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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映
竹
博
士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防災研究所專任副教授(2021/02~)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防災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2018/08~2021/01) 
◆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專案副教授(2017/08~2018/07)
◆ 國立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2014/08~2017/07)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薦任技士(2012/11~2014/07)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與資訊處薦任技佐(2011/03~2012/10)
◆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博士(2006/09~2011/01)
◆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學士(2002/09~2006/06)
◆ 環境工程技師。

重要學經歷

社會服務經歷

Circular economy 循環經濟
Clean water technology 潔淨水資源技術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綠色能源研發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溫室氣體減量與調適

研究領域

◆ 經濟部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委員。(110/07/01~111/06/30)
◆ 桃園市政府第二、三、四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2017/03/26~2023/03/25)
◆ 宜蘭縣政府第十一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2020/06/01~2022/05/31)
◆ 臺北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2019/08/05~2021/08/04)
◆ 桃園市第三屆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2020/07/01~2022/06/30)
◆ 108~111年度桃園市政府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評鑑委員。(2019/01/01~2022/12/31)
◆ 110~111年度桃園市工程品質督導小組委員。
◆ 桃園市政府非都市土地專責審議區委員會委員。
◆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金蘆竹區運用管理及營運監督委員會第3屆委員。
◆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8年新進博士級職員甄試口試委員。(2020/02/16)
◆ 環境工程學會監事。(109/12/27~111/12/26)
◆ 中國工程師學會女性工程師委員會委員。(2021/02/19~202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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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phase

Liquid phase

Gas phase

乾式除氯技術

濕式除氯技術

沸石吸附技術

奈米多孔材料
吸附技術

微奈米氣泡氧
化技術

固相含量測定
XRF

液相含量測定
GC/IC

氣相含量測定
GC



實驗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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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處理技術設備

熱擠壓成型機
造粒機

研磨機

烘箱水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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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處理技術設備

管狀高溫爐

◆分析項目：材料燃燒特性。

1. 秤取造粒完成之樣品約 3 g，以船型坩堝承載至石英
管中央，石英管兩端以不銹鋼封套及O型環做密封。

2. 通入100 mL/min之氮氣60分鐘，使石英管內充滿氮
氣氣氛。

3. 開啟水平式管狀高溫爐之電源，設定其試驗參數，
進行程序加溫。

4. 開啟加熱帶之電源，設定其控制溫度200 ℃使氣體
保持於恆定溫度，後端並設置液相產物冷凝系統，待焙
燒試驗完成後進行產物產率分析。

Carbo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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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處理技術設備

灰化爐

◆分析項目：近似分析(水分、灰分、揮發
分、固定碳)。

◆最高溫度：達 1100℃或(含)以上。
◆內容積：7L。
◆外部尺寸 : 600(H) x 390 (W) x 500 (D)

mm。
◆輸出功率：1,300~2,300W。

Carbolite AAF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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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徑分析儀
◆分析項目：材料粒徑。
◆分析範圍：粒徑6 μm以下之樣品。

◆原理為利用雷射照射到液體中呈現布朗
運動的樣品顆粒所產生的波動散射光，
並透過測量光強度以換算粒子粒徑大小，
每次實驗需要使用之樣品量較多，打開
儀器後將樣品置入，注入分散液開始循
環即可得到粒徑分布圖。

HORIBA LA-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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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液體偵測技術

Aglient 789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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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離子偵測技術

Metrohm Eco IC
◆依據環檢所公告之標準方法「水中陰離子檢
測方法－離子層析法」(NIEA W415.54B)，
使用離子層析儀測定洗滌溶液之水溶性氯離
子之溶出特性。

◆分析項目：陽離子－鋰(Li+)、鈉(Na+)、銨
(NH4

+)、鉀(K+)、鈣(Ca2+)、鎂(Mg2+)等；
陰離子－硫酸根(SO4

2-)、硝酸根(NO3
-)、氯

(Cl-)等。

◆偵測範圍：離子偵測至少可達5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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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分析設備

分光光度計
YSI水質檢測儀

紫外光可見光光度計
攜帶式水質比色儀 Smart3

葉綠素螢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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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項目/儀器 儀器品牌型號 示範影片網址

pH值、溶氧值、導電度 YSI Pro203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jBI_TYssPCOiMrhtt50xNyGFTz3UjAm/view?usp=sharing

氨氮(NH3-N)
LaMotte SMART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z1KGEQYzpOWXvJoTdWUXZvmhZBZbtLc/view?usp=sharing

