3） 中央廚房、學校、軍營、部隊、 （1） 全機採用製式規格元件，在
訓練中心、大賣場購物中心、
機件故障的同時，可於當地
醫療院所等廚餘製成有機肥。
即可購置，使用者自行維
護、維修、施工方便容易。
（2） 密閉式設計預防油氣、臭味
外洩並防止昆蟲、動物躲藏
並降低傳染病媒產生。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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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氣式廢液蒸發濃縮減量處理
蒸氣式廢液蒸發濃縮減量處理設備
式廢液蒸發濃縮減量處理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蒸發是一種分離及純化的方
法，其中包括了氣化和凝結兩
個程序。蒸發廢液獲得足夠的
能量氣化，經過冷凝管凝結成
為冷凝液排出，最後收集蒸發
濃縮液。
（2） 蒸發減量是將廢液自動吸引
到蒸發桶內，通過加熱器減壓
低溫沸騰使其汽化後，再通過 4.
冷卻裝置使其變成冷凝水。
（3）真空蒸發的優點是可避免化合
物在高溫時受熱而分解。此
外，所需的溫度較低，可以使
用較低溫的熱源，操作較為安
全與節能。
2. 用途
（1） 金屬加工切削油水廢液濃縮 5.
減量。
（2） 表面處理、電鍍廢水廢液濃
縮減量。
（3） 脫脂、皮革業、染整業廢水
廢液濃縮減量。
（4） 水溶性塗料、光油洗淨、潤
版水廢液濃縮減量。
（5） 食品加工廢液、化工廢水、
造紙廢水濃縮。
（6） 有機污染物的無機及有機廢
水和含無機物的混合廢水。。

（1） 利用真空泵吸取廢液入廢
液加熱乾燥濃縮器。
（2） 水封式真空泵抽真空使濃
縮桶的內壓減成負壓。
（3） 加熱濃縮桶達低溫沸騰溫
度(52℃~73℃) 。
（4） 低溫真空蒸餾運作模式，
設備低運行成本。
規格性能
（1） 真空蒸餾運作分離廢棄物
模式，大幅降低 COD 值。
（2） 全自動穩定排放水質，有
利『零排放』綠色環保。
（3） 冷凝水可再經過膜過濾設
備成回收利用水。
產品照片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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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塑料清洗線污水成套處理設備（
廢塑料清洗線污水成套處理設備（套裝式產品）
套裝式產品）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本套處理設備主要有粉體溶解自動
懸浮物部分由板框機處理，直接濃
泡藥機、高效率加壓浮除設備、汙
縮過濾製成泥餅，方便清運。處理
泥壓濾機及回收水過濾系統。清洗
量：15、30、50、100、150、200、
線污水經加藥調理，經加壓浮除槽
300 m / hr 等（視污水濃度而異）
。
浮除汙泥，汙泥經壓濾機脫水移除
5. 產品照片
汙泥餅。浮除過濾水及壓濾水送入
回收水過濾系統，去除雜質懸浮
物，回收水可再利用。
2. 用途
（1） 廢塑料清洗水系統之循環水
過濾回收使用。
（2） 能去除水中懸浮物，達到回
收循環使用之目的。
（3） 解決廢塑料回收業用水及污
水處理問題。
3. 特點
成套機械結構完整，同步進行過濾
擠壓，本設備產品通過 CE 安規認
證。連續式處理，製程用水不中斷，
能節省水資源浪費，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產能價值。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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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製成有機肥成套處理設備（
廚餘製成有機肥成套處理設備（客製化產品）
客製化產品）
1. 構造與原理
4. 規格性能
本套處理設備主要有破碎機、入料
本設備為連續式處理，熟成時間
輸送機、熱源燃燒設備、旋轉乾燥
短，效果達到 95％以上。快速處理
爐體、傳動裝置及抽風機。最新處
大量農業廢棄物可減少資源浪
理技術，有能力對農業廢棄物於 1
費、有機廢棄物自然分解所產生的
〜3 小時內處理完成，製成完全無害
甲烷與處理所帶來的問題。更可以
化之有機肥料。不但不污染環境且
舒緩包括農作之土壤肥料流失、土
可有效利用廢棄物，最可貴之處是
壤劣化、能源缺乏和氣候變遷等問
腐熟過程不似一般堆肥會排放二氧
題。
化碳，它是屬於低碳能源再利用事
5. 產品照片
業。
2. 用途
（1） 家庭廚餘、餐館廚餘快速製成
熟成有機肥之運用。
（2） 牛、豬、雞糞便處理快速製成
有機肥之運用。
（3） 市場下腳料（菜葉、菜梗、腐
壞物）快速製造為熟成有機
肥。
3. 特點
處理內容廣泛，處理時間最短。成
本低廉，快速反應過程不消耗原物
料的養分。成品可作為改善土壤及
農業種植所需要的有機質肥料。

