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水資源循環之動態生命週期評估模型
許桓瑜 1、闕蓓德 2

摘要
水資源是一個城市人口、經濟、社會發展之重要資源，城市供水與需水之平
衡為城市水資源安全之重要管理目標，其中，水資源管理策略又與能源及環境影
響關係密切，具備低耗能低衝擊之管理策略為各國關注之焦點。生命週期評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是良好之環境衝擊量化工具，可透過範疇界定、盤
查、衝擊量化及結果闡釋，評價管理策略或處理技術之環境衝擊，然而傳統 LCA
方法多以平均值為系統之代表衝擊，忽略了策略或技術隨時間變動所造成之影
響。本研究以系統動力學模型改良生命週期評估架構，建立動態生命週期評估方
法(Dyna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 DLCA)，以島嶼型區域(金門)之水資源系統為研
究案例，建立該地區水資源供需模型，以相同功能單位(1 噸飲用水水質標準之產
水)討論供水系統與污水處理系統中，淨水處理、海水淡化、境外引水、污水再
生與污水處理設施，隨時間變動、管理策略施行對環境衝擊之影響。研究結果顯
示，金門地區以境外引水之衝擊最低，其次為淨水處理，而水廠之供水穩定度為
衝擊變化最主要之影響因素。DLCA 紀錄處理設施隨時間變化之資源使用及水處
理效率，不僅可進一步提供管理策略之環境影響結果，亦避免了傳統 LCA 僅考
量平均值之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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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城市水資源系統應能夠支援城市之社會經濟發展，且不影響當代與未來之供
水服務要求(Willuweit and O’sullivan. 2013)，於永續發展之城市水資源管理目標
之下，管理者應考慮更多元的供水選擇、廢水處理方案、以及其他可增加水資源
之作法(雨水蒐集、污水再生、節水策略等)，許多城市嘗試採取上述措施作為新
的供水策略(Mo et al. 2014)，其中，污水再生利用為近年來被特別關注之供水策
略，因為污水再生來自於不可避免的污水排出，其水量大、穩定且污染負荷低之
特性，使再生水成為不受氣候影響之替代水源，已被世界各國列為因應氣候變遷
衝擊的有效調適策略，特別於小島型國如新加坡、日本，或地中海區域國家如義
大利、西班牙、希臘等，逐漸將水再生利用規劃供作景觀、沖廁用水、消防用水、
工業用水或作為乾旱時期的救急水源(Meneses et al. 2010)。
隨著上述之供水策略發展，儘管有多種解決方案，最重的仍是通盤的對於供
給與需求進行分析，整合環境、社會、經濟各面向訊息，建立水資源管理系統，
以提出最適當之城市供水策略。城市供水壓力與能源耗用強度之正相關趨勢，且
具有溫室氣體排放衝擊風險(Lee et al., 2017)，水資源管理策略與能源及環境影響
關係密切，隨著各種供水策略的開發，除了水資源供需問題之外，應同時考量其
伴隨之環境問題，不管是供水、送水、污水處理階段，皆應避免環境衝擊轉移，
因此，水資源管理策略之環境衝擊量化，為策略實施前之重要評估工作。
生命週期評估方法(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為良好之環境衝擊量化工具，
Shiu et al. (2017)曾以此工具量化污水再生利用於城市和農業造成之環境影響，指
出儘管水再生處理仍需耗用能源與資源，但是所產生之水再利用之價值，可取代
其付出之環境衝擊。亦有相關研究從技術層面、污水處理廠營運層面、或是再生
水供水方案之 LCA 討論(Ortiz et al. 2007, Muñoz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0)。於
此，傳統 LCA 面臨兩項挑戰，其一，從搖籃到墳墓的系統邊界，是否可以代表
再生水循環再生之特性，其二，水處理設施於壽命中，隨時間變動之影響、策略
施行之影響，無法反應於傳統 LCA 結果中，將高估或低估其環境衝擊。
本研究以系統動力學模型改良生命週期評估架構，建立動態生命週期評估方
法(Dyna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 DLCA)，以島嶼型區域(金門)之水資源系統為研
究案例，建立該地區水資源供需模型，討論供水系統與污水處理系統中，淨水、
海水淡化、境外引水、污水再生與污水處理設施，隨時間變動、管理策略施行對
環境衝擊之影響，比較 LCDA 與傳統 LCA 之差異，提出永續水資源管理之策略
與建議。

