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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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6年 7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分 

貳、 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參、 主席：李召集人應元 

記錄：張若儀 

出席委員：張副召集人子敬、林委員真夙、郭委員翡玉、謝委

員茂傑、張委員西龍、劉委員月梅、吳委員庭年、

張簡委員水紋、賈委員儀平、吳委員文娟、林委員
財富、邱委員弘毅、葉委員琮裕、馮委員秋霞、林

委員鎮洋、蘇委員裕惠 

  請假委員：陳執行秘書世偉、吳委員先琪、吳委員家誠、蘇委
員銘千、郭委員介恒、林委員子倫 

  列席人員：土污基管會      倪副執行秘書炳雄、何組長建仁、 

                            柯科長顯文、陳組長以新、王禎 

                            代理組長、洪豪駿副組長、賴文 

                            惠、陳俞穎、周穎志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確認第 53次委員會議紀錄：無修正。 

陸、 報告事項： 

一、 環境產業市場輸出推展現況 

委員意見： 

（一） 謝委員茂傑 

1. 產業發展與人才息息相關，為提升國內整體土水產業優
勢及國際競爭力，建議初期工作以培養更多優秀人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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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並增加與學界之人才培訓計畫。 

2. 初步篩選之目標國家各有不同的環境問題，如越南有戴

奧辛問題、泰國為土壤重金屬污染、印尼與馬來西亞則

有土壤油品污染的狀況，針對上述情況，應篩選並說明
我國業界較為優勢的整治技術，以利後續推動。 

（二） 張委員西龍 

1. 書面資料第 22 至 23 頁提到配合行政院「新南向政策工
作計畫」，環保署成立專責小組以有效推動海外市場輸

出，專責小組盤點匯集 3 種產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資源回收及廢棄物清理，並綜整四個國家可行發展
方向（越南、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這部份提供個人

在產業界 2點意見，請環保署卓參。 

(1) 土水方面：臺灣在土水方面優勢，除了土水法規、檢
驗技術及認證程序建制之外，於這些東南亞國家協助

或擴展商機，不要僅侷限於協助進行土水污染場址整

治，因為這些國家工業化發展程度與臺灣不同，臺灣
應該把握過去累積，付出許多代價而獲得寶貴經驗，

轉化為工業發展在工程實務上之事前預防。例如：化

工廠土水污染常見於早期地下管線（現在設計優先明
管化）、地下油水分離池滲透（現採外圍監測設施或

直接地上化避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環保署推動多

年有良好成效的加油站污染防治措施（含檢測申報制
度）…等等。但是，若要往此方向推動，則除了環境

檢測產業、土水整治產業，尚需結合有建廠技術及經

驗顧問公司（防蝕材料、土木、機械及化工人才），
一起加入共組團隊，配合環保及檢驗、土水整治專

業，於工業發展初期，進行完善污染防治規劃，可避

免事後龐大整治成本。 

(2) 資源回收及廢棄物清理：臺灣在資源回收及廢棄物清

理法這兩方面，已有多年的發展，但是在臺灣礙於末

端用途或處理設施，常招致社會重大爭議（如掩埋場
設置、填海造陸應用等爭議）；故這方面建議，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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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能源概念，以「能資源整合」建置最有利於社會
及產業整體網絡，例如：目前產業面臨煉鋼爐石及政

