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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后里焚化廠整改公聽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1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地點：臺中市后里焚化廠（臺中市后里區堤防路 556號） 

參、主席：商副局長文麟                 紀錄：王瀞儀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簡報說明：（詳如簡報） 

柒、民眾意見表達與回覆說明：（依發言順序逐字紀錄） 

一、陳議員本添 

文山他們先前在辦說明會的時候，當然也引起很大爭議，不過我們當然

我們這邊有考量。塞車問題，我一直再強調，希望到時候不要又產生塞

車的問題，整改的時候，因為就少了一座焚化廠，會產生塞車問題，清

潔隊的兄弟姊妹要到別的地方去，他們的權力應該要顧到。再來，你們

將來垃圾一定會堆積到廣福里掩埋場進行暫置，我不反對，但是回饋機

制要做起來，消毒要做好，掩埋要做好，因為你現在是臨時又要增加，

所以對我們廣福里來說非常非常的不公平，臭味的問題、蒼蠅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在大概 4個月的整改期間，還是要多少補助廣福里。那後續

整改以後，設備是否能夠空污減量 30 %以上，希望真的能做到，而且設

備沒有問題，這個一定要把握，換的機器一定要是新的，建築物應該基

本上沒什麼問題。以前游泳池建設時有提到說要從焚化廠接管過去有熱

水，結果到最後是一場空，現在要做新的，是不是可以想個方式，希望

焚化爐的回饋能做到讓游泳池有熱水可以用，當初如果不能接管的話，

乾脆游泳池就不要設在這邊，所以這一點麻煩顧問公司幫忙設計規劃。

我們沒有很大的抗爭，但是我們希望好還要做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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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議員朝坤 

我們焚化爐走過 20 年要整改，縣市合併後焚化爐就沒有監督委員會，

我想這個一定要來成立。像文山焚化廠說要出國考察更好的設備，但是

我們后里就是沒有，我也在這邊提出。回饋金自治條例應該要修改，以

前是 200 元，照理說要提升，看是 220 元、250 元、300 元，對我們后

里鄉親才有交代，因為犧牲健康成全各區家庭廢棄物處理。我們應該要

減少事業廢棄物讓廠商來收，要訂好，設定那麼高的事業廢棄物，有圖

利廠商的嫌疑，我認為你們要妥善處理，量要降。最重要的，游泳池水

太冷，冷到大家受不了，希望要照早期說的焚化爐要提供熱源給游泳池

把溫度提高。發言時間過短，比議會還要短不合理，最少也要訂 5分鐘

發言才公平。 

三、后里區公所賴區長同一 

后里焚化廠在后里 20 年光陰，是大家都很關注的議題，20 年的設備更

新當然需要來辦說明，甚至說你們要印說帖，給我們舊社里、后里鄉親

來更明了，不是說只在這說明，到時候鄉親不了解的又來詢問，所以希

望能夠把說帖印出來。回饋機制，如何再訂定，針對這些說明都是必要

的。如果說有維修，最好是裡面的功能或是必要大的設備，給鄉親了解，

可能要在說帖裡面說的更明白。當然，設備更新是必要的，我們也希望

因為設備更新把整個空氣還有我們整個環境改善，做得更好，也是我們

的期待。所以，在此向環保局請託，做得更好是我們的希望。 

四、后里區廣福里郭里長明洲 

與其說你要更新，乾脆告訴我說你要延役，后里廠已經影響后里環境 20

年，還要影響多久？你給我講清楚啊？你開一個公聽會，我們再忍受 20

年嗎？還要延役多久，你告訴我們啊？各位鄉親，全國總共 24 個焚化

爐，我們臺中占了 3 個焚化爐，他們說不夠用，那是不是他們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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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們的問題，你們不能這樣處理事情。臺中市目前焚化爐數全國最