元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YUAN CHANG TSAY INDUSTRY CO., LTD.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 382 巷 10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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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真空式廢液蒸發濃縮減量處理機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1） 主 機 構 成 設 備 有 冷 媒 壓 縮
機、熱交換器、真空泵等單
元，濃縮桶內的濃縮廢液反復
進行數次濃縮後，儲存到濃縮
液桶。
（2） 減壓蒸餾方式是將廢液自動
吸引到濃縮桶內，通過加熱器
減壓低溫沸騰使其汽化後，再
通過冷卻裝置使其變成冷凝 4.
水。
（3） 利用熱泵工作原理加熱油水
廢液，真空泵浦抽負壓降低沸
點提升蒸發量，冰水系統冷凝
蒸發蒸氣達到減量效果，再經
膜過濾將冷凝水過濾再利用。
2. 用途
（1） 金屬加工切削油水廢液濃縮
減量。
（2） 表面處理、電鍍廢水廢液濃縮
5.
減量。
（3） 脫脂、皮革業、染整業廢水廢
液濃縮減量。
（4） 水溶性塗料、光油洗淨、潤版
水廢液濃縮減量。
（5） 有機污染物的無機及有機廢
水和含無機物的混合廢水。
（6） 食品加工廢液、化工廢水、造
紙廢水濃縮。

（1） 利用真空泵吸取廢液入廢
液加熱器。
（2） 水封式真空泵抽真空使濃
縮桶的內壓減成負壓。
（3） 加熱濃縮桶達低溫沸騰溫
度(42 ℃ ~ 70 ℃) 。
（4） 全自動穩定排放水質，有
利『零排放』綠色環保。
規格性能
（1） 低溫真空蒸餾運作模式，
設備佔地面積小最低運行
成本，大幅降低 COD 值。
（2） 實現再生水回收再利用，
不僅大大降低廢液排放的
總量，還大幅減少排放處
理的費用，同時冷凝過濾
水再利用也節省用水資
源。
產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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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垃圾處理機
1. 構造與原理
（1） 構造：
A. 機器骨架、鈑金件皆
使用 SUS304 不銹鋼
材質，外觀件作磨砂
處理。
B. 內外圈雙螺絲式攪拌
器。
C. 馬達、減速機等傳動
機構。
D. 夾層油槽加溫方式的
處理槽。
E. 高溫除臭裝置。
F. 電控裝置系統。
（2） 原理：
提供微生物絕佳的溫濕度
環境，讓微生物快速大量繁
殖分解有機垃圾，並將分解
後的水分與氣體經除臭裝 4.
置排出，達到有機垃圾大量
減量的目的。
2. 用途
在密閉空間處理槽內，將有機垃
圾做快速醱酵或消滅分解處理，
達到環保衛生要求，製造出之有 5.
機肥可與土壤混合做有機栽培。
3. 特點
（1） 醱酵、消減兩機合一。
（2） 除馬達、減速機等傳動零
件外，全機使用不銹鋼
SUS304 材質。

