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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本章說明本署於國內、外之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工作成果，內

容包含參加國外舉辦之土壤及地下水研討會與舉辦邀請外國學者來

參與之會議，及國內社會民眾的土壤及地下水常識推廣；針對相關人

員舉辦之教育訓練及示範說明會等，達成實質的推廣成果。 

6.1 國際交流合作 

本署 102 年度推動舉辦多次研討交流會議，其中除邀請亞太地區

國家及美國、韓國與大陸地區專家學者來台分享外，亦積極參與國際

研討會，其中本署代表團前往參訪泰國及越南等地，提供我國經驗供

各國參考，更能促進我國成為亞太地區土壤及地下水整治之樞紐。 

6.1.1 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第四次事務會議 

為持續推動與亞洲其他非邦交國家環保交流工作，本署持續推動

於 99 年成立之「亞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102 年正式

更名為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

交流工作，於 6 月 24 日召開「工作小組第四次事務會議」，會議中

討論新會員國紐西蘭加入之事宜、歷年活動辦理及成果、會員國間交

流活動之促進、2013 年土壤及地下水專業人士訓練課程、2014 年會

員國司長級以上官員高峰會議，以及討論第三屆與第四屆工作小組主

席及副主席國等主題。 

該次會議決議通過新會員國紐西蘭加入工作小組，現成員國包括

日本、印尼、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斯里蘭卡、越南、泰國、澳

洲、紐西蘭、韓國及我國等 12 國，與會情形如圖 6.1.1-1，會中各成

員國代表並表示支持我國續任第三及第四屆主席國，為我國拓展國際

環保交流及推廣我國成為亞太地區環保技術交流中心更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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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土壤及地下水工作小組第四次事務會議」成員國代表合影 

  
陳尊賢教授開幕致詞 環保署何建仁組長致歡迎詞 

  
Dr. Masanori Kobayashi （Japan） 

問題與討論 
紐西蘭委員與美國環保署研究及發展 

人員交流 

  
Mr. Bruce Croucher （New Zealand） 

問題與討論 
Mr. Achmad Gunawan （Indonesia） 

問題與討論 

圖 6.1.1-1 工作小組第四次事務會議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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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臺美環保合作計畫污染場址透水性反應牆整治法講習會 

本署與美國環保署自 94 年起，依據我國各階段土壤及地下水調

查及整治工作之需求，針對國際間新穎調查、整治技術已合作辦理 8

場次專業技術講習會議，今年度持續辦理相關活動。 

6 月 25 日及 26 日的臺美講習會，邀請到 3 位美國環保署的專家

擔任講習會講師，分別是美國環保署國家風險管理研究實驗室地下水

與生態系統修復中心的水文地質學家 Dr. David Jewett、環境科學與工

程師 Dr. Ralph Ludwig 及環境地質化學家 Dr. Richard Wilkin，3 位美

國專家以「透水性反應牆整治技術」為題，與我國分享美國在該領域

的技術發展及整治經驗，與會情形如圖 6.1.2-1，會議並邀請「亞太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ReSAG）」之成員國指導委員會及技

術委員會成員共 9 國 13 位成員參與學習及討論。臺美定期講習會儼

然已為亞太地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及整治領域專業知識交流的年度

區域性學術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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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場址透水性反應牆整治法講習會」與會貴賓合影留念 

  
美國環保署 Mr. Mark Kasman 

開幕致詞 
美國環保署 Dr. David Jewett 

（特邀講師） 

  
美國環保署 Dr. Ralph Ludwig 

（特邀講師） 
美國環保署 Dr. Richard Wilkin 

（特邀講師） 

  

會場座無虛席 
Mr. Bruce Croucher （New Zealand） 

問題與討論 

圖 6.1.2-1 污染場址透水性反應牆整治法講習會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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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2013 年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會員國專業人士

技術訓練課程 

我國對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的重視可溯及至 71 年起執行的農

地污染調查，90 年 11 月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成

立後，亦針對各類高污染潛勢場址展開污染調查並依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命令污染責任人進行場址整治。本署除了參考我國專家學者

的建議執行上述場址的污染調查與整治管理，亦自 94 年起透過與美

國環保署的雙邊合作協定邀請美國專家來我國分享實務經驗，目前已

累積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可提供土壤及地下水保護起步較晚的國家參

考。為實現馬總統「讓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成為一個受人尊敬、讓人

感動的國家」的理念，本署本著「取之於國際社會，用之於國際社會」

的態度，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1 日假臺北市福華文教會館辦理「亞

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會員國專業人士技術訓練課程」，

將我國的實務經驗與來臺的亞太地區 7 國 14 位專業人士分享，學員

於訓練期間均感謝我國無私的付出並表示獲益良多。  

訓練課程共邀請來自南韓、印尼、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澳洲

及紐西蘭等 7 國 14 位中央環保及農業機關的專業人士，來臺參加 10

天 70 小時的訓練。由我國產官學界 28 位具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擔

任，講授內容以理論為基礎，並搭配豐富的本土案例與參訪污染場

址，包含「污染土壤調查」、「污染土壤整治」、「地下水污染調查」、

「地下水污染整治」、「污染區健康風險評估」、「污染物法規標準

與管理策略」與「基金設立與管理」等七大主題，辦理情形如圖

6.1.3-1。相信這些學員未來遇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時，必定能從

此次訓練課程的學習獲得啟發，或透過講師的協助圓滿解決，本署成

為亞太地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交流的願景亦藉此逐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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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土壤及地下水工作小組第四次事務會議」訓練課程成員合影 

  
本署邀請講師悉心講授課程 學員專注學習 

  
學員與講師互動討論 演示地球物理調查工具 

  
學員分組討論剪影 蔡執行秘書鴻德頒發學習證明 

圖 6.1.3-1 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訓練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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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事務會議及臺韓

土壤及地下水產業論壇 

本署與韓國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於去（101）

年 8 月 27 日簽署「臺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領域合作備忘錄」，

今年韓國代表團由該國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協會（Korea 

Society of Soil and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KOSSGE）及環境產業與

技術研究院（Korea Environment Industry & Technology Institute, 

KEITI）等官、產、學各界共同組成，102 年 11 月 18 日與我國環保

署進行本年度第二次事務會議，就 103 年度兩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

護合作方案進行討論，達成先在學術領域合作的共識。兩國將規劃示

範性場址進行技術研究，並於兩國期刊發表論文成果，共同提升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並促成兩國學術及產業界的合作。並於同年

11 月 19 日舉辦「2013 年臺韓講習會」，會中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

保護協會與 KEITI 及 KOSSGE 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進一步開創產

業及學術交流的管道，論壇活動剪影如圖 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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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事務會議 與會人士合影 

 
臺韓事務會議 會議實錄 

 
KEITI、KoSSGE 與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TASGEP） 

三方簽署MOU協議 

圖 6.1.4-1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事務 

會議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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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亞太地區國家訪問行程 

