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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 : : 林大發林大發林大發林大發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 :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 專長專長專長專長::::

–微生物之篩選微生物之篩選微生物之篩選微生物之篩選、、、、培養及鑑定培養及鑑定培養及鑑定培養及鑑定

–都市廢都市廢都市廢都市廢((((污污污污))))水處理及污泥現地分解水處理及污泥現地分解水處理及污泥現地分解水處理及污泥現地分解

–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

–土壤石油污染生物整治土壤石油污染生物整治土壤石油污染生物整治土壤石油污染生物整治

–農業微生物土壤改良農業微生物土壤改良農業微生物土壤改良農業微生物土壤改良

• 榮譽榮譽榮譽榮譽: : : : 國際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國際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國際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國際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 : : 昶茂微生物開發公司研發部昶茂微生物開發公司研發部昶茂微生物開發公司研發部昶茂微生物開發公司研發部 副總經理副總經理副總經理副總經理

台灣餐具清洗暨餐飲衛生協會台灣餐具清洗暨餐飲衛生協會台灣餐具清洗暨餐飲衛生協會台灣餐具清洗暨餐飲衛生協會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

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技術處SBIR創新研發創新研發創新研發創新研發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計畫主持人

中興大學廢棄油脂生物資源化協同計畫主持人中興大學廢棄油脂生物資源化協同計畫主持人中興大學廢棄油脂生物資源化協同計畫主持人中興大學廢棄油脂生物資源化協同計畫主持人



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

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



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環保署(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水質項目水質項目水質項目水質項目 濃度濃度濃度濃度 (mg / L)(mg / L)(mg / L)(mg / L)

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 (SS)(SS)(SS)(SS) 200 – 290

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BOD)(BOD)(BOD)(BOD) 180 – 220

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環保署(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

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COD)(COD)(COD)(COD) 680 – 730

總氮總氮總氮總氮(TN)(TN)(TN)(TN) 35 – 100

總磷總磷總磷總磷(TP)(TP)(TP)(TP) 18 – 29

氨氮氨氮氨氮氨氮(NH(NH(NH(NH3333)))) 6 - 18



•臺灣近年來臺灣近年來臺灣近年來臺灣近年來，，，，工商經濟發展迅速及畜牧興盛工商經濟發展迅速及畜牧興盛工商經濟發展迅速及畜牧興盛工商經濟發展迅速及畜牧興盛，，，，都市人口集中都市人口集中都市人口集中都市人口集中，，，，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區變更為住宅區區變更為住宅區區變更為住宅區區變更為住宅區，，，，土地開發不當土地開發不當土地開發不當土地開發不當，，，，產生大量廢污水產生大量廢污水產生大量廢污水產生大量廢污水。。。。推估台灣地區推估台灣地區推估台灣地區推估台灣地區
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50 %50 %50 %50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其次工業廢水其次工業廢水其次工業廢水其次工業廢水
佔佔佔佔36 %36 %36 %36 %，，，，畜牧廢水佔畜牧廢水佔畜牧廢水佔畜牧廢水佔14 %14 %14 %14 %。。。。



政府水污染相關預算政府水污染相關預算政府水污染相關預算政府水污染相關預算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計畫名稱 部門部門部門部門 94年至年至年至年至97年度預算年度預算年度預算年度預算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1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671

2 水與綠水與綠水與綠水與綠-生態治河親水建設生態治河親水建設生態治河親水建設生態治河親水建設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3692 水與綠水與綠水與綠水與綠-生態治河親水建設生態治河親水建設生態治河親水建設生態治河親水建設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369

3 推動河川流域污染減量推動河川流域污染減量推動河川流域污染減量推動河川流域污染減量 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59

4 資源回收再利用資源回收再利用資源回收再利用資源回收再利用 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48

5 再生能源科技再生能源科技再生能源科技再生能源科技 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 76

6 強化垃圾掩埋設施復育強化垃圾掩埋設施復育強化垃圾掩埋設施復育強化垃圾掩埋設施復育 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43

7 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環保署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269 億億億億
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內政部營建署98989898年年年年8888月底統計資料顯示月底統計資料顯示月底統計資料顯示月底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全國公共污水下水道
普及率為普及率為普及率為普及率為21.55 %21.55 %21.55 %21.55 %。。。。





河川污染河川污染河川污染河川污染
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

83838383年以後年以後年以後年以後

100100100100戶以上新社區戶以上新社區戶以上新社區戶以上新社區

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



社區處理前社區處理前社區處理前社區處理前

污水水質污水水質污水水質污水水質

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
下水水質標準下水水質標準下水水質標準下水水質標準(以以以以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社區專用社區專用社區專用社區專用

污水下水道放流水污水下水道放流水污水下水道放流水污水下水道放流水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 (SS) (mg / L)(SS) (mg / L)(SS) (mg / L)(SS) (mg / L) 200 – 290 600 30-50

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BOD) (mg / L)(BOD) (mg / L)(BOD) (mg / L)(BOD) (mg / L) 180 – 220 600 30-50

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COD) (mg / L)(COD) (mg / L)(COD) (mg / L)(COD) (mg / L) 680 – 730 1,200 100-150

油脂油脂油脂油脂(Grease)(mg / L)(mg / L)(mg / L)(mg / L) 10-600 30 無無無無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環保局環保局環保局環保局

罰責罰責罰責罰責 3千元千元千元千元-1.5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6萬元萬元萬元萬元-6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水質項目水質項目水質項目水質項目 濃度濃度濃度濃度 (mg / L)(mg / L)(mg / L)(mg / L)

