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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大政策與執行成效 

為有效調查、整治及預防各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環保署（以下

簡稱本署）成立各項專案進行控管，依 108 年度施政 5 大重點目標，

區分為「健全完備法規制度，強化行政管理體系」、「持續辦理調查工

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關注檢討徵收情形，提升經費執行成效」及「提升本土專業能力，

發展國際交流合作」等。相關執行成效如次： 

一、健全完備法規制度，強化行政管理體系 

本署為完備土壤及地下水相關執行體系，於 108 年度發布 4

項行政規則之修正或訂定公告。 

表 1-1  108 年度土污法修正或訂定公告  

類別 項次 法規名稱 相關公告 

行政

規則 

1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 108 年 02 月 21 日修正 

2 
農業用地污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行

計畫補助要點 
108 年 06 月 14 日訂定 

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

評估小組設置要點 
108 年 11 月 28 日修正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

評估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 
108 年 11 月 28 日訂定 

二、持續辦理調查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 

（一）103 年至 108 年底完成首輪全國河川、湖泊水庫及灌溉渠道

等水體底泥品質檢測申報備查工作，截至 108 年底，申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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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率為 100%，合計 473 處，包含河川 83 處、湖泊水庫 91

處及灌溉渠道 299 處，並完成底泥品質檢測結果公布作業。 

（二）截至 108 年底，各縣市調查出污染列管之農地場址共計 7,360

場次（約 1,178 公頃），已整治改善完成並且公告解除控制

之農地場址約 862.9 公頃，整治完成率為 73%，108 年度改

善目標 100公頃，實際完成 110公頃，年度改善完成率 110%。 

（三）截至 108 年底，已完成 484 家高污染潛勢工廠現場勘查工

作，並依據系統性篩選機制，執行 91 家工廠污染調查作業，

其中已確認 51 家土壤或地下水超過污染管制標準，調查污

染發現率達 56%。 

（四）為掌握工業區環境品質概況，本署編定 160 處依燈號分級

及污染潛勢評估結果，108 年共計 2 處工業區由黃燈降至綠

燈，並新增 1 處綠燈工業區，計有 158 處工業區完成土壤及

地下水申報備查作業（98.8%）。 

（五）為及早掌握污染情形，環保局針對國內 47 家地下儲槽系統

申報異常者，辦理污染潛勢追蹤管理。 

三、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一）我國場址類型可區分為農地場址及事業場址（含工廠、加

油站、非法棄置、儲槽、軍事場址及其他類型場址等）二大

型態，108 年公告解列之控制場址共計 878 場次（約 147.80

公頃），其中面積比農地占 71.39%、工廠占 24.25%、軍事

場址占 1.43%、其他占 1.38%、加油站占 1.18%及非法棄置

占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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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適合採用風險管理之場址，進行規劃與推動，以完善

風險管理執行模式之策略；發展風險評估與管理成效分析功

能，建立污染場址風險圖像，並精進風險評估平台及小組運

作。此外，建構系統性風險溝通訓練，強化環保機關人員風

險認知與溝通能力。 

四、關注檢討徵收情形，提升經費執行成效 

（一）土污基金預算為本署土污基管會推動業務主要的經費來

源，本署秉持著審慎開支、妥善管理之精神作為整體運用原

則。108 年度土污基金收入約 11 億 7 千 7 百萬餘元，支出

約 13 億 8 百萬餘元，基金累積賸餘約 22 億餘元。 

（二）為簡便繳費人申請環境保險或工程退費作業流程與時程，

本署自 108 年起規劃建置整治費網路申報系統線上審理功

能，並於同年 8 月 1 日起正式上線。 

五、提升本土專業能力，發展國際交流合作 

（一）辦理「透水式反應牆」(Permeable reactive barrier，PRB)與

生物整治，搭配高解析調查等技術，於國內 5 場次場址進行

技術應用與試驗，評估於我國適用性與發展潛力。 

（二）組成「生物整治工作坊」，完成 4 場次技術試驗、4 場次生

物整治場址技術諮詢輔導、3 場次專家諮詢會議及 1 場次生

物整治與分子生物技術研討會等。 

（三）為推廣綠色永續型整治，108 年共完成 69 件綠色永續型整

治評估與執行案例，及 12 場次「綠色永續型整治技術宣講

列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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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助學術及相關民間團體，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

關研究工作，共計 28 組研究團隊投入，其中研究型計畫占

64.3%，模場型計畫占 35.7%。另各計畫研究類型分為「整

治」類 19 件、「調查」類 4 件及「其他」類 5 件，其中已完

成 23 篇國際性期刊投稿，3 件專刊申請等學術成果展現。 

（五）辦理 2 場次「培植技術開創紀元~107 年土壤及地下水科研

成果發表暨技術媒合會」，首度跨領域邀請兩組產業及學術

單位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且邀請 24 位專家分享豐碩研究

成果及提供技術諮詢管道，估計媒合 15 至 20 組產官學進行

技術與談。 

（六）辦理「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官員專業訓

練課程，本（第 3）次邀請 9 國 19 位環保主管機關官員，

且合併科技部東南亞土水課程邀請之 8 國 26 位學者，合計

共有 11 國 45 位外賓，並安排我國產業界人員協助外賓交

流，首次成功促成亞太國家產官學緊密交流。 

（七）辦理「臺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領域合作備忘錄」交流

事宜，於我國召開第 10 次指導委員會議與技術論壇，使韓

國民間技術單位與我國產業界進行技術交流，共同推動整治

技術提升工作。 

（八）辦理「臺越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交流活

動，分別於我國及越南完成召開第 1 次及第 2 次指導委員會

議與技術論壇，使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人員充分瞭解臺灣

在土水方面之能力，並達成後續合作機制及優先項目之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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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污法相關子法或規範之修（訂） 