2. 水資源系統之管理策略
2.1 金門區域島嶼特性
本研究以島嶼型區域金門為研究案例，該島嶼面積為 153.1 平方公里，儘管

平均降雨量為 1,047 公厘高於許多缺水國家，由於地形平坦加上島嶼面積小以及
降雨不平均之因素，金門仍然是個缺水區域。過去，金門之水源主要來自於地下
水(79%)，其次是湖庫水(19%)、和海水淡化(2%)，自 2018 年啟用了來自福建之
境外引水，引水成為金門最主要之水源。
2015 年金門人口約 132,800 人，主要耗水為農業用水(43%)，民生用水約
29%(包含 3%之觀光用水)，其餘為工業及軍事用水。近年隨著污水再生技術發展，
金門除了引水之外，亦積極規劃污水再生作為農業用水，由於金門主要之工業用
水為高粱釀酒，其水質要求較高，故不使用再生水作為工業用水水源。
2.2 供水系統與污水處理系統規劃
由於金門缺水以及區域之島嶼型態，使該地區供水方式多元，現有之供水設
施包含 3 座淨水廠(太湖淨水場、榮湖淨水場、紅山淨水場)，其中榮湖淨水場與
海水淡化廠結合，缺水時協助海水淡化廠之供水；2018 年金門地區啟用來自福
建之境外引水，金門地區供水設施與供水量詳述於 3.3 節。
金門地區之污水處理多以氧化深渠為處理方法，3.3 節將列出 5 座污水處理
廠及其處理水量(金城污水處理廠、榮湖污水處理廠、太湖污水處理廠、擎天污
水處理廠、東林污水處理廠)，其中金城污水處理廠已預計於 2019 年完成擴廠，
提高污水處理量同時，也增加三級處理設施，供應再生水。

3. 研究方法
3.1 系統動力學模型
模型起源於 1961 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Forrester 教授應用回饋理論分析工
業系統，1969 年後最著名之系統動力學應用於都市動態(Urban Dynamics)研究(劉
子明，2010)。系統動力學模型與時間變化有連動關係，而水資源系統也是隨時
間變化且非靜態系統，因此系統動力學是非常適合應用於水資源系統的研究方法，
系統動力學應用於水資源管理已延伸出許多方向，大致上可歸納出區域分析、流
域規劃、城市水資源管理、洪水、灌溉和標準純化程序等類別，這些研究逐步了
解水資源及其管理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另一方面可量化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包
含人口、就業、工業等等(Winz et al. 2008)，
本研究以 Vensim 模擬軟體進行模擬，建立流量變數(flow)、存量變數(stock)、
回饋環路(feedback loop)，進行水資源供給與需求模擬。供給包含既有淨水廠、
海水淡化廠、境外引水及污水再生，此外亦建立完整水處理系統所需之污水處理
設施，需求端以民生用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建立人口、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需
水變化，供水與需求之關係將影響水處理成本與環境衝擊結果，而影響水資源供
給與需求之政策，系統之因果關係如圖 1 所示。

圖 1 供水策略對供水設備的影響因果關係圖
3.2 生命週期評估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方 法 為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SO14040 規範之分析方法，包含四步驟：目標及範疇界定
(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盤查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 LCI)、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LCIA)、結果闡釋(Life Cycle Interpretation) (ISO, 2006)。
本研究以 1 噸水作為功能單位，計算各個水處理設施所處理之水量所需之能源與
資源，對環境造成之影響，使用 CML 2000 為衝擊評估方法，量化水處理設施之
酸化、暖化、優養化等十種類別之環境衝擊。
本研究以傳統 LCA 方法以及本研究建立之動態 LCA 方法，初步以新建海水
淡化廠為例，計算水處理設施之環境衝擊並分析衝擊結果之差異。於傳統 LCA
計算中，使用 2013 年之盤查數據為計算基準，DLCA 之盤查數據則建立於系統
動力學模型中，詳述於 3.3 節。
3.3 供給與需求模型建構
金門地區供水系統可分為民生(居民、觀光、軍事)、農業、畜牧業、工商業
等主要用水類別，資料蒐集之時間範疇為 1991 至 2012 年，共 22 年，並考量境
外引水簽約之 20 年期限，往後推算至 2034 年。以下針對上述需水類別之用水量
進行數據蒐集與分析：
1. 供水與污水處理系統
(1) 地下水
金門部分地區地下水使用成本低且水質與水量穩定，金城淨水場之供水
主要抽地下水，經鐵錳去除後使用，供水量約每日9,700公噸，金門酒廠也
依賴地下水為主要水源，此外，民眾開鑿地下水井抽水，以彌補日益增加之
農業、工業及民生用水標的用水不足。金門縣政府於2012年「金門地區地下