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懸浮固體物 (SS)(SS)(SS)(SS) 200 – 290

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BOD)(BOD)(BOD)(BOD) 180 – 220

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化學需氧量(COD)(COD)(COD)(COD) 680 – 730

社區處理前污水水質社區處理前污水水質社區處理前污水水質社區處理前污水水質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申報頻率申報頻率申報頻率申報頻率：：：：每年申報一次每年申報一次每年申報一次每年申報一次

申報資料申報資料申報資料申報資料：：：：前一年前一年前一年前一年1111月月月月----12121212月月月月

申報時間申報時間申報時間申報時間：：：：每年每年每年每年1111月月月月3131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

申報單位申報單位申報單位申報單位：：：：地方環保局地方環保局地方環保局地方環保局

申報頻率申報頻率申報頻率申報頻率：：：：每年申報二次每年申報二次每年申報二次每年申報二次

申報資料申報資料申報資料申報資料：：：：前一年前一年前一年前一年1111月月月月----6666月月月月；；；；當年當年當年當年7777月月月月----12121212月月月月

申報時間申報時間申報時間申報時間：：：：每年每年每年每年1111月月月月3131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每年每年每年每年7777月月月月31313131日前日前日前日前

申報單位申報單位申報單位申報單位：：：：地方環保局地方環保局地方環保局地方環保局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一張罰單
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多少錢？？？？





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

除油槽除油槽除油槽除油槽

＊＊＊＊污水廠設計的沉澱池污水廠設計的沉澱池污水廠設計的沉澱池污水廠設計的沉澱池、、、、化糞池等處理單元會堆積大量水肥污泥化糞池等處理單元會堆積大量水肥污泥化糞池等處理單元會堆積大量水肥污泥化糞池等處理單元會堆積大量水肥污泥。。。。



抽除抽除抽除抽除 水肥廠水肥廠水肥廠水肥廠水肥車水肥車水肥車水肥車

污泥傳統處理方式污泥傳統處理方式污泥傳統處理方式污泥傳統處理方式

＊＊＊＊沉澱池沉澱池沉澱池沉澱池、、、、化糞池等堆積大量水肥污泥需定期清運到化糞池等堆積大量水肥污泥需定期清運到化糞池等堆積大量水肥污泥需定期清運到化糞池等堆積大量水肥污泥需定期清運到

政府設置的水肥處理廠政府設置的水肥處理廠政府設置的水肥處理廠政府設置的水肥處理廠。。。。

抽除抽除抽除抽除 水肥廠水肥廠水肥廠水肥廠水肥車水肥車水肥車水肥車



1.1.1.1.一年抽水肥僅一年抽水肥僅一年抽水肥僅一年抽水肥僅1111----2222次次次次，，，，水肥長期堆積在社區地下室水肥長期堆積在社區地下室水肥長期堆積在社區地下室水肥長期堆積在社區地下室，，，，
造成蚊蠅孳生來源造成蚊蠅孳生來源造成蚊蠅孳生來源造成蚊蠅孳生來源，，，，嚴重影響居民衛生問題嚴重影響居民衛生問題嚴重影響居民衛生問題嚴重影響居民衛生問題。。。。

2.2.2.2.抽水肥無法解決以下問題抽水肥無法解決以下問題抽水肥無法解決以下問題抽水肥無法解決以下問題：：：：

(1).(1).(1).(1).污泥抽不完全污泥抽不完全污泥抽不完全污泥抽不完全((((底泥抽不到底泥抽不到底泥抽不到底泥抽不到!)!)!)!)

(2).(2).(2).(2).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

水肥傳統清運方式的問題水肥傳統清運方式的問題水肥傳統清運方式的問題水肥傳統清運方式的問題??

(2).(2).(2).(2).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

(2).(2).(2).(2).蟑螂孳生蟑螂孳生蟑螂孳生蟑螂孳生

(3).(3).(3).(3).蚊子孳生蚊子孳生蚊子孳生蚊子孳生

(4).(4).(4).(4).病原菌雜生病原菌雜生病原菌雜生病原菌雜生

(5).(5).(5).(5).排放水質不好排放水質不好排放水質不好排放水質不好

(6).(6).(6).(6).馬達設備油脂阻塞故障馬達設備油脂阻塞故障馬達設備油脂阻塞故障馬達設備油脂阻塞故障

(7).(7).(7).(7).排水管線阻塞排水管線阻塞排水管線阻塞排水管線阻塞

3.3.3.3.水肥遭棄置河川及土壤水肥遭棄置河川及土壤水肥遭棄置河川及土壤水肥遭棄置河川及土壤，，，，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

底泥底泥底泥底泥

水份水份水份水份

固化物固化物固化物固化物



水肥為什麼會被棄置水肥為什麼會被棄置水肥為什麼會被棄置水肥為什麼會被棄置????????
1.1.1.1.全國水肥處理廠僅五座全國水肥處理廠僅五座全國水肥處理廠僅五座全國水肥處理廠僅五座，，，，每日處理量約每日處理量約每日處理量約每日處理量約1,0001,0001,0001,000公噸公噸公噸公噸；；；；但全國每日水肥產但全國每日水肥產但全國每日水肥產但全國每日水肥產
生量至少約生量至少約生量至少約生量至少約5,0005,0005,0005,000公噸公噸公噸公噸，，，，故每天有約故每天有約故每天有約故每天有約4,0004,0004,0004,000公噸水肥去向不明公噸水肥去向不明公噸水肥去向不明公噸水肥去向不明。。。。