多，剛才那個報告烏日廠占 38 %，后里廠占 36 %，不可能啦。后里廠

收受 16區的垃圾，占臺中市 29區一半以上，而且那個報告不實在，請

問我們主辦單位，你們用什麼心。三個焚化爐，你告訴我說他不夠 90

萬噸，你騙我們，說這是全國最大為什麼容量還不比烏日大，不對啦，

在座的議員要認真啦，要延役多久都不講得。每天錄影要錄好，最好是

拿出來看，是不是要介入調查。我們后里不是沒有人反對，所以延役多

久，環設大隊長我前些時候有問過你，你還是不跟我們講。所以這個焚

化爐請你們好好珍惜它，你要用我不反對，但是你把一半以上通通擠來

這邊，然後你告訴我說我們容量不多，我希望你們好好的珍惜。回饋的

問題，你們現在只要遇到打掃等，就往廣福里去擠，請問廣福里就是給

你們倒垃圾嗎？人家別人用 10年，垃圾掩埋場沒有滿，你們用 10年已

經滿上天了。我們是很認真跟你們監督，你們做都不幫我們做。（補充

發言意見單填具內容：1、準備延役多久？臺中 3 座焚化廠應做更佳的

調備。2、在不影響既有的回饋下，如何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 

五、張議員瀞分 

委託期限，現在修改好，還是這個廠商在做委託嗎？我們是 BOT 嗎？

我們這個不是。修改後也是交給原來這個承接的廠商在做？要再解釋一

下，不然會聽不懂。垃圾進來放在后里、豐原這些地方，沒理由堆成垃

圾山在掩埋場，這是沒有道理的，所以希望我們要針對這方面要有所改

進。起碼我們有一座焚化爐在這邊，你要讓所有垃圾可以進廠，這才有

道理，你把它堆在廣福里那邊是沒有道理的，這個是你們要去知道。 

另外，講到回饋金，我也希望越多越好，但是回饋的範圍希望能夠考慮

到我們豐原的東湳、西湳、朴子那個地方，如果北風吹得話，絕對吹到

我們那邊去，那個灰渣什麼東西都會到那裡去，甚至神岡溪洲這邊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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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所以我希望你現在已經在做整改了，希望不要把灰渣吹那麼遠

去。像現在北風吹起來，那三、四里連神岡那邊幾乎全部都茫茫的，這

個希望能夠一起考慮進去。當然，環保工作是一天都不能停，大家家裡

都會丟垃圾出來，誰都不希望丟在我家門口，但是要不要做？要做。所

以，我希望我們環保局你能夠在你們的專業範圍裡面，好好去針對這個

問題，應該可以再做更精進的考量。修改 4 個月是不是？4 個月可以做

好嗎？還有垃圾車進焚化爐塞車的問題希望也能夠解決。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經理忠正回覆 

我大概報告一下，剛剛議員關心的塞車問題，其實塞車除了是因為短時

間垃圾進來，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吊車，也就是說在這一

次的整改，這個吊車就會把它換成一個全新的，所以這個我要報告一下，

這個為什麼我們建議說一定整改的原因，就是說讓設備更穩定。那剛剛

議員有問到整改這個到底他是在做哪些事情，其實我簡單來講，整改的

意思就是擴大歲修，所以有些縣市他是用擴大歲修這四個字，當然在我

們這邊是說整改，是一樣的意思，歲修大概一個月左右，擴大歲修這個

整改大概 3至 4個月這中間，當然未來廠商會以他們的工期，越快完成

對他們越有利。當初里長有說這個部分，我報告一下，因為這個廠當初

整地我就在這，所我以本身 86 年就來在這，所以臺灣的焚化廠我大概

走透透，其實我大概知道臺灣現在遇到的問題，早期垃圾不夠，現在垃

圾太多，但是過幾年垃圾又掉下來，但是我們的機械，你沒有去把它做

設備更新的時候，他整個設備的效能一定會直接降下來。整個空污，剛

剛報告，國外 20 年以來，我們臺灣都沒有引進新的技術，透過這次整

改，我們可以將國外技術引進來，包括剛剛區長關心的空污這個部分，

因為新的技術他的飛灰是可以減量的，減量最少減少 30 %以上，那減量

之後包括廣福里掩埋的空間就會降下來，當然新的技術，可能會有一些

再利用技術都會納進來，我大概先做一個這樣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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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設施大隊沈代理大隊長旭昇回覆 

