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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第 29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0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參、 主席：沈主任委員世宏                        紀錄：吳雅婷 

出席委員：張副主任委員子敬、蔡委員鴻德、杜委員紫軍(徐正中組長代)                   

翁委員震炘、許委員瓊丹、蘇委員慧貞、葉委員琮裕 

陳委員尊賢、高委員志明、于委員樹偉、張委員明琴 

吳委員文娟、程委員淑芬、馮委員秋霞、蘇委員銘千 

請假委員：謝委員和霖、林委員意楨、吳委員先琪、李委員謀偉  

林委員財富、杜委員文苓、蔡委員瑄庭 

列席人員：會計室        丁助理管理師子芸 

土污基管會    陳副執行秘書峻明 

              楊組長鎧行、黃科長士漢、何組長建仁 

周科長仁申、黃雅潔、劉孟葳 

              孫冬京、蘇建文、洪豪駿、蔡惠珍、黃軾育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確認第 28 次委員會議紀錄：無錯誤，確定。 

陸、 報告事項： 

一、 第 28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 蘇委員慧貞 

有關列管第 1 案所提，若委辦計畫已完成委辦請提列大致

期程，以利追蹤，若尚未完成委辦，則請一併考量有關「氣候

變遷加速加劇」後農地之農藥及化學品使用增加，對土壤及地

下水相關風險推估等所可能產生之影響。 

(二) 于委員樹偉 

有關列管第 1 案之辦理情形第 2 點：「本土健康風險評估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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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取得」乙節，請考慮計畫執行之一致性，以確保相關參數之

可用度、可信度、可靠度。 

(三) 葉委員琮裕 

因應五都合併後之台南市、高雄市等應加速進行如污染物

移除的計畫，後續如有相關經費亦建議加速辦理，避免因行政

變更導致計畫延宕。 

(四) 吳委員文娟 

本案報告方式是依過去舊法規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據

以運作，並將列管議題予以追蹤，茲因目前修正後之母法已是

基金「管理」會 ，建議未來類似報告事項應配合調整。 

(五) 高委員志明 

因應縣市合併後，應加速二仁溪沿岸污染物清除計畫之執

行，以避免汛期影響污染之分布情形。 

(六) 程委員淑芬 

健康風險評估係針對人體之影響，然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的影響評估應將對象擴及整個生態，才能確保土壤及地下水的

永續利用。建議考量將生態風險評估納入整治目標。 

(七) 馮委員秋霞 

有關列管第 1 案，能否說明目前已委託計畫的計畫名稱、

目的及預期成果，以瞭解此案所達成的效益。另應加速進行本

土參數的資料庫建立，使風險計算有所依據。 

結論：洽悉，本報告案後續之執行方式請土污基管會併審議事項研擬。 

 

 

二、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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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吳委員文娟 

1. 本案提出之程序規範係因過去舊法訂有基金管理「委員」會之

規定，然而依據新修正之土污法，過去之管理「委員」會已修

訂為「管理會」，亦無管理會之組織規程，故目前管理會設置之

委員似屬協助與諮詢性質，對於在委員會議提出之提案似不宜

再沿用報告、審議、否決或通過之方式辦理，管理會應仍保有

依規定授權之行政權責。 

2. 本會議程序是否要訂定，建議再酌。另有關未來管理會邀請委

員開會之構想如何，建議回歸母法規定再研議。 

(二) 葉委員琮裕 

重大案件如二仁溪等，均已於委員會中提出報告，建議： 

1. 依據修法後條文，應先釐清哪些屬於法定工作。 

2. 「指導原則」名稱可再酌，內容部分建議制度化。報告審議或

依法辦理事項，是否可劃分兩方面？與「法」相關部分應較急

迫。 

(三) 蘇委員銘千 

土污基管會在過去十年因環境及發展問題，辦理許多緊急

應變與污染調查整治工作，相關成果已很明確，建議未來委員

會在工作討論內容，應有一個遠景整體規劃政策框架

（framework），因為環境污染流布最終仍是在土壤、地下水及底

泥，因此建議讓不同領域研究專長之委員能提供諮詢，使未來

發展方向更能具體，以此規劃未來十年之發展，同時建議結合

農業、水資源等相關管理單位合作討論，期能建全整體性架構。 

(四) 陳委員尊賢 

本案建議著重於未來發展方向、重大專案或計畫之規劃提

供諮詢。過去多著重於報告案，約占 7-8 成，建議可將部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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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以「討論案」方式提出，提供委員討論的機會。 

