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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探討半導體製程廢水中之四甲基氫

氧化銨( Tetra 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 

TMAH)於好氧厭氧生物處理系統之應用。本生物

處理系統主要為處理高濃度之氨氮廢水

(1,200~2,000 mg/L, 960 kg/d as ammonia 

nitrogen)，並利用廠內製程TMAH廢液 

(7,000~8,500 mg/L)及甲醇 (40%)作為生物所需之

有機碳源，以TMAH作為碳源除可減少購置碳源成

本外，亦可一併解決放流水TMAH管制問題。 

生物系統試車運轉初期，將TMAH及甲醇添

加於厭氧槽作為脫硝菌所需之有機碳源，其運轉結

果顯示，脫硝菌優先利用甲醇而導致TMAH菌種之

馴養效果不彰，且TMAH進流負荷 (750 kg/d)造成

厭氧槽生物抑制，導致系統放流水之硝酸鹽氮、

TOC及TMAH濃度持續上升。重新調整TMAH於好

氧槽及厭氧槽之負荷分配比例，將部分厭氧槽

TMAH負荷轉於好氧槽進行測試，經持續進行生物

馴養及試車後，系統可穩定運轉且放流水之相關檢

測項目皆可符合排放標準。 

生物處理系統除了需花較長時間觀察及馴養

外，更需嚴格管控好氧槽之pH、DO及厭氧槽之

pH、ORP、C/N及MLSS等操作參數，以使硝化菌

及脫硝菌可達最大處理效果，目前本生物處理系統

已穩定運轉且放流水之氨氮濃度<10 mg/L、硝酸鹽

氮濃度<20 mg/L、TOC濃度<10 mg/L、TMAH濃度

<20 mg/L，符合 105 年之放流水納管標準。 

 

關鍵字：TMAH、好氧厭氧、生物處理。 

1. 前言 

 近十年來四甲基氫氧化銨 (Tetra Methyl 

Ammonium Hydroxide, TMAH)被廣泛且大量使用

於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之製程中，主要作為顯影劑

使用或取代氫氧化鈉 (NaOH)等強鹼物質作為晶

圓之清潔溶液；TMAH 分子式(CH3)4NOH，其特性

為無色、氣味類似銨、極易溶於水、強鹼具腐蝕性 

(pH >13)，屬具毒性之有機銨化合物，其 TMA+基

具類毒螺類之神經毒素 (陳俊勳，2007 )；依據不

同之暴露濃度及程度，輕者皮膚疼痛，重者死亡，

台灣自 2003年起即有多起因接觸TMAH而引發受

傷或死亡之案例發生 (吳政龍，2010)。 

 TMAH 濃度無法具體被化學需氧量 (COD)

或生化需氧量 (BOD5)分析表示，導致常未經廢水

處理系統有效處理即被排放，而造成後續環境衝擊  

(羅煌木等，2013)。不過，TMAH 若經好氧或厭氧

性微生物降解，其最終生成物為氨氮 (如圖 1 所

示)，故可藉由分析系統之氨氮濃度以推測 TMAH

之處理效果 。

 

圖 1 TMAH 降解路徑圖 (陳家福等，2007) 

  

 



根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后里園區)污水下水道納

管水質標準，自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起，放流水之

TMAH 管制濃度由低於 30 mg/L 降至低於 20 mg/L 

(中科管理局，2015)。 

 

2. TMAH 處理技術 

 目前主要 TMAH 相關處理技術如下： 

2.1 回收再利用 

 利用離子交換樹脂技術將TMAH進行再生處

理，早期研究主要以陽離子樹脂塔吸附 TMA+，利

用硫酸 (H2SO4)或鹽酸 (HCl)脫附生成 TMAX，其

再經陰離子樹脂塔生成 TMAH 再利用 (朱敬平，

2015；烏春梅等，2014)。近年則是將 TMAX 以電

解方式處理，生成之 TMAH 及硫酸/鹽酸再進行回

收再利用，經由離子交換樹脂處理之放流 TMAH

濃度可低於 1 mg/L (黃誌銘，2013)；此技術易操作

但操作成本較高。 

 

2.3 生物處理法 

 TMAH 處理技術研究多為生物處理，常見處

理系統為上流式厭氧處理床 (Up 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 UASB)、厭氧氨氧化法  (Anaerobic 

Ammonium Oxidation, ANAMMOX)、厭氧及好氧

生物處理 (Anoxic and Oxidation)等，無論是好氧或

厭氧處理系統，針對 TMAH 之降解皆有相當之處

理效率 (彭淑惠等，2014)。相關研究指出，於厭氧

情況下，TMAH 濃度達 2,000 mg/L 導致生物降解

速率下降，而大於 3,000 mg/L 則可能造成生物毒

性 (陳賢焜，2009)。 

 生物處理技術耗費時間長、系統操作變數多

且處理設施所需地面積大，但相對物化處理技術之

設置成本較為低廉、副產物較好處理，且對環境較

為友善。 

     

3. 氨氮廢水處理系統 

本系統主要處理對象為製程排放之高濃度氨

氮酸鹼廢液  (1,200~2,000 mg/L, 960 kg/d as 

ammonia nitrogen)，藉由好氧/厭氧搭配厭氧/好氧

之二階段生物處理系統進行有機氨氮廢水之降

解，並達園區排放標準。 

一段好氧槽針對高濃度氨氮原水進行硝化作

用並產生硝酸鹽氮，添加 40%甲醇及廠內製程廢液

TMAH (7,000~8,500 mg/L)作為脫硝菌所需碳源以

降解硝酸鹽氮濃度，第一段生物處理約可處理系統

90%之氨氮負荷，剩下 10%之氨氮負荷搭配另一股

較低濃度之氨氮廢水 (40 kg/d as ammonia nitrogen)