整修後效能會比現在再提升，塞車問題也是我們考量的問題。空污部分，

剛剛經理也有說明，以最新的技術，包括飛灰部分簡報是說至少可以減

少 25 %以上，陸續會有飛灰處理新技術出來，不論是成熟或不成熟，我

們是先從減量開始，以後飛灰到底還要不要固化掩埋，如果未來技術進

步，應該可以不用這麼做，如果未來技術成熟我們也會納入我們這次整

改的技術裡面。議員關心的游泳池問題，目前沒有從焚化廠接熱源過去，

我們會再評估發電後蒸汽、不影響售電，技術可行的話會納入評估，但

是我在這邊先報告如果是將熱源接過去，還是會遇到每年上、下半年 2

次歲修的問題，歲修就沒有熱源供應那邊。郭里長提到這個是更新還是

延役，報告里長，我們剛剛簡報就說我們預期再用 15 年。后里這一廠

處理臺中市 36 %垃圾，我們都是有經過地磅的數據。因為我們這一廠設

計處理量 900 公噸/日、烏日廠也是 900 公噸/日，文山廠雖然它設計處

理量也是 900 公噸/日，但是因為 25 年前設計處理熱值 1,500 kcal/kg 較

低，目前只能收受約 600公噸/日。都是有過磅的數據，分析出來我們后

里廠是承擔臺中市 36 %垃圾處理量。回饋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回饋自治

條例，不只我們這一廠，還有南屯、文山、后里，還有很多掩埋場，我

們在自治條例當中有規定，當然我們把這一廠的設備穩定，穩定之後把

效能再稍微提升，空氣污染設備做好的話，我們整個發電量也會增加，

整個回饋金的母數也會增加，這也是一種增加回饋的方式。剛剛張議員

有說要委託誰？我們每一個標到期之後，我們都會再重新公開招標，不

會說我就指定誰繼續做，現在政府採購法就是都要公開招標。今天所有

貴賓的意見，我們都會納入將來要招標的方向、規劃，今天請大家來，

就是要蒐集大家寶貴的意見，我們再來做規劃。如果這個標要 15 年，

就會標 15 年，剛剛有說可以再用 15 年，那就是 1 次標 15 年。我們就

是所有意見蒐集完，招標文件會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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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岡區蘇先生 

因為我主要是民眾，發現今天人很少，我請問一下今天開這樣有什麼意

義，你說今天除了這些議員、區長，民眾都沒有，到底是要做什麼，我

真的很懷疑。我老實說，應該這是大家都感覺說，里長是不是要去辦公

室同時講，應該也要晚上要讓一般民眾了解，你剛剛跟我說，你說聽聽

再去跟民眾說，哪有這時間，我們也是要那個。我感覺說你要改變不如

乾脆，機械要如何改變如何求進步，不如乾脆最簡單，你沒想想看平常

隨隨便便去外面買一個東西，它這個也要用垃圾，那個也要用這個塑膠，

這個也要用這個，這沒辦法。我老實說，像我回去我每天我一個月我用

的垃圾量一個桶子而已，我一個月沒跟你吹噓，我說真的，為什麼，因

為我什麼東西我都用洗的，我都一直用一直用這樣，我建議你們這樣不

如乾脆，我建議你去全臺中去查一下垃圾的量這麼多。還有我要說最後

一個，就是我希望說你說燒越多回饋金越多，那不如乾脆，將這些垃圾

全部去看廠商製造什麼東西，要用塑膠要用紙要用什麼不管，你去查，

全部，不要說臺中，全部都去查，看什麼樣的商品會製造垃圾全部都去

查，你吃這東西要用什麼丟棄的東西，吃個東西要用什麼一次丟棄的東

西，這是要怎麼弄的完，你與其要改變這些機械，不如乾脆，這樣最簡

單，去減少這些垃圾量，這樣最快。還有，我之前在這裡游泳池游泳的

時候，嚇死人，我也是一樣，你說天氣熱沒熱水沒關係，最少天氣冷要

有熱水吧，包括洗個澡，你也知道也沒熱，洗個澡也是一樣這麼冷。但

是我說最後一點不管怎麼說就是，我建議說如果可以的話開一個會，一

個活動，拜託一下民眾多一點，不然真的都沒民眾，很難看，真的很難

看，很難看，很難看。還有拜託一下最後一點，剛剛我說的去查包括自

助餐，去查看看為什麼都用丟棄的東西，不要說那肺炎的關係，我說實

在真的要去查，包括我希望禁止那些垃圾，那些東西若禁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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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立法委員楊瓊瓔服務處顏主任詒民 

謝謝我們主辦單位，那我們知道垃圾的處理在每一個家庭都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個工作，這也不怪郭里長在這裡生氣，舊社焚化爐還有我們廣