(五) 于委員樹偉 

1. 未來土污基金使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國家未來發展方向

之架構為何？來自不同背景的委員可以提供不同的建議。如地

下水的風險管理部分，牽涉衛生部門越來越多，建議下屆委員

可以聘請衛生署代表。 

2. 委員會議功能可以從政策、架構、規劃、執行等不同面相思考，

也許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與預防成效較有貢獻。 

(六) 高委員志明 

過去十年由於土水法規及政策之推動，對國內土水環境改

善有相當大之幫助。土污基管會所提重大專案均已經過內部詳

細規劃及討論，並由專案小組辦理實質審查，因此建議委員會

可針對大方向進行審查。 

(七) 葉委員琮裕 

近兩年，實質上的污染改善如廢棄工廠等已開始執行，環

保署帶動了正面的效益，尤其如高雄南部污染已有實質的改

善。未來委員會的定位，可以就中、長程的議題及政策方向進

行討論。草案中「重大議案討論帄台」的概念不錯，建議在大

方向上給予建議，並引進新穎的概念。 

(八) 張委員明琴 

1. 過去十年努力成果豐碩，有目共睹，且於國際研討會中與東南

亞國家及大陸之交流，顯然我國技術領先，建議可將過去成果

綜合彙整，並以書面（如年報）或電子型態呈現。 

2. 對於未來十年工作規劃，建議有類似短中長期如三、五、十年

之規劃目標，研擬上位計畫及配套相關(子)計畫，且將預算結

合，再送至委員會審議，可提供土污基管會未來執行工作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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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及方法。 

(九) 杜委員紫軍（徐正中組長代） 

土污基金重點在污染潛勢地區的調查與監測，如農地、工

業區等，未必只針對污染場址，其監測之目的在於瞭解土地污

染情況，惟污染場址之控制與整治工作，是否仍列為工作重點？

由第 28 次決議中可發現許多農地重金屬、工業區含鉛、及二仁

溪污染情勢均頗為嚴重，目前由地方執行的監測井數量似乎不

足以掌握污染的控制狀況。另外「健康風險評估」將來要評估

哪些部分，應有一套制度標準，衛生署也尚未有一套完整的風

險評估作業標準。工業區部分希望土污基金能多給予協助，加

強污染的控制。 

(十) 程委員淑芬 

1. 基金管理會審議重點，建議應針對基金運用之必須性、迫切性

及整體發展方向進行討論與建議，對於個案的討論，由土污基

管會專案小組審議即可。 

2. 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修正草案第 2 條所

列應提出委員會審議事項，建議以議案內容之需要性做決定，

不要以基金支用金額做判定。另應對「重要案件」應有明確定

義。 

(十一) 馮委員秋霞 

土污基管會所謂「重大專案」，是否指經報紙刊登、產生公

安問題後才屬重大專案？前次會議提出之重大污染事件（台

塑、仁武等）是否已規劃於委員會提出之專案報告？未來有關

大眾關心的事件是否已規劃資訊公開，其期程為何？ 

(十二) 蘇委員慧貞 

「土基會會議召開指導原則」之修正方向大致可行，請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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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提報規劃草案。管理會委員角色與職掌亦宜一併予以釐清，

以提昇功能。如仍決議依「土污法」精神，界定管理會權責，

則可再深入檢討，依功能別規劃聘請各類不同專業與行政背景

之委員，以求務實運作。 

結論：本案請土污基管會依據委員意見修正規劃後，再行提報下（第 30）

次委員會議。 

 

柒、 散會（中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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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次委員會議委員意見回復說明表 

一、第 28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一) 蘇委員慧貞 

有關列管第 1 案所提，若委辦計畫已完成委辦請提列大致

期程，以利追蹤，若尚未完成委辦，則請一併考量有關「氣

候變遷加速加劇」後農地之農藥及化學品使用增加，對土

壤及地下水相關風險推估等所可能產生之影響。 

三組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修正已納入委辦計畫「全國重金屬高

污染潛勢農地之管制及調查計畫」中辦理，計畫期程為

99 年 8 月至 101 年 2 月，預計於 100 年底前完成修正

工作。 

(二) 于委員樹偉 

有關列管第 1 案之辦理情形第 2 點：「本土健康風險評估

參數取得」乙節，請考慮計畫執行之一致性，以確保相關

參數之可用度、可信度、可靠度。 

四組 本會於 99 年執行委辦計畫「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

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延續性檢討修正計畫」，已配合評

析方法修正與管制標準新增項目，進行相關本土化參數

的新增與更新，包括:上臂佔體表面積、二氯甲烷、1,1,2-

三氯乙烷等。 

(三) 葉委員琮裕 

因應五都合併後之台南市、高雄市等應加速進行如污染物

移除的計畫，後續如有相關經費亦建議加速辦理，避免因

行政變更導致計畫延宕。 

一組 有關二仁溪沿岸污染物清除處理工作已訂於 2 月份辦

理審查及核定事宜。 

(四) 吳委員文娟 一組 一、 依土污法修正說明：「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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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28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本案報告方式是依過去舊法規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據

