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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與法規建置 

3.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委員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工作因有其特殊性與執行面複雜

性，常常不易於污染事件發生初期及時確認污染責任者及行為人，需

政府採取應變必要措施協助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或因污染

行為人不願遵行規定辦理整治工作時，需由政府先行代為執行，故一

套健全穩定的經費支應制度，將有助於污染整治工作之進行。因此土

污法中訂定財務籌措機制，依該法第 28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整

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指定公告之化學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

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成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由基金管理會負責基金管理、運用等事宜。土污

基管會主要負責下列任務：一、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二、

基金年度預、決算之審議；三、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四、其他

有關事項。 

依據土污法 30條之規定，本署於民國 90年 7月 4日公布「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組織規程」，規範土污基管會組織架構

與職掌，並於民國 99年 3月 19日公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管理會設置要點」，續於 100 年 6 月 24 日修正後，明訂土污基管會

置委員 11至 23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由本署署長兼任；1人為副

召集人，由署長指定副署長 1人兼任；其餘委員，由署長就各領域專

長之專家、學者遴聘之，委員任期二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

員人數 2/3。第 6屆土污基管會之委員組成如表 3.1-1所示，101年分

別於 1 月 2 日、4 月 3 日、8 月 27 日與 11 月 20 日召開第 33、34、

35 與 36 次 委 員 會 議 ， 相 關 議 程 及 會 議 紀 錄 可 於

http://sgw.epa.gov.tw/public/0803_MeetingMinutes.asp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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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第 6 屆土污基管會委員組成  

編號 類別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1 召集人 沈世宏 環保署 署長 

2 副召集人 張子敬 環保署 副署長 

3 機關代表 蔡鴻德 
環保署 

土污基管會 
執行秘書 

4 機關代表 林真夙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科長 

5 機關代表 郭翡玉 
行政院經建會 

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副處長 

6 
工商團體 

代表 
許瓊丹 石化公會 

中華民國化學

工業責任照顧

協會秘書長 

7 
工商團體 

代表 
林明儒 

中華民國全國工總環境安

全委員會、豐興鋼鐵董事長 
召集人 

8 
環保團體 

代表 
謝和霖 看守臺灣協會 秘書長 

9 專家學者 鄭顯榮 

本署前任廢管處、工程處、

毒管處、水保處處長、環訓

所所長、回收基管會執行秘

書、參事、土污基管會執行

祕書 

如左 

10 專家學者 吳先琪 
台灣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11 專家學者 陳尊賢 

台灣大學 

農業化學研究所 
教授 

台灣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保護協會 
常務理事 

12 專家學者 高志明 

中山大學環工所 教授 

台灣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保護協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監事 

13 專家學者 盧至人 
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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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14 專家學者 吳庭年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 
教授 

15 專家學者 林財富 

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 

成功大學 

資源再生及管理研究中心 
顧問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土壤地下水環境委員會 
常務理事 

台灣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保護協會 
理事 

16 專家學者 賈儀平 
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17 專家學者 吳文娟 
本署前任毒管處副處長、土

污基管會副執行祕書 

前任毒管處 

副處長 

18 專家學者 張明琴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副教授 

19 專家學者 程淑芬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20 專家學者 蔡瑄庭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副教授 

21 專家學者 葉桂君 
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教授 

22 專家學者 趙子元 
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助理教授 

23 專家學者 

蘇銘千 

（1010229 

已辭聘） 

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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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子法修正與建置 

為落實土污法，實有必要訂定相關子法，透過行政規則的訂定，

對民眾產生法律效果，並使政府施政有所依據或協助環保機關行使裁

量權。 

101 年度本署完成多項土污法相關子法之修正與建置，其中包

含：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底泥品質指標

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法、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目標公

聽會作業準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

作業辦法、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裁罰基準等 5項法規命令及

3 項行政規則發布，其相關發布公告彙整如表 3.2-1 所示。各法規修

正之重點及歷程如下述。 

 

表 3.2-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相關公告  

類別 項次 法規名稱 依據 相關公告 

法規 

命令 

1 
底泥品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

用途限制辦法 
第 6條 101.01.04.訂定 

2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

整治目標公聽會作業準則 
第 24 條 101.02.02.訂定 

3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管理

辦法部分法條施行令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管理辦

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13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14條第 2項 

101.07.30.訂定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作

業辦法 

第 28 條 101.10.22.訂定 

5 
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 
第 31 條 101.12.10.訂定 

行政 

規則 

1 
處理農地污染事件標準作業

原則 

第 7條 

第 15 條 

99.05.28公告 

101.01.16修正公告 

2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

補償補助原則 

臺環字第 0950090581 號函、 

台內地字第 0920006867號函、 

環署土字第 0960041811號函、 

環署土字第 0940058735號函 

99.01.18公告 

101.07.16修正公告 

3 
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裁罰基準 

第 37條、第 38條、 

第 39條、第 40條、 

第 41 條、第 42條 

98.02.24公告 

101.04.17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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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規命令 

(一) 底泥品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法 

為健全全國底泥品質管理機制，土污法第 6 條第 6 項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底泥品質指標、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法，