HACH

總磷(TP) LaMotte SMART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ZEodeXOfjRVNETgOB68JyifjHbRQNhY/view?usp=sharing

化學需氧量(COD)
LaMotte SMART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GS0jFnd3aKnyTQ25NgDsv3lrSZ34_g2/view?usp=sharing

HACH

葉綠素a、藻藍蛋白
HVI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iR5vNivea2SGyFKaJ8qlrwbgyrQp9yP/view?usp=sharing

UNICO S-2150

IC離子層析儀 Metrohm 86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sFrXdZfW_xZ5L65hOF5hNmgEpwDihBy/view?usp=sharing

GC氣相層析儀 Agilent 7890B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CozXA6KNGY9v32JwWYtO_oKfdM4Ptfq/view?usp=sharing

造粒機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_kAm66v2oAIUWZUlds3klNfXdxnPNRL/view?usp=sharing

管狀高溫爐 Carbolit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NjZY536LmVIeMldP1z6WMsZaSEDXrY4/view?usp=sharing

灰化爐 Carbolite AAF 11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iZYJoNpJhaYD4NmlWUThlBvM4fviS-0/view?usp=sharing

除氯水洗設備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6WPKXm0SeUYZwxlfRSdMUzOuRb6EXqa/view?usp=sharing

熱卡計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6IMeXAdkO6E9toTT6Gd8H2PppytJGu/view?usp=sharing

粒徑分析儀 HORIBA LA-30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GikmDn8A11zawPt0Y80kSnuFJbasJLt/view?usp=sharing

檢測技術及示範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jBI_TYssPCOiMrhtt50xNyGFTz3UjA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z1KGEQYzpOWXvJoTdWUXZvmhZBZbtL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ZEodeXOfjRVNETgOB68JyifjHbRQNh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GS0jFnd3aKnyTQ25NgDsv3lrSZ34_g2/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iR5vNivea2SGyFKaJ8qlrwbgyrQp9y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sFrXdZfW_xZ5L65hOF5hNmgEpwDihBy/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CozXA6KNGY9v32JwWYtO_oKfdM4Ptf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_kAm66v2oAIUWZUlds3klNfXdxnPNRL/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NjZY536LmVIeMldP1z6WMsZaSEDXrY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iZYJoNpJhaYD4NmlWUThlBvM4fviS-0/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6WPKXm0SeUYZwxlfRSdMUzOuRb6EXq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6IMeXAdkO6E9toTT6Gd8H2PppytJG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GikmDn8A11zawPt0Y80kSnuFJbasJLt/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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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論文議題
研究生
姓名

論文題目 領域
畢業
年份

陳立軒(職) 以EPANET模型建立小區自來水管弱點檢測及漏水量控制對策 水 110

涂家欣 無害廢棄物應用於呈層複合土壤系統提升水質淨化成效 水 110

許瀚升 以藻藍蛋白及葉綠素a評估地面水體優養化之指標 水 110

陳俐云
(環工所共導)

廚餘除氯洗滌技術製備固態衍生燃料之研究 固 110

劉小嫚
(環工所共導)

以系統動態學模擬生質能源中心對區域性廢棄物管理之影響 固、管 109

陳子安 臺北市建構田園城市綠屋頂對都市保水之環境效益分析 水 108

畢凱泳 呈層複合土壤水質過濾系統之鐵離子釋出潛勢及其去除機制 水 108

謝鎮謙 校園生態河道水質調查與改善建議—以臺北科技大學為例 水 108

宋孟諺 台灣水庫集水區健康指標建立之研究 水、管 107

周思宇
(環工所共導)

以焙燒咖啡渣研製生質燃料之研究 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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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科技部)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執行情形 經費總額

1
以五設一體研發整合有機與無機資源製作固體回收燃料之設備技術

(110-2621-M-027 -001 -MY3)
計畫主持人 2021/08/01~2024/07/31 執行中 NT$4,775,500

2
以能源正義角度評估氣候變遷對都市焚化廠、掩埋場、生質能源中

心等能源設施之衝擊(MOST 109-2621-M-027-001-)
計畫主持人 2020/08/01~2021/07/31 已完成 NT$848,000

3
以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數與色素分析建立多元水資源優養化管理評估

工具(MOST 108-2621-M-027-002-)
計畫主持人 2019/08/01~2020/07/31 已完成 NT$675,000

4
以循環經濟建立廢棄資源再利用作為生質煤之能源效率最佳化及市
場價值評估－以咖啡渣為例(MOST 107-2621-M-027 -002-)