府焚化爐底渣再利用問題，如果向民眾宣導加入能資

源整合概念，如果不用這些再生資源，而一昧開採天
然砂石，除了環境破壞之外，還將耗損龐大額外能

源。故建議推動新南向政策，發展資源回收及廢棄物

清理事宜，若能在雙邊交流中，向東南亞各國政府溝
通，從源頭的法規制定、國家整體計畫，致力進行資

源回收取代或減少天然資源使用，甚至進一步與臺灣

產業鏈廢棄物、副產品或再利用資源互補，形同將政

府力推「5+2政策」循環經濟的影響，擴大至跨國際

合作。 

2. 名稱修改為「環境產業市場合作開發」，替代「輸出」字
眼，減少商業味道。 

3. 增加「盤點我方產業更細的技術亮點，並確認符合國外

某明確對象的需求後，進行技術供應產業／公司之分工
及意願，避免落入以「拜託」參加的局面。 

4. 洽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長許勝雄，參考該機構推動亞洲

生產力中心 APO的類似經驗，以提高未來績效。 

5. 參考日、韓對東南亞以環境技術合作，申請聯合國 UN

綠色基金 Green Fund 之有利作法。 

6. 考量跨境推動「以再生資材作為填海造地材料」計畫，
擴大 5+2循環經濟效果。 

（三） 劉委員月梅 

    面對南向國家對污染整治之需求方向，可能會有下列
方向： 

1. 向外找尋相關單位或專家，派員前來取經。 

2. 向外找尋廠商，遷至國內設廠，進行污染整治。 

3. 向外找尋專家，請專家至國內指導。 

如何使國內專家被看見，如何使國內廠商之特長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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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統整國內專家及廠商資料、如何促使相關資料，以
更和善、親和之語言編譯，如何以政府角度搭起橋樑，

可能為關鍵。 

    若國內廠商進駐南向國家，有關設廠之所有相關資
源、人脈，可能需政府大力統整相關資源。 

（四） 吳委員文娟 

1. 環境議題與當地人們生活習慣關係密切，可請臺商、駐
外人員等介紹分析目標市場的社會文化經濟狀況，以助

環保產業更掌握目標市場特色。 

2. 越南土壤戴奧辛之污染，建議瞭解美國投入經費與人力
資源情形，分析透過先進專業顧問公司參與目標市場之

可行性。 

（五） 林委員真夙 

    環境產業市場輸出推展計畫內容完整，亦具挑戰

性，對於各國現況有分析其狀況，如能先利用當地臺商

工廠對於環境整治之實例，可強化他國應用的興趣。 

（六） 吳委員庭年 

1. 土水污染整治案件之需求係基於環保法令規範，建議優

先盤點東南亞各國環保法規推動情況，透過跨國雙邊活
動，宜先加強催生相關環保法令的制定。 

2. 現階段推動項目宜注重於生產製造行業，如燃料棒生

產、再生水，透過國內產業國外部供應鏈提供平臺，並
以預防污染作法宣導推動土水污染整治需求。 

（七） 林委員鎮洋 

    海外輸出旗艦團隊為何不包括水（含污水）處理業者？ 

（八） 張簡委員水紋 

1. 南向輸出可強化曾在臺灣受教育之環工學子為種子，再

連結南向國家之學校與該國業者連成完整構面，以利臺
灣環保產業南向輸出與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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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南向環境市場輸出，可優先以越南、印尼，臺商需
求之土水產業優先，以利相關案例做為擴大至南向國家

業者輸出。 

（九） 蘇委員裕惠 

1. 建議本署建立之「環保資源工程產業海外市場輸出專案

辦公室」除了努力推動輸出外，對現有在南進目標四國

中的臺商，提供環保相關法規商情、求助等之協助。 

2. 建議可由臺商較密集的工業區著手，以臺商做為南進之

載具與助力。 

（十） 邱委員弘毅 

1. 環保產業南向國家輸出的需求面宜由臺商提出，另外請

在地的代表處協助。 

2. 供給面是由政府做為平臺，彙整臺商公司的需求，需改
善及放寬的法規。 

3. 持續協助國內學界與南向國家大學進行長期互動，建立

人脈。 

（十一） 賈委員儀平 

1. 土基會是環保署內拓展環境產業輸出最成功的單位，值

得再接再厲。與東南亞國家的環保交流也是我國發展國
際合作重要的管道。 

2. 發展國際合作最大的隱憂是欠缺獨特的技術，建議結合

歐美國家的技術，來進行國際合作與交流，初期可以跨
國企業為對象。 

3. 我國主要的優勢是法律面與管理面，也是協助東南亞國

家建立土水污染整治架構相當重要的議題。 

（十二） 林委員財富 

1. 目前我國推動南向政策不遺餘力，各政府單位均投入大

量資源。其中學界與教育部、科技部亦有許多的相關計
畫，包括學生資源、人材培訓、研發中心等，建議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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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由各方收集資料及整合。 