以作為比對評估底泥品質狀況、分類管理及限制用途之依據。 

在參考先進國家之經驗及作法，納入國內本土環境資料

後，召開多次專家學者諮詢會議、研商公聽會研擬修定後，本

署於 101 年 1 月 4 日發布「底泥品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

制辦法」。該辦法全文共 7 條，共三大部分，包括底泥品質指

標之項目及指標值、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等，指標項目部分除

了常見重金屬、農藥外，有機化合物部分並增加納入多環芳香

類、戴奧辛及塑化劑類等。同時在分類管理上，將底泥品質分

為三級，依不同等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配合生物體受污染

影響的風險程度，辦理底泥之管理、改善及限制措施。 

底泥為環境污染的最終承受體，本辦法發布後，將使國內

底泥的環境保護政策往前邁進、更趨完備。未來也將持續依法

訂定相關配套辦法、指引及工作方案等，期許透過更積極的底

泥管理作為，確保底泥環境安全，保障國人健康不受危害，共

同作好環境保護工作。 

(二)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目標公聽會作業準則 

依土污法第 24條第 5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核定不低於管

制標準值之整治目標前，應會同其他有關機關，並邀請專家、

學者、相關機關、團體舉行公聽會。整治目標提出為整治計畫

提出之前階段程序，若因地質條件、污染物特性或污染整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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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等因素，無法使污染場址之污染物濃度低於管制標準值時，

依土污法第 24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整治計畫提出者於提出

整治目標前，各級主管機關應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公聽

會。 

為利於各級主管機關得順利辦理公聽會，就公聽會程序進

行有所依循，本準則主要規範包含：舉行公聽會召集程序及應

邀請對象、公聽會之議程、公聽會進行程序異議之提出及處理、

因不可抗力因素或不可抗力以外之事由致公聽會中斷或無法如

期舉行之處理方式及效力、公聽會紀錄之製作方式等相關規定。 

本準則訂定後，除能落實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原則，並得

促使公聽會進行順暢，以完備行政程序、避免行政資源耗費，

對於污染場址之後續整治進行實有助益。 

(三)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管理辦法部分法條施行令 

為完備國內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機制，導入環境評估調

查專業制度，藉由環境專業人力來執行評估調查規劃，用以提

升土污法第 8 條及第 9 條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執行

品質申報作業品質。 

在評估調查人員制度實施後，評估調查人員必須於完成土

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起 15日內，至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網評估調查人員專區申報執行內容。依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

員管理辦法第 9條與第 10條規定，評估調查人員應在登記有效

期間內，參加土壤或地下水相關研討會或訓練至少 64小時，並

於登記效期屆滿日 3個月前，向本署申請重新登記。 

本辦法部分條文施行後，依土污法第 8 條或第 9 條提出的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應由完成登記之評估調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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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執行，未委託評估調查人員執行之案件，在提出申請時，

將由環保機關予以駁回。 

(四)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作業辦法 

為提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相關技術能力，培

育本土化專業人才，特依土污法第 28條第 4項規定明定補助學

術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之相關規定，並據以管理申請單位對研

究專案之申請流程、相關管制規範，期能使流程具完整性、一

致性，並加速辦理本研究專案及提升研究專案申請意願。 

本辦法為使申請單位有所依循，全文共 13條，其主要規範

包含：補助對象、申請資格、審查程序、獎勵及補助之撤銷、

廢止與追繳、補（捐）助條件或標準、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

處理及核銷程序、督導及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規定。 

本辦法訂定後，除能有效提升申請單位對研究專案流程熟

悉度，減少眾多行政流程，加速審查速度，並明定相關規範及

管制條件，能有效掌握各專案執行情況並提升各申請單位之配

合度。 

(五) 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 

土污法第 31條第 1項規定污染土地關係人未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時，應就主管機關執行控制計畫、土壤地下水污染調

查及評估計畫、應變必要措施、整治計畫、環境影響及健康風

險評估等支出之費用，與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負連帶

清償責任。 

為協助主管機關認定污染土地關係人於土地公告為控制或

整治場址前，就其土地之管理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時

有所依循，故訂定本準則，全文 13條，其主要規範包含：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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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主管機關判斷依據、閒置土地應

採取之管理措施、高污染潛勢事業用地應善盡之管理義務、主

動整治而免除連帶責任等相關規定。 

本準則訂定後，除能有效加強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

人平時對於土地安全品質之注意與管理，預防土地遭受污染，

並能幫助污染土地關係人於污染發生後釐清責任歸屬。 

二、 行政規則 

(一) 處理農地污染事件標準作業原則 

土污法中對污染場址之緊急應變措施雖已有明文規定，但

為有效整合政府相關機關之權責與資源，妥善處理農地污染事

件，特訂定本「處理農地污染事件標準作業原則」，使各級主

管機關接獲農地污染案件通報時，能有明確之行政指導，以減

輕污染影響並避免污染擴大。 

(二) 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 

本署自 91年執行「農地土壤重金屬調查與場址列管計畫」

（319公頃農地調查計畫）後，即持續進行農地之調查與整治，

並參照農委會休耕補償標準核撥農地停止耕種之補償費用，後

經檢討歷年之補助方式，於 99 年 1 月 18 日訂定「農地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停耕補償補助原則」以供地方相關單位遵循。 

(三) 「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裁罰基準」修正 

因土污法於 99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全文 57 條，為配合新

法之規定，重新檢討修正本準則。本次修正內容包含罰鍰額度

之核算、納入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1項規範意旨、增訂主管機關

停止按次處罰之時點規定、增訂主管機關追繳不當利得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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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受處分人資力考量，以及違反土污法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

主管機關之對應處置方式以及停止處罰之條件等方面。透過本

次修正規定，能夠達成主管機關未來裁處過程，能夠依案件情

節輕重分別檢討罰鍰規定，以符合比例性及適當性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