臺灣已有較為成熟的環境法律、法規命令及相關公告，針對不同

的管理業務進行管理及約束，包括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水污

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等。

此外我國相較東南亞各國具有執行經驗之優勢，亦為各國現所缺乏之

處，因此以持續協助各國建立完整法規制度為出發點，透過我國推動

成立之亞太工作小組制度，舉行定期或不定期會議，及互相邀請參與

大型研討會方式，加強互動交流積極建立東亞及東南亞各國政府機關

及民間研究機構之聯繫管道，以加深雙邊交流聯繫，開創環保外交途

徑，最終達成促進國內產業往國外發展的機會。 

為加速國際環保交流，本署張子敬副署長率我國土壤及地下水之

學界與產業界人士組成代表團，於 102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前往

泰國，由我國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協助，分別拜會該國自然資

源與環境部（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MRE）

卓常務次長（Chote Trachu）、該部污染控制廳（Ministry of Pollution 

Control Department, PCD）、該國農業部土地開發廳、工業部、永續

資源管理基金會（3 R 基金會）等單位，並參加由 PCD 與納瑞宣大學

（Naresuan University）共同舉辦之技術論壇，論壇情形如圖 6.1.5-1；

另 102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 日則由本署蔡鴻德執行秘書延續訪問行

程，率訪問團至越南拜會自然資源與環境部環境保護管理總局

（Vietnam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on, VEA）及土地開發總局

（General Department of Land Administration），透過雙邊環保單位高

層之會談，促進環保合作協定簽署，共同為環境保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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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泰國 3R基金會，張副署長與泰國

工業部次長威吞會談 
訪問泰國環境部污染控制廳 

  
蔡執行秘書代表本署轉送泰國環境部 

6項關切議題之我國建議資料 
訪問泰國農業部土地開發廳 

  
拜會越南環境部 

環境保護總局副局長 
參訪越南戴奧辛實驗室 

圖 6.1.5-1 亞太地區國家訪問行程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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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兩岸交流成果 

由於大陸地區目前環境污染嚴重，尤其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

更甚，已嚴重危害民眾飲食安全，但目前相關調查工作量能與做法經

驗不足，污染控制與整治工作欠缺整體規劃，專業人力及實務經驗嚴

重匱乏，除投入大量經費人力進行污染調查及整治工作外，政策宣示

將投入大筆經費投資外，並積極引進境外先進對策與技術協助解決，

由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管理起步較早，業已展開系統性及

全面性的工作體系，透過兩岸土壤及地下水保護之交流，共同討論兩

岸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的差異性與互補性，同時提供產官學界相互

觀摩學習、討論及意見經驗交流的機會。 

102 年 4 月 24 日本署整合國內具規模業者，成立臺灣土壤及地

下水產業策略聯盟，以臺灣製造（MIT）作為印象品牌，協助產業進

軍國際舞台。並分別於同年 9 月 30 日、11 月 8 日及 11 月 29 日協助

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與中國大陸雲南省環境科學學會、江

蘇省環境科學院及中國科學院廈門城環所簽署合作備忘錄，以促進兩

地在土壤及地下水環境領域的法規、制度、學術、技術交流，協助兩

地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的深度合作。 

本署 102 年共舉辦 4 次兩岸重要交流會議，分述如下： 

一、 第三屆 2013年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法規制度及技術研討會 

於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舉辦 2013 年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法

規制度及技術研討會，共邀請陸方相關專家學者共 19 人次，來臺 6

天，針對如何開展法規、制度人培訓及強化實質技術交流、如何協助

兩岸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發展及保障兩岸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合作等議

題，與國內各產官學界的環保專家進行意見交流，雙方達成環保共

識，參與人數共計 213 人次。 

二、 山東環境科學學會在臺環保座談會 



   102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6-12 

於 6 月 7 日辦理「山東環境科學學會在臺環保座談會」，共計邀

請中國大陸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14 人次，來臺 6 天，提供臺灣土壤地

下水相關法規制度，並讓雙方產業進行深度技術交流。 

三、 2013 年水處理化學與新技術研討會 

於 11 月 2 日至 4 日辦理「2013 年水處理化學與新技術研討會」，

共計邀請中國大陸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16 人次。 

四、 第七屆海峽兩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整治研討會 

於 11 月 25 日至 26 日舉辦第七屆海峽兩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

整治研討會，邀請陸方相關專家學者共 29 人次，來臺 6 天，針對如

何開展法規、制度人培訓及強化實質技術交流、如何協助兩岸土壤及

地下水產業發展及保障兩岸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合作等議題，與國內各

產官學界的環保專家進行意見交流，雙方達成環保共識，參與人數共

213 人次，各場次與會剪影如圖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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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策略聯盟成立 

代表合影 
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與大陸 
雲南省環境科學學會簽署合作協議 

  
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與大陸江蘇

省環境科學研究院簽署合作框架協定 
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與大陸雲南

省環境科學學會簽署合作框架協議 

  
第三屆 2013年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 

法規制度及技術研討會 
山東環境科學學會在臺環保座談會 

代表合影 

  
2013年水處理化學與新技術研討會 第七屆海峽兩岸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 

整治研討會 

圖 6.1.6-1 兩岸交流訪問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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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署 102年共前往大陸地區 2次參加兩岸重要交流會議，分述如下： 

一、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2013 年學術年會 

由本會陳副執秘峻明、台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高理事

長、盧至人教授、葉桂君教授、產業策略聯盟等共 7 人前往雲南省昆

明市，於 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參加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2013 年學術年

會，共發表 6 篇論文，以達經驗分享及學術交流目的，並奠定日後土

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與雲南省環境科學學會簽署合作協議基礎。 

二、 2103 第二屆南京國際環保產業展暨環境技術交流會 

由本署蔡執行秘書鴻德率隊，包括台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

會高志明理事長、產業策略聯盟江誠榮主席及相關七家成員公司共

23 人前往，參加第二屆中國（南京）國際環保產業展，臺灣展館展

示並以 1.臺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發展進程；2.農地污染整治；3.

加油站污染整治；4.廢棄工廠污染整治四項主題搭配模型及現場解

說。本行程並參加「土壤污染防治技術國際交流會」及由江蘇省環境

保護廳舉辦之交流會議，並與江蘇省環境科學研究院簽署合作意向框

架協議，會議情形如圖 6.1.6-2。 

102 年在兩岸土壤及地下水保護交流，是一個收穫豐碩的一年，

亦是一個里程碑，本署於 102 年 6 月 21 日簽署之「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中，成功爭取到陸方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以獨資、合資、

合夥及設立分公司等形式設立商業據點，提供環境服務，並承認臺灣

服務提供者在臺灣和大陸從事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的實踐時間，可

共同作為評定其在大陸申請企業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的依

據，以有效降低國內廠商進入大陸地區的門檻。 



第六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15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2013年學術年會 2103 第二屆南京國際環保產業展暨 

環境技術交流會-臺灣館 

  
2103第二屆南京國際環保產業展暨 

環境技術交流會 
江蘇省環境保護廳舉辦之交流會議 

圖 6.1.6-2 參加兩岸重要交流會議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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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發展成果 

為鼓勵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研究機構及學術研究單位進行研

究，本署自 99 年起推動補助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調查、評估、底泥

及整治復育等技術研發工作，以提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

發展與推動。為持續推動提升國內之研究與技術，業於 101 年 10 月

22 日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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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相關作業規範。 

因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現況與業務需求，其研究類型分為研

究計畫與模場試驗，每年度制訂相關研究主題目標，包含調查、整治

復育、風險評估及底泥等技術研發工作，依本署之政策擬定各主題之

研究方向，期望可將補助經費運用至實務需求上，精進本土化之研

究。各研究主題及優先核定內容重點如圖 6.2-1 所示。 

 