計畫主持人 2018/08/01~2019/07/31 已完成 NT$885,000

5
水、能源與糧食安全之鏈結－方法探討、風險管理、實質解決方案

與工具開發(MOST 107-2627-M-002-015-)
共同主持人 2018/08/01~2019/07/31 已完成 NT$7,500,000

6
結合系統動態學與生命週期評估評估一般廢棄物之環境成本效益與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MOST 106-2621-M-305-003-)
計畫主持人 2017/08/01~2018/07/31 已完成 NT$636,000

7
水、能源與糧食安全之鏈結－方法探討、風險管理、實質解決方案

與工具開發(MOST 105-2627-M-002-028)
共同主持人 2017/08/01~2018/07/31 已完成 NT$7,500,000

8
垃圾焚化處理之能源效率提升及溫室氣體排放潛勢探究 (MOST

105-2623-E-305-002-ET)
計畫主持人 2016/01/01~2016/12/31 已完成 NT$1,179,000

9
水、能源與糧食安全之鏈結－方法探討、風險管理、實質解決方案

與工具開發(MOST 105-2627-M-002-038)
共同主持人 2016/08/01~2019/07/31 已完成 NT$7,500,000

10
以失效分析與可靠度評估我國廢棄物轉製能源焚化系統(MOST 

104-2621-M-305-002)
計畫主持人 2015/08/01~2016/07/31 已完成 NT$521,000

11
整合生態系統服務評估於水資源政策規劃之研究(MOST 104-
2621-M-002-027)

共同主持人 2015/08/01~2018/07/31 已完成 NT$2,908,000

12
微波誘發環境友善資材之研發與應用(NSC98-2221-E-002-040-
MY3)

研究人員 2009/08/01~2012/07/31 已完成 NT$4,924,000



18

執行計畫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

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執行情形 經費總額

1 石碇永安茶香新源USR計畫 共同主持人 2021/03/01~2021/12/3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執行中 NT$300,000

2
以微奈米氣泡反應器及生物離子液處理含氯污染地

下水：研究型試驗
計畫主持人 2021/03/19~2022/02/2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執行中 NT$1,220,000

3
110-111年度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重大計畫成效評

估(1/2)
協同主持人 2021/01/07~2021/12/15 經濟部水利署 執行中 NT$3,680,000

4
108-109年度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重大計畫成效評

估(2/2)
協同主持人 2019/01/07~2020/12/15 經濟部水利署 已完成 NT$3,280,000

5
108-109年度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重大計畫成效評

估(1/2)
協同主持人 2019/01/07~2019/12/15 經濟部水利署 已完成 NT$3,010,000

6
臺北市邁向田園城市對氣候變遷調適及環境效益分

析
計畫主持人 2018/01/14~2019/12/15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已完成 NT$490,000

7
以循環經濟評估水泥製造業協同處理一般廢棄物之

經濟、環境、能源供給最適方案
計畫主持人 2018/04/09~2018/11/30 國立臺北大學 已完成 NT$211,000

8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氣候變遷調適專業融入教學課

程計畫
計畫主持人 2016/08/01~2017/07/31 教育部 已完成 NT$80,000



19

執行計畫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任

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執行情形 經費總額

9 廢棄物轉製能源技術研發及其對環境生態影響探究 計畫主持人 2015/01/01~2015/11/30 國立臺北大學 已完成 NT$60,000

10
強化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工作計畫 (EPA-103-
H102-02-232)

計畫承辦人 2014/03/18~2014/12/1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已完成 NT$9,400,000

11
整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工作計畫 (EPA-102-
H103-02-234)

計畫承辦人 2013/03/22~2013/12/3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已完成 NT$8,100,000

12
健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制度計畫 (EPA-102-
H102-02-233)

計畫承辦人 2013/01/23~2013/12/3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已完成 NT$4,850,000

13
推動安定化無害化廢棄資源物填海造島(陸)(EPA-
102-H103-02-242)

計畫承辦人 2013/03/13~2013/12/3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已完成 NT$8,723,000

14
鋼鐵基本工業、鋁熔煉業集塵灰及事業污泥清理查
核專案工作計畫(EPA-102-H102-02-243)

計畫承辦人 2013/01/15~2013/12/3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已完成 NT$3,850,000

15
100~101年度空氣品質監測站網運轉維護例行性計
畫(EPA-100-L102-02-201)

計畫承辦人 2011/07/01~2012/06/3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已完成 NT$1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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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渣再利用