福掩埋場，跟他所在的地方都很近，每天息息相關，很多很多瑣碎的事

情。我在這地方首先代表楊瓊瓔立委感謝大家對這個議題的關心，我們

這邊有一建議，剛剛議員還有里長，還有我們很多民眾，都有提到這點，

就是我希望，剛好區長也在這，我們要怎麼做，因為這個整個牽涉到的

範圍會非常大，我們怎麼做，我希望我們透過不管是宣傳、宣導，那公

所這邊也很願意來配合，讓我們后里所有的民眾都知道這個整改的計畫

怎麼樣做，怎麼樣進行。那這整個過程當中，對我們目前的生活會造成

什麼影響？我們也希望環保局在這整個說帖當中把它說明清楚。別說問

題發生了，大家再來抗議，再來抗爭，這個我覺得都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很多可以事先先做好的，我們希望事先先把它做好，把它做

到很完整，那后里人對這個焚化爐有一個很深的情結，所以呢，我雖然

不住后里，但是我在后里服務十多年了，我覺得后里人非常非常的善良，

這十幾年來，我也感染了大家的心情，所以在這裡我把它當作我第二個

故鄉，在這個地方要拜託我們主辦單位，確實一定要把所有所有的訊息

給所有的民眾都知道清楚，謝謝大家。（補充發言意見單填具內容：1、

整改期間對地方影響應說明清楚。2、延役期間多久。） 

八、后里區廣福里郭里長明洲（第二次發言） 

我的建議是，如果你們真的要繼續再延役它，我不會稱它叫擴大去整建

它，就是延役，我們 20 年前就質疑過它要用多久，他當初跟我們說只

是 20 年，現在已經到期了，你說這個設備拿掉太可惜，我不反對，但

是 20 年來，我們只要求一件事情，成立監督委員會，為什麼你們這麼

怕我們監督，甚至我們公所自己成立，他都不認帳，我是希望環保局為

我們這個延役部分成立一個監督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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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張議員瀞分（第二次發言） 

我還是贊成郭里長的想法，弄一個監督委員會，讓大家清楚又明白的話，

你也少麻煩。第二個我剛剛在那邊比較沒有禮貌，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 20 年的簽約跟現在你要去新的廠商或者是舊的這個要延續，都是你

們在考慮的，但是內容你絕對要改，而且我很希望你在跟他簽約的時候，

把這個內容也讓我們地方的民代或者是我們里長清楚。你若說這個地方

過去在模糊焦點在這運作，你如果在簽約又是這種方法，那表示我們真

的馬虎應事而已。我是希望說能夠把簽約的內容重新改變一下，希望以

臺中市就是豐原這附近的垃圾優先進廠，不要讓外面其他鄉鎮的都載來

優先進廠，我們自己清潔隊在這邊排隊，這個不公平。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經理忠正回覆 

我大概報告一下，因為這個促參案其實在我們臺灣在新北市新店跟樹林

已經有做了，那當然在 20年前，我跟議員報告，我們在 20年前做的合

約，和 20 年後的合約一定不一樣，因為早期的時候，台灣沒技術，所

以只好讓一點利出去，但是 20 年後發現到不對了，所以現在訂新的簽

約內容都改掉了，站在甲方的角度看事情，我跟議員報告。那當然成立

監督委員會，這個涉及到整個臺中市，因為臺中市有 3座焚化爐，我報

告一下，雖然臺灣有 24 座焚化爐，但是慢慢的每一個縣市都意識到垃

圾處理的問題，所以民眾是越來越關心，那當然在焚化廠這邊，透過網

路都可以看到整個操作營運的訊息，我大概先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設施大隊沈代理大隊長旭昇回覆 

監督委員會部份，我們會慎重把他列入考量，會放到紀錄裡面，因為文

山跟烏日都有監督會了，我們環保局不會排斥，后里如果有需要我們也

會持開放態度。剛剛議員有指導，合約的部分，這個部份我們會注意，

會導向由我們甲方來做主導。另外，剛剛有蘇先生提到說參加人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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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要跟各位報告，我們這是一個公聽會，我們是自由參加，所以說當