2. 產業輸出係需長期努力的工作，建議應考慮增加多元的

人才培訓方式及對向，例如納入可能的人才（如學界、

公部門外的顧問公司及工程師）及赴海外辦理研討會，
培訓會、甚至展示中心等。 

3. 東南亞在土水問題，共通性的有掩埋場的設立及維護，

包括地下水及廢棄物兩介面，建議可考慮納入。 

  結論：洽悉，另請參酌委員意見納入未來工作規劃。 

二、  地下水水質保護策略 

（一） 謝委員茂傑 

1. 因地下水流速緩慢，且一些污染物需特定分析方法才可

監測，這些情況下之監測數據，其代表性是否足夠，另

外即時監測設備尚有易損壞之可能，故建請重新評估是
否繼續規劃地下水高潛勢區之即時監測相關工作。 

2. 對於全國編定工業區燈號顯示橘燈以上之工業區，應調

查附近人民使用地下水之情形，必要時宜限制使用；對
於橘燈以上之工業區，應實施相關管理計畫及執行防止

污染擴散作為，以避免人民受到不良地下水之影響。 

（二） 張委員西龍 

    臺灣地下水監測資訊需跨部會整合（水利署、工業區

及農田水利會等），肯定環保署土基會這些年來用心，逐步

獲得很實在的成果。書面報告資料由(1)水質監測面、(2)資
訊整合面、(3)法規制度面、(4)推廣宣導面等四個面向，分

述管理現況及成果、地下水保護策略及應精進方向，擬訂

未來推動工作重點，十分清楚明瞭。惟針對這四個面向推

動工作，有以下幾點，提供環保署卓參辦理： 

(1) 水質監測及資訊整合：為避免整治費或其他部會預算

重複浪費，因此地下水質監測及資訊整合是很重要的
工作，方能掌握監測重點、節省公帑。建議未來整合

地下水監測系統能朝向資訊公開、方便使用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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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僅僅侷限於相關公務機關使用。例如：公路單
位使用再生資材鋪築道路，若規劃設置地下水監測

井，則可預先查核此條道路附近地下水深度及相關資

訊，即可約略估計監測井需要多深。一般民眾及其他
機關，也可如此運用。 

(2) 法規制度面：目前公告列管場址數量計有控制場址計

有 4052處、整治場址 94處，但部分場址在風險評估
概念下，並未有立即整治之急迫性，例如：位屬工業

區之運作中工廠、廢棄工廠，而依現行土污法第 24

條規定，場址可以進行風險評估作業，但實務上卻無

場址願意提出。政府欲推動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之立

意良好，但污染土地再利用與風險評估為一相輔相

成，因此應從上而下進行。土污法雖已有風險概念但
實務面卻非如此，因此建議應積極推動法規制度面修

改，透過不同層次性的評估後，允許土地在限制條件

下可以使用或持續管制、禁止開發等不同狀態，以提
高整體環境效益。 

(3) 推廣宣導面：上述提到健康風險溝通，也是一種推廣

宣導，但是產業界綜觀環保署在推動空、水、廢、毒、
土水等業務推廣宣導時，發現承辦人員在個別領域之

法令規定很熟稔，但顯然對於非屬相關業務法令、制

度或政策，就顯得陌生。導致環保署不同處室舉辦說
明會、座談會或研討會等推廣宣導時，會發生有矛盾

或無法回答其他處室業務情形。舉例來說，若褐地政

策開發再利用是土基會希望推廣宣導政策方向，首重
主管機關橫向溝通，例如廢管處負責廢棄物、水保處

對於水污防治相關條文等，是否有與機會有充份配

合、完善配套及充分溝通，以期收全效之功。 

    針對上述法規制度面未來建議修正方向，有以下

兩點建議，請環保署卓參。 

(1) 修正考評指標：現行對於縣市政府考評（環境績效考
評指標、權重及評分標準），其中土水整治項目並未

納入風險評估或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評分項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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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現行考評辦法，若縣市環保局於轄區內推動
場址進行風險評估者，則該年度就可加分，並可獲得

