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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本章將對環保署於國內、外之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工作成果進

行說明，包含參加國外舉辦之土壤及地下水研討會與邀請外國學者來

臺參與會議，及對國內一般社會大眾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常識推

廣；以及針對廠商、業者及顧問公司等相關人員舉辦之教育訓練及示

範說明會等，期能達成預防勝於治療之實質推廣成果。 

6.1 國際交流合作 

環保署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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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分享外，亦積極參與國

際研討會，其中環保署代表團前往印尼參訪，提供我國經驗供印尼參

考，朝促使我國成為亞太地區土壤及地下水技術交流的目標努力。 

一、 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第五次事務會議 

為持續推動與亞洲其他非邦交國家環保交流工作，環保署持續推

動於 99 年成立之「亞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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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8 日召開「工作小組第五次事務會議」，會議中討

論 11 月土壤及地下水國際研討會暨環境展、11 月亞太國家環境保護

機關司長級以上高峰會議、第 3 屆（西元 2015-2016 年）工作小組副

主席選舉，以及西元 2015-2016 年工作小組之活動主題等。 

該次會議決議通過由韓國擔任工作小組第 3 屆副主席（西元

2015-2016 年），與會情形如圖 6.1.1-1 所示。會中各成員國代表並表

示支持 11 月於臺灣召開亞太國家司長級以上高峰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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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的

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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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土壤及地下水工作小組第五次事務會議」成員國代表合影 

 
陳尊賢教授開幕致詞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蔡鴻德執行秘書 

致歡迎詞 

  
Dr. Do-Hyung Kim (Korea)發言討論 與會人員互動交流 

 
Dr. Chayawee Wangcharoenrung 

(Thailand)發言討論 
Ms. Rebecca Hughes (Australia) 

發言討論 

圖 6.1.1-1 工作小組第五次事務會議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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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美環保合作計畫污染場址累加式代表性樣品採樣規劃講習會 

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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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場次專業技術講習會議，今年度持續辦理相關活動。 

103 年 8 月 19 日及 20 日的臺美講習會，邀請到 2 位美國環保署

的專家擔任講習會講師，分別是美國超級基金整治暨技術創新辦公室

的環境科學家 Ms. Deana Crumbling 及分析化學家 Mr. Stephen 

Dyment。2 位美國專家以「污染場址累加式代表性樣品採樣規劃」為

題，與我國分享美國在該領域的技術發展及實際應用經驗，與會情形

如圖 6.1.2-1 所示。並邀請「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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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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場址累加式代表性樣品採樣規劃講習會」與會貴賓合影留念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 蔡執行秘書鴻德

開幕致詞 
會場座無虛席 

 
美國環保署 Mr. Stephen Dyment 

（特邀講師） 
美國環保署 Ms. Deana Crumbling 

（特邀講師） 

 
永灃環境管理公司 黃智博士 

問題與討論 
Dr. Masanori Kobayashi (Japan) 

問題與討論 

圖 6.1.2-1 污染場址累加式代表性樣品採樣規劃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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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4 年亞太國家環境保護機關司長級以上高峰會議 

「2014 年亞太國家環境保護機關司長級以上高峰會議」由環保

署魏國彥署長主持，邀請到澳洲、韓國、日本、馬來西亞、紐西蘭、

印尼、斯里蘭卡等 7 國共 5 位司長級官員共 11 位代表與會，與會情

形如圖 6.1.3-1 所示。 

本次高峰會議討論事項為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法之立法過程

與經驗分享、污染整治預算編列及整治基金管理之經驗、污染整治之

政策管理與社會經濟之影響及加強亞太各國間的交流等主題。會後簽

署之區域合作宣言(Taipei Statement on Asia and Pacific Partnership for 

Contaminated Sites Management) 內容摘要如下： 

1. 各國同意以「污染場址管理(Contaminated Site Management)」作為

未來區域合作之主要主題。 

2. 各國同意以「土地永續利用(Sustainable use of land)」及「污染場址

之整治(Contaminated sites remediation)」作為區域合作之環境技術

發展的核心主題。 

3. 各國同意將相關資訊之交換（如整治技術、環境數據、法規及管

理政策等）視為重要議題，並將持續努力於建立溝通管道及聯絡網

絡。 

4. 各國同意授權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 (ReSAG 

Working Group)之指導委員，就亞太地區污染場址整治合作宣言之

執行進行討論及工作小組組織之重新編制等。 

5. 各國同意工作小組指導委員至少 1 年舉行 1 次事務會議；司長級

會議則每 2 年舉行 1 次，考量地理位置及各會員國之便利性，未來

將由臺灣環保署於臺灣主辦司長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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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環保機關司長級以上高峰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環保署魏國彥署長致歡迎詞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蔡鴻德執行秘書 
專題演講 

 
 

Mr. Tony Circelli (Australia)議題討論 Mr. Yunus bin Abd Razak(Malaysia)議題討論

簽署區域合作宣言 會議實錄 

圖 6.1.3-1 2014 年亞太環保機關司長級以上高峰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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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國同意以現有的工作小組網站為基礎，重組此一資訊交換平台

以促進其資訊交換之功能。網站之重組須於下一次司長級會議舉行

前完成（西元 2016 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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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與韓國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MOE)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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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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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11 月 24 日與我國環保署進行合作備忘

錄第 4 次事務會議，就 105 年度兩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合作方案

進行討論。雙方同意促進兩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之資訊交

換，在未來 6 個月內，雙方應翻譯本國之相關法規供對方參考；雙方

同意安排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參訪，並應提供相關污染場址之清

單；雙方同意設立網站及固定聯絡人（雙方各 2 人），以促進雙方活

動交流及相關資訊之分享。並於 11 月 27 日舉辦「2014 年臺韓整治

技術論壇」，邀請臺韓各 4 位專家發表專題演講，內容涵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整治技術、管理政策、實場案例經驗分享，以及臺韓未

來技術合作之方向，會議活動剪影如圖 6.1.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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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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韓合作計畫簽約儀式 
（臺灣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韓國 Dong Myung Enterpris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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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9 

五、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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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推動與其他國家環保交流工作，藉 99 年成立之「亞洲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擴大交流，於

103 年 11 月 25 日至 28 日辦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國際研討會

暨環境展」，期能透過國內外學者專家專題演講與參展單位環境展

示，共同探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管理趨勢，提供產

官學界相互觀摩學習及意見交流機會，引進我國所需技術與管理資

訊，同時也提供亞洲鄰近國家從事土壤地下水工作專業人士討論平台

及國內外廠商展示舞台，持續推動我國成為亞洲土壤及地下水技術交

流中心。 

11 月 26 日至 28 日「201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管

理國際研討會」為 2 年 1 度之年度盛事，主題包括：(1)永續管理或綠

色管理、(2)重金屬污染整治、(3)有機污染物整治、(4)生物整治、(5)

健康風險評估、(6)污染物調查技術、評估與案例分享，及(7)環境污

染源鑑識技術等。邀請來自歐洲、美加、亞洲及紐澳等世界各國共

17 位知名專家學者發表演講。安排來自英國 Nottingham 大學的 Dr. 

Paul Nathanial 及來自美國 Global Institute for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的 Dr. Rao Surampalli 進行兩場特別專題演講，另有國內

外口頭論文報告 45 篇及壁報論文發表 90 篇，並邀請亞太土壤及地下

水工作小組會員國代表及韓國代表團成員出席，總計研討會國內外報

名人數超過 800 人，現場參與人士多達 620 人。顯示我國土壤及地下

水環境保護議題已逐漸受到重視，及我國成為土壤及地下水技術交流

中心之願景亦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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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至 27 日舉辦為期 3 天之「2014 年土壤及地下水國際

環境展」，配合「厚植學研，碩果產業-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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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至 25 日）」「2014

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管理國際研討會（11 月 26 日

至 28 日）」，結合土壤及地下水領域之產官學界的環保領域專業人士

參與，分享他們在土壤及地下水調查、整治、管理的經驗，期藉由會

展，擴大各界的交流，加速國內土壤及地下水調查、整治技術升級。

特別邀請環保署魏國彥署長、美國在台辦事處(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處長 Christopher J. Marut 及荷蘭貿易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Hans Fortuin 為環境展開幕剪綵。展場除了環保署專區展示歷年土壤