以運作，並將列管議題予以追蹤，茲因目前修正後之母法

已是基金「管理」會 ，建議未來類似報告事項應配合調

整。 

管理單位屬任務編組，惟現行條文使用之「委員

會」名稱，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六條第

一項第三款，係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使用，爰修

正其名稱。」修法前後本會權責不變，且係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八條所稱之任務編

組，其設置以行政規則訂定即可，無須以法律或

法規命令授權訂定，爰廢止原組織規章，另已訂

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設置要

點」，其中並未訂定委員權責。 

二、 故本會將擬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

會議指導原則(草案)」，規劃由委員組成專家諮詢

帄台，並提供本會未來工作規劃之指導與建議，

相關原則訂定說明如下： 

1. 明訂須提報委員會討論事項： 

(1)基金年度預算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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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28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2)基金年度決算與執行成果。 

(3)中長程重大計畫規劃報告。 

2. 明訂須提報委員會報告事項： 

(1)委員會決議指定報告之重大案件或工作。 

(2)重大專案或計畫工作執行進度報告。 

(3)重大專案或計畫工作執行成果報告。 

(4)未來基金支應污染場址整治或例行性補助地

方協助推動業務部份，均應由土基委員組成

之專家小組進行實質審查，其結論再提土基

委員定期會議。 

3. 依據上述討論事項，排定年度會議日期與議案。 

三、 據此規劃，目前列管案件屬須提報委員會報告事

項，故後續執行進度成果將再提於委員會中報

告。擬 4 案全部解列。 

(五) 高委員志明 一組 有關二仁溪沿岸污染物清除處理工作已訂於 2 月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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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28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因應縣市合併後，應加速二仁溪沿岸污染物清除計畫之執

行，以避免汛期影響污染之分布情形。 

理審查及核定事宜。 

(六) 程委員淑芬 

健康風險評估係針對人體之影響，然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的影響評估應將對象擴及整個生態，才能確保土壤及地下

水的永續利用。建議考量將生態風險評估納入整治目標。 

四組 本會於 100 年度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

評估及場址風險管理計畫」已針對生態風險評估納入建

置工作，並與現行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風險評估進

行整合。 

(七) 馮委員秋霞 

有關列管第 1 案，能否說明目前已委託計畫的計畫名稱、

目的及預期成果，以瞭解此案所達成的效益。另應加速進

行本土參數的資料庫建立，使風險計算有所依據。 

三組

四組 
有關列管案件 1 委託的計畫，說明如次： 

1. 計畫名稱：全國重金屬高污染潛勢農地之管制及調

查計畫。 

2. 目的及預期成果： 

(1)針對引灌受重金屬污染渠道之農地高污染潛勢

區域，建置適宜之篩選調查機制。 

(2)針對農地高污染潛勢區域擇定一試辦區(1000 公

頃約 400 點土壤採樣)，進行先期調查。 

(3)探討受污染渠道與污染農地之關連性及有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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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28次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行政管制策略並建置農地重金屬污染潛勢評量

與預警管制系統建置。 

(4)針對現行農地污染之原因、型態及現況編撰「農

地污染之改善與預防推動方案」。 

(5)檢討現行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及土壤污染監測基

準，研擬適合我國之土地利用分區方案及修訂土

壤污染管制標準及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本土參數的資料庫建立現正於 99 年執行委辦計畫「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延續性檢

討修正計畫」中辦理，辦理情形如意見回覆(二)。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一) 吳委員文娟 

1. 本案提出之程序規範係因過去舊法訂有基金管理「委

員」會之規定，然而依據新修正之土污法，過去之管

一組 一、 依土污法修正說明：「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基金

管理單位屬任務編組，惟現行條文使用之「委員

會」名稱，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六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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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理「委員」會已修訂為「管理會」，亦無管理會之組

