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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和環保服務公

司於8 1年由台灣水泥

公司與法國威立雅集團

（VEOLIA Group）合

資創立。結合兩家母公

司的專業技術及豐富經

驗，達和環保追求環境

的永續，支持循環經

濟，致力於資源管理的

最佳化，在廢棄物、水

務與能源3個領域，為政

府、企業與民眾提供優質的服務與創新的解決方案。

達和環保秉持「專業、創新、永續發展、服務社會」

的經營理念，深耕臺灣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未來仍

以「作為最值得信任的環保服務策略夥伴」為願景，

持續為守護環境、保護資源和補充資源貢獻心力。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自96年起接受新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委託，管理八里焚化廠，提供新北市200
萬居民專業的垃圾處理服務。達和環保不斷創新技

術，改善績效，接軌國際，使焚化處理量、發電量

逐年提升。更引進多項綠色能源技術，優化資源使

用效率，致力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八里廠營運績

效卓著，連年獲得環保署評鑑特優肯定。

Founded in 1992, Onyx Ta-H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is a joint-venture between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and Veolia Group.  
By integrating th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rich 
experiences from both parent companies, Onyx Ta-
Ho pursu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upports 
circular economy and dedicates to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ompany provides 
government, private sector and the public with high-
quality services and innovative solutions related to 
waste, water and energy management.  Driving by 
the corporate spirit of “professionalism, innov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itment to the 

新北市八里垃圾焚化廠
委託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代營運操作管理

陳丁全 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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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數：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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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聯絡信箱：taho.bali@msa.hinet.net
主要產品：廢棄物處理及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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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Onyx Ta-Ho, with its extensive presence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one-fourth of a centu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its vision of “Be the most reliable 
strategic partner i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devote it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preserver 
resources and replenish resource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aLi waste-
to-energy Plant was entrusted by Environmental 
P r o t e c t i o n  D e p a r t m e n t ,  N e w  Ta i p e i  C i t y 
Government to Onyx Ta-Ho since July 2007.  The 
Plant provides 2 million residents in New Taipei City 
with professional waste treatment services.  Onyx 
Ta-Ho actively takes part in innovative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having the Plant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 disposal 
capacity and power generation are thus increased 
gradually.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has introduced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optimized the resources 
efficiency, strived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Li Plant 
has been granted the Best Award in consecutive 
years by the EPA for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白添富廠長

達和環保服務公司 陳丁全廠長

團隊成員／

 彭業煌、涂椽義、林韡紘、吳威德、葉信毅、

謝慶麟、林士閔、劉芃彣、鄭子玲

環保政策及理念

提供國民一個整潔又美麗的居住環境及持續、

永恆的關注與維護員工的安全衛生，是本廠的基本

價值。因此藉由廢棄物焚化處理，使垃圾減量化、

安定化、衛生化及資源化，以有效地解決垃圾問題

並提升垃圾焚化廠處理效率。

1.  遵守相關法規及操作單位接受的其它要求與承諾。

2.  建立管理制度，實施監督與量測，提升環境／安全

衛生績效。

3.  實施教育訓練，促進員工諮詢與溝通，落實全員

參與環保與安全衛生文化。

4.  努力提升效率，增進資源回收效益，化垃圾為能源。

5.  持續不斷改善，力行污染防治，防止職業災害，

保障全員安全與健康。

6.  全員齊心協力，努力達成零失能傷害頻率、零失

能傷害嚴重率。

7.  善盡企業責任，公開資訊與承諾對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之決心。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達和八里焚化廠每年度訂定營運計畫，包含

操作營運、污染減量、節能改善、敦親睦鄰及環境

教育等，定期檢討及追蹤成效，並建立操作績效管

理。本廠環境政策及管理事蹟如下：

1.  本廠以解決新北市垃圾處理問題，提高垃圾處理

效率，紓解現行掩埋容量幾近飽和之困境，妥善

處理垃圾，達成垃圾減量化，安全化及衛生化為

目標。

2.  以重環境、重居民、重顧客、重品質的精神與經營

理念，通過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等多項國際及國內外的認證。

3.  每年進行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並獲得ISO14064-1
認證；成立節能減碳小組持續推動節能減碳措

施。本廠為全國首例提出焚化廠以「新方法學」

107年度垃圾焚化廠
查核評鑑優等獎

107年節水績優獎 107年度 綠色
採購 績效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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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ISO14064-2的驗證依循，獲得ISO14064-2的
驗證通過，核可於102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每年減排27,749噸CO2e。