2.2.2.2.全國五座水肥處理廠分別位於台北全國五座水肥處理廠分別位於台北全國五座水肥處理廠分別位於台北全國五座水肥處理廠分別位於台北、、、、新竹新竹新竹新竹、、、、台中台中台中台中、、、、台南台南台南台南、、、、高雄高雄高雄高雄，，，，故除故除故除故除
了這五縣市有能力處理水肥外了這五縣市有能力處理水肥外了這五縣市有能力處理水肥外了這五縣市有能力處理水肥外，，，，其他縣市每日產生的大量水肥污泥仍無其他縣市每日產生的大量水肥污泥仍無其他縣市每日產生的大量水肥污泥仍無其他縣市每日產生的大量水肥污泥仍無
妥善處理去處妥善處理去處妥善處理去處妥善處理去處。。。。

0000

1000100010001000

2000200020002000

3000300030003000

4000400040004000

5000500050005000

6000600060006000

水肥每日產生量水肥每日產生量水肥每日產生量水肥每日產生量 政府水肥每日處理量政府水肥每日處理量政府水肥每日處理量政府水肥每日處理量



水肥污泥水肥污泥水肥污泥水肥污泥衛生衛生衛生衛生、、、、污染污染污染污染、、、、清運清運清運清運、、、、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

水肥污泥排入河川水肥污泥排入河川水肥污泥排入河川水肥污泥排入河川??!!??!!??!!??!!



水肥污泥水肥污泥水肥污泥水肥污泥衛生衛生衛生衛生、、、、污染污染污染污染、、、、清運清運清運清運、、、、
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

水肥污泥丟土壤水肥污泥丟土壤水肥污泥丟土壤水肥污泥丟土壤??!!??!!??!!??!!



水肥污泥水肥污泥水肥污泥水肥污泥衛生衛生衛生衛生、、、、污染污染污染污染、、、、清運清運清運清運、、、、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後續處理等問題

水肥污泥拿去養魚水肥污泥拿去養魚水肥污泥拿去養魚水肥污泥拿去養魚??!!??!!??!!??!!



牛肉煮熟就好牛肉煮熟就好牛肉煮熟就好牛肉煮熟就好？？？？

水肥亂丟跟我有什麼關係水肥亂丟跟我有什麼關係水肥亂丟跟我有什麼關係水肥亂丟跟我有什麼關係??
����以下我以下我以下我以下我以以以以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為例做解釋為例做解釋為例做解釋為例做解釋…

不吃牛肉就沒事不吃牛肉就沒事不吃牛肉就沒事不吃牛肉就沒事？？？？

吃素就安全吃素就安全吃素就安全吃素就安全？？？？



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 狂牛症病源為狂牛症病源為狂牛症病源為狂牛症病源為「「「「變異普利昂蛋白變異普利昂蛋白變異普利昂蛋白變異普利昂蛋白」，」，」，」，該蛋白需在攝氏該蛋白需在攝氏該蛋白需在攝氏該蛋白需在攝氏1,0001,0001,0001,000度高溫度高溫度高溫度高溫，，，，連續燒連續燒連續燒連續燒

30303030分鐘才會失去活性分鐘才會失去活性分鐘才會失去活性分鐘才會失去活性。。。。且變異普利昂蛋白且變異普利昂蛋白且變異普利昂蛋白且變異普利昂蛋白，，，，在土壤可以存活三年在土壤可以存活三年在土壤可以存活三年在土壤可以存活三年！！！！

• 帶有病源的牛肉帶有病源的牛肉帶有病源的牛肉帶有病源的牛肉、、、、牛組織牛組織牛組織牛組織、、、、牛糞便將直接污染肉製品牛糞便將直接污染肉製品牛糞便將直接污染肉製品牛糞便將直接污染肉製品((((漢堡漢堡漢堡漢堡))))、、、、化妝品化妝品化妝品化妝品((((膠原膠原膠原膠原

蛋白蛋白蛋白蛋白))))、、、、 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農產品((((肥料肥料肥料肥料) ) ) ) ，，，，屆時屆時屆時屆時「「「「將牛肉煮熟將牛肉煮熟將牛肉煮熟將牛肉煮熟」、「」、「」、「」、「不吃美國牛不吃美國牛不吃美國牛不吃美國牛」、「」、「」、「」、「吃素吃素吃素吃素」」」」

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等方式都無法完全避免狂牛症的威脅!!!!

• 人類食用受狂牛症污染的牛肉後人類食用受狂牛症污染的牛肉後人類食用受狂牛症污染的牛肉後人類食用受狂牛症污染的牛肉後，，，，會感染會感染會感染會感染「「「「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該病人體潛伏期該病人體潛伏期該病人體潛伏期該病人體潛伏期

平均為約平均為約平均為約平均為約7777年年年年，，，，發病後平均約發病後平均約發病後平均約發病後平均約14141414個月死亡個月死亡個月死亡個月死亡，，，，發病前半年才能驗出發病前半年才能驗出發病前半年才能驗出發病前半年才能驗出，，，，無藥可醫無藥可醫無藥可醫無藥可醫！！！！