然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期今天到底會人數多或者是人數少，但是至少要跟

各位報告說，我們今天是有透過網路直播，其實現在我們是在網路直播，

而且錄影的影片我們也會上傳至我們局的網頁上，給更多的民眾來了解。

我們是公聽會，我們是自由參加，表示我們也沒有去動員，我們歡迎每

一位有意願來參加的鄉親朋友，謝謝。說帖部分，這個確實是需要的，

謝謝顏主任與區長指教，將來我們會把說帖跟相關摺頁宣導資料，把他

都寫清楚，讓民眾清楚的知道。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商副局長文麟回覆 

非常感謝議員、里長、主任給我們非常多寶貴的意見，將來委託操作合

約要重擬時，會把目前操作上面遇到的問題如車輛進廠塞車等來做檢討。

陳議員、里長提到游泳池改為提供溫水，未來可考量納入合約來做處理。

至於成立后里焚化廠監督委員一事，因本市 3座焚化爐成立的時間不一

致，都有它不同的時空背景跟在地的需求，回饋的條件、回饋的方式是

否整併，環保局參考今天大家提供的寶貴意見再做整體考量。非常感謝

大家百忙之中蒞臨今天的公聽會，環保局會把這些意見整理好，然後納

到我們未來的整個操作合約裡面去做一些檢討跟改進，讓我們焚化廠的

操作能夠更順利。今天公聽會就到此告一個段落，非常感謝大家的參

與。 

十、后里區陳建丞先生（書面意見） 

后里焚化廠整改，除要考慮污染防治，減少空氣污染排放外，應要考慮

所產生之蒸氣能提供給鄰近游泳池，或提供給附近工廠使用，以發揮最

大能源效率，更應考慮能資源整合，售電與售蒸氣皆可行，更有效率，

可增加回饋金，避免民眾反對。 

捌、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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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家隔離/檢疫對象
二、自主健康管理對象
三、有出現發燒、呼吸

道症狀、腹瀉或嗅
覺異常者。

以下對象請勿參加
本次會議：

活動期間
注意事項:

一、全程配戴口罩。
二、禁止飲食，除補充

水分外。
三、固定座位，除發言

外勿擅離座位。

防疫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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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后里焚化廠整改公聽會

時間 議程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民眾意見表達

10:00~10:10

10:10~10:20

10:2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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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后里焚化廠

整改公聽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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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區面積3.4公頃

原址原廠辦理整改

29萬公噸/年

垃圾處理量能

協助全市36%
垃圾處理量

1.45億度/年

綠電

93.1%運轉率

提供4萬戶家庭
1年用電量

比全國平均高7%

*參考后里焚化廠108年營運資料

營運現況&廠址說明

后里
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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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量 處理量

*參考本市焚化廠108年營運資料

后里廠若停止營運

每年將增加29萬公噸垃圾處理缺口

營運效能及設備狀況

處理需求及量能

政策法規及最新趨勢

財政及期程

繼續操作

重建

關廠

因應處理需求須繼續營運
本市廢棄物處理量能已飽和

後續營
運方案

評估
因素



環興科技 5環興科技 5

整改目標

考量因素：

1.后里焚化廠設備運轉效能雖
仍維持相當水準，但因設備操
作20年須部分更新，並執行
整改工程，才能確保本市垃圾
處理妥善無虞。

2.我國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日趨嚴格，且在本府治理空污
「先公後私」原則下，本廠積
極改善空污防制設備，以符合
民眾對空氣品質期待。

訂定
整改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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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排放現況

后里廠近5年空污排放檢測值均低於法規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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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改善規劃

高效SNCR

空污防制設備

NOx

目標污染物 去除效果

55%

乾式除酸系統
(鈉系鹼劑)

+
觸媒濾袋

SOx
HCl 
NOx 

粒狀污染物
戴奧辛

95%
95%

40-50%
< 3 mg/Nm3

99.9% 

NOx
戴奧辛

80-99%
99.9%

SCR

▪ 空污減排30%以上
▪ 飛灰減量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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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提升污染防制
與灰渣減量

提升系統穩定
與操作品質

提升能源回收
及節能成效

整改後再穩定操作15年，
維持本廠廢棄物處理量能

▪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30%以上
▪ 降低飛灰穩定化物掩埋需求，減少環境負荷

預計每年發電量約增加530萬度電，

相當每年可減少2,700噸排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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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進廠回饋金：

• 係依據「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進廠焚化之廢棄物量每公噸
回饋金新臺幣200元計算。

地方回饋

✓售電回饋金：

• 維持提撥50%售電淨益回饋地方。

持
續
保
障
地
方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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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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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規則

➢發言前請填寫發言單，並註明單位、
姓名、連絡電話，交予工作人員彙整

➢每人最多發言兩次
➢第一次發言時間限時3分鐘
➢第二次發言時間限時1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