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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理念～1966 

鮑爾丁（K.E. Boulding）發表《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中提出「地球是一艘孤獨的太空船，沒有無限物質

的儲備庫，既沒有開採也不能被污染，人類必須要到自己在生態系統

循環中的位置，進行物質再生產」。

「循環經濟」概念～1990

皮爾斯和圖奈（Pearce & Turner）首次提出，其目的是建立永續發展

的資源管理架構，使經濟系統成為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建立「經濟

和環境和諧的條件」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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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的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Accenture，循環台灣基金會、工研院IEK 整理



生物碳及廢棄物活化再生研討會
Biocarbon and Regeneration of Wastes Symposium

5

循環經濟～階層概念

Design Map

循環設計/目前不多/
未來方向

政策制訂/串連循環

經濟效益

高值利用

經濟效益

沒有 經濟
不會 循環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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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D產品生命週期約5~7年

◎ LCD之廢棄量將逐年以倍數攀升

◎ 未來全球LCD TV廢棄量 >2.5億台/年

◎ 2016台灣產生約5,310噸廢液晶面板皆以掩埋/物理方式處理!!

LCD TV市場趨勢
現在生產量=未來廢棄量

循環經濟案例分享-LCD產業

需求～供應～結果

簡報者
簡報註解
LCD已取代CRT成為主要顯示元件,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產品以LCD TV而言,全球每年銷售2.5億台然而 LCD產的生命週期約5-7年,換言之,現在使用多少LCD未來就會產生多少廢LCD就國內市場而言,台灣雖然是小型消費市場每年產出的廢LCD約100萬台並不多,但台灣卻是主要的液晶面板生產國之一,每年銷售數億片LCD,因而會產出數千噸線上不良品整體而言,我國每年要處理5000多噸廢液晶面板,過去因無合適處理方法,大部分皆以掩埋方式去化1. PDP是電漿電視;RP背投式電視; LCD(CCFL)是以CCFL為背光源的液晶電視; LCD(LED)是以LED為背光源的液晶電視; OLED是有機發光二極體電視;CRT是映像管電視;    這張圖主要是要表示LCD以取代個顯示技術為主要的顯示元件2. 液晶面板在台灣只有掩埋和物理處理兩種去化方式;所謂物理處理是將液晶面板直接破碎作為混凝土添加料,但因其中液晶未去除,故對環境仍具危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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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 – 90%
液晶 – 0.1%
銦 – 0.02%
塑膠膜材 – 10%

偏光板
玻璃基板

銦錫氧化物
液晶

銦錫氧化物
玻璃基板

偏光板

液晶面板基本組成

1噸廢液晶面板 含量 (公斤) 價格 (元/公斤) 原材料價值 (萬元)

液晶 1 150,000a 15

銦 0.2 7,500b 0.15

玻璃 900 375c 33.75

a.液晶平均市價計算; b.銦純度≧99.99%平均市價; c. 玻璃基板平均售價

城市礦山-LC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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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LCD Manual disassembly Classification/Collection Recycle

Waste LCD panel Landfill

Ecological burden 

1 tons of 
Waste LCD panel

Amount
(Kg)

Raw material price
(USD)

Liquid crystal 1 5,000

Indium 0.2 50

Glass 900 11,250

Economic benefits

LCD 經濟 / 循環再利用

循環經濟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Jrx4ITNn8gCFQoklAoddcAAnQ&url=http://www.pghsbandboosters.org/e-waste.html&psig=AFQjCNFHyaQpKNaIKtCLrCA_VSBHtL7ctA&ust=1443731467836460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Jrx4ITNn8gCFQoklAoddcAAnQ&url=http://www.pghsbandboosters.org/e-waste.html&psig=AFQjCNFHyaQpKNaIKtCLrCA_VSBHtL7ctA&ust=1443731467836460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Recycle001.sv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Recycle001.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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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奧辛)

燃燒

掩埋

對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危
害
!!