• 古早時候水肥常被視為肥料或飼料古早時候水肥常被視為肥料或飼料古早時候水肥常被視為肥料或飼料古早時候水肥常被視為肥料或飼料，，，，所以會被用來做田間施肥或餵養魚隻所以會被用來做田間施肥或餵養魚隻所以會被用來做田間施肥或餵養魚隻所以會被用來做田間施肥或餵養魚隻，，，，但那是但那是但那是但那是

個健康無污染的年代個健康無污染的年代個健康無污染的年代個健康無污染的年代，，，，所以吃水肥長大的蔬菜魚肉也都很健康所以吃水肥長大的蔬菜魚肉也都很健康所以吃水肥長大的蔬菜魚肉也都很健康所以吃水肥長大的蔬菜魚肉也都很健康。。。。

• 如今如今如今如今，，，，是個傳染病肆虐的時代是個傳染病肆虐的時代是個傳染病肆虐的時代是個傳染病肆虐的時代，，，，許多以前沒聽過得病越來越多許多以前沒聽過得病越來越多許多以前沒聽過得病越來越多許多以前沒聽過得病越來越多，，，，例如狂牛症就是一例如狂牛症就是一例如狂牛症就是一例如狂牛症就是一

個又新又奇怪的病個又新又奇怪的病個又新又奇怪的病個又新又奇怪的病，，，，人類食用受污染牛肉後人類食用受污染牛肉後人類食用受污染牛肉後人類食用受污染牛肉後，，，，除了本身會感染除了本身會感染除了本身會感染除了本身會感染「「「「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外外外外，，，，

變異普利昂蛋白會隨糞便排出變異普利昂蛋白會隨糞便排出變異普利昂蛋白會隨糞便排出變異普利昂蛋白會隨糞便排出，，，，並進入社區化糞池中靜靜的待著並進入社區化糞池中靜靜的待著並進入社區化糞池中靜靜的待著並進入社區化糞池中靜靜的待著，，，， 準備另一個感染準備另一個感染準備另一個感染準備另一個感染

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

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狂牛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新庫賈式症=死亡死亡死亡死亡！！！！

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人類或其他動物的機會。。。。

• 就因為如此就因為如此就因為如此就因為如此，，，，若現今我們仍停留在以往的處理方法若現今我們仍停留在以往的處理方法若現今我們仍停留在以往的處理方法若現今我們仍停留在以往的處理方法，，，，將水肥丟到河川將水肥丟到河川將水肥丟到河川將水肥丟到河川、、、、土壤土壤土壤土壤、、、、魚塭魚塭魚塭魚塭

去去去去，，，，那這些用受污染的水肥餵大的疏果魚肉還能吃嗎那這些用受污染的水肥餵大的疏果魚肉還能吃嗎那這些用受污染的水肥餵大的疏果魚肉還能吃嗎那這些用受污染的水肥餵大的疏果魚肉還能吃嗎????還有誰敢大聲說這是自然循環還有誰敢大聲說這是自然循環還有誰敢大聲說這是自然循環還有誰敢大聲說這是自然循環

的處理方式呢的處理方式呢的處理方式呢的處理方式呢????如此持續幾年後的結果將難以收拾如此持續幾年後的結果將難以收拾如此持續幾年後的結果將難以收拾如此持續幾年後的結果將難以收拾，，，，又會是另一個又會是另一個又會是另一個又會是另一個「「「「不願面對的真不願面對的真不願面對的真不願面對的真

相相相相」」」」!!!!!!!!





生物處理技術生物處理技術生物處理技術生物處理技術

水肥污染的解決方案水肥污染的解決方案水肥污染的解決方案水肥污染的解決方案：：：：現地生物分解技術現地生物分解技術現地生物分解技術現地生物分解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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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生物生物生物製劑製劑製劑製劑(10(10(10(109999CFU/CFU/CFU/CFU/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助劑助劑助劑助劑((((營養配方營養配方營養配方營養配方))))



傳統生物處理技術傳統生物處理技術傳統生物處理技術傳統生物處理技術

污染區污染區污染區污染區

1.菌種來源菌種來源菌種來源菌種來源?

2.限制因子限制因子限制因子限制因子?

篩菌工法篩菌工法篩菌工法篩菌工法擴大培養擴大培養擴大培養擴大培養



生物製劑技術生物製劑技術生物製劑技術生物製劑技術瓶頸瓶頸瓶頸瓶頸

•環境生態複雜環境生態複雜環境生態複雜環境生態複雜????菌株單純菌株單純菌株單純菌株單純????複合菌種複合菌種複合菌種複合菌種????

•篩菌及鑑定篩菌及鑑定篩菌及鑑定篩菌及鑑定????病源菌問題病源菌問題病源菌問題病源菌問題????安全性問題安全性問題安全性問題安全性問題????

•菌種功能不穩定菌種功能不穩定菌種功能不穩定菌種功能不穩定????突變問題突變問題突變問題突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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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種功能不穩定菌種功能不穩定菌種功能不穩定菌種功能不穩定????突變問題突變問題突變問題突變問題????

•發酵技術穩定度發酵技術穩定度發酵技術穩定度發酵技術穩定度????

•施用到環境後殘存菌量施用到環境後殘存菌量施用到環境後殘存菌量施用到環境後殘存菌量????

•現場使用效果的穩定度現場使用效果的穩定度現場使用效果的穩定度現場使用效果的穩定度????

•大量添加特定菌種大量添加特定菌種大量添加特定菌種大量添加特定菌種，，，，破壞生態平衡破壞生態平衡破壞生態平衡破壞生態平衡????