整治技術
生物有效性累積
研發或引進底泥調查
底泥污染物傳輸移動
廢棄底泥或淤泥資源再利用

現場污染物快速篩測工具
新興或爆炸性污染物調查
環境法醫鑑定污染源技術
污染物之歷史變動趨勢
污染範圍調查技術
調查技術測試
模場試驗

健康風險評估
受污染土地再利用

污染物傳輸模擬技術
修法方向建議

基金收支及發展
污染整治經濟效益分析

土水污染處理方式決策分析

研發或引進創新性整治
污染擴散控制

整治復育
控制復育
綠色整治
模場試驗

調查
整治

復育

風險及

政策評估
底泥

 

圖 6.2-1 研究主題及優先核定內容重點  



第六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17 

為鼓勵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專門機構及學術研究單位，進

行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調查、評估及整治復育等技術研發工作，以提

升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發展與推動。 

102 年度申請件數共 47 件，經審查通過共 21 件，經核定研究計

畫類型清單如表 6.2-1，其中包含研究專案 15件與模場試驗專案 6件。 

表 6.2-1 102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核定計畫類型清單  

類型 主題 研究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研 
究 
計 
畫 

調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所 

發展環境法醫技術於油品污染場址

污染源鑑定 

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合設 
工業研究中心 

新興污染物於臺灣地下水體之流佈

研究 

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以多種同位素與地球化學分析技術

（MEIGA）研究中壢工業區地下水
污染 

調查 
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 
空間資訊與防災中心 

應用多重電極排列與感應極化法調

查砂礫質地層污染之研究 

調查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調查焚化爐周圍水稻田地土壤及作

物受現地地質化學與微生物影響之

總汞與甲基汞含量變化 

整治 
復育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 

利用表面改質奈米零價鐵還原降解

高能火炸藥 TNT、RDX及 HMX污
染場址整治工程技術評估及測試 

整治 
復育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同時處理土壤中戴奧辛、五氯酚及

汞之整合性技術開發 
整治 
復育 

東吳大學 
微生物系 

有機堆肥分解受十溴二苯醚污染底

泥及其生物多樣性 
整治 
復育 

元智大學 
生物科技與工程研究所 

開發生物復育技術整治受三硝基甲

苯污染之土壤-實驗室模場研究 
整治 
復育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系 

整合型植生復育提升能源作物向日

葵整治重金屬之研究 

整治 
復育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電動力技術處理重金屬污染土壤模

場試驗設計第二代現地模場及建立

土本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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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102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核定計畫類型清單（續） 

類型 主題 研究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研 
究 
計 
畫 

評估 
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所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責任保險之規劃 

底泥 
國立中山大學 

新興污染物研究中心 

後勁溪底泥中之鄰苯二甲酸酯類殘

留量調查及其利用新穎組合技術現

地整治之可行性研究 

底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重金屬污染底泥整合性生物復育技

術之效能提昇及系統改善 

底泥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實場底泥污染物生物有效性評估及

其在健康風險評估之應用 

模 
場 
試 
驗 

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熱脈衝流速儀應用於地下水污染場

址調查之可行性研究 

調查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所 

運用紫外光學雷射誘發螢光系統於

石化場址進行漏源追溯與組成特徵

辨識 

整治 
復育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以綠能作物復育重金屬污染土壤之

可行性研究（第二期） 
整治 
復育 

大仁科技大學 
環安系 

屏東縣九如鄉九清段 1340地號生
物整治現地試驗（第二年） 

整治 
復育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建構自動化及專利化之實場規模現

地電動力系統-應用於整治鉛污染
農地 

底泥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二仁溪污染底泥整治模場試驗計畫

（第三年─苯（a）駢芘與多溴二苯
醚污染整治與驗證技術開發） 

 

一、 101~102 年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之成果 

102 年度研究計畫之核定通過率為 44.7%，核定件數為 21 件，其

中研究計畫佔 71.4%，模場試驗佔 28.6%。研究計畫主題為調查 5 件、

整治復育 6 件、評估 1 件及底泥 3 件；模場試驗分別有調查 2 件、整

治復育 3 件及底泥 1 件，其具體之研究成果如表 6.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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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102 年度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1 調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物科技系所 

發展環境法醫技術於

油品污染場址污染源

鑑定 

所建立的柴油油品污染鑑識指標化合物及參數，以及所建立之指紋資料

庫及鑑識分析技術，可作為國內柴油污染場址的鑑識參考，未來在應用

上如結合污染場址環境調查、水文地質、歷史背景等資料綜合研判，將

能得到較正確的環境法醫鑑識結果。 
研究成果已指出，利用特徵因子比值，指紋圖譜及一致性評估確實可作

為風化油類油品來源之差異性，應用價值高。 

2 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嚴慶齡工業發展基

金會合設工業研究

中心 

新興污染物於臺灣地

下水體之流佈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鄰近監測井之診所、藥局、醫院、藥廠、污水處理廠及電

子科技廠為地下水中新興污染物之可能污染源頭。未來應持續進行相關

調查，以釐清污染來源與後續防治策略。 

3 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以多種同位素與地球

化學分析技術

（MEIGA）研究中壢
工業區地下水污染 

從氫氧同位素的分析結果看，中壢工業區的地下水來源主要是地表水下

滲，在下滲過程中基本沒有礦物和鹽類溶解，也沒有工業排放廢水的影

響，基本上沒有異常現象。目前只有一個井位的三氯乙烯濃度超標。不

過，從地下水的碳同位素比地表水偏輕的現象來看，地層中有明顯的有

機碳分解。 
 



    102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6-20 

表 6.2-2 102 年度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4 調查 
財團法人健行科技

大學空間資訊與防

災中心 

應用多重電極排列與

感應極化法調查砂礫

質地層污染之研究 

研究場址中常用之電極排列的二維電阻率影像之解析度與效能，並搭配

感應極化法材料選用，檢驗野外調查的效能與這些排列法排繪影像的能

力，具實場應用性。 
場址污染濃度剛好都在 0.9ppm 以上，不管是苯或是三氯乙烯等污染物，
未來建議選擇低於 0.5 ppm 以下的污染場址，進行場址調查建立直流電
阻法對於污染場址調查的極限。 

5 調查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調查焚化爐周圍水稻

田地土壤及作物受現

地地質化學與微生物

影響之總汞與甲基汞

含量變化 

研究選用四處北投焚化廠周圍的水稻田進行採樣分析。根據現質化學與

微生物族群的分析可知： （1）孔隙水中的甲基汞與無機濃度呈現顯著
正相關， （2）硫與鐵的循環所造成孔隙水化學造成此根系環境中無機
汞的生物有效性偏高。 （3）硫酸鹽還原菌極有可能是此區域最主要的
汞甲基化微生物族群，而這些因素加總起來某種程度上暗示，若此區的

總汞濃度增加，其根系土壤環境仍有可能具有促進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

潛力。 

6 
整治 
復育 

元智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科

學學系 

利用表面改質奈米零

價鐵還原降解高能火

炸藥 TNT、RDX及
HMX污染場址整治工
程技術評估及測試 

利用奈米零價鐵降解高能火炸藥之反應途徑及產物均已於研究得知。後

續可加以評估對 TNT，RDX及 HMX降解之最大濃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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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102 年度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7 
整治 
復育 