本署為配合實際執行情況，使各項政策推動能更順利、法條規範

能更加完整，於 108 年度修正或訂定 4 則土污法行政規則，詳細說明

如下： 

一、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修正） 

為使農民於停耕期間之生活照顧能更加完善，依實務現況需

求予以調整「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目前已

於 108 年 02 月 21 日修正並下達。 

 
圖 2-1  農地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推動歷程說明圖  

表 2-1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修正重點  

序 修正重點 

1 
針對不自行或配合地方環保機關進行土壤污染改善，或於停耕期間種

植景觀作物採摘販售者，新增不得請領停耕補償之規定。 

2 

評估考量歷經二十年植樹期，恐有樹根深入土壤犁底層導致土壤失去

保水性疑慮，爰予刪除「受污染無法種植食用作物農地植樹造林直接

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說明」規定。 

3 
配合「受污染土地改善及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行審查作業原則」之規

定，排除污染土地經同意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補償，避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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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用地污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行計畫補助要點 

（訂定） 

為加速農業用地場址污染整治，本署於 108 年 06 月 14 日訂

定「農業用地污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行計畫補助要點」，

主要內容為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污染農地改善與設置地面

型太陽光電設施，鼓勵污染土地關係人自主擔負污染土地改善責

任，建立污染土地關係人自主改善污染場址解除列管後，給予領

取補助金制度。 

 

圖 2-2  補助要點推動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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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為推動全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

業務，本署設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

估小組」，協助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相關制度之建立與審查，

並於 108 年度配合實務執行情形及增進審查品質效率，持續修正

訂定相關作業要點與規定。 

 

圖 2-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  

設置要點修正歷程圖  

（一）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規定（修正） 

為配合實務執行情況易混淆之事項，本署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

評估小組設置要點」，加以明確規範。 

（二）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訂定） 

本署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訂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

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爰就

初審會議相關運作事宜予以規範，增進審查品質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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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金運用 

土污基金於 89 年成立，自 100 年起本署土污基管會已進行各類污

染潛勢調查，依調查結果進行後續污染源查證、管制及控制措施，以

致土污基金支出金額增加；106 年已全數完成污染農地調查工作，逐

漸朝向場址污染整治支應為重；107 年起加速推動污染整治，其中最

主要為支應農地污染改善經費，預計於 110 年完成相關改善工作。 

土污基金預算為本署土污基管會推動業務主要之經費來源，108

年度收入約 11 億 7 千 7 百萬元，支出約 13 億 8 百萬元，基金累積賸

餘約 22 億餘元。 

 

圖 3-1  98 年 ~108 年土污基金收支與累積賸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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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污基金收入 

根據土污法第 29 條規定，土污基金主要有 8 項收入來源。 

表 3-1  土污基金來源

土污基金來源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入。

2. 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第 43 條及第 44

條規定繳納之款項。

3. 土地開發行為人依第 51 條第 3 項規定繳交之款項。

4. 基金孳息收入。

5. 中央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6. 環境保護相關基金之部分提撥。

7. 環境污染之罰金及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8. 其他有關收入。

108 年土污基金收入約 11 億 7 千 7 百萬餘元，其中主要為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以下簡稱整治費），占年總收入約 96%。 

圖 3-2  108 年度土污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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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8 年整治費徵收 

整治費收費辦法新制於 106 年 07 月 01 日起實施，新

制實施後每季平均實收金額約 2 億 9 百萬餘元，每年總實

收金額預計約達 11 億 4 千 5 百萬餘元。 

（二）求償收入 

土污基金自 90 年至 108 年底，代支應金額約 21 億 2

千萬餘元，以污染農地整治為大宗，其支出金額約 14 億 8

千萬餘元，求償金額共約 4 億 6 千萬餘元。 

圖 3-3  累積至 108 年度土污基金代支應費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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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污基金支出 

108 年基金支出 13 億 8 百萬餘元，其中投入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相關工作 12 億 5 千萬餘元，占基金支出約 95.6%，其他 5

千 8 百萬餘元則是支應建置行政輔助資訊系統、共構機房及設備

汰換，與支付人員薪資、辦公廳舍維護等費用，占基金支出 4.3%。

當年度短絀 1 億 3 千萬餘元，以基金累積賸餘支應。 

圖 3-4  108 年度土污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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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管理 

本章節主要說明 108 年度全國土壤及地下水各類型場址之申報調

查等預防作業及管理作為，章節內容包括全國地下水及底泥品質監

測、農地調查及管理情形說明，以及各類型事業單位之申報統計數據

等整體性介紹，根據以上的預防作為搭配現行管制作業，以污染場址

之列管與解除列管統計結果說明相關執行成效。此外，近年更致力於

土壤離場制度、場址風險管理及土地再利用等推動，期望達到土地資

源有效運用的目標。 

4.1 調查申報統計 

本署為確保土壤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並維護國民健康，自土污

法公布施行以來，已陸續辦理農地、工廠、工業區、加油站與地下儲

槽系統及公告事業用地管理等場址污染潛勢調查與污染改善，本節主

要說明各類型場址之污染調查與改善情形。 

一、地下水水質監測 

為建立全國地下水水質長期資料，掌握地下水水質狀況，本

署已陸續建置 455 口以背景水質調查為目的之區域性地下水監測

井。除每年定期辦理水質監測及監測井管理業務外，108 年度針

對地下水關切項目進行水質調查及研究，並滾動式檢討地下水污

染管制/監測標準，提出我國地下水水質保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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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地下水監測頻率調整為 1 年 1 次、2 次、4 次監測之口