及地下水施政成果及就業博覽會（人才招募）外，18 個地方環保局

也在此呈現其環保發展的特色及努力，還有 56 家國內外環保顧問、

環境檢測及設備儀器專業廠商雲集，展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

及整治相關先進技術、設備、藥劑及其他產品，並於現場提供技術諮

詢服務及廠商說明會加強參展廠商與國內外參觀者之交流，讓會場增

添不少熱鬧和多元的氣氛。本次展覽成功集結了來自我國及世界各國

的產、官、學各界人士，3 日活動累計約有 2,000 人次參加，且藉由

歐美各國、紐、澳、日、韓、中國大陸人士及東南亞國家環境部門的

參與，成功創造我國產業走向國際之契機。環保署展區規劃有 15 主

題 7 大專區，包括施政成果館、願景館（整治中心、鑑識中心、底泥

中心、風險中心）、廢棄工廠/列管事業區、預警館（工業區預警網、

加油站、農地預警、地物探測）、財務館、再利用區（離場處理、污

染土地再利用）、人才招募區。於施政成果區設置多媒體資訊展示平

台，以多媒體互動方式展現我國過去十多年在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

議題上努力的成果。各項主題皆安排專人解說，展示內容十分豐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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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顯示我國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議題已逐漸受到重視，相關活

動照片如圖 6.1.5-1 所示。 

 
2014 國際研討會開幕合影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蔡鴻德執行秘書開幕致詞 會議主席陳尊賢教授開幕致詞 

Prof. Rao Surampalli (USA)特別專題演講 Prof. Paul Nathanail (UK)特別專題演講

2014 國際研討會出席踴躍 2014 國際研討會出席踴躍 

圖 6.1.5-1 2014 年國際研討會暨環境展照片實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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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年土壤地下水國際環境展剪綵 

2014 年土壤地下水國際環境展 
環保署攤位介紹 

2014 年土壤地下水國際環境展 
環保局攤位介紹 

2014 年土壤地下水國際環境展 
廠商攤位介紹 

2014 年土壤地下水國際環境展 
人才招募區 

圖 6.1.5-1 2014 年國際研討會暨環境展照片實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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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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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型的場址進行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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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相

較東南亞各國具有執行經驗之優勢，現為各國所缺乏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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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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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率同我國土壤及地下水之產業界人

士組成代表團，於 9 月 21 日至 30 日前往印尼，參加「印尼國際合作

工作小組及現地整治交流計畫」之國際技術交流研討會暨污染場址參

訪行程（原油污染場址、重金屬污染場址），以及於 9 月 26 日下午拜

會印尼環境部部長秘書，提議雙方可簽定合作備忘錄(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深化交流，共同為環境保護努力，訪問情形如圖

6.1.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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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參訪團合影 

瑞昶公司 賴允傑經理 
研討會專題演講 

業興公司 顏丞凱經理 
研討會專題演講 

污染場址整治最佳實務國際技術 
交流研討會 

拜會印尼環境部 

圖 6.1.6-1 亞太地區國家訪問行程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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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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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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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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與政策評估及底泥等技術研發工作，依環保署之政策擬定各

主題研究方向，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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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2-1 研究主題及優先核定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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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度申請件數共 60 件，經審查通過共 26 件，經核定研究計

畫類型清單如表 6.2-1 所示，包含研究專案 22 件與模場試驗 4 件。 

表6.2-1 103年研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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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污染場址之化學指紋鑑定研究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雙色冷光提升戴奧辛生物快速篩選技

術於土壤污染模場試驗先行評估計畫 

整治 
復育 

元智大學 

利用奈米零價鐵微粒去除重質非水相液態

污染物（dense nonaqueous-phase liquids, 
DNAPLs）含氯有機污染物之技術研發及

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工程評估 

國立中央大學 
同時處理土壤中戴奧辛、五氯酚及汞之整

合性技術開發（第二階段）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

發展基金會環境研

究中心 
緩釋型類芬頓綠色工程材料之研發與應用

國立中興大學 
維生素 C 還原降解火炸藥污染物-以硝基

苯為例之翻土混合工法應用評估 

朝陽科技大學 
利用微生物呼吸試驗探討生物通氣法對柴

油污染土壤復育之成效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以新穎光催化技術處理地下水中三氯乙烯

之先期研究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以長效型氧化劑結合生物復育試驗整治受

三氯乙烯污染之地下水:整治列車成效及

對場址影響綜合評估 

嘉南藥理大學 
利用耐鹽嗜油菌與微生物富集技術強化石

油碳氫化合物污染土壤之生物復育 

評估 

健行科技大學 環境污染保險之需求與願付價值 

國立臺灣大學 
建立台灣褐地評估資料庫暨研擬褐地再開

發機制 

中國文化大學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與再開發對周邊不

動產價格與租稅收益影響之探討 

國立高雄大學 
利用鐵鋁複合金屬反應牆去除地下水污染

物之廠型規模管柱測試評估計畫 

底泥 

弘光科技大學 底泥有機污染物生物有效性評估及應用 
國立中山大學新興

污染物研究中心 
典寶溪底泥中之新興污染物流布調查及新

穎現地整治技術開發 

國立臺灣大學 
北投溫泉磺港溪不同粒徑底泥砷的分布型

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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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 103年研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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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泥 

國立臺灣大學 
利用細菌生物感測器快速篩測底泥及地下

水現場污染物 
國立交通大學防災

與水環境研究中心 
現場底泥電學性質感測貫入器研發 

國立臺灣大學 
運用地層剖面儀進行河口底泥物理性質之

空間變異研究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

館 
建立生物畜養系統評估水生生物對底泥毒

性污染物質之生物累積及濃縮潛能 

崑山科技大學 
建置漁港底泥油品污染物生物指標篩選機

制之研究 

模
場
試
驗 

整治 
復育 

大仁科技大學 
廢機油污染場址之綠色整治與優良本土復

育樹種之篩選 

崑山科技大學 
封隔型雙負壓浮油回收系統於油品洩漏場

址的運用 
國立中央大學 地下水中含氯有機污染物厭氧生物整治 

底泥 國立中興大學 
二仁溪污染底泥整治模場試驗計畫（第四

年）-鄰苯二甲酸酯塑化劑污染底泥之快速

檢測與模場試驗 

一、103 年度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之成果 

103 年度研究計畫之核定通過率為 43.0%，其中研究計畫占

84.6%，模場試驗占 15.4%。研究計畫主題為調查 2 件、整治復育 8 

件、評估 4 件及底泥 8 件；模場試驗分別有整治復育 3 件及底泥 1 

件，其具體之研究成果如表 6.2-2 所示。 

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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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師範

大學 
汽油污染場址之化

學指紋鑑定研究 

針對評估風化過程對汽油化學

指紋及鑑識之影響，探討土壤受

市售汽油污染後，風化作用對碳

氫化合物濃度及組成成份間的

影響，配合具油品來源意義之特

徵因子比值分析，從而建立汽油

污染源鑑識技術。 

 



  103 年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年報 

6-18 

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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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調查 
屏東科技

大學 

應用雙色冷光提升

戴奧辛生物快速篩

選技術於土壤污染

模場試驗先行評估

計畫 

增進雙色冷光戴奧辛反應元素
（Dioxin Responsive Element-dual, 
DRE-dual）/大鼠肝腫瘤細胞株

(H4IIE)細胞株的穩定性與敏感

度，以開發快速、有效而低成本

的本土戴奧辛生物篩檢技術，並

推廣至環境檢測機構及學術單

位，此研究結果將有效降低執行

戴奧辛監測之時間及經濟成本。

3 

整治 
復育 

元智大學 

利用奈米零價鐵微

粒去除重質非水相

液態污染含氯有機

污染物之技術研發

及地下水污染場址

整治工程評估 

利用化學還原法製備奈米零價

鐵顆粒(ZVINs)，經表面改質後

配合現地場址整治處理，並探討

自行合成之奈米零價鐵處理效

果，以提供日後工程技術放大及

經濟有效之處理技術與研究成

果參考。 

4 中央大學 

同時處理土壤中戴

奧辛、五氯酚及汞之

整合性技術開發（第

二階段） 

利用自主研發的熱裂解模組、廢

氣回收設備，及申請專利中之吸

附／熱解／再生系統，評估處理

中石化安順場之混合污染物之

最佳操作策略，本階段以高濃度

戴奧辛及汞污染土壤及經水洗

及化學洗滌後所產生的高濃度

汞污泥為處理對象，驗證自主研

發之連續熱裂解模組的適用範

圍並獲取最適化操作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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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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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整治