國立中央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同時處理土壤中戴奧

辛、五氯酚及汞之整合

性技術開發 

本研究採用之系統經測試證實可同時去除污染土壤中之戴奧辛、五氯酚

及汞等污染物，有助於污染場址整冶設計之參考。 

8 
整治 
復育 

東吳大學 
微生物系 

有機堆肥分解受十溴

二苯醚污染底泥及其

生物多樣性 

研究結果說明有機堆肥可整治受污染 DBDE 底泥，顯示利用離場整治技
術與底泥混合後進行厭氧生物處理，同時達到底資源化之目標。 
三種有機堆肥 （B2、C2、C6），堆肥吸附分別貢獻為 27.3%、34.9%及
44%，雲林蔗渣堆肥 6 個月（C6）有最好的吸附效果 44%，最差為南投
2 個月堆肥（B2）27%。三種有機堆肥 （B2, C2, C6）堆肥生物降解部
分分別貢獻為 8.65%、14.85%及 19.1%，雲林蔗渣堆肥 6 個月（C6）有
最好的生物降解效果 19.1%，最差為南投 2 個月堆肥（B2）8%。 

9 
整治 
復育 

元智大學 
生物科技與工程 
研究所 

開發生物復育技術整

治受三硝基甲苯污染

之土壤-實驗室模場研
究 

針對火炸藥類物質污染場址中最具代表性之 TNT 為目標污染物，探討本
土分離之微生物，應用於 TNT 之生物復育之可行性評估，以達到綠色整
治之目的。 
建立使用 HPLC檢測土壤中 TNT 含量的標準流程。使用之標準品也可同
時測量許多 TNT 經分解後的可能中間產物，此成果將利於後續評估 TNT 
污染土壤生物復育之可行性。 

10 
整治 
復育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系 

整合型植生復育提升

能源作物向日葵整治

重金屬之研究 

研究對能源作物向日葵進行土壤重金屬之改善研析，探討整合過氧化

鈣、植物生長激素與螯合劑植生復育受重金屬污染土壤，並進一步評估

能源作物向日葵復育受重金屬污染土壤操作方式暨相關環境因子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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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102 年度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11 
整治 
復育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 
學系 

電動力技術處理重金

屬污染土壤模場試驗

設計第二代現地模場

及建立土本化技術 

以電動力技術整治重金屬污染物，主要係藉電滲透流及電子遷移趨勢，

將土壤中污染物移除，經第二代模場 Test 1-4實驗結果可發現，電位坡降
提升及整治時間延長係可有效提升電滲透流流量，且各金屬去除率皆可

達 70%以上。 

12 評估 
財團法人健行科技

大學 
財務金融系所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責

任保險之規劃 
應用保險經營之專業，探討並規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責任保險，以消化

及吸收因污染衍生之整治費用及賠償責任，成果具應用價值。 

13 底泥 
國立中山大學 
新興污染物研究 
中心 

後勁溪底泥中之鄰苯

二甲酸酯類殘留量調

查及其利用新穎組合

技術現地整治之可行

性研究 

本研究整治工法可直接進行現地應用及針對黏土質地亦能有整治功效，

因此對於現地整治污染底泥應具有很大很強的應用潛勢。 
採用之工法對於鄰苯二甲酸酯類污染底泥整治過程，其鄰苯二甲酸酯類

化合物在電極槽液之殘留濃度極低。 

14 底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環境與安全衛

生工程系 

重金屬污染底泥整合

性生物復育技術之效

能提昇及系統改善 

本研究利用硫生物循環中之硫氧化作用，發展可應用於處理重金屬污染

底泥之生物技術，此技術應具實場應用。 
零價鐵能快速地與生物溶出程序之混合廢液中的重金屬進行反應，於短

時間內即可達到不錯之去除效果，對於生物溶出程序產生之混合金屬廢

液能提供另一個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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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102 年度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編號 研究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15 底泥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

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實場底泥污染物生物

有效性評估及其在健

康風險評估之應用 

採用固相微萃取技術預測污染物在不同底泥特性下的生物有效性，針對底

泥常見污染物多環芳香烴，探討底泥不同質地與有機質含量及微生物菌群

對於污染物 PAH之生物有效性的影響，建立適用於底泥污染物生物有效性
的量化評估方法。 

 
針對 102 年度具延續性及代表性之模場試驗專案，以研究主題進行分類，彙整相關成果並加以評析其效益，如

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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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102 年度土污基金補助模場試驗成果及效益分析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及效益分析 

1 調查 
國立台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 

熱脈衝流速儀應用於

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

之可行性研究 

成果 
研究採用熱脈衝流速儀量測水力傳導係數在井孔中垂向分

布，研發流速校正方法，改進現地量測技術，並在地下水污

染場址進行模場試驗，以瞭解此項進階技術之可行性。 

效益 
未來可再廣泛於不同地質環境條件，進行校正與再開發，具

有前瞻性及發展潛力。 

2 調查 
崑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系所 

運用紫外光學雷射誘

發螢光系統於石化場

址進行漏源追溯與組

成特徵辨識 

成果 
於已發生洩漏狀況之場址進行地表下連續性雷射螢光檢測，

以瞭解地下環境中自由相態污染物的分布情形，並配合地質

水文調查期能找出優勢路徑回推可能之洩漏來源。 

效益 
呈現雷射誘發螢光探測之優點，搭配其他即時現場探測方法

之整合運用，可提供相關場址建置污染場址概念模型與溯源

追漏之案例參考。 

3 
整治

復育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以綠能作物復育重金

屬污染土壤之可行性

研究（第二期） 

成果 

本年度除了延續 100年度以生質作物進行植生復育整治外，
另採用本土芒草進行鉛污染土壤整治。 
各種作物都能在本場址中順利的生長。其中油菜很容易遭受

蟲害，需要較多的除蟲與管理。高莖向日葵具有較高的生質

量，但其植體中各部位對鉛的吸收濃度有低於矮莖的情形。 

效益 
植生復育方式使土壤再度活化，也減低人們直接污染土壤之

機會，另一方面也成功帶動生質能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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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102 年度土污基金補助模場試驗成果及效益分析（續）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及效益分析 

4 
整治

復育 
大仁科技大學 
環安系 

屏東縣九如鄉九清段

1340地號生物整治
現地試驗（第二年） 

成果 

生物復育試驗結果發現，三個生物復育樣區之 TPH 濃度多
數呈現降低趨勢，減量可達 47%至 99%，部分土壤含量已低
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各區白楊樹與太陽麻之發育略有差異，但兩種植物皆可於試

驗區中生存與生長，顯示兩者對於本場址之污染物皆有相當

之耐受性與適應性，有益於後續之污染物改善試驗。 

效益 
以生物整治及植生復育方式進行不同污染物之移除，適用多

種污染之場址。 

5 
整治

復育 
朝陽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管理系 

建構自動化及專利化

之實場規模現地電動

力系統-應用於整治
鉛污染農地 

成果 

已完成污染土壤的物化特性分析與系統滲漏試驗。 
電動力系統 CEEK在不斷改良下，目前系統具有以下特點：
更為簡潔、組裝容易、運送輕便、可重複使用，有利未來推

展與實際採行。 

效益 
實場電動力設備往往體積較大，若能有效減少設備體積及重

量，便可降低運送成本，提高設備使用率。 

6 底泥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二仁溪污染底泥整治

模場試驗計畫（第三

年─苯（a）駢芘與多
溴二苯醚污染整治與

驗證技術開發） 

成果 

初步於二仁溪沿岸六個點之底泥採樣分析結果顯示目前底泥

中二環至四環之多環芳香烴類濃度與五環以上者明顯較低。 
進行模場試驗之底泥經混合後隨機取樣分析結果為苯（a）駢
芘（Benzo（a）pyrene）仍然超過底泥品質指標下限值。 