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



在環境污染區域中在環境污染區域中在環境污染區域中在環境污染區域中，，，，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原生菌種原生菌種原生菌種原生菌種及及及及特殊生物營特殊生物營特殊生物營特殊生物營
養配方養配方養配方養配方技術技術技術技術，，，，提供適合微生物生長之環境條件提供適合微生物生長之環境條件提供適合微生物生長之環境條件提供適合微生物生長之環境條件，，，，活活活活

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

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

化環境原生菌種化環境原生菌種化環境原生菌種化環境原生菌種，，，，分解或轉化有機污染物分解或轉化有機污染物分解或轉化有機污染物分解或轉化有機污染物，，，，達到環達到環達到環達到環
境淨化目的境淨化目的境淨化目的境淨化目的。。。。

�污染物種類污染物種類污染物種類污染物種類(水肥水肥水肥水肥/油脂污泥油脂污泥油脂污泥油脂污泥)

�微生物族群微生物族群微生物族群微生物族群(生物分解菌生物分解菌生物分解菌生物分解菌)

�生長環境條件生長環境條件生長環境條件生長環境條件(營養元素營養元素營養元素營養元素)



分解環境中分解環境中分解環境中分解環境中
有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

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破除限制因子)

活化環境活化環境活化環境活化環境
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

有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助劑助劑助劑助劑

營養元素營養元素營養元素營養元素++++原生菌種原生菌種原生菌種原生菌種
(1).(1).(1).(1).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
(2).(2).(2).(2).次量及微量元素次量及微量元素次量及微量元素次量及微量元素
(3).(3).(3).(3).分解酵素分解酵素分解酵素分解酵素
(4).(4).(4).(4).生長因子生長因子生長因子生長因子



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

水肥污泥生物分解原理機制水肥污泥生物分解原理機制水肥污泥生物分解原理機制水肥污泥生物分解原理機制



CH2-COOR1

CH -COOR2

CH2-COOR3

+ 3H2O

CH2-OH

CH -OH

CH2-OH

+ 3HOOCR

油脂油脂油脂油脂 甘油甘油甘油甘油 脂肪酸脂肪酸脂肪酸脂肪酸

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
油脂生物乳化分解油脂生物乳化分解油脂生物乳化分解油脂生物乳化分解
原理機制原理機制原理機制原理機制



生物培菌技術優點生物培菌技術優點生物培菌技術優點生物培菌技術優點

•活化環境原生菌種活化環境原生菌種活化環境原生菌種活化環境原生菌種，，，，維持生態平衡維持生態平衡維持生態平衡維持生態平衡。。。。

•生物營養配方生物營養配方生物營養配方生物營養配方，，，，安全環保安全環保安全環保安全環保。。。。

有有有有
機機機機
酸酸酸酸

鉀鉀鉀鉀

鈣鈣鈣鈣

鎂鎂鎂鎂

磷磷磷磷
氮氮氮氮

酵酵酵酵
素素素素

硫硫硫硫

氨氨氨氨
基基基基
酸酸酸酸

微量微量微量微量
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生物營養配方生物營養配方生物營養配方生物營養配方，，，，安全環保安全環保安全環保安全環保。。。。

•生物助劑產品功能穩定生物助劑產品功能穩定生物助劑產品功能穩定生物助劑產品功能穩定。。。。

•現場使用效果良好現場使用效果良好現場使用效果良好現場使用效果良好。。。。

•生物助劑適用性廣生物助劑適用性廣生物助劑適用性廣生物助劑適用性廣。。。。



案例介紹案例介紹案例介紹案例介紹 社區社區社區社區/酒店酒店酒店酒店/飯店飯店飯店飯店/百貨百貨百貨百貨/購物中心購物中心購物中心購物中心

處理對象處理對象處理對象處理對象 1.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生物池生物池生物池生物池)

2. ( / )

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最新水污染生物處理技術介紹及應用

2.廁所管線廁所管線廁所管線廁所管線(小便斗小便斗小便斗小便斗/馬桶馬桶馬桶馬桶)

3.廚房管線廚房管線廚房管線廚房管線/油脂截留器油脂截留器油脂截留器油脂截留器



1.1.1.1.排泄物阻塞排泄物阻塞排泄物阻塞排泄物阻塞

2.2.2.2.馬桶臭味馬桶臭味馬桶臭味馬桶臭味

1.1.1.1.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

1.1.1.1.油垢阻塞油垢阻塞油垢阻塞油垢阻塞

2.2.2.2.洗碗槽臭味洗碗槽臭味洗碗槽臭味洗碗槽臭味

1.1.1.1.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

生物培菌技術應用生物培菌技術應用生物培菌技術應用生物培菌技術應用

1.1.1.1.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

2.2.2.2.小便斗臭味小便斗臭味小便斗臭味小便斗臭味

1.1.1.1.固化物堆積固化物堆積固化物堆積固化物堆積

2.2.2.2.化糞池臭味化糞池臭味化糞池臭味化糞池臭味

1.1.1.1.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

2.2.2.2.截油機臭味截油機臭味截油機臭味截油機臭味

1.1.1.1.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

2.2.2.2.油槽臭味油槽臭味油槽臭味油槽臭味

1.1.1.1.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

2.2.2.2.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



社區大樓污水廠社區大樓污水廠社區大樓污水廠社區大樓污水廠
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

整治前整治前整治前整治前
水肥堆積水肥堆積水肥堆積水肥堆積50-70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

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蟑螂滋生嚴重蟑螂滋生嚴重蟑螂滋生嚴重蟑螂滋生嚴重，，，，經經經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