復育 

財團法人

成大研究

發展基金

會環境研

究中心 

緩釋型類芬頓綠色

工程材料之研發與

應用 

透過自行開發之複合型鐵氧化

物類 fenoton (Fenton-like) 反應

材，結合透水性混凝土製備工法

，開發緩釋型類芬頓綠色工程材

料，並以二甲苯、甲基第三丁基

醚為污染物標的，期能利用外加

過氧化氫(H2O2)氧化劑與透水性

反應材產生異相催化反應，發展

土壤地下水中有機物之氧化分

解綠色整治技術，提供未來現地

以緩釋型類芬頓綠色工程材料

，應用於苯、甲苯、乙苯、二甲

苯(Benzene、Toluene、Ethylbenzene

、Xylene, BTEX)及甲基第三丁基

醚 (Methyl Tertiary Butyl Ether
，MTBE)破壞去除時，合適之施

作綱要與操作建議。 

6 中興大學 

維生素 C 還原降解

火炸藥污染物-以硝

基苯為例之翻土混

合工法應用評估 

探討維生素 C 還原之能力，對硝

基苯進行還原降解，並且評估此

新穎之程序於現址(on site)進行

翻土混合處理硝基苯污染土壤

之可行性。主要目標包含(1)探討

不同 pH 之條件下，維生素 C 還

原降解硝基苯之能力及其反應

動力模式；(2)探討維生素 C 還原

降解硝基苯污染土壤之效能，評

估翻土混合工法現址施作的操

作條件。 

7 
朝陽科技

大學 

利用微生物呼吸試

驗探討生物通氣法

對柴油污染土壤復

育之成效 

藉由生物通氣法供給氧氣及營

養源，將原本處於厭氧狀態的污

染土層，轉變為通氣環境，刺激

以分解油品污染物為主的好氧

微生物生長，並評估添加營養源

對微生物生長及污染物分解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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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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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整治

復育 

屏東科技

大學 

以新穎光催化技術

處理地下水中三氯

乙烯之先期研究 

開發適合現地處理之發光二極

體(Light-Emitting Diode, LED)－
覆膜光纖處理技術，能直接應用

於污染場址，以現地處理之工法

處理遭受三氯乙烯污染地下水

之可行性先期研究。 

9 
暨南國際

大學 

以長效型氧化劑結

合生物復育試驗整

治受三氯乙烯污染

之地下水:整治列車

成效及對場址影響

綜合評估 

以整治列車的概念，結合過硫酸

鹽及厭氧生物復育法處理受三

氯乙烯污染之地下水。在本研究

中將選擇南部某工業區三氯乙

烯 (Trichloroethylene, TCE)污染

場址為研究對象，利用場址中所

採集之土壤及地下水，進行批次

實驗及管柱試驗，做為未來模場

試驗先行評估之用。 

10 
嘉南藥理

大學 

利用耐鹽嗜油菌與

微生物富集技術強

化石油碳氫化合物

污染土壤之生物復

育 

篩選分離高效碳氫化合物降解

菌，並以聚合酶連鎖反應放大菌

種之 16S rDNA，進行菌種之鑑

定，進而探討各分離菌種對輕質

非 水 相 液 態 污 染 物 (Light 
Non-Aqueous Phase Liquid, 
LNAPL)與重質非水相液體，菌

種來源為生質柴油槽之油泥嗜

油菌之生理與降解特性、乳化特

性、重金屬之吸附競爭或抑制代

謝、不同營養源添加之共同代謝

等，以提供後續實際污染環境整

治的參考，並應用生物技術追蹤

降解菌的變化進而修正碳氫化

合物污染處理技術。 

11 評估 
健行科技

大學 
環境污染保險之需

求與願付價值 

探討潛在污染業者之主觀污染

風險認知與願付價值之關係，以

供主管機關及保險業者決策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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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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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評估 

臺灣大學 
建立臺灣褐地評估

資料庫暨研擬褐地

再開發機制 

評估褐地再利用的環境、經濟、

社會方面的關鍵因子與並制定

其方法學，用以評估從整治到開

發及再利用期間 25 年內 3面向

的影響情形。在經濟與社會影響

面向，採用成本效益分析；在環

境衝擊面向，由都市代謝的角

度，採用能資源耗用分析，來分

析在不同再利用情境之下的成

本效益與環境衝擊。 

13 
中國文化

大學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與再開發對周

邊不動產價格與租

稅收益影響之探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與再開

發對周邊不動產價格與租稅收

益影響之探討。 

14 高雄大學 

利用鐵鋁複合金屬

反應牆去除地下水

污染物之廠型規模

管柱測試評估計畫 

以鐵鋁複合金屬取代零價鐵金

屬之規劃構想，利用鐵鋁金屬獨

特的可同時氧化與還原之能

力，進行全方位地下水污染去除

整治研究。鐵鋁複合金屬被證實

為良好的電子供應者，可以透過

還原脫氯反應降解多種之含氯

有機污染物，經由電子的傳遞，

使零價鐵氧化成亞鐵離子，進而

造成水樣中的二價鐵濃度增

加，產生之亞鐵離子再透過類

fenoton 反應成過氧化氫，故可同

時去除不同氧化還原類之污染

物。 

15 底泥 
弘光科技

大學 

底泥有機污染物生

物有效性評估及應

用 

延續並擴大前述研究成果，探討

不同來源底泥、底泥整治前後、

混合多環芳香烴(PAHs)以及不

同污染齡(aging period)對生物有

效性的影響，建立底泥多環芳香

烴的真實暴露參數，並參考國外

（荷蘭）地表下污染風險管理最

新政策法規發展趨勢（亦即生物

有效濃度代表實際暴露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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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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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底泥 

中山大學

新興污染

物研究中

心 

典寶溪底泥中之新

興污染物流布調查

及新穎現地整治技

術開發 

研究開發新穎 Fenton-like–奈米

級施威特曼石/過氧化氫結合電

動力之整治技術，利用電動力法

可傳輸於多孔隙介質之優勢，使

奈米級施威特曼石及過氧化氫

傳輸於底泥顆粒間隙，提升氧化

劑與污染化合物之有效接觸，以

克 服 國 內 利 用 Fenton 或

Fenton-like 進行現地整治，經常

因氧化劑反應快速且無法與污

染化合物進行有效接觸，而導致

成效不彰之情形，實具有現地整

治底泥污染之潛能。 

17 臺灣大學 
北投溫泉磺港溪不

同粒徑底泥砷的分

布型態之研究 

針對磺港溪之沉積物中不同粒

徑底泥透過連續逐級萃取程序

(Sequential Extraction Procedure,
SEP)的定量方法說明砷、鉛的移

動狀況級釋出機制，並借重 X－

光繞射分析儀(X-ray diffraction, 
XRD) 與 元 素 分 析 (Element 
analysis, EA)等非破壞性檢測

法，進一步解釋不同粒徑底泥中

砷、鉛的型態分布與鍵結狀況，

以評估底泥中砷污染程度與對

周遭環境的影響。 

18 臺灣大學 
利用細菌生物感測

器快速篩測底泥及

地下水現場污染物 

建立一系列毒性物質及專一性

重金屬檢測器組套，提供快速篩

測底泥及地下水污染物的方法

並降低檢測成本的方法，作為毒

性物質及重金屬環境污染的有

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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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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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底泥 

交通大學

防災與水

環境研究

中心 

現場底泥電學性質

感測貫入器研發 

發展一現地可直接貫入底泥之

感測桿，該量測系統具備容易組

裝及操作的特性，有助於探討底

泥厚度與對應之電學特性，並配

合時域反射技術(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TDR)於時域分析

的介電度、導電度量測優勢，以

及寬頻介電頻譜量測方法研

擬，據以作為電學探測結果解讀

與量化分析的依據，並延伸至地

球物理試驗結合，提供其電學性

質參數率定與驗證使用，以可充

分達到快速檢測底泥範圍、厚度

與對應可能污染潛勢調查。 

20 臺灣大學 
運用地層剖面儀進

行河口底泥物理性

質之空間變異研究 

於基隆河與淡水河口進行變頻

聲納地層剖面儀調查，並輔以現

場底泥採樣。將利用測線上的聲

學資料估算底泥之平均粒徑、滲

透率與底泥厚度以建構底泥空

間分布，此資訊可提供整治工程

估算所需移除的底泥量。 

21 
海洋生物

博物館 

建立生物畜養系統

評估水生生物對底

泥毒性污染物質之

生物累積及濃縮潛

能 

將食物鏈中不同階層之水生生

物飼養於同一生態系統，暴露於

由野外現場採回之相同底泥污

染源之水域中，以相同環境因子

並控制其食性及食量，設計控制

野外環境因子變異，進行觀察分

析持久性有機污染物（16 種多環

芳香烴）之生物累積與生物放大

現象，進一步評估食用污染水產

品其對人體健康風險之污染濃

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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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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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底泥 
崑山科技