效益 若完善開發該項技術，對於新興污染物之整治將有極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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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署之政策規劃，未來將以永續性整治、環境法醫調查鑑識技

術、底泥管理與污染整治、風險評估與環境責任保險等為發展目標，

以提升並精進我國污染調查整治技術，降低及控制污染維護國民健康

之宗旨。然而依據 102 年度之專案成果績效目前統計結果發現，已有

3 件補助專案預計將其研究成果衍生相關技術共 4 項於中華民國、中

國大陸等申請專利，詳細資料如表 6.2-4。 

 

表 6.2-4 102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專利申請彙整  

編

號 
類別 

研究

主題 
計畫名稱 專利申請技術 申請國別 

1 
研究

計畫 
整治

復育 

電動力技術處理重

金屬污染土壤模場

試驗-設計第二代現
地模場及建立本土

化技術 

電動力三維模組系統 中華民國專利 

2 
研究

計畫 
底泥 

實場底泥污染物生

物有效性評估及其

在健康風險評估之

應用 

底泥沉積物中多環芳

香族碳氫化合物生物

降解的快速預測 

中華民國、中國

大陸發明專利 

3 
模場

試驗 
底泥 

二仁溪污染底泥整

治模場試驗計畫（第

三年─苯（a）駢芘
與多溴二苯醚污染

整治與驗證技術 
開發） 

多溴聯苯醚之表面增

強拉曼光譜

（Sueface-enhanced 
Ramam Scattering, 
SERS）快速檢測技術 
現場環境底泥中回收

疏水性污染物之乳化

液製作及其操作方法 

中華民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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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2 年度成果發表會暨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座談會 

102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研究與模場試驗成果發

表會於 102 年 12 月 10 日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參與人

數超過 300 人次以上，其中包含專業廠商（顧問公司、檢測單位）占

53%、研究單位（學術機構、研究機構）占 19%、事業單位占 15%及

環保機關占 11%等。本年度成果發表會以「厚植學研 碩果產業」作

為活動精神，除了研究成果展覽外，也邀請各計畫執行單位進行成果

報告（15 分鐘），另外為達成人才培育政策目標、吸引相關人事投

入土壤及地下水領域，特辦理兩場次之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座談會（60

分鐘），促進各界學術交流及意見分享。會議情形如圖 6.2-2 所示。 

為了解活動實際效益，以綜合問卷調查對與會人員進行意見蒐

集，俾利分析作為日後活動宣傳與計畫推動之參考。內容包含兩大部

份：一為針對成果發表會之滿意度調查；另一為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就

業座談會之相關意見調查。問卷設計題項包含訊息得知方式、動機、

預期收獲、座談會及建議事項等，共回收 73 份。調查建議分為成果

發表會及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座談會各提列具可行性意見 3 項，如表

6.2-5。相關建議事項於未來辦理相關會議時可納入考量，並做適當之

調整。 

表 6.2-5 活動問卷調查相關建議事項彙整  

成果發表會 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就業座談會 
項次 建議事項 項次 建議事項 

1 
成果演說時間太短，未能有問答

時間。 1 
希望座談會時間與成果發表會

盡量不要重疊。 

2 
期望能結合實際模場案例解說

觀摩。 2 
座談會訊息宣傳不足，且期望

未來能增加辦理場次。 

3 
部分簡報內容與論文集內容差

異頗大，希望能同時或會後提供

簡報電子檔下載。 
3 

希望能提供產業薪資結構、就

業市場及發展機會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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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單位與署長合影 署長參訪成果展示區 

  
執秘致詞 多重電極儀器操作展示 

  
紫外光學雷射誘發螢光系統展示 海報平面展示 

圖 6.2-2 成果發表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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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3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之申請及補助 

103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公開徵求共計 60 件專案申請，核

定通過者共有 26 件，通過率為 43.3%。與 102 年度之申請通過專案

相較下，整治復育類所佔比率相近；底泥類與評估類佔比率提高約

10.9~15.6%；調查類專案則呈現下降趨勢，只佔 7.7%，如圖 6.2-3 所

示。核定通過之專案依類別區分研究計畫有 22 件，模場試驗有 4 件；

研究主題為調查 2 件、整治復育 11 件、評估 4 件及底泥 9 件。核定

通過以整治復育及底泥較高，其次為評估，調查最低，詳如表 6.2-6

所示。 

12

23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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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

10

0

5

10

15

20

25

調查 整治復育 評估 底泥

件
數

102年度 103年度
 

圖 6.2-3 102 與 103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申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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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102、103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  

核定過件數與百分比  

件數/百分比 

主題 

102 年度 103 年度 

核定件數 百分比 核定件數 百分比 

調查 7 33.3% 2 7.7% 
整治復育 9 42.9% 11 42.3% 
評估 1 4.8% 4 15.4% 
底泥 4 19.0% 9 34.6% 
總計 21 100.0% 26 100.0% 

 

四、 未來展望 

本署自 99 年度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研究與模場

試驗專案至今已有 4 年，為完善專案補助之作業程序及審核機制等，

本署每年持續蒐集相關執行問題及困難點，並逐年進行改善。未來擬

將結合學術與產業共同將研發成果實際應用至現地污染整治，並持續

徵求具創新性、實場應用性等之調查整治技術研究，提升我國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發展成效，另一方面也達成種子人才培育目標。 

 

6.3 宣導活動 

為加強國內民眾對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相關的觀念，本署使用各式

平面媒體逐月做相關宣導，並邀請代言人舉辦大型活動，期許以最親

民的方式，讓民眾了解土壤及地下水保育工作的重要性。 

6.3.1 土壤及地下水產業推動宣傳 

本署為向民眾加強宣傳土地品質及價值觀念，讓民眾知道所屬的

土地需要做好管理與保護措施，確保土地沒有被非法棄置或污染，而

莫名成為清理及整治的責任人，避免土地污染受連累，並說明污染案

件中，誰是土地關係人，身為地主、租方、業者的民眾，實際會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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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問題，到底該怎麼做，於是本署於 12 月 31 日於聯合報及中國時

報中分別刊登一則宣傳廣告「污染土地整治，地主、租方、業者誰是

土地關係人?」，如圖 6.3.1-1。 

 

 

圖 6.3.1-1 宣傳廣告 

6.3.2 土地品質系列宣傳活動 

為持續推動土壤及地下水保育及污染整治工作，深耕國內民眾

「土地品質即價值」之觀念，以建立國人正確的環境保護知識，提醒

全民對身處環境應持有之責任與態度，落實土壤及地下水保育環境教

育之任務，102 年度以土地品質為主題，展開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

括:設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識別 LOGO、邀請代言人

發表一首與土壤地下水環境保護主題歌曲、數位遊戲活動網站、製作

15 分鐘艾可大冒險動畫、大型宣傳等活動，透過民眾參與互動及媒

體傳播宣傳，藉以強化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育之知識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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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OGO 設計 

Logo 蘊含了陽光、空氣、水、土壤、生命等元素，象徵著白色朝

日、澄澈青天、耀眼水藍、芬芳褐土、翠綠植被，藉此傳達健康土地

上方的美好世界，所帶來的溫暖，打造更具代表性的機構形象識別，

並運用宣傳活動中，設計沿革如圖 6.3.2-1。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圖 6.3.2-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Logo 沿革  