數，分別為 301 口、101 口、47 口，及暫停監測 6 口。 

比對 108 年度區域性地下水質監測數據與第 2 類地下水污染

監測標準，108 年度低於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比率約為 93.4%。此

外，23 項揮發性有機物項目低於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比率皆為

100%。 

 

註：資料來源為監資處所提供季報統計 

圖 4.1-1  108 年度區域性地下水低於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之  

平均比率統計圖（ a）一般水質項目（b）重金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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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底泥品質定期檢測申報 

為掌握我國特定地面水體之底泥品質及污染潛勢資訊，本署

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底泥品質備查作業辦法」，規範河

川、湖泊、水庫及灌溉渠道等各水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 103

年起，每 5 年應至少定期檢測所轄水體底泥品質一次。目前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已完成首輪底泥品質檢測申報備查作業（103 年

~108 年），申報備查及品質資料概況說明如下： 

（一）底泥品質申報備查現況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首輪申報備查作業週期間，完

成 473 處水體底泥品質申報備查作業，包含 83 處河川、91

處湖泊水庫及 299 處灌溉渠道，底泥採樣計畫書及品質資

料備查率皆為 100%。另農田水利會（苗栗、臺中、嘉南及

花蓮）自主申報 46 條灌溉渠道，亦完成採樣調查計畫書及

品質資料之備查作業。 

（二）底泥品質檢測情形 

於首輪申報備查作業期間合計有 519 處水體（包含應

定期申報的 473 處及自主申報的 46 處），共 1,128 個點位完

成底泥品質申報備查作業，其底泥品質概況為：10.0%任一

檢測項目之濃度值高於上限值（風險評估啟動值）、52.8%

採樣點之任一檢測項目之濃度值高於下限值（增加檢測頻

率值）但低於上限值（風險評估啟動值），及 37.2%任一檢

測項目之濃度值低於下限值（增加檢測頻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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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地 

108 年度全國新增列管之農地控制場址為 12 場次（約 2.6 公

頃），截至 108 年底，調查出全國污染列管之農地場址共計 7,360

場次（約 1,178 公頃）；農地土壤改善等相關經費，合計支應約 21

億 5 千萬餘元，其中停耕補償費約 3 億 2 千萬餘元，污染改善費

用約 16 億 5 千萬餘元，剷除銷燬費用約 1 億 8 千萬餘元。 

 
註：統計數據截至 108 年 12 月，資料於 109 年 01 月 13 日擷取。 

圖 4.1-2  全國累計農地控制場址面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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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業 

（一）工廠 

108 年度運作中工廠調查計畫完成 144 家現勘及 24 家

進場調查，並依工廠潛勢特徵分佈結果（或協助環保局釐

清特定區域之污染來源等），提送 24 家進場調查規劃，調

查結果已分批次責成環保局儘速辦理污染場址行政管制相

關措施。 

截至 108 年底，運作中工廠調查計畫已完成 484 家現

勘及 91 家進場調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超過管制標準者共

51 家，污染超標率為 56%。91 家進場調查工廠所屬業別種

類主要有 16 類，以「25 金屬品製造業」為最多，占所有業

別總數之 44%，其次為「18 化學材料製造業」占 12%、「19

化學製品製造業」占 12%及「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占 7%，

其調查成果超標率依次為 60%、73%、27%及 86%。 

圖 4.1-3  運作中工廠進場調查業別分佈及污染超標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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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中工廠調查檢出化合物多元，超過管制標準化合

物種類以重金屬為最大宗（43 家），其次為總石油碳氫化合

物（6 家）、一般項目（4 家）、氯烯類（4 家）和氯烷類（3

家）。 

（二）工業區 

為掌握特定區域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狀況，土污法第 6

條第 3 項賦予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等特定區域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視區域內污染潛勢定期檢測責任。截至 108

年底，全國編定工業區共計 160 處，各類工業區數量分佈

以經濟部公辦工業區 62 處最多，占 38.75%。各縣市所轄工

業區數量分佈統計結果，以高雄市 28 處工業區數量最多，

臺南市 24 處次之。 

圖 4.1-4  各類型工業區數量統計



 

18 
 

1. 區內備查作業執行情形 

截至 108 年底，工業區申報備查率為 98.8%，自行檢

測申報備查有異常情形者，共有 46 處工業區、105 個點

位，其中 47 個點位經環保局調查確認可排除污染疑慮，

其餘異常點位則依其調查成果及土污法相關規定進行公

告列管並責成污染行為人或相關責任主體執行改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則應配合提供可供研判、釐清污染來源資料