地方補助款，以鼓勵縣市政府有實質行動。 

(2) 推動管制場址進行風險評估：土污法第 24 條限定僅
整治場址進行風險評估，但控制場址並未列於其中，

因此多數廠商仍會認為控制場址無法施行風險評

估，建議應從法制面進行修改或以行政規則方式說
明，以提供地方環保局及產業界可依循之規定。 

(3) 整合資訊成功可以節省公帑，加速推動。 

（三） 劉委員月梅 

1. 表 3 合格率的數據計算是「井的水質合格率」或「監測

次數的合格率」？ 

2. 整合數據後如何能應用在預防危機上。 

（四） 吳委員文娟 

    工業區紅／橘燈之污染問題，除推動自主管理時，亦

應要求工業區提出降低或限縮污染範圍的作法與成效，並
依法改善污染。 

（五） 林委員真夙 

1. 地下水資源管理現況中發現紅燈 5 處，除了防堵污染，
對於該地區民眾及工廠員工之健康風險評估是否有相關

措施？ 

2. 地下水資源管理之教育宣導，建議可更主動積極向公務
機關宣導（如主動向衛福部等提供環境教育等演講）。 

（六） 吳委員庭年 

1. 環保署監測井多為淺井，係基於污染監測的需求；水利
署監測井包括深井，係基於水量調查的需求。資料庫整

合得為未來環境資源部門做準備，結合大數據分析定期

標示預警區域。 

2. 氨氮、鐵、錳地下水質超標約有 50%監測井，氨氮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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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宜結合跨部會管制氨氮排放。 

（七） 郭委員翡玉 

1. 有關地下水監測，請能與水利署雖有水質與水量分工，

惟水利署亦有多項水質的監測，爰建議兩個機關間可以
合作，以期資源有效運用避免重複。 

2. 本案係為地下水水質保護，惟所提策略僅有水質監測、

資訊整合、法規制度及推廣宣導等面向，對於造成地下
水水質污染的地用之管理策略，建議亦應一併納入。 

（八） 林委員鎮洋 

  臺北已 30年沒用地下水了。地下水不是不能用而是不
能濫用，若能掌握地下水水質水量並時時作大數據分析，

則可提供大臺北 500 萬人安全第 2 水源。 

（九） 張簡委員水紋 

1. 地下水砷含量超過多數為自然生成因素形成，但農地因

抽用地下水造成農地砷金屬超過監測標準，建議除建置

砷高污染潛勢區之灌溉水管理建議外，宜整合相關行政
院農委會、衛福部對土壤及地下水之法規濃度整合討論。 

2. 因應沼渣、沼液施灌農田間接影響地下水氨氮、硝酸鹽

氮，宜對部分縣市（雲林、屏東）等施灌密集區之地下
水評估地下水質變化情形。 

（十） 馮委員秋霞 

1. 督促目前地調所調查原地下水補注區範圍內之工業區加
強地下水質監測，以預防污染，建議以工業區大小編列

監測井數目。 

2. 氨氮不及格率高，亦與人為有關，應有相關方法管理預
防措施。砷、鐵或錳等應有更完整資料說明地質地區因

素造成背景水質潛勢。 

3. 土壤及地下水管理資訊系統看不到土壤部分，但整合農
委會資訊應也包括土壤及農業取水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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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邱委員弘毅 

    大數據的優點是跨資料庫的連結，因此建議地下水應

與產業動態或工業區，土污資料連結（控制、整治場址），

才能做風險評估。 

（十二） 賈委員儀平 

1. 環保署設置監測井目的是瞭解淺處背景地下水質或污染

調查，以免深處地下水遭受污染，水利署觀測井主要設
置在可供飲用的地下含水層，建議土基會加強檢測水利

署觀測井的水質，以維護民眾健康。 

2. 臺中盆地是一個延伸範圍廣泛深厚的含水層，可以做為
地下水庫，但是地下水層也最容易遭受污染，建議環保

署的地下水質保護策略多予關注此項議題。 

（十三） 林委員財富 

1. 在地下水監測及管理部分，是一項跨部會龐大工作，建

議也能考慮資源共享及加值應用部分，目前國際上係朝

向推動推動環境資訊數位基礎建設及資訊管理，由各部
會監測井設置，監測項目及頻率、資料輸入及格式、除

錯及轉檔、聯結、資料可及性、加值應用等，建議應能

藉由跨部會討論，以整合資源，提升資料的應用性，包
括跨領域如抗旱、防洪、房產、公衛、環境管理等之推

估應用及模擬。 

2. 目前地下水監測項目中的項目，多數超標者為地質參
數，如鐵、錳、總溶解固體、砷等，較難反應到污染源

相關。但氨氮、硝酸鹽、氯、硫酸鹽等，屬於區域性污

染源或海水入侵，對於地下水用途也會產生大影響，建
議環保署應開始執行如何避免惡化及改善的方法。 

（十四） 葉委員琮裕 

1. 環評設置地下水監測井亦應彙整。 

2. 貴署水保處已於放流水標準中加入鎵銦鉬管制項目，亦

請土污基管會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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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洽悉，本案請參酌委員意見納入未來工作規劃。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4 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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