二、 活動推廣及宣傳 

（一） 每月宣傳 

訂定每月宣導主題，包含：「莫將土地出租供非法棄置廢棄物」、

「土地品質及土地管理」、「土地關係人須善盡之義務」、「國際研

討會」、「土壤及地下水管理資訊系統」等，並撰寫新聞稿發佈，以

達宣傳之效益，如表 6.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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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1 每月宣傳主題一覽表  

月份 主題 內容說明 

8月 
莫將土地出租

供非法棄置廢

棄物 

環保署提醒民眾，不要因為一時失查或不諳法令規

定，而將土地或閒置廠房出租給不明人士，而遭致非法

棄置廢棄物。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3 項明定：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可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萬以下罰金！  

不法業者偷偷趁地主不注意時傾倒事業廢棄物，久

而久之廢棄物污水流入土壤、污染水源，經過食物鏈循

環，最後進入民眾的肚子中，嚴重影響到民眾的身體健

康，因此環保署呼籲地主定期檢查，及早發現預防。 

9月 
土地品質及土

地管理 

土地過去使用歷程，會影響土地品質，連帶波動土

地價格，受污染越嚴重的土地，價格可能越低。 
而土地管理，是對土地資源的統一管理和調配。土

地管理對基礎設施建設,都市計畫以及經濟活動有重大
影響。 

10月 
土地關係人須

善盡之義務 

污染土地的使用人、管理人與所有人，即土地關係

人，就閒置土地、土地供作高污染潛勢事業用地、土地

作為農、林、漁、牧使用者，都應善盡之管理義務。 
具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身分之污染土地關係人，應

定期更新土地現狀資料以供主管機關查閱，另外針對財

力或人力不足而無法妥善管理土地者，給予透過主動整

治而免除連帶責任之機會。 

11月 國際研討會 

我國代表擔任「亞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

組」第一任（2011-2012）及第二任（2013-2014）主席。 
自 2010 起，土污基管會曾舉辦「2012 臺北土壤及

地下水環境展」、「2010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
整治與管理國際研討會」、臺美環保合作計畫之「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生物整治法講習會」、2011 年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物法規標準及管理制度研討會、2012年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管理國際研討會暨環境

展、2013「污染場址透水性反應牆整治法」講習會…等，
今年下半年度的相關活動，也正積極籌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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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1 每月宣傳主題一覽表（續）  

月份 主題 內容說明 

12月 
土壤及地下水

管理資訊系統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所管轄的「土壤

及地下水監測資訊供應平台」，可提供各單位土壤、地

下水監測資訊的查詢，讓民眾瞭解國內有哪些列管場

址、污染場址等，避免民眾在買賣土地、房產時，權益

受損。各單位可透過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監測資訊供

應平台」系統查詢各級環保機關所掌握土壤及地下水監

測資訊，若有進一步查閱其他單位所作土壤及地下水監

測資訊內容之需求，得徵得欲查閱資料所屬單位同意並

取得權限後，逕至「土壤及地下水監測資訊供應平台」

系統中進行資料查閱。各單位相關限閱資料之管控，應

依各單位規定辦理。 
 

（二） 文宣宣傳 

原 101 年度創作之「艾可大冒險」品牌形象，除了原有角色，今

年度再增加設計全新的「土地公、土地婆」角色，加入更多在地的親

切元素，能加貼近國人生活文化，以達成宣導衷旨，設計兩款海報、

宣導摺頁 DM 等，並張貼於臺鐵車站、市立圖書館等公共空間等總計

1,969 個點位，另亦製作 2,500 份宣導面紙包，於動畫聯映暨記者首

映會及大型宣傳活動分送民眾，此外亦請臺灣鐵路管理局協助配合於

全臺火車站、臺鐵各列車廂之電子布告欄刊登文字跑馬燈訊息，並向

台北捷運公司申請到 18 個站點張貼政策宣傳海報，以宣導土壤及地

下水環境品質之重要性，相關文宣如圖 6.3.2-2 及圖 6.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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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導海報 活動宣導海報 

  
政策宣導海報張貼-板橋車站 活動海報張貼-浮洲車站 

  
宣導摺頁 DM（正） 宣導摺頁 DM（反） 

  
宣導面紙包（正） 宣導面紙包（反） 

圖 6.3.2-2 宣導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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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3 台鐵跑馬燈燈宣導訊息-桃園車站 

（三） 代言人宣傳 

為增加宣導效益、親和形象，今年特別邀請形象活潑的創作型歌

手-「自由發揮」（藝人李伯恩、昌璟翔），擔任年度代言人，創作

專屬主題歌曲「土水超人」，有別於一般政令宣導歌曲的單調，其歌

詞簡明易懂，搭配中版的樂曲呈現，讓一般民眾皆能朗朗上口，如表

6.3.2-2，並運用藝人名稱、肖像等具高度辯識之訊息形象，露出於各

式廣告宣傳，提高民眾關注，如圖 6.3.2-4。並協請其針對「年度代言

人」、「大型宣傳活動」拍攝宣傳影片，於「自由發揮」粉絲團專頁

發布，號召歌迷實際參與本計畫活動。再安排出席相關戶外活動，使

本案透過藝人知名度，吸引廣大粉絲群，創造媒體話題，提高民眾親

近本案宣導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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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2-2 專屬主題歌曲「土水超人」歌詞內容  

飛飛飛 我飛過了上空 是誰發出訊號在求救  
水 變的不再乾淨 土 變的不再清新 
讓我來拯救這片土地 土壤肥沃充滿生機 
花草樹木欣欣向榮 住在這裡 開心 No worries 
一點關心 一點愛心 一點細心 一點貼心  
土水超人就是我和你 相信我們一定可以 
 
你不在乎 我不在乎 沒人在乎 誰會在乎 
我的生命 我的土地 我不允許 誰來佔據 
你不在乎的 會傷害到你 
我的生命 我的土地 我不允許 誰來佔據  
 
Give your love to this ground 
Show your love before it's too late 
用行動證明我的愛 
我不允許 OH 你的壞 
 
土水超人從不吐苦水 保護家園不偷懶偷睡 
舉手之勞為環保捍衛 從不忘記土地的珍貴 
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從來不說不關我的事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我保護你就像你保護我 
土地保護了品質 品質帶來了價值 
伸出雙手張大眼睛 土水超人就是我和你 
 
你不在乎 我不在乎 沒人在乎 誰會在乎 
我的生命 我的土地 我不允許 誰來佔據 
你不在乎的 會傷害到你 
我的生命 我的土地 我不允許 誰來佔據 
 
C（Born） 
Give your love to this ground 
Show your love before it's too late 
用行動證明我的愛 
我不允許 OH 你的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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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宣導活動運用 網路活動露出紀錄 

 
代言人協助發布相關訊息紀錄-1 

 
代言人協助發布相關訊息紀錄-2 

圖 6.3.2-4 代言人宣傳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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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遊戲活動 

 為了使宣傳議題能透過網路平台，即時更新各種訊息，無時間、

場所限制地大量接觸民眾，並於官網上舉辦網路遊戲活動、問卷，讓

民眾透過參與網站內特製的趣味線上遊戲，都能獲取正確的土壤、地

下水知識，如圖 6.3.2-5，官方網站遊戲活動總計吸引 1,447 人次參與。 

此外，應用瀏覽人次極高的活動網站平台-「發燒網」，舉辦看

影片抽獎活動，透過獎項吸引民眾積極參加活動，促使民眾關注「土

淨水清系列活動」粉絲頁，以及收看宣導影片，擴大宣導接觸人次，

活動期間總計達成 17,777 人參與。 

  
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挖好康「按讚推文」活動頁面 發燒網「網路看影片有獎徵答」 