大學 

建置漁港底泥油品

污染物生物指標篩

選機制之研究 

本研究目的為建構相關污染物

之篩選機制，本計畫擬延續過往

之長年監測研究，擬於東部 2 個

最大且為代表性之 2港口亦即花

蓮縣花蓮漁港與臺東縣成功漁

港（或稱新港）進行港口底泥採

樣並建構環境法醫程序鑑定相

關污染物之 3類主要生物指標化

合 物 類 （ biopharmacertics 
classification system, BCs ，

bicyclic sesquiterpanes，C14 到
C16 雙環倍半萜；terpanes，C18
到 C36 萜烷；steranes，C28 到

C30 甾烷）與美國環保署公告之

16 種代表性多環芳香烴污染現

況以利爾後相關港口底泥之污

染物鑑定應用。 

針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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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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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3 103年土污基金補助模場試驗成果及成效分析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及效益分析 

1 

整治 
復育 

大仁科技大學 
廢機油污染場址之

綠色整治與優良本

土復育樹種之篩選 

成果 

模場試驗場址受鋅、鉻、銅、鎳及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之嚴重污染，以生

物復育法（蚯蚓與石化分解菌）與植生復育法（白楊樹、構樹、血桐、

太陽麻與田青）改善污染，在三年的試驗後發現，各復育區之總石油碳

氫化合物(Total petroleum hygrocarbons, TPH)濃度雖仍有高低之不規則

變化，但大體上呈現降低趨勢，多數處理區都有不同比例之減量效果，

而復育植物之生育調查與木本植物之生理試驗結果顯示，各類植物之生

長與生理狀況正常，可以忍受並適應污染環境，皆可做為本場址之復育

植物；而植體之重金屬測值指出，各類植物皆具吸收累積效果。 

效益 

本計畫帶來之效益為整治污染場址、做為公有地整治表率、避免持續污

染地下水、現地生物復育施作與現場植生復育施作等，其結果將可做為

此工法現地應用之參考，使我國之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增加另一

選項。 

2 崑山科技大學 
封隔型雙負壓浮油

回收系統於油品洩

漏場址的運用 

成果 

浮油回收試驗模場相關系統設置完成後總操作時程約歷經 5 個多月，執

行期程中由相關數據收集整理比對後，呈現新開發樣式的封隔雙真空式

浮油回收系統，在系統作功效能提升、浮油收集效能、廢水減量效能與

操作成本效能等皆優於傳統舊式的其他真空式浮油回收系統。 

效益 

未來可提供國內油品洩漏類污染場址（包含石油化學品製造廠、石油化

學煉製廠、加油站、油品儲槽區）在有發生洩漏事件時，提供一新污染

改善方法選擇與相關緊急應變時之需求使用外，本方法之導入應用可減

低相關場址污染改善之花費與執行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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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3 103年土污基金補助模場試驗成果及成效分析（續） 

編號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及效益分析 

3 
整治 
復育 

中央大學 
地下水中含氯有機

污染物厭氧生物整

治 

成果 

利用「全功能性基因定序經由京都基因與基因組百科全書(KEGG)」和

「直系同源蛋白質家族資料庫 (COGs)」之資料庫分析四氯乙烯降解至

乙烯的關鍵基因，分析出本場址可能利用的生化代謝路徑，推導出之降

解途徑中污染場址帶有或是缺乏之重要關鍵降解基因，以達生物復育之

成效。 

效益 

著重在生物營養鹽添加後是否促進氯化有機污染物降解，並建立完整環

境菌相及降解機制分析，可應用在未來不同的多氯有機污染物污染場址

的生物復育研究暨菌相分析工作，作為未來場址全場整治之參考依據亦

可作為菌種純化場址之參考來源地點。 

4 底泥 中興大學 

二仁溪污染底泥整

治模場試驗計畫（第

四年-鄰苯二甲酸酯

塑化劑污染底泥之

快速檢測與模場試

驗） 

成果 

第一階段模場試驗結果顯示二仁溪底泥中微生物對鄰苯二甲酸二(2-乙
基己)酯(di(2-ethylhexyl)phthalate, DEHP) 之降解能力的確比國際間之

試驗結果為佳，此階段模場試驗顯示工程干預是較佳選擇，且有進行乳

化液回收者尤佳；第二階段模場試驗則顯示現場風化之多環芳香烴化合

物以鄰苯二甲酸苯丁酯(Butyl benzyl phthalate, BBP)最容易回收，以總去

除率而言，乳化液與釋氧劑添加之工程干預仍是較佳之方案，但在鄰苯

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為主要污染物且為風化型態時應謹慎使用。 

效益 

本研究成果之效益為增進學術卓越性、科技創新性、研究領域衝擊與國

際競爭力，將以獨立研發之奈米基質進行局部雷射激發拉曼光譜以有效

增強其訊號，將可有效降低目前針對底泥中多環芳香烴化合物檢測成

本、提升可信度與縮短採樣檢測時間。所研發之乳化液產品與微量化學

污染物之現地快速偵測及其衍生之技術服務具有相當高之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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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之政策規劃將以永續性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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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度之專案成果績效統計結果發現，已有 4 件補

助專案預計將其研究成果衍生相關技術共 5 項於中華民國、中國大

陸、美國等申請專利中，詳如表 6.2-4 所示。 

表6.2-4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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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場

試驗 
整治

復育 

二仁溪污染底泥整治模場試

驗計畫（第四年-鄰苯二甲酸

酯塑化劑污染底泥之快速檢

測與模場試驗） 

環境介質整

治方法 
中華民國 底泥中高疏

水性污染物

回收方法 

2 
模場

試驗 
整治

復育 
封隔型隻負壓浮油回收系統

於油品洩漏場址的運用 

浮油回收裝

置及浮油回

收設備 

中華民國、

中國大陸 

3 
研究

計畫 
底泥 

底泥有機污染物生物有效性

評估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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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研究

計畫 
整治

復育 

同時處理土壤中戴奧辛、五

氯酚及汞之整合性技術開發

（第二階段） 

可從含汞污

泥、底泥及土

壤回收汞之

簡易程序 

中華民國、

中國大陸、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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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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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年度之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成果發表會結合環保署「2014 土

壤及地下水年度盛會」併同舉行，年度盛會採一展多會方式於臺北世

界貿易中心南港展覽館盛大辦理，包括 103 年 11 月 24 日至 25 日「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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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1 月 25 日至 27 日「2014 年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展」及 11 月 26 日至

28 日「2014 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整治與管理國際研討會」。 

兩日會議總計 554 人次參加，經統計後之與會人次以產業界占最

多比率(44.7％)，其次依序為學術界(30.2％)、公務機關(16.9％)、其

他(8.2％)。 

本年度成果發表會延續「厚植學研 碩果產業」作為活動精神，

辦理方式除邀請本年度 26 個研究團隊進行成果發表外，另展示歷屆

補助計畫的海報論文發表（合計 60 件）。活動內容以成果簡報及海報

競賽的形式進行，現場亦有模型、實體儀器設備及成果樣品展示，藉

此達到研究成果分享與技術交流之效益。會場內另邀請「炳哥的機器

人異想世界」（環保工藝教育站）參加展出，藉由回收物作為創作媒

材並賦予新生命，以寓教於樂的方式宣導環保教育理念。辦理情形如

圖 6.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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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賓報到 貴賓開幕及合照 研討會開幕合照 

 
展示實體解說 主題展示區解說 環保藝術文創區 

 
研討會交流 實體展示區 海報競賽頒獎 

圖 6.2-2 成果發表暨研討會辦理情形  

三、104 年度研究及模場試驗之申請及補助 

104 年度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公開徵求共計 53 件專案申請，核

定通過者共有 31 件，通過率為 58.0 %。與 103 年度之申請通過專案

相較下，調查類與評估類占比率提高約 7.2 - 21.3 %；底泥類與整治

復育類專案則呈現下降趨勢，分別占 16.1 %與 32.3 %，如圖 6.2-3 所

示。核定通過之專案依類別區分研究計畫有 30 件，模場試驗有 1 

件；研究主題為調查 9 件、整治復育 10 件、評估 6 件及底泥 5 件。

核定通過以整治復育及調查較高，其次為評估，底泥類最低，詳如表

6.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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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103 與 104 年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所占比率  

 

表6.2-5 103與104年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件數與通過比率 

年度 申請計畫 審查通過 核定比率 

103 60 件 26 件 43 % 
104 53 件 31 件 58 % 
統計 113 件 57 件 50 % 

四、未來展望 

環保署自 99 年起致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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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 5 年，為完善專案補助之作業程序

及審核機制等，環保署每年持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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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精進並徵求具創新性、實場應用性等之調查整治技術

研究，同時發展底泥類調查、評估及整治之方針，不僅達成種子人才

培育目標，亦提升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發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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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土地品質系列宣傳活動 