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空氣
(多氯聯苯) (氟氯碳化物)

 含苯環、氮、氧和鹵素等
 脂溶性
 不溶於水
 密度~1

液晶

LCD～環境考量/ 循環經濟

環境危害~政策制訂~循環經濟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Dioxin-2D-skeletal.sv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Dioxin-2D-skeletal.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olychlorinated_biphenyl_structure.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Polychlorinated_biphenyl_structure.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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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液晶面板 連續式液晶萃取系統 面板中取出
之液晶

純化後液晶

含銦粉末(3.82%)含銦粉末(30.6%) 銦靶材

廢玻璃 重金屬吸附劑 廢水處理應用
ITRI廢液晶面板處理中心

液晶智慧窗

液晶
顯示器

LCD ～經濟考量 / 環保需求
材料循環再利用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VlMybm9rNAhWIjZQKHQS3D8AQjRwIBw&url=http://big5.made-in-china.com/gongying/itotarget-rMoJGxwbXzkZ.html&psig=AFQjCNHg9XOSttZOua-bQ-ABIOeDltsamA&ust=1467735518337992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VlMybm9rNAhWIjZQKHQS3D8AQjRwIBw&url=http://big5.made-in-china.com/gongying/itotarget-rMoJGxwbXzkZ.html&psig=AFQjCNHg9XOSttZOua-bQ-ABIOeDltsamA&ust=146773551833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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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系統

玻璃吸
附材料

金屬銦

液晶

LCD 

 
100 % 循環再利用

 零廢棄

 環保處理/應用

 新經濟效益

 綠色產品

奈米玻璃吸附材料

重金屬污染農地整治

製程靶材

電鍍重金屬廢水處理系統

循環經濟案例分享

工研院– LCD waste recycling system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VlMybm9rNAhWIjZQKHQS3D8AQjRwIBw&url=http://big5.made-in-china.com/gongying/itotarget-rMoJGxwbXzkZ.html&psig=AFQjCNHg9XOSttZOua-bQ-ABIOeDltsamA&ust=1467735518337992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VlMybm9rNAhWIjZQKHQS3D8AQjRwIBw&url=http://big5.made-in-china.com/gongying/itotarget-rMoJGxwbXzkZ.html&psig=AFQjCNHg9XOSttZOua-bQ-ABIOeDltsamA&ust=146773551833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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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玻璃吸附劑

Highly efficient adsorbent 

重金屬回收再利用

☆成市礦山

處理後之排放水
符合法規標準

 玻璃結構可耐酸、耐化；可再生使用；操作條件 pH > 0

 可用於現有裝置；無需前處理；無汙泥；成本<1/3

 重金屬廢水再利用~吸附過的廢水可轉成製程水，金屬濃縮再利用

 對 Pb, Cu, Zn, Cr, Ni, As and B具高效吸附去除能力

 “搖籃到搖籃” 之循環經濟技術

Benefits

LCD 玻璃

LED

10~1000 mg/L  工業重金屬廢水

半導體 電鍍產業 LCD

玻璃
奈米結構處理

重量>LCD之99+%

LCD ～奈米玻璃孔洞吸附劑～高值應用
台灣有~1萬噸/年廢棄LCD面板玻璃、全球>100萬噸

Reuse & Recy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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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吸附次數 原樣 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放流水標準

Cr 0.72 0.01 0.00 0.01 <2

Cu 434 61.7 15.4 0.08 <3

Pb 22.7 0.20 0.06 0.07 <1

Zn 111 103 39.2 0.11 <5

實例～電鍍廢水處理

電鍍廢水-434 ppm 吸附三次即達到法定規範放流水標準

單位:ppm

吸附選擇性：Pb > Cu >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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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去除 奈米孔洞
玻璃吸附材料 化學混凝法 離子交換樹脂法