由二段厭氧槽及好氧槽進行處理，最終放流水之相

關污染物濃度皆符合排放標準。目前本生物處理系

統已穩定運轉且放流水之氨氮、硝酸鹽氮、TMAH

濃度分別可達<10 mg/L、<20 mg/L 及<20 mg/L。 

 

3.1 TMAH 第一階段生物試驗 

本生物處理系統之 TMAH目標處理量約為 110 

CMD，系統試車初期同時將 40%甲醇及 TMAH 廢

液加入第一段厭氧槽 (A Tank)作為脫硝菌降解硝

酸鹽氮所需之碳源，為維持脫硝菌之最佳降解污染

物效果，故控管厭氧槽 pH 7~8、ORP -100 ~ -200 

mV、C/N 約為 4 及 MLSS 約為 3,500 mg/L，並於

系統出流以TOC分析儀進行TMAH處理效果初步

判斷。 

本生物處理系統耗時半年將 TMAH 負荷達設

定目標，TMAH 處理結果如圖 2 所示，系統出流

水之TOC及硝酸鹽氮濃度隨TMAH之添加量增加

而持續上升，而出水氨氮及 COD 濃度卻符合排放

標準。如此推斷系統之脫硝菌處理效率可能受

TMAH 毒性抑制而使出水硝酸鹽氮濃度上升，且

亦可由出水氨氮濃度未增加推斷 TMAH 降解量並

不多；此外，依據相關研究顯示 (黃筱涵等，2009)，

微生物於厭氧情況下，同時添加 IPA 及 TMAH，

其將優先利用 IPA，故推斷本系統之脫硝菌亦可能

優先利用甲醇進行脫硝作用亦導致出水 TMAH 濃

度越來越高。 

 

圖 2 TMAH 第一階段生物試驗 



3.2 TMAH 第二階段試驗 

參考相關研究，TMAH 於厭氧環境之降解效率

較差於好氧環境 (陳家福等，2007)，故為降低系統

出流水之硝酸鹽氮及 TMAH 濃度，於總系統進流

負荷不變之情況下，嘗試將系統部分 TMAH 加入

一段好氧槽進行生物馴養，並控管好氧槽之 DO > 

2 mg/L、pH 7~8 及 MLSS 約為 2,500 mg/L，藉由

分析好氧槽內之氨氮濃度以推測 TMAH 是否被生

物分解。 

進階試驗結果如圖 3 所示，持續將 TMAH 加入

好氧槽 (O Tank)，3 個月後系統趨於穩定，記錄系

統出水氨氮、硝酸鹽氮、TOC 濃度及好氧槽之氨

氮濃度，結果顯示出水硝酸鹽氮、TOC 濃度明顯

下降，而出水及好氧槽內氨氮濃度明顯上升，推斷

TMAH 分別於一段、二段好氧槽被微生物分解所

致。 

改變 TMAH 於系統之分佈後，系統漸趨穩定運

轉，出水之氨氮、硝酸鹽氮、TOC 濃度分別約為

<10 mg/L、<20 mg/L 及<10 mg/L。 

 

 

圖 3 TMAH 第二階段試驗 

 

此外，觀察系統添加 TMAH 前後之甲醇用量變

化發現 (如圖 5 所示)，系統未添加 TMAH 前之甲

醇平均用量約為 5.4 CMD；系統添加 TMAH 後，

於最佳運轉狀況下，甲醇平均用量約為 4.5 CMD，

試驗結果確實降低系統甲醇用量，一年約可省下

17%之碳源費用。 

 

 

圖 5 甲醇於 TMAH 添加前後之用量變化 

 

根據TMAH與理論TOC濃度之關係 (TMAH : 

TOC = 2 : 1)，利用系統出水含甲醇貢獻之 TOC 濃

度回推出水 TMAH 濃度 (鄭華安等，2008)並搭配

TMAH分析儀檢測，系統出水之 TMAH濃度於 105

年 2 月即可低於 20 mg/L (如圖 6)。 

 

 

圖 6 系統出水推估之 TMAH 濃度 

 

4. 結論 

1. 同時將甲醇及 TMAH 作為脫硝菌所需碳源，

脫硝菌將優先利用甲醇，且 TMAH 毒性造成

脫硝菌之處理效果下降，導致系統出水之硝酸

鹽氮及 TMAH 濃度上升。 

2. TMAH 於好氧槽之降解效果優於厭氧槽。 

3. 系統氨氮進流負荷不變之情況下，部分 TMAH

置於好氧槽有助系統出流之氨氮、硝酸鹽氮及

TMAH 濃度符合法規標準。 

4. TMAH 之添加有助於降低系統甲醇之用量，可

減少額外購入碳源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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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was an application of TMAH in 

aerobic and anoxic bio-treatment system. Using 

TMAH to be organic carbon source could reduce the 

cost and solve the TMAH issue of effluent. 

After adjus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MAH, the 

bio-treatment system was running steady and all the 

effluent analysis items were under the 2016 

regulations. 

 

Keywords: TMAH, aerobic and anoxic, bio-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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