織規程，故目前管理會設置之委員似屬協助與諮詢性

質，對於在委員會議提出之提案似不宜再沿用報告、

審議、否決或通過之方式辦理，管理會應仍保有依規

定授權之行政權責。 

2. 本會議程序是否要訂定，建議再酌。另有關未來管理

會邀請委員開會之構想如何，建議回歸母法規定再研

議。 

一項第三款，係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使用，爰修

正其名稱。」修法前後本會權責不變，且係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八條所稱之任務編

組，其設置以行政規則訂定即可，無須以法律或

法規命令授權訂定，爰廢止原組織規章，另已訂

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設置要

點」，其中並未訂定委員權責。 

二、 故本會將擬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

會議指導原則(草案)」，規劃由委員組成專家諮詢

帄台，並提供本會未來工作規劃之指導與建議，

相關原則訂定說明如下： 

1. 明訂須提報委員會討論事項： 

(1)基金年度預算規劃。 

(2)基金年度決算與執行成果。 

(3)中長程重大計畫規劃報告。 



 13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2. 明訂須提報委員會報告事項： 

(1)委員會決議指定報告之重大案件或工作。 

(2)重大專案或計畫工作執行進度報告。 

(3)重大專案或計畫工作執行成果報告。 

(4)未來基金支應污染場址整治或例行性補助地

方協助推動業務部份，均應由土基委員組成

之專家小組進行實質審查，其結論再提土基

委員定期會議。 

3. 依據上述討論事項，排定年度會議日期與議案。 

(二) 葉委員琮裕 

重大案件如二仁溪等，均已於委員會中提出報告，建議： 

1. 依據修法後條文，應先釐清哪些屬於法定工作。 

2. 「指導原則」名稱可再酌，內容部分建議制度化。報

告審議或依法辦理事項，是否可劃分兩方面？與「法」

相關部分應較急迫。 

一組 修法前後之規範釐清與委員會之會議程序規範規劃說

明如報告事項二之意見回覆一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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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三) 蘇委員銘千 

土污基管會在過去十年因環境及發展問題，辦理許多緊

急應變與污染調查整治工作，相關成果已很明確，建議

未來委員會在工作討論內容，應有一個遠景整體規劃政

策框架（framework），因為環境污染流布最終仍是在土

壤、地下水及底泥，因此建議讓不同領域研究專長之委

員能提供諮詢，使未來發展方向更能具體，以此規劃未

來十年之發展，同時建議結合農業、水資源等相關管理

單位合作討論，期能建全整體性架構。 

一組 目前中長程之施政目標正於委辦計畫進行研議規劃

中，擬定完成後將提委員會中討論，並遵循委員意見於

下屆委員中納入農業、水資源、衛生等專才及相關政府

機關代表。 

(四) 陳委員尊賢 

本案建議著重於未來發展方向、重大專案或計畫之規劃

提供諮詢。過去多著重於報告案，約占 7-8 成，建議可

將部分重大議案以「討論案」方式提出，提供委員討論

的機會。 

一組 如報告事項二之意見回覆一說明內容，擬將基金年度預

算規劃、基金年度決算與執行成果、中長程重大計畫規

劃報告提報委員會中討論之，使委員會成為重大議案討

論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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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五) 于委員樹偉 

1. 未來土污基金使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國家未來

發展方向之架構為何？來自不同背景的委員可以提

供不同的建議。如地下水的風險管理部分，牽涉衛生

部門越來越多，建議下屆委員可以聘請衛生署代表。 

2. 委員會議功能可以從政策、架構、規劃、執行等不同

面相思考，也許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與預防成效

較有貢獻。 

一組 土污基金使用或土壤地下水污染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

大範圍及中長程之施政目標正於委辦計畫進行研議規

劃中，擬定完成後將提於委員會中討論之，並遵循委員

意見於下屆委員中納入農業、水資源、衛生等專才及相

關政府機關代表。另委員會之會議程序規範規劃說明如

報告事項二之意見回覆一說明內容。 

(六) 高委員志明 

過去十年由於土水法規及政策之推動，對國內土水環境

改善有相當大之幫助。土污基管會所提重大專案均已經

過內部詳細規劃及討論，並由專案小組辦理實質審查，

因此建議委員會可針對大方向進行審查。 

一組 管理會之未來發展方向大範圍及中長程之施政目標正

於委辦計畫進行研議規劃中，擬定完成後將提於委員會

中討論之。 

(七) 葉委員琮裕 一組 委員會之會議程序規範規劃說明如報告事項二之意見



 16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近兩年，實質上的污染改善如廢棄工廠等已開始執行，

環保署帶動了正面的效益，尤其如高雄南部污染已有實

質的改善。未來委員會的定位，可以就中、長程的議題

及政策方向進行討論。草案中「重大議案討論帄台」的

概念不錯，建議在大方向上給予建議，並引進新穎的概

念。 

回覆一說明內容，擬將基金年度預算規劃、基金年度決

算與執行成果、中長程重大計畫規劃報告提報委員會中

討論之，使委員會成為重大議案討論帄台。 

(八) 張委員明琴 

1. 過去十年努力成果豐碩，有目共睹，且於國際研討會

中與東南亞國家及大陸之交流，顯然我國技術領先，

建議可將過去成果綜合彙整，並以書面（如年報）或

電子型態呈現。 

2. 對於未來十年工作規劃，建議有類似短中長期如三、

五、十年之規劃目標，研擬上位計畫及配套相關(子)