水資源之管理與運用策略」中分析地下水觀測井資料，指出合理抽水量約每
日2.38萬噸，目前地下水的使用量約每日3.54萬噸，每年超抽1萬噸地下水。
(2) 淨水廠
金門地區共有太湖淨水場、榮湖淨水場、紅山淨水場等3座淨水場，太
湖淨水場水源抽取太湖、陽明湖、田埔水庫等湖庫之水源處理及成功、瓊林
共3口深井，設計每日出水量可達12,000公噸，目前每日出水量約為6,500公
噸。榮湖淨水場水源抽取榮湖、金沙水庫、擎天水庫及山西蓄水塘等湖庫之
水源，設計每日出水量為10,500公噸，目前每日出水量約為3,500公噸。紅山
淨水場水源抽取蓮湖、菱湖、西湖等湖庫之水源處理供應。設計每日出水量
為3,000公噸，目前每日出水量約為1,500公噸。
(3) 境外引水
金門2018年自福建引水，於金沙水庫西南側興建洋山淨水場，第一期淨
水場設計每日出水量為25,000公噸，並且預留空間，未來可擴充至每日50,000
公噸。目前引水方案簽約20年。
(4) 新建海水淡化廠
儘管自福建引水可提供穩定且足夠之水源，然而金門仍搭配新建海水淡
化廠作為備援之配套方案，設計容量為每日20,000公噸。
(5) 再生水
以金城污水廠增加三級處理程序，將污水再生利用，目前再生水用於鄰
近公園綠地澆灌，未來進一步提供於農業用水。行政院2013年核定「金門地
區整體供水改善綱要計畫」之目標，期望可供水量約每日4,535公噸。
(6) 污水處理廠
金門地區共有金城污水處理廠(處理能量為3,000公噸)、太湖污水處理廠
(3,000公噸)、榮湖污水處理廠(3,000公噸) 、擎天污水處理廠(750公噸)、東
林污水處理廠(435公噸)，共5座，其中金城污水處理廠實際處理量為4,500
公噸，目前實施二期擴建工程，預定2019年完成達到每日5,000公噸之處理
量。
2. 需水系統
(1) 民生用水
本研究以金門縣政府統計資料庫，蒐集人口資料，包含出生、死亡、遷
入、遷出人數以及上述項目之變動率以及觀光人口，軍事用水資料來自金門
縣政府自來水統計年報，根據二期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之報告書中估算，
金門地區之生活用水量為每人每日 0.2028 m3(每年 74 m3)，值得注意的是，
據 2010 年行政院主計處之人口及住宅普查統計結果提要分析，金門縣戶籍
人口 97,387、常住人口僅有 57,214 (58.75%)、幽靈人口有 40,173 (41.25%)。
此報告亦估算觀光人次與觀光用水量，以平均每年 1,091,247 人、每人次每
年 0.48 m3 計算，旅客之計算不包含小三通之中轉台商。軍事用水則以平均
值每年 1,514,896 噸水計算。
(2) 農業用水
本研究以金門縣政府自來水統計年報，蒐集農業之種植面積及產量，包