並辦理應變必要措施。 

2. 周界預警監測井網執行情形 

針對污染潛勢較高之紅、橘燈工業區優先執行區內外

污染調查查證及行政管制工作，並建置區外預警監測井網

共計 23 處工業區，共設置有 247 口預警監測井，以保護

區外敏感受體。 

截至 108 年底，發現有 3 處工業區區外地下水曾達污

染管制標準之情事，均已辦理擴大調查、地下水使用風險

管制及相關應變必要措施，並推動工業區整合納入申報備

查監測。 

3. 調查管制與污染應變處理 

截至 108 年底，綜整各監測調查計畫成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檢測備查資料，歷年曾有 73 處工業區發現有土

壤及地下水監測異常情形，依查證結果公告工業區內 285

場次污染場址（整治場址 32 場次、控制場址 89 場次、七

條五 140 場次、地下水限制使用地區 24 場次），現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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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風險管理及污染改善中，其中 142 場次污染場址已解

除列管。 

4. 分級燈號管理制度 

全國編定工業區分級燈號預警管理制度，係以燈號分

為紅、橘、黃、綠程度。截至 108 年底，編定工業區分為

5 處紅燈、13 處橘燈、24 處黃燈及 116 處綠燈。目前屬

紅、橘燈號之高污染潛勢工業區，除由環保局辦理污染調

查作業外，亦積極推動各工業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升

工業區品質管理與污染應變工作，完備工業區整體管理機

制。 

（三）地上及地下儲槽系統 

依本署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108 年底全國使用中之地

下儲槽系統共計有 2,693 家，其中事業別為加油站者計有

2,507 家，為列管數量最多之事業別。 

 

圖 4.1-5  全國各縣市地下儲槽系統數量分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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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針對國內地下儲槽系統於 107 年 05 月~08 月、09

月~12 月及 108 年 01 月~04 月等三個期間，所申報之監測

紀錄進行勾稽比對，發現分別有 23、14 及 10 家，共 47 家

地下儲槽系統有申報異常情形，並由環保局辦理污染潛勢

追蹤管理。透過業者監測申報、環保單位勾稽追蹤之管理

機制，預防地下儲槽系統污染土壤及地下水體。 

（四）公告事業用地管理 

本署為落實公平正義、保障土地交易安全，特訂定土

污法第 8、9 條，並於 94 年 01 月 01 日正式實施，規定讓

與人及公告事業在土地移轉、設立、變更及歇業等管制行

為前，應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確保事業所

使用土地之品質安全無虞，目前計有 30 類事業納入管制，

約為 1 萬家。 

為督促評估調查人員均能依規定執行土污法第 8、9 條

評估調查及採樣監督工作，本署持續辦理現場查核作業，

108 年累計執行 41 場次，約佔 108 年申報案件之 7%，確保

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執行品質。 

 

圖 4.1-6  土污法第 8、 9 條申報案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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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署亦於 108 年度辦理 3 場次說明會，使環保

機關及民眾更加瞭解土污法第 8、9 條相關規範及作業。 

表 4.1-1 土污法第 8、 9 條說明會辦理重點  

會議類型 辦理成果 

宣導說明會 

（民眾） 

⚫ 時間： 

108 年 11 月，於臺中市與高雄市合計辦理 2 場次。 

⚫ 對象： 

土地所有人、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不動產鑑價師及
金融機構等。 

⚫ 目的： 

使各界認識土污法第 8、9 條規定，於土地移轉時能注重
土地品質並依規定進行評估調查及檢測與申報。 

工作說明會 

（環保機關） 

⚫ 時間： 

108 年 04 月，辦理 1 場次。 

⚫ 對象： 

各縣市環保機關。 

⚫ 目的： 

為精進各縣市環保機關備查及審查作業，使環保局執行
原則趨於一致，確保執行、申報與審查品質，保障民眾
與事業權益。 

  

圖 4.1-7  土污法第 8、 9 條宣導說明會及工作說明會辦理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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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國污染場址統計 

當本署與環保局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查證時，如發現污染物濃

度達管制標準，即會進行污染場址管制作業。控管類型包含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以下簡稱控制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

（以下簡稱整治場址）、限期改善場址及地下水使用限制地區。本署透

過污染場址場次數確切的掌握，以達到更有效的場址管理策略訂定及

執行。 

一、限期改善場址 

108 年公告之限期改善場址共計 33 場次（約 100.7 公頃）。 

註：統計數據截至 108 年 12 月，資料於 109 年 01 月 13 日擷取。 

圖 4.2-1  108 年度公告之各類型限期改善場址場次數及面

積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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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場址 

（一）公告列管 

108 年公告列管控制場址次數共計 41 場次（約 26.51

公頃）。 

註：統計數據截至 108 年 12 月，資料於 109 年 01 月 13 日擷取。 

圖 4.2-2  108 年度公告之各類型污染控制場址場次數及面

積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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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除列管 

108 年公告解除列管控制場址共計 878 場次（約 147.80

公頃）。 

 

 

註：統計數據截至 108 年 12 月，資料於 109 年 01 月 13 日擷取。 

圖 4.2-3  108 年度解列之各類型污染控制場址場次數及面

積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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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治場址 