整治二週後槽內污染物現地生物分解整治二週後槽內污染物現地生物分解整治二週後槽內污染物現地生物分解整治二週後槽內污染物現地生物分解，，，，蟑螂及臭味大幅減少蟑螂及臭味大幅減少蟑螂及臭味大幅減少蟑螂及臭味大幅減少。。。。

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
水肥現地生物分解水肥現地生物分解水肥現地生物分解水肥現地生物分解



社區大樓污水廠社區大樓污水廠社區大樓污水廠社區大樓污水廠
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油脂及水肥生物整治案例介紹

整治前整治前整治前整治前
蚊蟲孑孓孳生嚴重蚊蟲孑孓孳生嚴重蚊蟲孑孓孳生嚴重蚊蟲孑孓孳生嚴重

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社區大樓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及油脂堆積硬化，，，，蚊蟲孑孓滋生嚴重蚊蟲孑孓滋生嚴重蚊蟲孑孓滋生嚴重蚊蟲孑孓滋生嚴重，，，，經本公司經本公司經本公司經本公司【【【【生生生生

物培菌技術物培菌技術物培菌技術物培菌技術】】】】整治一月後槽內孑孓大幅減少整治一月後槽內孑孓大幅減少整治一月後槽內孑孓大幅減少整治一月後槽內孑孓大幅減少。。。。

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1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孑孓大幅減少孑孓大幅減少孑孓大幅減少孑孓大幅減少



百貨公司污水廠生物處理百貨公司污水廠生物處理百貨公司污水廠生物處理百貨公司污水廠生物處理

有機污物有機污物有機污物有機污物 有機物分解有機物分解有機物分解有機物分解
為小分子有機物為小分子有機物為小分子有機物為小分子有機物

小分子有機物分解小分子有機物分解小分子有機物分解小分子有機物分解
為二氧化碳及水為二氧化碳及水為二氧化碳及水為二氧化碳及水

尿垢

糞便

油脂
葡萄糖

有機酸

氨基酸甘油

脂肪酸



攔污槽攔污槽攔污槽攔污槽----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

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50cm)(50cm)(50cm)(50cm) 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3(3(3(3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堆積約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堆積約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堆積約污水廠化糞池水肥堆積約50505050公分公分公分公分，，，，經經經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整治三週後槽內水肥整治三週後槽內水肥整治三週後槽內水肥整治三週後槽內水肥

現地生物分解現地生物分解現地生物分解現地生物分解，，，，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



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80cm)(80cm)(80cm)(80cm) 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3(3(3(3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攔污槽攔污槽攔污槽攔污槽-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

污水廠油污陰井油脂堆積約污水廠油污陰井油脂堆積約污水廠油污陰井油脂堆積約污水廠油污陰井油脂堆積約80808080公分公分公分公分，，，，經經經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整治三週後槽內油整治三週後槽內油整治三週後槽內油整治三週後槽內油

脂現地生物分解脂現地生物分解脂現地生物分解脂現地生物分解，，，，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臭味及蟑螂大幅減少。。。。



接觸曝氣槽處理效果接觸曝氣槽處理效果接觸曝氣槽處理效果接觸曝氣槽處理效果

處理前處理前處理前處理前 7天天天天 14天天天天 21天天天天

生物槽強化微生生物槽強化微生生物槽強化微生生物槽強化微生
物分解淨化功能物分解淨化功能物分解淨化功能物分解淨化功能
(生物槽污水經生物槽污水經生物槽污水經生物槽污水經21天整治天整治天整治天整治

後污水變乾淨後污水變乾淨後污水變乾淨後污水變乾淨)



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



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油污陰井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

油污陰井經油污陰井經油污陰井經油污陰井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原本堆積在槽體內的油脂乳化減量原本堆積在槽體內的油脂乳化減量原本堆積在槽體內的油脂乳化減量原本堆積在槽體內的油脂乳化減量，，，，大大大大
幅降低馬達管線阻塞機率及現場臭味問題幅降低馬達管線阻塞機率及現場臭味問題幅降低馬達管線阻塞機率及現場臭味問題幅降低馬達管線阻塞機率及現場臭味問題。。。。



河川污河川污河川污河川污
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

污水下水污水下水污水下水污水下水
道工程道工程道工程道工程

居家興建居家興建居家興建居家興建
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

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處理設施處理設施處理設施

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國家政策

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

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
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 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 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