為推動國內土壤、地下水保育及污染整治工作，深耕國人及海內

外民眾「土地品質即價值」之觀念，並強化國內兒童環境保護知識與

態度，進而增進全民環境倫理與責任，於 103 年度推動「土地品質宣

傳推動計畫」，並以「福爾摩沙土地醫生」貫穿議題宣傳包裝，展開

一系列宣傳活動，包括：製作動畫改編兒童刊物、校園巡迴環境教育

宣傳活動、網路宣傳活動、土地關係人行銷宣傳、大型宣傳活動、媒

體運用宣傳、異業合作、結合地方性特色活動等等，透過與參與的民

眾互動和媒體宣傳，藉此強化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之知識與態度。 

一、製作動畫改編兒童刊物 

為使環境教育能充分向下扎根，協助學童從小建立環保意識，特

將歷年動畫以「福爾摩沙土地醫生系列漫畫」形式呈現，逐步帶領學

童認識豐富且多樣的土壤及地下水知識，共計印製 1,000 本，於各地

方縣市國小發放。透過校園巡迴活動測試，收取了 556 份讀後問卷，

獲得 78.8%的漫畫滿意度與 85.4%的續集期待度。此外，於官方網站

內上刊漫畫連結，提供民眾下載閱覽，相關成果如圖 6.3-1 所示。 



  103 年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年報 

6-32 

 

 

福爾摩沙的土地醫生系列漫畫 系列漫畫閱後問卷 

官方網站內上刊漫畫連結 

圖 6.3-1 宣導文宣  

二、校園巡迴環境教育宣傳活動 

為推廣「保護土壤及地下水品質」議題，於桃園市桃園國小、彰

化縣中山國小、臺南市忠義國小、高雄市七賢國小及臺東縣豐源國小

等五所學校，辦理兒童舞台劇「小熊愛土地」巡迴演出。透過舞台劇

的感染力，專業主持人的講演，與學童們面對面接觸，傳遞土壤、地

下水保護知識，建立正確觀念，參與學童達 1,015 參與人次，回收了

1,015 份問卷，並達 96.7%的活動滿意度。活動現況如圖 6.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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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校園巡迴活動實況  

彰化中山國小宣傳實況 彰化中山國小宣傳實況 

桃園國小宣傳實況 桃園國小宣傳實況 

高雄七賢國小宣傳實況 高雄七賢國小宣傳實況 

臺東豐源國小宣傳實況 臺東豐源國小宣傳實況 

臺南忠義國小宣傳實況 臺南忠義國小宣傳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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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路宣傳活動 

為使議題得以突破時間、空間之限制，本年度採用了「發燒網」

與「挖好康」等網路活動平台，看宣傳影片進行有獎徵答，持續為臉

書粉絲團募集更多粉絲，傳遞議題資訊。並藉由臉書粉絲團發文，讓

更多人了解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的重要性。 

（一）網路平台活動 

網路活動共分為「發燒網」8 階段，「挖好康」1 階段，活動期間

於 6 月 1 日起至 8 月 21 日止總共吸引 1 萬 2,833 人參與活動，平均

每階段參與人數為 1,425 人/階段，活動成果如圖 6.3-3 所示。 

網路活動頁面 網路活動參加者分析數據 

網路活動舉辦期間流量圖表 網路活動獎品與郵局回執紀錄 

圖 6.3-3 網路宣傳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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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acebook 臉書粉絲團管理經營 

從 102 年延續至今之 Facebook 臉書粉絲團-「土淨水清系列活動」

持續宣傳土壤及地下水議題。統計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粉絲團

人數增加至 6,492 人。 

四、土地關係人行銷宣傳 

為使民眾了解「土地品質」亦會影響「土地、房屋價值」的觀念，

特別邀請到形象親切、專業的知名不動產投資專家－Sway、賴憲政，

針對「因土地品質可能為投資所帶來的影響」撰寫專文，文章內容如

表 6.3-1，分別於《天下雜誌-雙周刊》（103 年 10 月 1 日-14 日，第

557 期）、《時報周刊》（103 年 10 月 17 日-23 日，第 1919 期）兩雜誌

中刊登，如圖 6.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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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 宣傳專文內容  

「土地品質即價值，地下水源即資源」 
撰文：不動產投資專家  賴憲政  日期：103.7.28 

過去農業社會，土地是資產的象徵、財富的基礎，有土斯有財的觀念根深柢固。

土地可以世代傳承，種植農稼，取之不盡，用之不竭。是生活所需的主要來源。

收成多少，總要看老天爺的賞賜，人與大自然之間必需和諧相處，對土壤的愛護

和尊重，是千百年來晴耕雨讀，領悟出來的一套天人哲學。養成敬天愛地、惜物

知福的傳統習俗。 
大地像母親，無私的奉獻，萬物皆依附她而生長，吸取它的養份而茁壯。但現代

工業發展帶來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帶來環境污染。如今部分無良商人為富不仁，

為了自身利益，甚至蒙蔽了道德良知，在大地上任意蹂躪、踐踏及破壞。土地一

旦受到污染，整治可能要花數千、數百倍的費用，不僅無法輕易復原，甚至花再

多錢也無法逆轉。 
越戰美軍當年噴灑的澄劑，至今仍持續污染著越南土地，連農漁牧產品也受污

染，還生出許多畸形的兒童，有一千萬越南人民是橙劑的受害者。一九七○年 RCA
桃園工廠污染案，一九八一年台鹼安順廠戴奧辛污染，一九八六年綠牡蠣事件，

一九八八年鎘米事件，二○○○年昇利化工高屏溪污染，二○○五年毒鴨蛋事件，二

○○九年台塑仁武廠污染，二○一○年二仁溪污染，二○一三年日月光污染等，這不

勝枚舉污染案件，讓原本屬於全台灣人的寶地受到污染，對環境、土地造成無法

彌補的傷害。 
一九八一年中石化污染案，造成土壤嚴重的污染，是本世紀中，臺灣最大的環保

工殤案件。廠區之土壤也因過度污染，以致無法輕易整治，至今環保署仍為了中

石化污染事件，持續不斷的督促整治工作，為了是要恢復人們生存環境的健康，

守護臺灣的樂土。 
兒時記憶，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曾幾何時變成，我家門前臭水溝，後

面土石流。山川哭泣、土地哀號，大自然的反撲，如八八水災小林滅村，人民只

能無語問蒼天。臺灣地小人稠，是二三○○萬國民生於斯、長於斯，安身立命之

所在，如果我們再不重視土壤與地下水的保護，不僅傷害這一代的健康，也將禍

延後代子子孫孫。 
水、空氣與土壤為人類賴以為生的資源，土地是我們最真實、親切的生活所在。

不僅是有形、有價物件，它更是國家、家庭、個人，一切成長進步的根本基礎，

世代萬物皆由此茁壯長大。土地也是民眾私有財產的權益與責任，很多人買賣土

地，只注重地點！地點！地點！殊不知萬一買到被污染或相近的土地，不僅無法

耕作、也不能居住，所以土壤、地下水有沒有被污染，不是環保議題，而是與您

的資產增減息息相關。 
俗語說：｢疼惜土地，就是疼惜子弟｣。為了達到「土壤、地下水零污染」之願景，

遏阻土地污染，維護國人生存的資源。政府本身扮演著未雨綢繆的角色，建立土

地履歷背景，讓民眾查詢；進行「土地品質即價值」「地下水源即資源」觀念等

宣傳工作更是不留餘力，期盼能深化國民對鄉土的熱愛。愛在真誠，愛在實踐，

撫平土地的傷痕，先從休養生息做起，細心呵護，才有希望恢復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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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 宣傳專文內容（續）  

「這一代的污染  下一代承受」 
撰文：不動產投資專家  Sway  日期：103.8.31 

前言： 
「土地品質即價值、地下水源即資源」是環境保護一項重要的議題，隨著不肖業

者的不當開發，讓土壤、地下水紛紛受到了污染。但是，這一代的污染，不該由

後代的人來承受，若忽略了「土地品質即價值、地下水源即資源」，那損失是由

全土地上的人承擔的。我們該遏止，也該關心與土壤品質有關的事了，一但忽視，

讓污染不斷發生，就再也來不及！ 
我小時候常常去桃園外婆家玩耍，奔跑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中，拔下還沒成熟的稻

梗烤爆米花來吃，也把泥土堆一堆，作成窯來悶烤偷採的番薯，熱了就跳下溪水

沖涼，遠遠的，我的外婆會叫我來吃西瓜，因為剛剛用地下水冰鎮好了。 
其實我完全不知道桃園的土地有多危險。 
四十年前，美國 RCA 公司來臺灣開設工廠，地點選在桃園市與八德市的交界處，