108 年公告列管整治場址共計 4 場次（約 17.69 公頃），其中

工廠 2 場次，其他場址 2 場次。 

四、地下水限制使用地區 

108 年新增列管地下水使用限制地區共計 5 場次（約 3.58 公

頃），場址類別皆為工廠。 

五、歷年統計分析 

108 年公告列管各類型場址（包含整治、控制、地下水限制

地區及限期改善類型）共計 71 場次。與 107 年比較，108 年度公

告列管場址除非法棄置場址次數持平外（皆為 1 場次），其餘類型

場址公告列管場址次數均下降，其中又以農地（減少 182 場次）

與工廠（減少 43 場次）降幅量最多。 

108 年公告解列各類型場址（包含整治、控制、地下水限制

區及限期改善類型）共計 978 場次。與 107 年比較，108 年度公

告解除列管場址增加 27 場次場址，解列場址成長幅度小幅提升，

而工廠較去年新增解列數 30 場次，其他較去年新增解列數 9 場

次，儲槽較去年新增解列數 2 場次，軍事場址較去年新增解列數

1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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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統計數據截至 108 年 12 月，資料於 109 年 01 月 13 日擷取。 

圖 4.2-4  108 年度列管之各類型污染場址場次數百分比分佈

註：統計數據截至 108 年 12 月，資料於 109 年 01 月 13 日擷取。 

圖 4.2-5  108 年度解列之各類型污染場址場次數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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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截至 108 年底各類型場址公告列管與解列場址場次數

場址類型 
公告列管各類型場址 

(場次) 

公告解列各類型場址 

(場次) 

農地 7,360 5,337 

工廠 778 497 

加油站 285 233 

其他 188 114 

軍事場址 77 62 

非法棄置 59 45 

儲槽 22 12 

總計 8,769 6,300 

註：統計數據截至 108 年 12 月，資料於 109 年 01 月 13 日擷取。 

圖 4.2-6  歷年場址變化累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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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污染土壤離場管理 

本署針對受限於污染場址範圍大小、處理時效、整治技術或整治

經費之限制，而無法於現地完成污染土壤整治工作之污染場址，於 100

年制定離場清運作業要點（草案），並持續修訂相關規定以利推動污染

土壤離場處理作業，而 108 年本署推動污染土壤離場處理及拓展污染

土壤離場再利用管道說明如下： 

一、採離場處理之污染土壤比照事業廢棄物管理管制 

為推動污染土壤離場採多元化處理及再利用方式管理，本署

於 108 年 10 月 02 日函釋說明污染土壤離場處理得依土污法透過

專案審查方式辦理。截至 108 年底，已有 2 處掩埋場（經濟部中

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及桃園市公有掩埋場）收受農地污染

土壤作為掩埋場覆土，累計覆土量已達約 4,400 公噸。 

二、拓展污染土壤離場再利用管道，建立再利用許可審查注意事項手

冊 

為拓展污染土壤離場再利用管道，108 年度協助業者申請再

利用許可，並核發 2 件通案許可展延、8 件個案許可及 3 件試驗

計畫許可。此外，亦建立污染土壤再利用許可審查注意事項手冊，

以健全污染土壤再利用許可審查制度，提升審查標準之一致性及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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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場址風險管理 

自 89 年土污法施行開始，本署已將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之概

念納入污染場址管理之決策參考中，目前已建立風險評估法規制度及

規範，提供欲執行風險評估之污染場址有一致標準遵循。108 年本署

針對場址風險管理，主要推動重點為污染場址風險管理示範場址、強

化風險溝通作業、優化風險分析資訊系統及協助風險評估小組運作相

關作業，詳細說明如下： 

一、推動污染場址風險管理示範場址 

為有效提升污染場址管理成效，本署盤點停滯場址可採風險

管理之對象與方案，納入後續推動依據，截至目前已完成風險管

理示範場址污染補充調查，後續將為風險評估及風險圖像製作，

規劃風險管理方式並建立執行程序及方法。 

二、強化風險溝通作業 

本署於 108 年辦理 7 場次初階及進

階訓練會議，並培訓風險溝通種子人員

60 人，使環保機關或顧問公司人員更瞭

解風險評估相關規範及對風險溝通的認

知，習得之溝通技巧將有助於與民眾溝

通，進而使污染場址相關改善工作更為

順利。 

 

 種子人員培訓課程辦理情形 
 

風險溝通教育訓練會議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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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化風險分析資訊系統 

整合初步評估系統、健康風險評估系統及風險分析資訊系統

等三個網頁平台，透過風險溝通平台使民眾瞭解污染場址風險評

估工作進度，達到資訊公開之目標。 

圖 4.4-1  土壤及地下水風險分析資訊系統畫面

四、協助風險評估小組運作相關作業 

建立污染場址風險評估審查流程，提升風險評估小組實際運

作功能與效率，加速審議作業之進行，並持續完備國內風險評估

相關制度及法令，使整體審查作業更能順利推動。本署於 108 年，

已完成辦理 2 場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

估小組委員會監督會議。 

圖 4.4-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委

員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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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污染土地再利用管理制度 

國內目前有部分場址面臨長時間閒置的情形，污染問題未獲得妥

善處理，同時造成土地資源無法有效運用，而隨著工程控制技術提升，

以及國內對於土地的使用需求日益增加，進而促成結合健康風險的污

染土地再利用策略產生。 

配合行政院「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本署推動污染土地設置太

陽光電設施，期能藉此加速污染改善，同時提升我國再生能源裝置容

量，達多方共贏之目的。而為提升土地所有人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之意

願，以及鼓勵土地所有人自主負擔污染整治責任，本署規劃將原支應

整治的費用改為補助金，提供土地所有人申請，因此 108 年 06 月 14

日已發布「農業用地污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行計畫補助要

點」，提供每公頃 40 萬元之補助，預估每件申請案可節約土污基金

39%~85%的支出。 

圖 4.5-1  農業用地污染改善與太陽光電設置併行計畫之

土污基金支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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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本章將針對 108 年本署於土壤及地下水範疇之國內技術發展成

