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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第一部分、專題報告 首先界定本文所研究之廢棄物與焚化法，引出焚化

法在都市廢棄物處理上所扮演的角色，而後依據廢棄物進入焚化廠後的

處理程序，概述焚化廠的重要設備，最後再談流程控制以及民眾最關切

的二次污染問題。專題報告共分為六個單元： 緒論 第一章：自廢棄物

的定義、廢棄物的組成與焚化的基本原理談起，論述目前台灣地區都市

垃圾處理之現況、焚化爐的型式以及焚化廠的設置效益。 第二章：介紹

都市垃圾焚化廠的主要系統單元，包括垃圾收受系統、焚化爐與鍋爐、

廢（煙）氣處理設備、能源回收設備以及空氣壓縮系統、純水系統、冷

卻水系統、廢水處理、分散式控制系統、電力系統等其他輔助設備。 第



三章：概述自垃圾進料至焚化完成之流程控制，以及底灰、飛灰與反應

產物等焚化殘餘物之收集與排出。 第四章：研究焚化的煙氣中含有之污

染物及其對環境可能造成之衝擊，介紹底灰、飛灰與反應產物之處理以

及被廣泛使用的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結論 第二部分、專業術語表 自專

題報告中篩選出五十個專業術語，針對每個術語分別以中文及法文編寫

其定義、用法、說明事項與資料來源。此外，各專業術語亦加註英文，

以提昇實用性與參考價值。 第三部分、附錄 內容包括詞彙對照表、字

詞索引、縮寫字詞表以及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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