適用之重金屬廢水
濃度 sub-ppm~% 數百~數千ppm 數十~數百ppm

耐酸、耐化性 極佳 差 普通

吸附能力 極高 低 中

重金屬回收再利用
性 高 中 高

廢水是否需前處理? 否 是 是

是否產生二次汙染? 否 是 否

材料成本
美元/公噸
(以100 ppm重金屬
廢水評估)

<0.3 >1 >3

重金屬廢水處理技術比較表
循環經濟～材料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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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純玻璃原料 液晶面板玻璃 廢液晶面板 奈米孔洞
玻璃吸附材料

資料來源:http://www.corning.com/

面板玻璃的奇幻旅程

電鍍廢水 控制系統 模組式吸附系統 放流水 雲端監控系統
(Cu~100 ppm) (Cu<1ppm)廢水日處理量:10噸程序控制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面積又大又平整又薄的液晶面板玻璃是利用高純度材料摻配並以極高工藝製成,製作成本極高,但當液晶面板廢棄時，只能掩埋或是製成磚瓦材料工研院將面板玻璃改質成奈米孔洞玻璃吸附材料，不但保有玻璃耐化特性，更兼具離子交換、不對稱電荷和高比表面積等功效，非常適合應用於重金屬廢水的處理奈米孔洞玻璃吸附材料因保有玻璃耐化特性，在酸性廢水環境下(pH> 0)對重金屬(鉻、鎳、銅、鋅、鎘和鉛等)仍具備高效能之移除能力，且吸附後之重金屬可透過脫附、濃縮程序重新提煉使用，而奈米孔洞玻璃吸附材料亦可再生20次以上，更重要的是處理後的廢水仍可回用於製程。相較於化學混凝法、一般吸附法和離子交換樹脂法，以奈米孔洞玻璃吸附材料處理重金屬廢水不僅不需調整pH值之前處理程序，更不會生成有毒重金屬汙泥而衍生二次污染，且對重金屬具有數倍的去除效能卻僅需一半的處理成本，實為一兼具經濟與環保的重金屬廢水處理技術。實際應用於處理彰濱工業區的電鍍廢水，可將100 ppm含銅廢水以充填奈米孔洞玻璃吸附材料的模組式吸附系統處理至ppb等級符合放流水標準(Cu<3 ppm) ，未來更會導入AI/雲端系統即時監控電鍍廢水的排放狀況,一方面便於提供更換吸附材料服務,另一方面可確保不汙染環境1. 經過四道吸附處理,放流水皆可達ppb等級;惟Cu的放流水標準為3 ppm                                                                               總鉻的放流水標準為2 ppm                                                                                Ni的放流水標準為  1 ppm                                                                               的放流水標準為 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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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732件

彰化縣
1823件

台中市
31件

我國土地列管場址共3997件

重金屬汙染(砷、鎘、鉻、銅、
汞、鎳、鉛、鋅等)且公告為控
制、整治場址約3649件

桃園、台中、彰化

資料來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

重金屬污染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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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整治應用

低成本

低汙染
+

酸洗/淋洗 噸級吸附處理系統

現地處理

操作簡便

既有處理技術各有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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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循環經濟的第一步：reduce (難) ~ 材料100％使用

◎廢液晶面板創新處理再利用

a. 高效能液晶萃取技術 –連續式之液晶與面板玻璃分離技術。

b. 液晶再利用製成液晶顯示器 – 物質永續管理。

c. 銦再利用製成靶材-金屬有效再利用。

d. 玻璃高值化製成重金屬吸附劑 –材料高值新應用。

◎國內8,000噸廢液晶面板依本技術可轉化為8噸液晶、1噸含銦
固體(純度90%)和~8000噸玻璃材料，各項材料皆可進行再利
用，具極高之再利用價值。

◎全球首創之技術，以再利用取代掩埋等去化途徑，達到「從
搖籃到搖籃」及「資源循環零廢棄」的目標。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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