◆ 50%咖啡渣加上松木屑研製之生質煤平均熱值可達
最高6,942.89 kcal/kg。

◆ 松木屑掺配比例至少要50%才能成功造粒。

◆ 本團隊研製之生質煤樣品熱值等同於高揮發份煙煤
C之等級。

◆ 生質煤樣品之碳含量介於66.29－71.15 wt%、硫
含量及氯含量皆為0.00 wt%，樣品於燃燒時無生成
戴奧辛及氯化氫之風險。

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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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黏著劑

◆ 木竹筷及塑膠湯匙可取代松木屑作為黏著劑。

◆ 相較於松木屑，以免洗筷研製之生質煤黏合劑比例
可自50%降低至10%，平均熱值介於5,300－6,300
kcal/kg之間。

◆ 若以相同比例PP塑膠湯匙原料置換免洗筷，生質煤
之熱值約可提高200 kcal/kg。

◆ 混合咖啡渣、免洗筷及PP塑膠湯匙，可提升更多的
熱值至6,300 kcal/kg，優於咖啡渣與松木屑混合造
粒之生質煤。

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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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氯水洗技術

◆ 花X市廚餘氯鹽平均濃度為2,868 mg/L，遠高於一
般廢棄物推估值(700 mg/L)。

◆ 去離子水能洗除水中氯離子且降低廢棄物之灰份。
◆ 氫氧化鈣能洗除水中氯離子且增加廢棄物熱值

(HHV)。

◆ 水洗兩次且L/S為20，或者水洗三次且L/S為10為
最佳除氯水洗狀態。

重要研究成果

去
離
子
水

洗滌次數
(20min/次)

L/S = 5 L/S = 10 L/S = 20 L/S = 30

1 418.8 213.6 120.16 75.62

2 94.25 29.21 13.7 5.48

3 28.56 10.67 - -

氫
氧
化
鈣
溶
液

洗滌次數
(20min/次)

L/S = 5 L/S = 10 L/S = 20 L/S = 30

1 455.5 219.2 123.37 71.51

2 60.43 23.8 12.12 5.12

3 24.07 8.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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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城市

◆ 臺北市田園城市總保水量達50,550.7立方公尺，相
當於20座標準游泳池的蓄水量。

◆ 短延時強降雨或長延時強降雨的降雨事件，皆有10
至25%之逕流削減效益。

◆ 綠屋頂對於短延時強降雨事件可以延緩約10分鐘的
逕流峰值發生時間，對於長延時的強降雨事件則可
以延緩約20分鐘的逕流峰值發生時間，建置綠屋頂
對長延時強降雨的延緩效益較佳。

重要研究成果設計降雨 降雨型態
逕流削減

率(%)

延緩逕流峰值

時間(分鐘)

重現期5年連續降雨90分鐘 短延時強降雨 24 10

重現期5年連續降雨24小時 長延時強降雨 12 20

重現期25年連續降雨90分鐘 短延時強降雨 25 9

重現期25年連續降雨24小時 長延時強降雨 10 20

重現期50年連續降雨90分鐘 短延時強降雨 21 12

配方 內容(v/v)

1
泥炭土：蛭石：真珠石＝3：

1：1

2
有機培養土：椰纖：米糠＝

2：1：1

3
泥炭土：椰纖：真珠石＝6：

3：1

4
砂質壤土：有機培養土：蛭

石＝5：3：2



24

水質淨化技術

◆ 從MSL系統的總磷去除率達82.71%。

◆ SMB層(鐵粒)與SMB層(紅土)的色度各為118.64 
mg/L與70.09 mg/L，具色度問題待解決。

◆ 添加0.60克聚麩胺酸去除水中色度可達99.59%。

◆ 於沸石層添加10~25%轉爐石(具鐵及鈣)，能有效
去除MSL系統中85%以上總磷。

重要研究成果

轉爐石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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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保育健檢

◆ 全國水庫可依照土砂及水質診斷指標分為7
項次指標。

◆ 北部水庫整體健檢結果比南部水庫佳。

◆ 生態檢核應分級制度管理並於規劃設計階段
即邀請生態領域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重要研究成果水庫