有毒的廢水就隨便倒在廣大的荒野中，污染了泥土與地下水，整片的良田瞬間報

廢，而這毒水就隨著地下水系統，遍流各地。 
我外婆自然也不知道這新聞，因為鄉下並沒有看電視與訂報紙，只是偶爾會聽到

養魚塭的鄰居哭著說：「我的魚昨晚都被毒死了，可是不知道是誰毒的。」然後

他們再養，沒死的魚自然是賣到市場。稻子也是，一年兩次的豐收，那些米通通

送到全國各地，我們窮只能吃地瓜跟稀飯，白米是過年跟祭祖才有得吃。 
現在自然是知道，誰毒了這些魚，而喝地下水長大的我們與稻米，也吃了不少毒。

後來那一大片毒工廠已經變成重劃區，建商打算蓋房子，賣給不知情的人，住在

無法清除的毒土地上，過去，這個三氯乙烯的毒水，已經讓上千人罹癌、數百人

因毒而死亡，接著，新竹也發現類似的毒水事件。 
住在讓人得癌症的土地上，縱使鋼筋水泥的房屋不會受害，但這片土地長出來的

草，都是吸收毒水、毒泥土長大的，你的小孩、你的寵物，會把草拔起來啃，住

戶會在附近種一些菜跟水果，開心農場讓人開心過日子，但農場長出來的，是有

毒的。 
上一代地主自然不管這些事，他們當年把土地賣一賣、把公司收一收，人就跑了，

留下來人是為這些公司賣命的員工，當初為他執行傾倒廢水的人已經老去，賺來

的財富也交給了下一代，而下一代的人，正拿著錢去找醫生，因為大家得了癌症，

那些財富沒命可用。 
四十年前的帳還沒算完，今年初高雄日月光又污染了後勁溪，百姓自然是不會記

得那個污染是啥，但這些毒水一樣是會讓人生病。 
一樣的輪迴，董事長命令員工倒毒水，毒水污染了土地，種出來的稻米與蔬菜，

餵飽了牛猪雞，也餵飽了老百姓，員工的小孩也吃了這些有毒的食物，老闆給了

封口費或薪水給這些員工，然後讓他們拿著錢治療自己的小孩。等到公司倒閉或

關閉，一樣是在這些有毒的土地上，蓋房子、種植物、小孩與寵物吃下毒。 
你要住在有毒的土地上？還是，你應該阻止這樣的悲慘輪迴一再上演？這件事不

是只有政府該管，而是只要你是這塊土地上的人，就該全力防止，因為這些事件，

在地人一輩子記得，而且世世代代不會在這裡再買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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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4 宣傳專文刊登情形  

 

 

 



第六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39 

五、大型活動宣傳 

103 年 10 月 18 日舉辦「福爾摩沙土地醫生實習日」宣傳活動，

活動中邀請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摩斯漢堡、茶寶、木柵區農會、

設計品保會等單位，於活動現場設攤，共同宣傳「土壤及地下水保護」

議題。 

「土水超人創意舞蹈大賽」共有 12 隊報名，經過評比 5 隊入圍、

其中 4 隊於現場決賽，各隊展現對於環保主題曲「土水超人」的創意

及舞蹈技巧，此外，如果兒童劇團也在現場演出小熊愛土地舞臺劇，

並與民眾及親子互動，讓宣傳議題更親民，現場也擺設遊戲攤位，讓

民眾藉著參與闖關遊戲，進一步了解「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的重要性。

現場邀請異業合作的企業單位蒞臨並由署長親自贈予感謝狀，以此肯

定企業社會責任與對環境保護的協力付出，活動總計吸引了 2,190 人

次實際參與活動、創造 28 篇媒體報導，活動實錄如圖 6.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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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國彥署長蒞臨現場合照 舞團開場 

異業合作單位受獎 民眾參與互動遊戲區 

兒童劇團演出 現場有獎徵答 

署長與得獎者互動 現場民眾與吉祥物合照 

舞蹈比賽決賽演出 現場領取文具大禮包 

圖 6.3-5 福爾摩沙土地醫生活動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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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媒體運用宣傳 

103 年度規劃「廣播廣告」、「電視廣告公益託播」及「麥當勞店

頭電視廣告託播」等媒體，首次於內政部不動產交易實價登錄網中連

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網站。 

（一）廣播廣告託播 

廣告於 HitFM 聯播網託播，如表 6.3-2 所示，為使聽眾了解「土

壤及地下水保護」議題，並考量收聽群眾收聽習慣，北部地區以「國

語版」露出；中、南部地區則以「臺語版」露出，託播時間為 103 年

10 月 23 日至 103 年 11 月 12 日，計 500 檔次。 

（二）電視公益託播 

運用 30 秒廣告說明「不動產不應隨意與來路不明的人士進行買

賣、承租」資訊，並透過臺視、華視、民視、中視、原視共五家電視

臺，分別進行為期 1 個月（自 103 年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的公

益託播，計播放 147 檔次。 

表6.3-2 廣播宣傳講稿  

國語版 
土壤及地下水受到污染 不僅破壞會環境與人體健康  
土地價值也會受到影響 為了自己與未來  
行政院環保署邀請您一起關心土地品質  
更多資訊  請上網搜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 

臺語版 
大家好 行政院環保署提醒您 土地出租一定要注意 
有部分的不肖業者藉著租土地的名義 偷埋非法的廢棄物 
這樣不但會造成土地被污染 地主還有可能因此犯法  
相關的罰款最高到三百萬元  為了自己的將來  
趕快跟環保署一起關心土地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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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麥當勞店頭電視廣告託播 

於速食業龍頭「麥當勞」的 336 間分店中，刊登店頭電視廣告，

播映「土地買賣須注意事項」廣告影片。宣傳對象為來店用餐的學齡

兒童與一般民眾，藉此廣泛宣傳「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提升宣

傳效益，託播時間為 103 年 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託播實況如圖

6.3-6 所示。 

（四）內政部不動產交易實價登錄網露出 

為擴大宣傳效益，首次於內政部不動產交易實價登錄網中，加入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網站連結，使土地關係人查詢不動產交

易實價時，也能透過網站連結，了解「土壤與地下水」相關資訊。於

103 年 8 月 1 日正式上線，統計至 103 年 12 月 31 日止，接觸 424 萬

577 人次，刊登成果如圖 6.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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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麥當勞店頭電視廣告託播

 

圖 6.3-7 不動產交易實價查詢網連結土污基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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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異業合作結盟 

為擴大宣傳效益，103 年度與單位進行異業合作，於「松青超市」

「信義房屋」刊登活動海報「摩斯漢堡」餐盤紙中露出議題資訊「臺

北農會」網站刊登網站連結「茶寶」張貼議題貼紙等，運用企業的資

源分享議題訊息，進一步將土壤、地下水保護的觀念，傳遞給民眾。

合作項目如表 6.3-3 與圖 6.3-8 所示。 

表6.3-3 異業合作項目列表  

 

項

次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備註 

1 摩斯漢堡 
店家餐盤紙中露出廣告 
參與 10 月 18 日大型活動 

上刊日期：103.9.1 
印製數量：100,000 張 
分配店面數量：223 家分店 

2 松青超市 各分店刊登活動海報 上刊日期：103.8.1 

3 信義房屋 
各分店刊登活動海報 
內部閱讀刊物刊登活動資

訊 

上刊日期：103.8.1 
（內部閱讀刊物為 8 月份月

刊；第 29 期） 

4 茶寶 
銷售商品中張貼議題貼紙 
參與 10 月 18 日大型活動 

上刊日期：103.8.1 
共計張貼 500 份 

5 臺北農會 網站中張貼連結橫幅 上刊日期：103.8.1 至自行下刊

6 彰化田中農會 銷售商品中張貼議題貼紙 
上刊日期：103.8.1 
共計張貼 1,000 份 

7 木柵農會 參與 10 月 18 日大型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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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漢堡上刊成果 松青超市上刊成果 

信義房屋上刊成果 茶寶上刊成果 

 

臺北農會上刊成果 田中農會上刊成果 

圖 6.3-8 異業合作上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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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合地方性特色活動 

於 103 年 8 月 29 日、30 日、31 日結合地方性特色活動-「桃園

市土地公文化節」，於活動現場擺設遊戲攤位，與民眾互動「土壤與

地下水」知識遊戲、臉書打卡送宣傳贈品，安排吉祥物人偶、環保天

使團參加遶境活動，並沿街發送印有宣傳資訊的「壽桃」，民眾索取

踴躍，並與本議題吉祥物合影上傳個人臉書，擴大宣傳效益廣度。活

動如期完成，並達成了現場活動 700 人次的參與，活動成果如圖 6.3-9

所示。 

圖 6.3-9 參與地方性特色活動成果  

 