果，與國外合作交流推廣成果進行說明，包含綠色永續型整治技術試

驗與推廣、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執行與應用、與各國合作交流土

壤及地下水研討會議，以及國內教育宣導活動推動成效。 

5.1 技術發展成果 

本署為持續推動並提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技術，

於 各 技 術 納 入 與 落 實 綠 色 永 續 型 整 治 (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GSR)概念，引入符合綠色永續型整治之新穎調查與整治

技術，提升國內技術水平與品質。本節主要說明各項技術於委託專案

與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計畫執行與應用成果。 

一、污染場址綠色永續型整治技術試驗與制度推廣 

（一）綠色整治技術試驗 

為持續推廣綠色永續型整治精神，本署持續引入符合

綠色永續型整治之新穎調查與整治技術，經蒐集研析國內

外新穎綠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技術發展方向，

並參考我國土水技術發展藍圖規劃，擇定「透水式反應牆」

與生物整治，搭配高解析調查等技術，於國內 5 場次場址

進行技術應用與試驗，評估我國適用性與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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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永續型整治推動成果 

本署自 101 年起引進綠色永續型整治的觀點，由本署

輔導並協助國內 6 場次污染場址規劃與執行綠色永續型整

治及環境足跡減量，同時亦建立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性綠

色永續型整治評估工具，透過技術試辦場址進行最佳管理

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的選取，並且實施階

段性的整治。 

108年共有 14 個縣市 69場次污染場址執行綠色永續型

整治評估，其中以新北市提出 21 例與臺中市 14 例為最多，

顯示多數場址已將綠色永續型整治概念與評估納入整治方

案選擇與改善作業管理規劃。 

（三）國內綠色永續整治技術系列課程 

為提升我國技術與知識水平，本署 108 年於南北部舉

辦「綠色永續型整治技術宣講列車」課程各 6 場次，一系

列辦理時間為期 6 個月。邀請綠色永續整治領域之專家，

闡述綠色永續型整治理念並推廣相關技術，提供與時俱進

的主題讓參與者從中獲益，活動參與對象主要包含各縣市

環保局、顧問公司以及相關科研單位等，均為國內推動環

保技術應用之重要成員，期望透過課程宣導逐步將「綠色

永續整治評估作業」，落實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之改善

作業規劃或是行政管理作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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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書副執行秘書勉勵學員 邱國書副執行秘書與學員合照 

梁振儒教授講課情形 盧至人教授講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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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整治與分子生物技術研討會 

本署邀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愛德華茲教授 (Dr. 

Elizabeth A. Edwards)，於 108 年 09 月 25 日來臺參與「生

物整治與分子生物技術研討會」，邀請國內生物整治工作小

組專家出席共同討論生物整治技術發展等議題，透過演講

與專題討論會(Panel discussion)形式讓國內同業與相關從業

人員多方聽取國內外生物整治技術發展與應用觀點。研討

會主要分為「專家演講」與「技術討論與交流」兩大主軸，

邀請國外愛德華茲教授與吳哲宏教授、張書奇教授、盧至

人教授演講及與談。愛德華茲教授演講主題為國際生物整

治技術發展趨勢以及實務案例，張書奇教授及盧至人教授

演講主題為我國生物整治技術發展研究面以及實務面課

題，並辦理 2 場次專題討論會進行研究發展與實務面等議

題討論，以生物整治的國內外發展，以及後續技術應用的

討論，增加同業人士對生物整治的認識。 

全體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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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 

為展現專案研究成果，促進新穎技術之應用，本署於 108 年

06 月 04 日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培植技術開創紀

元~107 年土壤及地下水科研成果發表暨媒合會」，首度在本署及

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共同見證下，邀請崑山科技大學

吳庭年教授與裕山環境（股）公

司，及成功大學吳哲宏教授與業興

環境（股）公司，簽訂現地分層灌

注工法及厭氧脫氯生物助劑技術

之產學合作意向書，為土水產學媒

合開啟嶄新里程碑。 

本次成果發表暨技術媒合會結合「技術成果發表」與「跨界

應用媒合」兩大主軸，邀請 24 位專家分享豐碩研究成果，展現技

術應用潛力，另邀請 9 位專家提供專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復

育與調查等技術諮詢，開放污染行為人與產業界預約面談，媒合

技術包含底泥中疏水性有機污染物之高效率整合式整治技術、高

效微生物膠體三氯乙烯的快速完全降解、γ-PGA 釋碳基質、精準

生物復育技術與電化學地質氧化等技術，羅列實際案例討論後續

合作模式。現場近 360 人次參與，估

計媒合 15~20 組產官學進行技術與

談，提高研究資源投入實場機會，推

升技術商品專利化，同步創造我國土

水市場商機。 

成果發表暨技術媒合會
見證合影 

張子敬署長與專家學者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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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國際交流合作 

透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國際合作計畫各項活動，促進我

國與亞太國家之國際環保交流，尋求國際合作新契機，並協助東南亞

國家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加強我國對國際環保之貢獻，

達成推動臺灣成為亞太土壤及地下水資訊交流中心的目標。 

一、臺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技術交流 
 

 

 