（3） 內外圈螺旋狀攪拌器，可
將有機垃圾作切割分解動
作，攪拌均勻、處理效果
佳、效率快。
（4） 電熱油槽式加熱，保溫時
間長、節省耗電量。
（5） 自動感溫度及可校正式溫
度顯示。
（6） 分段式排氣控制，可調節
處理槽內濕度。
（7） 高溫除臭裝置。
（8） 機體模組化設計，方便維
修保養。
（9） 電控排料裝置。
（10） 安全保護裝置：漏電切斷
電源、投料蓋打開攪拌動
作停止、攪拌器卡住、馬
達過載保護。
規格性能
（1） 使用電源：220V、3 相(或
當地國家三相電力規格。
（2） 處 理 槽 容 量 ： 目 前 分 為
250、500、750 公升等三 種
規格。
產品照片

飛鴻生物科技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FEHO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6 號 18 樓
18F, No. 96, Sgub-Tai-Wu Rd., Sec. 1, His-chih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Taiwan
TEL：02-2696-9123 FAX：02-2696-3866 E-mail：biorich@seed.net.tw
http://www.bioric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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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有機廢棄物免堆處理系統
1. 構造與原理
（1） 送料＆碎解系統：U 型螺旋
輸送機，將欲處理物料送至
碎解機。有機廢棄物中所含
之有機硬物皆可直接碎
解，不需再挑除，精密且高
效率之碎解設備，在處理過
程中不需添加水，即可將有
機硬物碎解成漿狀物。
（2） 輸送＆裂解系統：將碎解後
之漿狀有機廢棄物輸送至
裂解系統。碎解後之有機廢
棄物殘渣產生數百倍作用
表面積，再添加免堆微生物
酵素及資材配方，可大幅縮
短處理時間，並以負壓高溫
（100℃以上）滅菌，達到
速成處理效益，並使成品符
合有機肥份。
（3） 壓縮排氣系統：裂解反應作
用後，運用高科技之壓縮排
氣設備，採密閉式的氣、液
分離技術處理含水量高之
有機廢棄物，快速節能並可
大幅縮短物料乾燥時間，其
所排放之空氣、水皆符合排
放標準，排放水可另再處理
成安全之飲用水。

（4） 熱源供應系統：特殊爐身及
管圈構造不但擁有最佳之
安全性及耐用性，在長時間
運轉後亦能保持超高效
率，配合熱媒往復式循環不
僅讓熱媒油體發揮最高使
用壽命與熱傳效能，密閉式
設計無二次公害，符合環保
標準。
（本系統經各國標準
法規檢定合格證明）
。
（5） 程式控制系統：可程式控制
及多項製程軟體供選擇，操
作簡便，全程採系統自動化
控制。各項安全、防護系統
均以高標準設計施工，零配
件符合 VDE，GS，UL，CE
認證。
（亦可選配人機介面
控制系統）。
（6）
） 再生産物利用：産出成品爲
高品質之土壤改良劑或生
物活性有機質肥料，亦稱
「環保肥」，可適合各種土
壤改良及促進農作物養份
吸收，施用於土壤中不僅可
提高肥效，並具肥料功能，
更具保肥效益。

葉山環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S-SUN ENVIRONMENTAL BIOTECH CO.,LTD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6 樓之 3 6F-3, No. 236, Sec. 2, Fu-Hsing S.Rd.,Taipei, Taiwan
TEL：02-2325-8689 FAX：02-2325-6606 E-mail：yessun@ms51.hinet.net http：// www.yes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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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途
有機廢棄物處理。
3. 特點

4. 代表性實績
（1） 台中監獄。
（2） 淡水鎮公所。
（3） 中興大學。

（1） 最短時間 (3 至 8 小時)
5. 產品照片
轉換有機廢棄物至肥料
或動物飼料。
（2） 多國發明專利與獨家製
程。
（3） 世界獨特的技術取代傳
統堆肥方法, 具有節省
時 間 , 勞 力, 降 低 成 本
及空間 最小化之優點.
它完全是零污染且達到
環境保護之標準。
.