家長指導小朋友了解土壤構造 民眾排隊參與攤位活動 

按讚打卡活動 小朋友參與攤位互動遊戲 



第六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47 

圖 6.3-9 參與地方性特色活動成果（續）  

九、媒體及活動宣傳效益 

正確環境教育之建立、觀念之落實，是需由淺至深、細細堆疊的

長時間工作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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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土地品質宣傳與活動後續媒體報導

所露出之新聞數量共計達 34 篇，並創 2,978 萬 9,941 接觸人次，如表

6.3-4 所示。 

 
公仔踩街遶境紀實 人氣吉祥物與小朋友互動 

遶境踩街中沿路發送壽桃 吉祥物人偶吸睛踩街，民眾爭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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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4 接觸人次效益總結統計表  

項

目 
露出類別 

數量 
接觸人次 備註 

媒

體

接

觸

人

次 

新聞媒體 34 篇 3,481,303  

雜誌 2 篇 240,000 

天下雜誌-雙週刊

（557 期） 
時報周刊 
（1913 期） 

Hit FM 廣播 500 檔次 8,703,000  
電視公益託播 147 檔 10,531,740  
麥當勞店頭電視廣告 2743 檔次 1,714,375  
不動產交易實價查詢網露

出 
- 4,240,577 

統計至 
12 月 31 日止 

異

業 
合

作 

摩斯漢堡餐盤紙露出 100,000張 100,000  
茶寶銷售品貼紙露出 500 張 500  

臺北農會網站露出 - 10,440 
統計至 
12 月 31 日止 

彰化田中農會銷售品貼貼

紙 
1,000 份 1,000  

活

動 
接

觸

人

次 

校園巡迴活動 - 1,015  
參與土地公文化節 - 2,438  
臉書粉絲團經營 - 154,185  
網路宣傳活動 - 12,833  
「土水超人」創意舞蹈比

賽官方網站瀏覽人次 
- 1,177  

福爾摩沙土地醫生實習日 - 2,190  
活動海報張貼 566 處 593,168  

總計 29,789,94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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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教育訓練與人才培育 

環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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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場次 350 人

次之教育訓練，並舉辦研商會、說明會、講習會等共 94 場次，參與

人數達 7,400 人次，其訓練與會議內容如表 6.4-1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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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4-1 103年教育訓練相關會議課程表  

編號 訓練課程名稱 訓練日期 總場次 總人數 活動性質* 辦理對象 
1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修正草案公聽會 
103.3.7 
103.3.11 

2 78 公聽會 對象為環保團體 

2 污染土地關係人之

善良管理人注意義

務認定準則暨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規制度說明會議 

102.5.2 
103.6.4 
103.7.15 
103.7.21 

4 320 法規說明會 對象為土污法上

可能認定為土地

關係人之民眾、

單位（包含曾經

受環保法令裁罰

罰者、大地主、

農漁會等） 
3 「 美 國 Windfall 

Lien 制度」以及「美

國行政和解制度」研

析成果說明暨研討

會議 

103.7.7 1 40 法規說明會 對象為環保署相

關單位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實務之個人資

料保護檢核暨標準

作業流程說明會 

103.10.13 1 40 法規說明會 對象為環保署執

行委辦計畫廠商 

5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

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及監測設備設置管

理辦法暨網路申報

操作說明會議 

103.10.28-
30 

4 647 法規說明會 對象為地下儲槽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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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103年教育訓練相關會議課程表（續）  

編號 訓練課程名稱 訓練日期 總場次 總人數 活動性質* 辦理對象 
6 法國土壤污染保護

規定研析程果說明

會 

103.10.29 1 40 法規說明

會 
對象為環保署相

關單位 

7 2014 年戴奧辛篩檢

技術推廣會議 
103.3.17 1 70 研討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及環境檢測

機構 
8 農地砷污染之調

查、整治及管理技

術研討會 

103.9.4 1 90 研討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業界及學術

單位 
9 2014 年污染場址

調查與整治技術發

展路線藍圖國際研

討會 

103.11.25 1 100 研討會 環保機關、工程

顧問公司 

10 2014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場址調查整治

與管理國際研討會 

103.11.26-
28 

1 550 研討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業界及學術

單位 
11 綠色及永續導向型

整治暨含氯污染調

查及整治技術研討

會 

103.4.10 1 85 研討會 環保機關、工程

顧問公司、污染

行為人 

12 土壤及地下水產業

座談會 
103.4.21 1 35 研討會 對象為產業 

13 土壤、地下水及底

泥污染整治領域技

術發展咖啡論壇 
(臺南場) 

103.4.22 1 70 研討會 對象為學術單位 

14 含氯有機溶劑工廠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預防技術研討會 

103.4.24 1 180 研討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境工程, 檢
測公司、學術單

位、廠商公會 
15 加油站污染調查整

治及預防管理研討

會 

103.5.6 1 381 研討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

單位、學術單位

及相關業者 
16 地下水地質化學傳

輸模式應用研討會 
104.3 1 25 研討會 對象為環保機關 

17 地下水水力斷層掃

描技術於污染調查

應用座談會 

104.7 1 25 研討會 對象為環保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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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103年教育訓練相關會議課程表（續） 

編號 訓練課程名稱 訓練日期 總場次 總人數 活動性質* 辦理對象 
18 104 年度地方政府

環境保護局推動土

壤及地下水整治績

效考評研商會 

103.11.7 1 42 研商會 對象為環保機關 

19 土地污染責任保險

研商會議 
103.3.19 
103.4.30 
103.7.9 

3 176 研商會 對象為環保署相

關單位、學術單

位及環保產業單

位 
20 「土污整治費制度

調整規劃及辦法修

訂」業界研商說明

會 

103.9.30 1 118 研商說明

會 
對 象 為 公 務 機

關、業界、公（協）

會、環保署相關

單位等 
21 103 年度污染土壤

離場處理管理制度

教育訓練研習會 

103.6.9- 
103.6.10 

1 85 研習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

單位 
22 底泥技術應用國際

研習會 
103.5.21 1 140 研習會 對象為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顧

問公司、環保機

關及學術單位 
23 2014 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展 
103.11.25-

27 
1 700 展覽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

單位、學術單位

及一般民眾 
24 臺灣土壤及地下水

產業現況研析與未

來發展座談會 

103.3.4 1 63 座談會 對象為環保署相

關單位、加油站

單位及保險業單

位 
25 地下水污染監測及

管理策略會議 
104.1    
104.3    
104.4    
104.5 

5 125 座談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

單位及水利相關

單位 
26 「地下水有害物質

環境傳輸調查及管

制標準檢討計畫

（第二期）」-「檢討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

準及監測標準氰化

物管制方法適宜

性」專家諮詢會議 

103.5.1 1 19 專家諮詢

會議 
專家學者、環保

署相關單位及委

辦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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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103年教育訓練相關會議課程表（續） 

編號 訓練課程名稱 訓練日期 總場次 總人數 活動性質* 辦理對象 
27 「地下水有害物質

環境傳輸調查及管

制標準檢討計畫

（第三期）」-「地下

水污染物新增列管

篩選原則之建立及

適宜性檢討」專家

諮詢會議 

103.12.4 1 19 專家諮詢

會議 
專家學者、環保

署相關單位及委

辦公司等 

28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徵收制度

檢討暨調整、規劃

計畫（第三期)」-
「土污整治費制度

調整規劃（一）」專

家諮詢會 

103.8.13   
103.9.17 

3 69 專諮會 對 象 為 公 務 機

關、石油、化學

品相關產業之公

（協）會、環保

署相關單位等 

29 「地下水有害物質

環境傳輸調查及管

制標準檢討計畫

（第二期）」-「穩定

同位素分析於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及整治之應用」專

題演講 

103.4.25 1 58 專題演講 對 象 為 公 務 機

關、環保署相關

單位及委辦公司

等 

30 103 年度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基金

求償教育訓練會 

103.4.15 1 80 教育訓練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

單位 
31 土壤及地下水管理

資訊系統-補助計畫

及考評系統教育訓

練 

103.4.21 
103.11.3 

2 75 教育訓練 對象為環保機關 

32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

管理系統使用及相

關業務教育訓練 

103.6.24 2 88 教育訓練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

單位 
33 整治費資訊系統教

育訓練 
103.12.8-9 2 35 教育訓練 對象為環保署相

關單位 
34 地下儲槽系統網路

申報及審查暨系統

操作之地方環保機 
關教育訓練會議 

103.12.3 1 35 教育訓練 對象為地方環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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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103年教育訓練相關會議課程表（續）  