地理位置

水庫主要功能

灌溉

3項指標本島 離島

公共

給水 發電
7項指標

3項指標

3項指標

森林覆蓋率

崩蝕深度
SS

淤積率

點源處理率

農業非點源污染潛勢
CTSI/RPI

森林覆蓋率

崩蝕深度

淤積率

森林覆蓋率

崩蝕深度

淤積率

點源處理率
農業非點源污染潛勢
CTSI

COD達成率

49座

30座65座

東部地區:
南溪壩  溪畔壩  
龍溪壩  木瓜壩  
水簾壩

5座

北部地區:
大埔水庫      
中部地區:
劍潭水庫  
南部地區:
內埔子水庫  鹿寮溪水庫  尖山埤水庫
德元埤水庫  鹽水埤水庫  虎頭埤水庫 
觀音湖水庫  美濃湖水庫  龍鑾潭水庫

11座

北部地區:
新山水庫  西勢水庫  翡翠水庫  阿玉壩  羅好壩  桂山壩
粗坑壩  直潭壩  青潭堰  石門水庫  榮華壩  鳶山堰   
隆恩堰  寶山水庫  寶山第二水庫  
中部地區:
永和山水庫  明德水庫  士林攔河堰  鯉魚潭水庫  青山壩  
谷關水庫  天輪壩  馬鞍壩  德基水庫  石岡壩  霧社水庫  
武界壩  日月潭水庫  明湖下池水庫  明潭下池水庫  
銃櫃壩  集集攔河堰  頭社水庫  湖山水庫  
南部地區:
仁義潭水庫  蘭潭水庫  白河水庫  烏山頭水庫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甲仙攔河堰  鏡面水庫  玉峰堰  阿公店水庫  
鳳山水庫  澄清湖水庫  高屏溪攔河堰  牡丹水庫  
東部地區:
羅東攔河堰

連江地區:
東湧水庫  坂里水庫 秋桂山水庫  儲水沃水庫  
津沙一號水庫 津沙水庫  勝利水庫  后沃水庫
金門地區:
山西水庫  擎天水庫  榮湖水庫  金沙水庫  陽明湖水庫 
田浦水庫  太湖水庫  瓊林水庫  蘭湖水庫  西湖水庫  
蓮湖水庫  菱湖水庫  金湖水庫  
澎湖地區:
成功水庫  興仁水庫  東衛水庫  小池水庫  西安水庫    
七美水庫  烏溝蓄水塘  赤崁地下水庫  
綠島地區:
酬勤水庫  



產學合作對象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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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乃綠
循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環基環境永續
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傑明股
份有限公司

1. 執行至少 20 件樣品分析得知案場廢棄物
焚化可能產生 Cl 之高風險污染物， 及其
液相、氣相氯離子含量。

2. 提供廢棄物除氯之最佳作業程序建議，包
含溫度、濃度、固液比、反應時間 等參數
條件。

3. 專案書面報告 1 份含相關檢驗報告，續提
2020 年 12 月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

4. 5 小時以內配合案場輔導、交流、宣傳等
成果分享。

廢棄物產氯及除氯機制之研究

1. 對於呈層複合土壤過濾系統中鐵離子反應
機制提供明確之探討。

2. 呈層複合土壤過濾系統出流水，提出降低
鐵離子濃度之技術。

3. 建議本土化材料取代呈層複合土壤過濾系
統中鐵粒之用途，且維持污染去除效率。

呈層複合土壤水質過濾系統中鐵
離子之處理技術

1. 針對不同含氯溶劑/有機物地下水種類，試
驗生物離子液最佳之添加量。

2. 驗證製造微奈米氣泡有助於提升含氯溶劑/
有機物地下水污染之去除效率。

3. 本研究方法較對照組(EOS)對於含氯溶劑/
有機物地下水污染之去除率可優於20% 以
上。

4. 本研究方法可有效縮短20%以上之整治期
間及生物基質使用量，進而降低20%以上
整治處理成本。

以微奈米氣泡反應器及生物離子液處理含
氯污染地下水:研究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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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臺灣中油Wanted 
YOU

1. 彙整國外案例，納入彰化成功案例，研擬受
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政策說帖，以強
化媒合地主與太陽光電業者作業。

2. 協助提供太陽光電設置成本分析資料及相關
技術諮詢服務。

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推動計畫

1. 廢觸媒再利用作為奈米材料。
2. 廢觸媒作為吸附劑去除水中、空氣

VOC污染。

廢觸媒再利用計畫



未來發展方向



固體回收料
SRF

除氯技術、含氯測定、熱值測定、造粒、黏著劑研發

資收物
高值化

紙餐具、廚餘、口罩、茶葉渣、咖啡渣等

水資源管理

重金屬去除、土壤淨化系統、水庫保育健檢、生態檢核

綠色設施
Green 

Infrastructur
e 田園城市、環境檢測與監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