本署於 108 年 03 月 06 日至 12 日假馬尼拉市瑪浦亞大學，與

菲律賓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技術展示交流研習會，共

有 121 人，包含來自菲律賓、越南、史瓦濟蘭、瑞典、臺灣等國

家之多所大學交換學生及專家學者與會。會議後前往馬林杜克島

上的大型礦場與 Mogpog River 及 Boac River 流域進行現勘，並配

合攜帶式 X 射線螢光元素分析儀(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XRF)之使用，快速判定表層污染狀況與污染濃度分佈，同時依據

現勘結果提出後續管理建議。 

本署土污基管會組長與菲律賓環境資源部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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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官員專業訓練課程 

本署於 108 年 03 月 17 日至 24 日辦理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工作小組官員專業訓練課程，該訓練課程共邀請 9 國 19 人，

另為擴大產官學交流，除納入我國業界輔導員外，亦與科技部東

南亞土水課程共同辦理，共計 11 國 45 人參與。課程中除各項土

水課程外，於最後一日安排各國報告及討論，首次成功促成亞太

國家產官學緊密交流。 

訓練課程開幕大合照（第一排中間者為本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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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韓國際交流合作 

（一）臺韓土壤及地下水 MOU 之產學交流工作 

108 年 04 月 17 日至 19 日辦理臺韓土壤及地下水 MOU

之產學交流工作，韓國環境部選定之 JIU 公司及 Enviro 

Partner 公司，參訪新北市五股加油站及中石化安順廠整治

工作並進行交流。邀請韓國環境部授權單位 6 人來臺進行

「土壤與地下水之重金屬汞與砷污染之技術應用」及「油

品污染場址之現地與離地整治技術應用」兩項議題交流。

透過本次與韓國交流情形，我國在現地整治與地下水管理

具有相對優勢，未來可評估篩選優勢技術輸出之可行性。 

中石化安順廠現場解說 專家座談會 



40 

（二）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 10 次指導委

員會議 

108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由韓國環境部水統合管理司

金榮勳司長率團 15 人來臺參與「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

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 10 次指導委員會議」暨技術論壇等相

關活動。交流成果包含 107 年~108 年產學交流合作計畫「土

壤及地下水汞和砷污染整治」以及「油品污染現地與離地

整治技術」研究成果報告；108 年~109 年產學交流合作計

畫「地下水資源與水質之智慧管理策略」以及「污染土地

再開發之政策與制度」內容規劃等。且雙方同意儘速簽署

第 3 期合作備忘錄，並預計於 109 年 07 月在韓國召開第 11

次指導委員會議。 

臺韓第 10次指導委員會議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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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協定指導委員會議與 

技術論壇 

108 年 09 月 16 日至 20 日由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環境總局阮興

盛副總局長率團 10 人，來臺參與「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

合作協定第 1 次指導委員會議」及「臺越土壤及地下水技術論壇」。本

次技術論壇由臺越雙方各自推派專家發表專題演講，演講以「農地污

染調查與整治經驗」及「地下水砷污染之調查與整治技術」兩項主題

為主。 

10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02 日由本署土污基管會簡慧貞執行秘

書率團 13 人，前往越南參加「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

協定第 2 次指導委員會議」及「臺越土壤及地下水技術展示交流研習

會」。本次會議辦理重點為表達雙方簽署第 2 期「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

護技術暨科學合作協定」之意願。期間辦理 1 場次技術展示交流研習

會，共計 117 人與會，並於會議後前往受地下水砷污染威脅較為嚴重

臺越第 1次指導委員會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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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份進行場址現勘、採樣、快篩與污染評估等工作，返國後提供環

境調查評估報告予越方，以做為改善之參考。 

第 2次臺越指導委員會議合影 

技術展示交流研習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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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國內宣導活動 

108 年本署辦理「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及環境教育宣

導活動，以宣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為主題邀請民眾共同參與，預

期在宣導活動後，提升民眾對土壤與地下水議題的關心，與政府共同

實踐保護土地健康的行動，另製作土水環境保護宣導影片，活用更多

元及創意的宣導方式，持續累積歷年宣導成果之宣導能量。 

一、「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 

為推廣土水保護的觀念，提高民眾對臺灣土地與水環境的關

注度，本署於 108 年舉辦「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藉

由民眾不同的取景角度，帶領各界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臺灣自然環

境，參賽者除拍攝臺灣土水景色外，亦搭配簡短的文字描述照片

意境、作品理念，或是注入宣導環境保護概念的詩詞，以觸動民

眾對土水保護的認同。 

「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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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投稿期間為 108 年 07 月 16 日至 09 月 16 日，活動

投稿結束後累計徵得 650 件作品，最終評選出 36 名得獎者，並於

108 年 10 月 22 日假 TICC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頒獎典禮，邀請

各得獎者共同欣賞得獎作品所表達的意涵；另為延續活動熱度，

本署製作編輯本次活動成果影片及作品集，期望能增加更高的活

動價值。 

自活動辦理期間，本署於「土淨水清系列活動 FB 粉絲專頁

（以下簡稱土淨水清粉絲專頁）」共發布 11 則活動相關貼文，觸

及人數達 23,388 人。 

「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頒獎典禮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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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為積極推動扎根土水教育的目標，108 年本署辦理各項藝文