運污泥運污泥運污泥運污泥

5,3605,3605,3605,360噸噸噸噸////日日日日

水肥水肥水肥水肥
處理廠處理廠處理廠處理廠

1,0651,0651,0651,065噸噸噸噸////日日日日

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

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
置土壤置土壤置土壤置土壤

土壤污土壤污土壤污土壤污
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

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
法棄置法棄置法棄置法棄置

4,0004,0004,0004,000噸噸噸噸////日日日日



河川污河川污河川污河川污
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

污水下水污水下水污水下水污水下水
道工程道工程道工程道工程

居家興建居家興建居家興建居家興建
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

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處理設施處理設施處理設施

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國家政策

• 臺灣近年來臺灣近年來臺灣近年來臺灣近年來，，，，工商經濟發展迅速工商經濟發展迅速工商經濟發展迅速工商經濟發展迅速，，，，都市人口集中都市人口集中都市人口集中都市人口集中，，，，產生大量廢污水產生大量廢污水產生大量廢污水產生大量廢污水。。。。推估推估推估推估
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50 %50 %50 %50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為有效處理為有效處理為有效處理為有效處理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台灣地區水域污染源污染排放量比例，，，，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生活污水佔50 %50 %50 %50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為有效處理為有效處理為有效處理為有效處理
都市污水問題都市污水問題都市污水問題都市污水問題，，，，政府除興建政府除興建政府除興建政府除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外公共污水下水道外公共污水下水道外公共污水下水道外，，，，並要求在公共下水道尚未並要求在公共下水道尚未並要求在公共下水道尚未並要求在公共下水道尚未
普及的地方普及的地方普及的地方普及的地方，，，，建築物必需設置污水處理設廠建築物必需設置污水處理設廠建築物必需設置污水處理設廠建築物必需設置污水處理設廠，，，，社區污水需經污水設施處理社區污水需經污水設施處理社區污水需經污水設施處理社區污水需經污水設施處理
後才能排放到河川後才能排放到河川後才能排放到河川後才能排放到河川，，，，避免產生污染問題避免產生污染問題避免產生污染問題避免產生污染問題。。。。

• 污水處理設施中的沉澱池或化糞池等設計會堆積大量水肥污水處理設施中的沉澱池或化糞池等設計會堆積大量水肥污水處理設施中的沉澱池或化糞池等設計會堆積大量水肥污水處理設施中的沉澱池或化糞池等設計會堆積大量水肥，，，，必需定期清運必需定期清運必需定期清運必需定期清運
到政府的水肥處理廠到政府的水肥處理廠到政府的水肥處理廠到政府的水肥處理廠，，，，但礙於全國水肥處理廠數量太少但礙於全國水肥處理廠數量太少但礙於全國水肥處理廠數量太少但礙於全國水肥處理廠數量太少、、、、普及率太低等限普及率太低等限普及率太低等限普及率太低等限
制制制制，，，，造成水肥清運後常被棄置於河川造成水肥清運後常被棄置於河川造成水肥清運後常被棄置於河川造成水肥清運後常被棄置於河川、、、、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導致更多污染及衛生問題導致更多污染及衛生問題導致更多污染及衛生問題導致更多污染及衛生問題。。。。

• 水肥污泥為有機性物質水肥污泥為有機性物質水肥污泥為有機性物質水肥污泥為有機性物質，，，，故可以藉由故可以藉由故可以藉由故可以藉由「「「「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進行現地分解工作進行現地分解工作進行現地分解工作進行現地分解工作，，，，

如此不僅可以在社區的污水處理設施中直接分解水肥如此不僅可以在社區的污水處理設施中直接分解水肥如此不僅可以在社區的污水處理設施中直接分解水肥如此不僅可以在社區的污水處理設施中直接分解水肥，，，，不需再耗時費工的清不需再耗時費工的清不需再耗時費工的清不需再耗時費工的清

運運運運，，，，避免水肥棄置污染問題避免水肥棄置污染問題避免水肥棄置污染問題避免水肥棄置污染問題，，，，且政府亦可免去大筆預算進行水肥廠興建工程且政府亦可免去大筆預算進行水肥廠興建工程且政府亦可免去大筆預算進行水肥廠興建工程且政府亦可免去大筆預算進行水肥廠興建工程。。。。



河川污河川污河川污河川污
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

污水下水污水下水污水下水污水下水
道工程道工程道工程道工程

居家興建居家興建居家興建居家興建
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化糞池

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建築物污水
處理設施處理設施處理設施處理設施

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

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
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

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國家政策國家政策

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

現地生物分解現地生物分解現地生物分解現地生物分解

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水肥車清
運污泥運污泥運污泥運污泥

5,3605,3605,3605,360噸噸噸噸////日日日日

水肥水肥水肥水肥
處理廠處理廠處理廠處理廠

1,0651,0651,0651,065噸噸噸噸////日日日日

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置河川

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水肥棄
置土壤置土壤置土壤置土壤

土壤污土壤污土壤污土壤污
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染整治

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水肥非
法棄置法棄置法棄置法棄置

4,0004,0004,0004,000噸噸噸噸////日日日日



內容內容 效益說明效益說明

提高環境品質提高環境品質提高環境品質提高環境品質 消除臭味消除臭味消除臭味消除臭味、、、、蟑螂等環境衛生問題蟑螂等環境衛生問題蟑螂等環境衛生問題蟑螂等環境衛生問題

減少處理費用減少處理費用減少處理費用減少處理費用 減少後續處理費減少後續處理費減少後續處理費減少後續處理費減少處理費用減少處理費用減少處理費用減少處理費用 減少後續處理費減少後續處理費減少後續處理費減少後續處理費

水肥廠無需擴建水肥廠無需擴建水肥廠無需擴建水肥廠無需擴建 解決政府水肥廠處理容量不足問題解決政府水肥廠處理容量不足問題解決政府水肥廠處理容量不足問題解決政府水肥廠處理容量不足問題

杜絕水肥亂倒杜絕水肥亂倒杜絕水肥亂倒杜絕水肥亂倒 不會衍生二次污染的問題不會衍生二次污染的問題不會衍生二次污染的問題不會衍生二次污染的問題

傳染疾病傳染疾病傳染疾病傳染疾病 防止帶病水肥亂竄防止帶病水肥亂竄防止帶病水肥亂竄防止帶病水肥亂竄

水肥車不必監督水肥車不必監督水肥車不必監督水肥車不必監督 減少行政資源減少行政資源減少行政資源減少行政資源

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 創業成本低創業成本低創業成本低創業成本低（（（（抽水肥至少要抽水肥至少要抽水肥至少要抽水肥至少要100100100100萬萬萬萬））））