含主要之雜糧作物(甘藷、花生、大麥、小麥、高粱、玉米)以及蔬菜，其中
蔬菜之平均種植面積為 5%，平均之產量為 25%。本研究以水利署各項用水
統計資料庫所提供之雜作單位面積用水量的歷年平均值，雜作每公頃平均用
水 9,723.8 m3，作為水量估算。本研究以水利署資料庫推估之農業單位面積
用水量，每年每公頃 2,195 噸。
(3) 畜牧用水
本研究以金門縣政府自來水統計年報，蒐集家畜家禽數量，本研究僅考
慮主要隻畜牧隻家畜與家禽，以豬(70.5%)、牛(12.9%)、雞(98.8%)、鴨(0.7%)
作為代表。本研究以水利署各項用水統計資料庫所提供之畜牧頭數用水量的
歷年平均值，豬、牛平均用水 0.007 m3，雞平均用水 0.118 m3，鴨平均用水
0.294 m3，作為水量估算。本研究以水利署資料庫推估之單位畜牧用水量，
每頭豬每年 17.5 公噸，每頭牛每年 27.74 公噸，每隻雞、鴨每年 2.92 公噸。
(4) 工商業用水
本研究以金門縣政府統計資料庫，蒐集金門地區製造業之產業面積，產
業用水量，包含金屬製品製造業(0.034 m3)、電子零組件製造業(0.0625 m3)、
食品製造業(0.171 m3)、飲料製造業(0.0855 m3)、印刷及其輔助業(0.028 m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0.031 m3)，此六項類別為水利署工業用水統計中，
金門地區主要之工業用水。2009 年至 2015 年資料來自於水利署工業用水統
計之工業用水量與面積，其餘年份以金門統計年報中，金門地區製造業登記
家數之成長率進行推估。

4. 結果與討論
金門地區為島嶼型城市，降雨稀少，加上地形限制使蓄水條件差，是一個水
資源匱乏的地區。金門地區的供水來源主要為地下水，其次為集水區的湖庫水以
及海水淡化。除了自然條件限制下的水資源匱乏，在金門地區觀光政策與人口成
長所增加的水資源需求，使水資源供應壓力更大，水資源不夠時區域的地下水超
抽，使地下水資源超出安全出水量，面臨地下水位漸降的問題，除了政府積極辦
理湖庫水質改善及清淤工程，於 2015 年與福建供水公司簽訂境外引水契約，且
已於 2018 年開始正式引水，此外，在供水規劃上，也新建海水淡化廠提供足夠
的供水水量。
4.1 金門供水與需水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彙整金門地區供需水狀況，繪製供需平衡圖如圖 2 所示。金門地區最
主要的用水量來自於農業，也因為農業需求，抽用地下水使金門地區的地下水水
量漸減，進一步由供需平衡圖可觀察，於 2018 年以前，水資源不足時皆使用地
下水補足， 2018 年境外引水方案開始實行後，就是足夠的水量，使地下水的供
應可以維持安全出水量。

圖 2 民生、農業、工業之需水量及供水需水平衡圖
4.2 金門供水系統之環境衝擊分析結果(以新建海水淡化廠為例)
本研究分別以傳統 LCA 方法及 DLCA 方法，對新建海水淡化廠之方案進行
環境衝擊量化，如表 1、表 2 所示。當海水淡化廠順利達到建設規劃之供水目標
時，其標準化之衝擊值為 6.83E-12，衝擊熱點為基礎建設之混凝土以及藥品使
用。
在 DLCA 結果中，由於新建海水淡化廠之供水為最後順位，在境外引水的
狀況下，海水淡化之供水量比預期低，造成水廠使用效率降低而衝擊上升之結
果。
表 1 傳統 LCA 量化新建海水淡化廠方案之環境衝擊結果
總衝擊 濃水排放

鋼筋

混凝土

電力

混凝劑

液鹼

次氯酸鈉

6.83E-12 5.29E-16 1.81E-15 4.49E-12 4.01E-15 1.38E-16 3.71E-16 2.33E-12
100%

0.01%

0.03%

65.75%

0.06%

< 0.01%

0.01%

34.14%

液鹼

次氯酸鈉

表 2 DLCA 量化新建海水淡化廠方案之環境衝擊結果
總衝擊 濃水排放

鋼筋

2.07E-11 5.29E-16 7.41E-15
100%

< 0.01%

0.04%

混凝土

電力

混凝劑

1.84E-11 3.90E-15 1.38E-16 3.72E-16 2.33E-12
88.68%

0.02%

< 0.01% < 0.01% 11.26%

5. 結論與建議
金門地區水廠之供水穩定度為衝擊變化最主要之影響因素，DLCA 紀錄處理
設施隨時間變化之資源使用及水處理效率，不僅可進一步提供管理策略之環境影
響結果，亦避免了傳統 LCA 高估或低估之環境衝擊。本研究初步以新建海水淡
化廠之環境衝擊研究結果作為討論，未來可囊括所有供水與污水處理設施，系統
性分析環境衝擊變化，提出相對應之供水、污水處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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