表演活動巡迴臺灣北、中、南及東部共 11 場次，並與蘋果劇團及

廉政署合作共同執行，以優化表演活動質量，其中包含：「小水滴

歷險記」兒童舞台劇、繪本說故事及相關宣傳活動。 

（一）「小水滴歷險記」兒童舞台劇 

108 年為響應本署環境季的推廣核心－「與野共生，永

續環境」，特別邀請國內知名兒童劇團－「蘋果劇團」演出，

108 年 05 月起依序在高雄市、臺中市、桃園市、臺北市、

花蓮縣、臺南市及新北市巡迴演出，帶領大、小朋友瞭解

愛護動物與珍惜土壤及地下水的重要。另因活動回響熱

烈，本署為響應民眾的熱情支持，於 10 月至 11 月與法務

部廉政署一同合作，於臺北市、彰化縣、嘉義縣及高雄市

辦理加演 4 場次，讓更多民眾有機會於現場一同觀賞。 

巡演活動現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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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線上報名人數共有 5,320 人，現場觀賞民眾

累計達 3,692 位，活動現場民眾臉書打卡共計 121 則公開貼

文及 213 張照片，提高土淨水清粉絲專頁讚數淨成長 185

個讚，活動期間共發布 10 則貼文，觸及人數達 11,949 人。 

  

  

「小水滴歷險記兒童舞台劇」活動現場 

（二）繪本說故事活動 

本署為延續「小水滴歷險記」舞台劇之好評響應，另

於 108 年 11 月 10 日假南港展覽館辦理繪本說故事活動，

由一位說故事哥哥擔任主講，搭配大型的繪本道具、可愛

的主角玩偶及有趣的互動方式，帶領大、小朋友體驗精彩

的劇情，加深其對於愛護動物與珍惜土壤及地下水之概念。 

  

繪本說故事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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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宣傳效益 

108 年本署與法務部廉政署攜手合作，在劇中加值融入

校園廉潔意識，以有趣的表演方式傳遞深刻之「土壤及地

下水保護議題」及「校園廉潔誠信意識」教育意涵，強調

培養孩子良好之品格，藉此將環保及廉潔觀念向下扎根。 

為隆重揭開 10月至 11月

巡迴臺北市、彰化縣、嘉義縣

及高雄市，加演的 4 場次「小

水滴歷險記」舞台劇之序幕，

本署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辦理

活動記者會與民眾共襄盛

舉。啟動儀式中，本署及廉政署長官透過希望盆栽植入臺

灣模型中，象徵環保意識及誠信觀念將蔓延至全臺，深入

每個親子家庭的心中，落實藝術教育之理念。 

本次活動透過記者會、電視媒體及廣播電台專訪等形

式廣大宣傳，吸引更多民眾瞭解環保及廉潔觀念，達到兼

具深度與廣度的宣傳成效。此外，經由「蘋果劇團」粉絲

專頁發佈貼文，及社交軟體傳遞活動資訊，共有約 3 萬名

民眾的觸及量，擴大宣導對象及族群。

活動記者會-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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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水環境保護宣導影片 

本署為提升民眾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重視，於 108 年製作

兩支土水環境保護宣導影片－「污染土地新生－高雄亞洲新灣區

的夜間寶石」及「土也可以吃？開箱吃土！」，期能透過影片的方

式建立民眾對土水保護的觀念。 

（一）污染土地新生－高雄亞洲新灣區的夜間寶石 

為使民眾瞭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重要，本署特別挑

選土水污染整治成功的例子－「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自

基地興建過程中發現污染，並透過污染整治重新蛻變為高

雄市重要地標與觀光景點，以介紹觀光景點的模式，穿插

專訪本署長官及專家學者等的專題報導，將繁瑣的資訊簡

化為一般社會大眾可以理解的內容。 

影片中另外以採訪居住於當地居民的片段，真實呈現

本署土污基管會的整治成果之影響，進而增加民眾對影片

的記憶點。本影片上傳於土淨水清粉絲專頁後，共計 165

次觀看數，觸及人數更達 438 次。 

影片連結 影片封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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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也可以吃？開箱吃土！ 

為向不同族群宣導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的重要，本署於

108 年特與網路名人合作拍攝影片，藉由土壤趣味開箱的方

式，向觀眾傳遞環境保護的觀念。影片以輕鬆幽默的開場

吸引民眾注意，並透過鏡頭帶領民眾一起探索土水污染的

源頭，使更多人能正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問題，以實際

行動宣導愛護環境的作為。 

本影片於土淨水清及網路名人個人粉絲專頁分享貼

文，觸及人數達 59,824 次，加上網路名人個人 youtube 頻

道促進網友轉發分享，影片觀看數 24,029 次。 

影片宣導畫面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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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來展望 

過去本署著重調查作業，積極管理許多污染場址，未來重點將著

重於預防、管理及整治，並投入研發本土化技術，協助土壤及地下水

產業發展，因此，本署將持續秉持負責的態度並累積過往經驗，積極

推展環保業務，透過辦理國際性參訪行程及研討會議，使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的工作與國際接軌。為此，本署擬定 13 項未來工作發展，

重點如次： 

一、全方位農地管理策略 

二、全方位運作中工廠管理策略 

三、落實工業區分級管理 

四、推動跨部會水質保護工作 

五、落實底泥管理 

六、推動場址風險管理制度 

七、強化資料管理精進決策支援系統 

八、推動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 

九、擴大推動第三批公告事業，積極精進用地管理制度 

十、推動及擴大污染土壤離場再利用之通路 

十一、積極精進收費制度，落實簡政便民政策 

十二、擴大產研投入整治工作 

十三、促進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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