圖 6.3.2-5 網路遊戲活動實錄 

（五） 宣傳影片製作 

延續 101 年度創作之環保機器人「艾可」等動畫角色，增加全新

設計的土地公、土地婆角色，針對以一般社會大眾及國小就讀中學齡

兒童為主要宣導對象，主題為「土地顧品質，環境保價值」，製作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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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言簡的 15 分鐘動畫影片（15 篇，每篇 1 分鐘），並隨即辦理動畫

效果測試，共取得 152 名國小高年級學童，針對劇情、角色、未來宣

導等實質回饋意見，此外剪輯 1 篇 30 秒精華版以作為託播廣告，並

與 101 年度「艾可大冒險，土淨水清大作戰」15 分鐘長篇動畫，合

製成 DVD 宣導光碟組配送至如圖書館、兒童育樂中心等點位運用，

提昇環境教育宣傳效益，如圖 6.3.2-6。 

  
動畫效果測試紀實-投影畫面 動畫效果測試紀實-學生觀賞 

  . 
DVD宣導光碟組 動畫擷取畫面 

圖 6.3.2-6 宣傳動畫影片實錄  

（六） 全國電子動畫聯映暨記者首映會 

為增加宣導動畫曝光率，與擴大宣傳接觸人次，本年度特別與民

生 3C 電子產品通路龍頭「全國電子」異業合作，取得全 345 間直營

門市託播，透過店中所展售之電視螢幕，聯播「艾可大冒險」15 則

動畫廣告，除達宣傳目的外，亦建立良善的公益合作模式，使土壤及

地下水保育觀念，得以透過貼近民眾的媒介，傳遞國人，另於全國電

子數位家電體驗館-汐止館，舉辦 1 場動畫聯映暨記者首映會，特別

邀請新北市汐止國小高年級學同共襄盛舉，到場欣賞最新的「艾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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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動畫廣告，此首映會共邀請到 10 名媒體記者參與，並於會後

創造 32 篇新聞報導，活動現況如圖 6.3.2-7。 

  
土基會蔡鴻德執行祕書致詞 代言人自由發揮現場演唱 

  
媒體踴躍拍攝 記者會啟動儀式 

  
頒發感謝狀予全國電子 會後合影 

  
店內動畫播放 蔡鴻德執行祕書訪視播放情況 

圖 6.3.2-7 電子動畫首映記者會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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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型宣傳活動 

102 年 11 月 16 日於臺北市信義計畫區「香堤大道廣場」，舉辦

「土地顧品質，環境保價值－環保署邀您一起來『自由發揮』！」活

動，特別邀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全國電子及年度代言人「自由

發揮」共襄盛舉，整合各單位專業資源，結合土壤及地下水保育宣導

知識，現場設計專為此場活動所安排之遊戲任務、有獎徵答活動，讓

現場民眾藉由玩遊戲而學習土壤及地下水相關保育知識，活動總計吸

引 1,935 人次，並邀請 25 名媒體記者參與，會後共創造 16 篇新聞報

導，現場狀況如圖 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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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展示區 活動遊戲區 

  
舞台活動區 舞蹈表演 

  
代言人演唱主題曲及舞蹈教學 民眾熱烈參與 

  
現場抽獎 蔡執秘與得獎者合影留念 

圖 6.3.2-8 大型宣傳活動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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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媒體及活動宣傳效益 

正確環境教育之建立，非短時間、急促可成，觀念之落實是需由

淺至深、細細堆疊的長時間工作，而「土壤及地下水」保育，正是一

般民眾能理解認知，但容易忽略、卻又深受影響的共同課題，為能呼

籲民眾關心土壤及地下水保育，藉由媒體宣傳，本年度土地品質宣導

與活動後續媒體報導所露出之新聞數量達 49 篇，共創 14,922,776 宣

導接觸人次，統計資料如表 6.3.2-3。 

表 6.3.2-3 宣導 /接觸人次總表 

 類別 報導/文宣數量 人次 

媒體總接觸人次 

電視媒體 1篇 2,675,435 

報紙媒體 5篇 298,000 

網路媒體 43篇 11,805,586 

活動總接觸人次 

首映會 - 135 

大型活動 - 1,270 

網路 - 17,777 

粉絲團 - 115,493 

活動官網 - 8,780 

本案宣導人次總計 14,922,776人次 
 

6.4 教育訓練與人才培育 

本署為促進國內現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人才對法規、技

術新知及整治觀念的交流，於本年度於全台召開 8 場次教育訓練，並

舉辦國外專家學者講座，以求業務推動之順暢。另為培養更多優秀人

才，鼓勵參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工作，特舉辦種子人才培訓

營，完成近百名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學生之培訓，期許未來能為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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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教育訓練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 8、9 條管制對

象眾多，每年申報審查案件量龐大，為使各事業能多了解諮詢管道及

申報內容，102 年度分別於台北、桃園、台中、彰化、高雄召開 8 場

次宣導會議，主要宣導內容除土污法第 8、9 條法規及相關子法規定、

申報審查流程與原則及相關案例分享外，亦針對 102 年 6 月 1 日公佈

新板申請表格進行說明，宣導對象包括 30 類公告事業業者、檢測機

構、顧問公司、專業技師及相關公會，平均每場次人數達 100 人以上，

另經由問卷統計分析，參加完宣導會後，各對象對於法規規定及申報

流程之了解程度均有大幅提升，可見宣導會成效卓著；此外，由於土

污法第 8、9 條實務執行上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息息相關，為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更了解法規相關規定及應協助環保單位留意之事

項，本署邀集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科

學園區管理局及加工出口區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教育訓練

及橫向意見交流，如圖 6.4.1-1 所示，透過本次會議，除利於土污法

第 8、9 條業務推動外，更能夠了解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土污法

第 8、9 條意見及執行上遭遇困難，以作為本署後續法規政策修正及

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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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井維護作業示範觀摩 

長官致詞 
監測井維護作業示範觀摩 

示範維護情形 

  
監測井維護作業示範觀摩 

解說作業流程 
監測井維護作業示範觀摩 

示範維護情形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制度方向調整綜合論壇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制度方向調整綜合論壇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及退費複

審、稽核工作計畫第一次研討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及退費複

審、稽核工作計畫第二次研討會 
圖 6.4.1-1 教育訓練活動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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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藍色經濟 

為協助我國環保土壤及地下水產業進軍國際，以提升土壤及地下

水產業競爭力，創造環境經濟契機。102 年即以搭建政府單位與菁英

目標民眾之間的橋樑，傳達「土地品質即價值」概念，奠基在海峽兩

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基礎上，促成將環保意識當作經濟重點產業來推

動，並協助將臺灣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領域的成果與累積當作形

象與品牌經營，進一步跨出臺灣以外地區、建立國際級影響力。為達

成以上目標，102 年相關重要推動成果摘要如下：  

於 102 年 11 月 12 日舉辦一場次「藍色經濟創新論壇」，邀請「藍

色經濟」創始者剛特‧鮑利（Gunter Pauli）來臺演講，並和臺灣產官

學界菁英領袖包括環保署署長沈世宏、德勤財務顧問資深副總潘家

涓、中華經濟研究院溫麗琪博士及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副總江東法，針

對土地品質即價值、國際環保發展趨勢、以及我國土壤及地下水產業

國際化等議題進行討論，活動情形如圖 6.4.2-1，吸引超過 200 位土壤

及地下水產業及創投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前來共襄盛舉，會後並有 20

則平面與數位媒體報導之露出。 

完成活動宣傳網站、以及會前宣傳廣告 1 則，如圖 6.4.2-2，以吸

引民眾參加。並於活動前後設計問卷進行意見蒐集與分析，供環保署

作為未來工作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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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經濟創新論壇-剛特‧鮑利演說 藍色經濟創新論壇與會人合影 

