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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園區后里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企業簡介

后里污水廠位於后

里園區北側環保設施用

地，占地約6.2公頃。興

建工程分為二期，設計

處理水量分別為24,000
及36,000 CMD。

中欣集團成立於69
年，為國內從事代操作

維護之大型環保公司，

係一具有「全方位服

務」技術能力之環境保

護工程專業營造業，操

作實績包含竹科新竹園區、竹南園區、宜蘭園區、

龍潭園區、銅鑼園區；中科后里園區、七星園區、

虎尾園區；南科台南園區等污水下水道系統，其中

中欣行股份有限公司連續操作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

已逾9年，專業能力與豐富經驗深獲主管機關及業主

肯定。

Houli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y located at the north 
part of Houli Science Park with the area of 6.2 ha. 
The construction of Houli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and the capacity 
of each phase are 24,000 and 36,000 CMD, 
respectively.

AX group was found in 1980, which is 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field of O&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environment facility. AX group 
provides the “total solution” service in re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The 
references of AX group include the wastewater 
sewer system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Jhunan 
Science Park, Yi lan Science Park, Longtan 
Science Park, Tongluo Science Park, Houli Science 
Park, Chunghsing Park, Huwei Science Park, 
Tainan Science Park, etc. AXIOM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rp. has operated the 

林舜宏 總經理

網　　址：http://www.axgroup.com.tw
行 業 別：廢（污）水處理業

員工人數：51人
地　　址：臺中市后里區后科路三段2號
設立時間：民國（以下同）105年05月09日
負 責 人：劉長霖 董事長

 劉致緯 執行長

 林舜宏 總經理

聯 絡 人：卓裕盛

電　　話：04-25585852 分機204
傳　　真：04-25585852
聯絡信箱：jhuoyu@gmail.com
產品或服務： 營造、環境及機電工程維護服務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委託中欣行（股）公司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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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li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continuously 
more than 9 years. Ou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are certif ied by competent 
authority and CTSP Bureau.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劉致緯 執行長

團隊成員／

林舜宏總經理、陳睿斌協理、黃俊欽副理

呂理安廠長、卓裕盛副廠長

核心幹部： 陳柏諺、姚辰和、管羽翠、鍾宏義 
許柏彥、劉杏怡、李素宜

環保政策及理念

中欣行（股）公司為專業營造業、環境及機電

工程維護服務業，秉承優良之職安衛環保理念與社

會責任使命，致力於各區之環境保護，確實維護、

操作、管制並持續提升現有污染防治及安全衛生設

備功能，預防污染並確保職業安全衛生。藉由品

質、環境、職安衛3項管理系統之貫徹實施，達到

「品質卓越超群、環境節能減碳、安衛零災永續」

之企業永續經營。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政策與管理

(一) 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事蹟

為了瞭解廠內碳排放及水之流布，進行碳、

水足跡及溫室氣體盤查，並於今年度取得認證。遵

循持續改善，依照PDCA之ISO精神，執行ISO如

14001及9001管理系統認證。另外，配合政府政策

已通過環境教育場所認證，同時為增加水質檢驗結

果之公信力，亦通過環保署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認證

（共31項檢測方法）及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實驗室

認證。此外，遵循OHSAS 18001之精神，取得ISO 
45001認證，以落實職業衛生之管理。

環保相關認證

(二) 訂定操作營運績效指標

對於污水下水道系統營運管理工作品質之要

求除依照合約內容及業主核可之工作計畫確實執行

外，亦須依據ISO 9001、ISO 14001及ISO 45001之
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執行，且由外部及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稽核，並與業主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業主對

服務品質滿意，有關營運管理績效與成果分別就污

水下水道納管水質管理、水質處理、環保主管機關

查核及污泥操作處理等。

(三) 環境政策之短、中、長程規劃

訂定落實環境政策之污染減量、節能減碳及環

境教育目標，並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分
門別類進一步擬定策略及短（如：污泥冷凝乾燥模

廠減量評估分析等）、中（如：小型水力發電設施

功能優化等）及長程（如：增設3項互動式環教導覽

設備規劃等)，期望為臺灣之環境盡一分心力。

短、中、長程規劃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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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資源節用貢獻