節能減碳節能減碳節能減碳節能減碳 每年減少每年減少每年減少每年減少5555萬噸二氧化碳排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1.1.1.1.排泄物阻塞排泄物阻塞排泄物阻塞排泄物阻塞

2.2.2.2.馬桶臭味馬桶臭味馬桶臭味馬桶臭味

1.1.1.1.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

1.1.1.1.油垢阻塞油垢阻塞油垢阻塞油垢阻塞

2.2.2.2.洗碗槽臭味洗碗槽臭味洗碗槽臭味洗碗槽臭味

1.1.1.1.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

水污染處理水污染處理水污染處理水污染處理

1.1.1.1.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尿垢阻塞

2.2.2.2.小便斗臭味小便斗臭味小便斗臭味小便斗臭味

1.1.1.1.固化物堆積固化物堆積固化物堆積固化物堆積

2.2.2.2.化糞池臭味化糞池臭味化糞池臭味化糞池臭味

1.1.1.1.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

2.2.2.2.截油機臭味截油機臭味截油機臭味截油機臭味

1.1.1.1.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油脂堆積

2.2.2.2.油槽臭味油槽臭味油槽臭味油槽臭味

1.1.1.1.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地下室臭味

2.2.2.2.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放流水標準



【【【【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進行保養進行保養進行保養進行保養，，，，化學藥劑可以化學藥劑可以化學藥劑可以化學藥劑可以〝〝〝〝減半使用減半使用減半使用減半使用〞〞〞〞

生物培菌生物培菌生物培菌生物培菌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完全取代完全取代完全取代完全取代
化學鹽酸化學鹽酸化學鹽酸化學鹽酸

完全取代完全取代完全取代完全取代
化學鹼片化學鹼片化學鹼片化學鹼片

取代至少取代至少取代至少取代至少1/21/21/21/2
化學清潔劑化學清潔劑化學清潔劑化學清潔劑

取代至少取代至少取代至少取代至少1/21/21/21/2
化學芳香劑化學芳香劑化學芳香劑化學芳香劑

節省至少節省至少節省至少節省至少1/21/21/21/2抽水肥的費用抽水肥的費用抽水肥的費用抽水肥的費用
NT 1,500NT 1,500NT 1,500NT 1,500元元元元 / / / / 一車一車一車一車

節省至少節省至少節省至少節省至少1/21/21/21/2通水管的費用通水管的費用通水管的費用通水管的費用
NT 1,500NT 1,500NT 1,500NT 1,500元元元元 / / / / 通管通管通管通管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進行廁所清潔工進行廁所清潔工進行廁所清潔工進行廁所清潔工

作時作時作時作時，，，，不僅馬桶壁面清潔乾淨不僅馬桶壁面清潔乾淨不僅馬桶壁面清潔乾淨不僅馬桶壁面清潔乾淨((((下圖下圖下圖下圖) ) ) ) ，，，，

快速除臭快速除臭快速除臭快速除臭，，，，連看不見的管線污垢連看不見的管線污垢連看不見的管線污垢連看不見的管線污垢((((右圖右圖右圖右圖))))

也可以一起清潔也可以一起清潔也可以一起清潔也可以一起清潔。。。。

技術效果技術效果技術效果技術效果

也可以一起清潔也可以一起清潔也可以一起清潔也可以一起清潔。。。。

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有機污垢有機污垢有機污垢有機污垢)))) 使用產品後使用產品後使用產品後使用產品後



小便斗排水管使用小便斗排水管使用小便斗排水管使用小便斗排水管使用【【【【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連續處理30303030天後天後天後天後，，，，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尿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尿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尿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尿
垢幾乎完全分解垢幾乎完全分解垢幾乎完全分解垢幾乎完全分解，，，，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2222月月月月----3333月月月月



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油脂囤積油脂囤積油脂囤積油脂囤積)))) 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4(4(4(4星期星期星期星期))))

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處理處理處理處理30303030天後天後天後天後，，，，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分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分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分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分

解剝落效果良好解剝落效果良好解剝落效果良好解剝落效果良好，，，，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

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微生物



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使用前 使用中使用中使用中使用中(1(1(1(1月月月月)))) 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使用後(2.5(2.5(2.5(2.5月月月月))))

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廚房排水管每天使用【【【【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生物培菌技術】】】】處理處理處理處理2.52.52.52.5個月後個月後個月後個月後，，，，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原本堆積在管線中的油脂

分解剝落效果良好分解剝落效果良好分解剝落效果良好分解剝落效果良好，，，，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大幅降低管線阻塞機率及臭味等環保衛生問題。。。。



【【【【綠大地綠大地綠大地綠大地】】】】生物培菌藥劑認證生物培菌藥劑認證生物培菌藥劑認證生物培菌藥劑認證



新觀念新觀念新觀念新觀念˙̇̇̇新技術新技術新技術新技術˙̇̇̇環保新科技環保新科技環保新科技環保新科技

徹底解決環保污染問題徹底解決環保污染問題徹底解決環保污染問題徹底解決環保污染問題 !!!!!!!!

林大發林大發林大發林大發 博士博士博士博士
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04-24950542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 0931-593929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Bio999@mail2000.com.tw:Bio999@mail2000.com.tw:Bio999@mail2000.com.tw:Bio999@mail2000.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