  
藍色經濟創新論壇現場實況 藍色經濟創新論壇現場實況 

圖 6.4.2-1 藍色經濟創新論壇活動辦理情形 

 

圖 6.4.2-2 藍色經濟創新論壇活動宣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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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於天下雜誌中刊登 4 頁成果專題報導，相關報導如圖

6.4.2-3、圖 6.4.2-4，並印製 1,000 冊、提供超過 200 張的活動照片與

3 分鐘影片，以持續進行宣傳，期達成廣度與深度溝通並進的傳播效

益，提升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的重要性與國際能見度。  

 

圖 6.4.2-3 別冊內容-1 

 

圖 6.4.2-4 別冊內容-2 

本署透過以上 3 種傳播模式，成功強化國內各金融創投業、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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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代書業與土地投資買賣者對於全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與環保

土壤及地下水經濟未來發展之認知，促進國內土地資源發展。並且透

過天下雜誌報導彙整包裝國內土壤及地下水產業實力與全球環保土

壤及地下水經濟發展趨勢，協助我國環保土壤及地下水產業與國際接

軌，以提升國內環保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競爭力，再創臺灣經濟奇蹟。 

 

6.4.3 種子人才培訓營 

土污基管會致力於提升國內產學發展與人才培育，為達成更多學

子能認識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觀念與技術之目的，自 99 年

起土污基管會便針對各大專院校環境工程、土壤、地質、水文及農化

等土壤地下水相關科系學子辦理培訓，以期能提早預備國內人才素質

與整治技術，本年度於 102 年 8 月 26 日至 102 年 8 月 28 日假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辦理並圓滿達成，活動辦理實況詳如圖 6.4.3-1 所示。 

有鑒於一般大專院校課程教學方向廣泛，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方面

專業性課程較少，學員們對土壤及地下水相關領域並不熟悉，因此本

次培訓營設計了豐富的室內課程，如中興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盧至

人教授為學員講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技術與評估方法」；以及

土水產業策略聯盟江誠榮主席對於「台灣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界發展情

形」進行說明等；此外，更藉由技術競賽之實作與現地參訪台南中石

化安順廠，使學員更進一步了解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工作實況。 

在本次活動中特別聘任共計 10 位歷屆完訓學員擔任小隊輔，各

小隊輔或是已投入職場或是仍在學校深造，接獲邀請後皆願意貢獻時

間來到營隊，與各組員進行交流、分享，使經驗傳承的本意能確實發

揮。而豐富的活動設計，跨越產、官、學界的課程與寓教於樂的活動，

使所有學員都能真切了解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的內涵，也由此激發學員

對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領域進一步深造或投入職場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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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署長世宏到場致詞 環保署張副署長子敬致詞 

  
土污基管會蔡執行秘書鴻德致詞 地下水採樣實作 

  
土壤採樣實作-Auger採樣 中石化安順場場址參訪 

  
第三天成果展演 署長與參訓學員大合照 

圖 6.4.3-1 102 年度種子人才培訓營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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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績效考評作業 

102 年度之績效考評整體架構區分為全國共通性業務推動、業務

評鑑、自訂權重項目與加分項目四大項，每一大項下包含多個子項

目，其中特別將加分項目部分子項調整至自訂權重項目，如圖 6.5-1

所示，期望透過多元的績效考評方式，鼓勵地方環保機關注重各方面

業務發展。 

102
年
績
效
考
評
架
構

壹、全國共通性業務

貳、業務評鑑

參、自訂權重項目

肆、加分項目

一、加油站管理

二、監測井管理

三、補助計畫管理

四、行政配合

五、指定公告事業污染檢
測資料審查作業

一、配合本署計畫出席率

二、緊急應變措施

三、列管場址監督管理

四、農地停耕補償、剷除
銷燬及污染事件通報

五、求償案件辦理情形

六、特定區域備查作業辦
法檢測資料

七、縣市自行辦理之宣導
與教育訓練

八、監測井內部功能維護

九、資訊系統登錄

一、協助本署辦理相關會
議及緊急應變演練

二、其他
 

圖 6.5-1 102 年績效考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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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確保資料數據上傳與彙整之準確性，協助地方環保機關熟悉

掌握資訊系統之操作，另行編撰績效考評指引手冊作為地方環保機關

上傳資料時之參考指南，如圖 6.5-2 所示。 

 

新增會同土壤及標準井地下水採樣作業人員資料 

  
調查及評估計畫相關內容填寫 

與檔案上傳 
新增公告列管場址 

圖 6.5-2 102 年績效考評指引手冊示意圖 

臺灣各縣市因經濟環境與地方產業特性之差異，造成各地污染與

業務查核、推動重點皆有所不同，若直接以相同標準進行績效考評，

無法確實表達各縣市業務推動成效，於公平評分之前提下，將全台

22 縣市分 3 組進行考評作業。依據污染場址數量與類型（包含農地、

加油站、儲槽…等）、轄內加油站數量、監測井數量、緊急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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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數、停耕補償與剷除銷燬案件數、公告事業土地移轉及事業變更

申請數量、基金求償案件數量與各地方環保機關實際投入之人力、補

助經費額度等為標準，彙整得出分組結果，如表 6.5-1 所示。 

 

表 6.5-1 102 年度績效考評地方環保機關分組名單  

組別 地方環保機關 

第 1組 新北市、桃園縣、臺中市、彰化縣、臺南市、高雄市 

第 2組 宜蘭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 
臺北市、嘉義縣、屏東縣 

第 3組 基隆市、嘉義市、花蓮縣、臺東縣、連江縣、金門縣、澎湖縣 

 

而本年度經委員與平時查核等項目評比後，共選出 11 個表現優

異之地方機關，分列特優及優等進行表揚。其中獲得特優之機關為臺

南市、桃園縣、新竹縣及基隆市；獲得優等獎之機關為新北市、高雄

市、彰化縣、臺北市、宜蘭縣、嘉義市及花蓮縣，得獎名單如表 6.5-2

所示。 

 

表 6.5-2 102 年度績效考評成績優異之地方環境保護機關  

組別 獎項 得獎機關 

第 1組 

特優 
臺南市 

桃園縣 

優等 

新北市 

高雄市 

彰化縣 

第 2組 

特優 新竹縣 

優等 
臺北市 

宜蘭縣 

第 3組 

特優 基隆市 

優等 
嘉義市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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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署為使績效考評制度能持續朝向公平、合理，且考量各地方

環保機關經年度整治後，各類型場址數量、污染狀況等皆會有所變

化，本署特召開「103 年度地方環境保護機關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績效考評研商會」，透過會議交流以及書面回覆意見方式，徵詢

地方環境保護機關之意見與建議，並依此調整相關評分項目與標準，

擬定「103年度地方環境保護機關績效考評指標、評分標準及權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