葉山環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ES-SUN ENVIRONMENTAL BIOTECH CO.,LTD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36 號 6 樓之 3 6F-3, No. 236, Sec. 2, Fu-Hsing S.Rd.,Taipei, Taiwan
TEL：02-2325-8689 FAX：02-2325-6606 E-mail：yessun@ms51.hinet.net http：// www.yes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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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重金屬洗選及萃取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3. 特點

「洗選及萃取系統」
：洗選系統為利
用固體物顆粒大小、比重或型狀等
不同的水力特性將其以水力方式進
行物理分離；萃取系統係採用化學
萃取劑破壞污染物與土壤間鍵結，
將污染物從土壤中萃取分離。
「廢水 4.
處理系統」
：濕式製程含大量之懸浮
固體物及重金屬，後端透過廢水處
理設施搭配化學混凝法，去除水中
重金屬污染物及懸浮固體物，以符
合法規之放流水排放標準。
「空污防
制系統」
：製程區所產生之粉塵等粒
狀污染物以袋濾式集塵設備進行有
效收集，並利用自動灑水系統減少
粒狀物逸散。
2. 用途
可針對受到重金屬污染場址的土
壤進行處理，土壤表面因吸附作用 5.
而附著重金屬污染物，因土壤比表
面積及表面電荷之影響，重金屬吸
附於粒徑較小土壤中的含量較
高，透過本設備的工法可將大部分
重金屬污染物濃縮至小粒徑土壤
中，可有效減少污染土壤量，提昇
污染改善工程效率並降低場址整
治成本。

本設備主要為水力分選搭配化學
萃取技術，透過濕式篩分設備使污
染物與土壤分離，再使用適當萃取
劑將土壤中的重金屬污染物轉移
至液相中，達到淨化土壤的目的。
規格性能
洗選及萃取系統：篩分機、進料
機 、 沖 洗 機 ( 破 碎 能 力 20-35
ton/h)、洗砂機(產能 200 ton/h)、泥
砂機(篩出 0.1-10 mm 土壤顆粒)、
萃取槽(處理量 320 CMD)、定量
泵、平篩機(篩出 0.05-0.1 mm 土壤
顆粒)、離心機(處理量 40-60 m3/h)
廢水處理系統：調勻池、鼓風機、
沉澱池、反應槽、刮泥設備、放流
槽、回收槽、污泥槽、脫水機(944
L/batch)
空污防制系統：袋濾式集塵器(風量
200 m3/min)。
產品照片

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ENVIRONMENT SCIENTIFIC CO., LTD.
台南市關廟區關新路二段 567 號 No.567, Sec. 2, Guanxin Rd., Guanmiao Dist., Tainan City
TEL：06-595-6868

FAX：06-595-6258

E-MAIL：tesc@te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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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熱層冷媒液化回收設備
1. 構造與原理
回收：冰箱經過粉碎機處理後，泡
棉內含的 Freon 經過風管透
過入口引風機導入液化回收
設備內，送入凝結熱交換器
中，藉由熱交換處理，處理
完後進入活性碳槽中吸附後
排出。
脫附：引風機及蒸氣推動空氣由活
性碳槽經過系統，將回收回
來的 Freon 送入分離系統，分
離後再凝結成純淨的氟利昂
後貯存。
乾燥：活性碳槽脫附後，再經由特
製乾燥系統處理還原活性碳
吸附功能，延長活性碳使用
壽命。
2. 用途
回收冰箱泡棉 Freon 氣體，適用於
冰箱廢家電回收廠。
3. 特點
（1） 回收系統整體皆採用 SUS304 白鐵材質永不生銹，堅
固耐用。
（2） 活性碳槽貼心設計，維修保
養時更換活性碳更方便，降
低時間成本。
（3）
採冷凝方式液化 Freon，再
經過分離處理，使回收氟利
昂更純淨。

堯銓實業有限公司

（4） PLC 自動化控制系統，即時
監控，檢修快速，省時又省
力。
（5） 加裝節能熱回收熱交換器，
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
（6） 專業設計製造，維修方便，
不易損壞。
（7） 活性碳槽具有兩槽可同時進
行回收和脫附，節省時間、
效率加倍。
（8） 氟利昂回收效率達 95％以
上。
（9） 入口風量大，處理量提高，
冰箱線 Freon 氣體，回收更完
全。
4. 產品照片