4.  鼓勵員工自主提出改善方案，激勵員工積極參與

改善與創新；並對提出優秀改善案的員工給予適

當獎勵與表揚，使改善能持續落實，延長廠內設

備妥善度，105年至107年提案改善案達82件，不

僅使設備更加完善化，並大幅提升營運績效。

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本廠利用垃圾焚化過程中產生的餘熱，及提升

設備效率為主軸，持續推動各項節能減碳方案，相

關措施如下述：

1.  廠區空調更換為吸收式冰水主機，利用燃燒過程

餘熱製冷，減少空調用電每年節約用電約159.6萬
度，減少碳排放量約884.2噸CO2e。

2.  廠區風機（一次風機、二次風機、誘引式抽風

機）馬達更改為高效率變頻馬達，年節約用電

585.2萬度，減少碳排放量約3,242噸CO2e。
3.  各區域照明節能改善，近3年節約用電30.6萬度，

減少碳排放量約169.5噸CO2e。
4.  本廠為提高發電量，以真空度

提升（ACC查漏暨管線汰換）

進而提高發電機效率為目的進

行改善，107年度發電量較106
年度增加1％。

5.  本廠以節省全廠用水量3%為

目標進行相關改善措施（自來

水貯留設備改善、自來水管線汰換），107年度用

水量較106年比較減少32%，自來水用量降低約

7.5萬噸，降低幅度約32%減少碳排放量約12.2噸
CO2e。

6.  善用本廠山坡地勢，設置雨水回收系統，供應廠

內製程使用；107年度回收雨水量為29,444噸。

八里焚化廠重力流
回收雨水

使用回收雨水清洗廠內道路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1.  依據袋式濾帶生命週期，每年歲修更新袋式集塵

機濾袋，確保污染防治效率，歷年排放數值均遠

低於法規及合約值。

2.  增設氯化氫前饋設備，修改控制邏輯，提高消石

灰噴量調整反應時間，藉以提升去除效率並降低

消石灰用量，達到節省資源之功效，焚燒每噸垃

圾消石灰用量從15.59kg降至12.37kg。
3.  PM2.5是近年來大家所關注的議題，超細顆粒物，

相對於健康的危害更甚於PM10，廠內自主進行

PM2.5檢測，作為焚化廠PM2.5排放的調查，以及讓

民眾瞭解焚化廠對於污染防制的完善程度。

氯化氫偵測前饋設備 PM2.5檢測

四、環境參與

本廠為「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肩負深

入社區宣導與提供民眾接受低碳知識的責任；整合

本廠資源與志工人力，辦理環境教育推廣，藉由參

訪、體驗、教學及實作等活動，期能將環境保護資

源循環之理念內化於民眾日常生活中。

1. 環保觀念之推行

A. 環境教育活動

 設置環境教育場所，積極推廣環境教育，並依

不同年齡層設計課程（玻璃魔法城堡、環保特

環教場所揭牌

水管管線查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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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節能減碳救地球等），107年度共計49梯
次學員2,426人參與。

B. 推動員工環保活動

 積極辦理員工環境教育相關活動，並以環境覺

知與敏感度、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

度、環境行動技能及環境行動經驗等5大目標為

主軸，讓同仁親身體驗相關活動，吸取環保知

識、落實環保作為。107年度環境保護相關訓練

課程，共計22場次學員410人次，員工年學習平

均20.8小時／人。

C. 綠色交通

 廠內設置電動汽機車充電站，提供民眾免費使

用；並透過節能駕駛宣導活動，提供同仁多種

減低車輛污染排放的方法，降低車輛對環境的

影響。

D. 保存文物資產

 設置水墨展館、戀戀下罟坑展館及原住民高腳

屋展館，展示遺址標本，讓民眾進一步認識在

地歷史與文物。

戀戀下罟坑展館介紹環教活動

員工身心平衡活動原生園區環境教育

2. 生態復育

A. 廠區周界動、植物生態調查

 每年委託學術單位對廠區周界進行生態調查，

透過生態調查，研擬適當之管理策略，藉以確

保區內生態景觀，妥適提供遊憩與環保教育之

場所與機會。

B. 原生植物復育專區

 區域綠化「適地適種」是本廠推動的方向，因

為原生植物經過長期與本地環境共同演化的結

果，已和當地野生植物產生相互依存的穩定關

係，對當地病蟲害的耐受性高，並能調適環境

變化，是綠美化最適宜的植栽材料。

3. 環保活動

A. 參與淨山活動／淨灘活動

 每年參與淨灘、淨山活動，宣達維護環境理念。

淨灘活動 淨山活動

B. 世界節水日活動

 每年「世界節水日」，以節水為主題，透過簡報

及觀賞影片，讓員工瞭解珍惜水資源的重要性。

C. 世界地球日活動

 每年「世界地球日」及「世界環境日」，以綠

色環保為主題，宣傳企業環保主張；除了同仁

積極參加外並邀請附近學校及社區居民一同參

與，提升民眾價值認同。

D. 與野共生環保集點活動

 參與422地球日主題「與野共生」，鼓勵員工走

訪全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體認「與野共生」

之意涵。透過參與者拍攝的照片鏡頭，捕捉自

然生態資源多樣化的美好時刻，以引導體認自

身環境可貴，產生積極的環境行動，並形塑環

境教育產業之利基，全廠約46位員工參與環保

集點活動。

底渣再利用示範區

環保署「與野共生」活動

廠區參訪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