計畫，且將預算結合，再送至委員會審議，可提供土

一組 一、 過去十年之成果本會已整理成十年專刊、各年度

年報、業務簡介以及各類技術手冊摺頁等書面資

料，並同時將電子版公佈於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網

供民眾閱覽及下載。 

二、 未來發展方向及中長程之施政目標現正於委辦計

畫進行研議規劃中，未來如報告事項二之意見回

覆一說明內容，擬將基金年度預算規劃、基金年

度決算與執行成果、中長程重大計畫規劃報告提

報委員會中討論之，使委員會成為重大議案討論



 17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污基管會未來執行工作之方向及方法。 帄台。 

(九) 杜委員紫軍（徐正中組長代） 

土污基金重點在污染潛勢地區的調查與監測，如農地、

工業區等，未必只針對污染場址，其監測之目的在於瞭

解土地污染情況，惟污染場址之控制與整治工作，是否

仍列為工作重點？由第 28 次決議中可發現許多農地重

金屬、工業區含鉛、及二仁溪污染情勢均頗為嚴重，目

前由地方執行的監測井數量似乎不足以掌握污染的控制

狀況。另外「健康風險評估」將來要評估哪些部分，應

有一套制度標準，衛生署也尚未有一套完整的風險評估

作業標準。工業區部分希望土污基金能多給予協助，加

強污染的控制。 

一組 一、 針對污染潛勢地區的調查、列管污染場址的控制

情形監測，土污基金歷年來均已持續補助地方環

保機關辦理。 

二、 另針對「健康風險的制度與標準」，本會已納入委

辦計畫「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

析方法延續性檢討修正計畫」進行研訂。 

三、 針對工業區的監測工作，本會目前依據土污法第

6 條第 3 項，工業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視

區內污染潛勢，定期檢測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狀

況，作成資料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十) 程委員淑芬 

1. 基金管理會審議重點，建議應針對基金運用之必須

一組 一、 委員會之會議程序規範規劃說明如報告事項二之

意見回覆一說明內容，原審議案事項，未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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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性、迫切性及整體發展方向進行討論與建議，對於個

案的討論，由土污基管會專案小組審議即可。 

2. 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修正草案

第 2 條所列應提出委員會審議事項，建議以議案內容

之需要性做決定，不要以基金支用金額做判定。另應

對「重要案件」應有明確定義。 

支應污染場址整治或例行性補助地方協助推動業

務部份，均應由土基委員組成之專家小組進行實

質審查，其結論再提土基委員定期會議中報告。 

二、 未來擬將基金年度預算規劃、基金年度決算與執

行成果、中長程重大計畫規劃報告提報委員會中

討論之，使委員會成為重大議案討論帄台。 

(十一) 馮委員秋霞 

土污基管會所謂「重大專案」，是否指經報紙刊登、產生

公安問題後才屬重大專案？前次會議提出之重大污染事

件（台塑、仁武等）是否已規劃於委員會提出之專案報

告？未來有關大眾關心的事件是否已規劃資訊公開，其

期程為何？ 

一組 一、 委員會之會議程序規範規劃說明如報告事項二之

意見回覆一說明內容，委員會決議指定報告之重

大案件或工作、重大專案或計畫工作執行進度報

告及重大專案或計畫工作執行成果報告，未來已

規劃須提報委員會。 

二、 針對大眾關心之污染場址，目前由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網已可查詢其污染情形與整治進度，另

本會已針對個案預定於年底完成專區設置，並定

期更新執行進度及成果，以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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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規範條文會議程序（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 組別 意見回覆 

(十二) 蘇委員慧貞 

「土基會會議召開指導原則」之修正方向大致可行，請

儘速提報規劃草案。管理會委員角色與職掌亦宜一併予

以釐清，以提昇功能。如仍決議依「土污法」精神，界

定管理會權責，則可再深入檢討，依功能別規劃聘請各

類不同專業與行政背景之委員，以求務實運作。 

一組 修法前後之權責釐清與委員會之會議程序規範規劃說

明如報告事項二之意見回覆一說明內容，並於下次委員

會中提出討論並研議。並遵循委員意見於下屆委員中納

入農業、水資源、衛生等專才及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