(一) 節水

節水績效主要分為回收水再利用（污泥濃縮

機濾布及脫水機清洗水、消泡水、過濾單元反沖洗

水、溢流堰清洗水及景觀池用水）、加裝自來水節

水器及每日抄表管制用量3部分，統計每年約節省

1,013,044m3用水量，另比較處理廢水單位用水量由

107年0.0089度／m3下降至108年0.0064度／m3，減

量達28.1％。

(二) 節電

節能及節電措施包含廠區處理設施節電（針對

曝氣池鼓風機及迴流污泥泵等50 KW以上大動力設備

進行變頻操作調整，減少約39.8噸CO2 eq／年排放

量）、操控中心大樓節電、建置小型水力發電機及

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統計處理廢水單位用電量由

107年1.29度／m3下降至108年1.23度／m3，減量達

4.65％。

(三) 節藥

化學混凝系統添加藥劑為PAC及Polymer(-)，除

每日查核加藥量並於重點廠商設置即時水質監測設

施，掌握水質動態並調整操作參

數外，同時透過每月進行瓶杯實

驗(Jar-test)一次，視水質狀況增

加瓶杯試驗頻率，於放流水質可

符合環評承諾值前提下，調整最

佳加藥量。茲統計108年即使總

處理水量增加PAC及Polymer(-)仍

較107年共減少159.1噸，PAC及Polymer(-)減量幅度

分別達20.8及36.8％，而單位處理水量加藥量減量幅

度更分別高達31.5及44.3％。

化學混凝單元加藥減量成效

三、污染防治減量成效

(一) 推動空氣污染物減量、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維護

為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於廠內部分特定處理

單元裝設活性碳除臭設備及水洗填充式洗滌塔，分

別針對VOCs、H2S及NH3去除，藉以減少臭味逸

散。另透過化混單元節藥及污泥減量相關措施，統

計108年度單位水量之二氧化碳排放量較107年減少

31.1％。此外，透過室內植栽淨化空氣，降低辦公室

二氧化碳、甲醛、三氯乙烯及落塵之濃度，搭配每

半年一次全廠區內室內空氣品質（如二氧化碳）之

量測作業，歷年檢測結果皆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制

標準。

(二) 推動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

推動廢（污）水減量計畫或措施，於廠商端透

過訂定納管限值及收費級距並分2階段管制，以及

納管廠商製程端回收及增設除氮設備等源頭減量措

施，污水廠進流水氨氮濃度由89.3 mg/L 降至17.0 
mg/L，減量達81.0％。

污水廠端則透過pH調整池增設導管及缺氧池進

流分水井進行閘門開度控制，提升總氮去除效率大

於75％（原設計值為43％），統計107年及108年放

流水平均總氮濃度分別降至6.8及5.3 mg/L，顯現生

物除氮系統之效能良好。另參考實廠HRT設計建置

生物除氮模廠進行不同處理水量效能測試並參數優

化控制調整（碳源、鹼度、好氧單元曝氣量及污泥

迴流量等）之最佳效能評估精進作為。

(三) 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妥善清理企業廢棄物

藉由生物單元採較長SRT，以及化混單元最

佳加藥量控制，搭配毛細汲取時間設備進行污泥調

理優化，統計單位污泥量從107年4.20噸／萬噸廢

水，降低至108年3.72噸／萬噸廢水，減量幅度達

生物除氮模廠

瓶杯試驗

冷凝除濕式污泥乾燥機測試廠商前處理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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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此外，導入冷凝乾燥機模廠進行測試，經

6-10小時乾燥時間，平均減量幅度達15~30％，每減

少1噸污泥節碳效益為1.625噸 CO2 eq。
建立完善污泥清運追蹤管制機制，除不定期污

泥跟車搭配GPS即時追蹤系統掌握車行記錄軌跡，

並依廢清法30之1條規定每季辦理一次處理機構查訪

作業，此外廢棄污泥100％採用熱處理方式，再製成

CLSM、骨材等產品，廢棄物資源化比率每年皆達

99.6％以上。

四、環境參與

於106年02月16日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目前已有7位取得環境教育專責人員證書，以及

2套核定教案分別為「當我們混在一起」及「水藍

色星球」，並積極與鄰近學校（如：后里國小、七

星國小、后綜高中國中部等8所學校）簽署合作意向

書，協助針對教案內容進行審視，提升教案內容豐

富度，同時與鄰近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如：西湖渡

假村、豐原資源回收廠及華陶窯等）簽署合作備忘

錄成為夥伴關係，結合雙方環教課程方案，提供參

訪者跨場域學習，以及環教人員及志工交流，以提

升環教活動參與人數，統計認證通過至今，環境教

育課程共38場次，參與人數總計1,098人次。

推動及參與多項環保公益活動，包含贊助環工

年會、建立中欣小農平台、響應世界地球日、參與

淨灘活動及海灘認養等，並於全臺各大專院校環工

系所頒發獎學金，自101學年度迄今，已嘉惠環境工

程領域學生人數合計1,163人。另本廠也推行各項響

應節能減碳政策如低碳蔬食飲食，參與人數達1,568
人日，以及推動環保署環保集點活動，參與人數49
人，累計綠點28.6萬點。

五、其他環保績優事蹟

近年來屢屢獲得國內相關環保獎，獲獎事項包

含環保署及中部科學園區廢水專責績優人員，同為

公司代操作「台南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更榮獲第1
屆國家企業環保獎-銅級獎之肯定。此外，導入多項

創新作為，領先同業自行開發污水下水道營運管理

系統建立標準化及無紙化作業流程，減少紙張的浪

費；並設置行動水質監測車搭配污水管線資訊整合

APP系統，有效縮短溯源查察時效性；同時也與工

研院合作規劃污水智能化處理，藉由AI操作決策輔

助，並以視覺化呈現績效展現。

榮獲環保署績優專責人員
（106年）

榮獲第１屆國家企業環保獎-
銅級獎（108年）

水力發電機 水質行動監測車

污水下水道系統營運管理
數位資訊網應用分析服務

動力設備振動診斷預警平台暨
能源管理系統應用分析

提供污水下水道管線資訊整合APP系統服務

廢棄污泥清除跟車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