YAO CHUAN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永宏巷 42-38 號 No.42-38, Yonghong Ln., Renwu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
TEL：07-373-0278 FAX：07-375-8109 http://www.yao-chuan.com.tw E-mail: yao@yao-chu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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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家電冷媒回收設備 FR-999
1. 構造與原理
（6） 設備回收動作到達停止壓
（1） 回收完成後自動停機、自動卸
力 -0.07 MPa （ 約 - 20
載、自動回油。
inHg），系統冷媒回收更徹
（2） 冷凍油、雜質可在回收過程中
底。
進行自動排除，回收完成後可
（7） 裝 有 壓 縮 機 自 動 冷 卻 裝
透過手動完全排出，保證管路
置，即使長時間操作使用也
系統暢通乾淨。
能保護壓縮機不致損壞。
（3） 裝置特製油分離器、熱交換
（8） 配備加油器，換油保養更便
器、特製再生處理系統，採用
利快速。
最新蒸餾冷媒處理技術，回收
適合長時間操作使用，冷媒純化
冷媒品質更純淨。
處理，微量冷媒回收（- 0.07 MPa
2. 用途
約-20 inHg），快速回收（回收處
(1) 回收冰箱、空調、汽車系統冷
理能力 1600 g/min)
媒 （R-22、R-12、R-134a） 4. 產品照片
(2) 適用場所：廢家電處理廠、汽
車處理廠、冷媒回收廠。
3. 特點
（1） 上班只須 ON-OFF 操作簡單。
（2） 三段式回收、再生、純化處
理，回收處理能力：1,600 g
/min。
（3） 自動排氣裝置、手動及自動排
油裝置、排水裝置。
（4） 可同時回收 10 台冰箱。
（5） 貯液桶、油分離器、熱交換器
全部皆採用白鐵材質，永不生
鏽，增加設備壽命。

堯銓實業有限公司

YAO CHUAN ENTERPRISE CO., LTD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永宏巷 42-38 號 No.42-38, Yonghong Ln., Renwu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
TEL：07-373-0278 FAX：07-375-8109 http://www.yao-chuan.com.tw E-mail: yao@yao-chu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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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設備 - 換熱器、
換熱器、儲存器、
儲存器、塔類、
塔類、攪拌器、
攪拌器、鈦反應
器、鈦電極
4. 代表性實績

1. 構造與原理
按 JB/T4745-2002 標準製造。

（1） 河北東華化工有限公司。
（2） 上海鑫冶銅業有限公司。
2. 用途
（3） 廣東赫克力士化工（江門）
石油、化工、製藥、冶金、氯酸鹽
有限公司，
電解槽、化肥、電鍍、回收行業之
5. 產品照片
成套鈦設備及電解設備。
3. 特點
技術力量雄厚、加工設備齊全、檢
測手段精良，製造工藝先進。

昶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MIA CO., LTD.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路 195 巷 19 號
No. 19, Lane 195, Yongfong Rd., Tucheng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TEL：03-354-1009 FAX：03-354-1003 E-mail：persee@perse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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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質能廢棄物熱處理與能源回收廠
1. 構造與原理

4. 產品照片

生質能廢棄物經焚化/氣化處
理，處理過程產生熱能直接發
電、或熱交換產生熱水、蒸汽進
行熱回收應用。
2. 用途

可燃性生質燃料如廢棄木材、
木屑、稻稈(草)、樹皮、固態燃
料等，其它工業與都市相關廢
棄物焚化後熱能源回收再利用
於供熱、產生蒸氣或發電再利
用
3. 特點
（ 1） 提 供 全 球 超 過 1,000

座生質能、都市、工
業廢棄物熱處理與能
源回收廠設計與建設
經驗。
（ 2） 已 驗 證 、 成 熟 可 靠 、
高性能具經濟效益之
技術與設備提供。

數宇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ECO-DIGITAL TECHNOLOGY INC.
台北市中山區 10483 松江路 237 號 9 樓
9F., No.237, Songjiang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4, Taiwan
TEL：02-2518-5869 FAX：02-2518-5769
E-mail：frankni@ecod.com.tw http:// www.eco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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