編號 訓練課程名稱 訓練日期 總場次 總人數 活動性質* 辦理對象 
35 103 年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費徵收

及退費 
複審、稽核工作計

畫之整治費相關教

育訓練 

103.7.21 1 37 教育訓練 對象為各組同仁

及整治費相關委

辦單位 

36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修正草案圓桌會議 
103.9.2 2 51 圓桌會議 對象為環保團體 

37 農地污染查證說明

會 
103.8.14  
103.8.15  
103.12.1  
103.12.2 

10 443 農地污染

查證說明

會 

對象為農民 

38 103 年度全國執行

土污基金相關業務

管制考核計畫-專題

演講 

103.6.17  
103.9.29  
103.10.6 
103.10.30

4 262 演講 對象為環保機關 

39 103 年度污染土壤

離場處理管理制度

說明會（事業機構

場） 

103.6.26 
103.7.1 
103.7.4 

3 346 說明會 對象為事業機構 

40 103 年度污染土壤

離場處理管理制度

說明會（環保機關

場） 

103.7.1 1 71 說明會 對象為環保機關 

41 修正後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場址改善審

查及監督作業要點

及場址控制與整治

計畫撰寫指引說明

會 

103.12.26 1 53 說明會 對象為環保機關 

42 綠色及永續導向型

整治架構與評估方

法推廣說明會 

103.5.27 1 60 說明會 環保機關、工程顧

問公司、污染行為

人 
43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場址初步評估暨

處理等級評定辦

法」計算系統說明

會 

103.6.24-2
5 

2 60 說明會 對象為各環保機

關同仁 

44 地下水監測井教育

及業務說明會 
104.3    
104.4 

6 150 說明會 對象為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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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 103年教育訓練相關會議課程表（續）  

編號 訓練課程名稱 訓練日期 總場次 總人數 活動性質* 辦理對象 
45 土壤及地下水相

關檢測作業品保

監督查核計畫 

103.10.14   
103.10.15   
103.10.17 

3 179 說明暨座談

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單

位及顧問檢測業 
46 地下水污染與資

源聯合管理論壇 
104.9 1 100 論壇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環保署相關單

位及水利相關單

位 
47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第 8條及

第 9條法規及資料

申報與審查重點

宣導說明會 

103.3.14 
103.4.24 
103.4.29 

3 240 講習會 對象為各公告事

業、技師公會、土

壤污染評估調查

人員、檢測機構 

48 103 年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環

境教育講習 

103.6.24 
103.12.18 

2 30 講習會 對象為污染行為

人 

49 污染場址累加式

採樣方法講習會 
103.8.19-20 1 250 講習會 對 象 為 環 保 機

關、業界及學術單

位 
50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第 8、9
條公告事業用地

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及檢測資料備

審查作業說明會 

103.11.7 
103.11.11 
103.11.12 
103.12.2 
103.12.5 
103.12.22 

6 480 講習會 對象為各公告事

業、技師公會、土

壤污染評估調查

人員、檢測機構 

51 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人員執行作業

暨土壤污染評估

調查及檢測資料

審查原則說明會 

103.7.17  
103.7.25   
103.7.26 

3 210 講習會 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人員 

52 監測井設置技術

示範觀摩會 
104.2 1 25 觀摩會 對象為環保機關 

總計 103 7750 - - 

*「活動性質」包括: 教育訓練、公聽會、研討會、講習會、法規說明會等。 



第六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55 

一、 103 年污染土壤離場處理管理制度說明會（事業機構場） 

因應自 103 年 7 月 1 日起「採土壤離場處理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場址」為廢棄物清理法指定之事業，於 103 年 6 月 25 日以環署土字

第 1030052280 號函示說明後續採土壤離場處理之因應措施。為使相

關單位了解緩衝期間因應措施，及離場納入廢清法體系之相關規定，

共辦理三場次污染土壤離場處理管理制度說明會，會議成果如下： 

於 103 年 6 月 26 日、7 月 1 日及 7 月 4 日分別於高雄、臺北及

臺中辦理「污染土壤離場管理制度說明會」，針對採離場處理之場址

以及污染土壤處理或再利用機構等單位，說明污染土壤離場處理管理

制度、污染土壤離場處理之事業或廢棄物處理/再利用機構設施申請

審查程序、管制編號取得及核發、處置計畫書填報及審查、網路申報、

申報資料警示及勾稽統計報表等，並就相關問題交換意見，會議情形

如圖 6.4.1-1 所示。三場次會議共計超過 350 人參與，整體滿意度超

過 90%，會議中相關資料及提問意見回覆於會後已放置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網「污染土壤離場專區」，供相關單位參考。 

  
北區場（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蔡執秘致詞 
北區場（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與會情形 

 
中區場（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臺中教育中

心）與會情形 
南區場（工研院高雄學習中心） 

綜合討論 

圖 6.4.1-1 污染土壤離場管理制度說明會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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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土地管理規定及土污法相關法規說明會 

善管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於 101 年 12 月 10 日訂定，並於其後發

布施行。為使相關民眾了解本準則立法目的及相關內涵，特舉辦本說

明會，並邀請學者專家暨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律師，與民眾面對面講

解並解決民眾對本準則之疑義。會後並將彙整相關民眾所提之意見暨

個案中適用上之困難，作為本準則之修正建議，以供環保署未來修法

時之參考，共辦理 4 場次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認定

準則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制度說明會議，會議成果如下： 

於 103 年 5 月 2 日、6 月 4 日、7 月 15 日及 7 月 21 日分別於新

北市、臺中市、臺南市及花蓮縣辦理「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良管理人

注意義務認定準則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制度說明會」，針對

涉及土地管理之單位及事業等，說明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善良管理人注

意義務認定準則及土污法等，並就相關問題交換意見，會議情形如圖

6.4.2-1 所示，辦理共 4 場次會議約 360 人參與。 

 
北區場（新北市政府 L511 簡報室） 

蔡執秘致詞 
中區場（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求是書

院）與會情形 

 
南區場（成功大學光復校區國際會議廳

第三演講室） 鄒副執秘致詞 
東區場（花蓮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集賢

館 ）綜合討論 

圖 6.4.2-1 污染土地關係人之土地管理規定及土污法  

相關法規說明會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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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污染場址累加式代表性樣品採樣規劃講習會 

為吸取先進國家技術經驗，提升我國中央及地方環保機關與相關

從業人員之技術能力，特辦理此講習會議。會議中說明「污染場址累

加式代表性樣品採樣規劃」係利用累加混樣式(Incremental-Composite)

土壤採樣程序，以降低可能影響樣品代表性的差異因素，確保調查區

域所採樣品的代表性。 

此次亦邀請到美國環保署薦選之 2 位專家擔任講師，及「亞太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9 成員國共 13 位代表參加。報名及

參與人數超過 200 人。環保署同時舉辦亞太工作小組事務會議，連結

與美國環保署技術合作成果，奠定我國為區域性技術交流中心地位，

講習會辦理情形如圖 6.4.3-1 所示。 

亞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第

5 次事務會議 
外賓參訪苗栗台氯頭份廠 

外賓參訪苗栗原國泰塑膠北廠區 講習會學員上課情形 

圖 6.4.3-1 污染場址累加式代表性樣品採樣規劃講習會  

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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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種子人才培訓營 

為達成使學子能更認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觀念與技

術之目的，環保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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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內產學發展與人才

培育。本年度於 103 年 7 月 9 日至 103 年 7 月 11 日假臺中市「翔園

會館-清泉崗航太科學教育園區」辦理並圓滿完成。本次並邀請環保

署葉副署長欣誠、蔡執行秘書鴻德主持開幕與閉幕儀式，活動辦理實

況詳如圖 6.4.4-1 所示。 

據觀察一般大專院校環工領域課程教學方向廣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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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想進一

步了解並不容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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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採樣方法

與地下水監測井規劃與設置方法」。為使學生對產業界之觀點亦能有

所了解，亦邀請傑美環境工程顧問公司范康登總經理對於「我國土壤

及地下水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進行說明等。此外，更藉由戶外實作

與現地參訪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使學員更進一步了解土壤

及地下水之實務。 

本次活動中從歷屆學員中邀聘共 10 位學員擔任小隊輔，各小隊

輔或是已投入職場或是仍在學校深造，但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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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產、官、學界的豐富課程與寓教於樂的活動，使所有學員都

能確實了解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的內涵，也由此激發學員於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領域深造或投入相關職場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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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范康登總經理上課實況 (b) 房文傑執行總監上課實況 

(c) 陳尊賢教授授課實況 (d) 盧至人教授授課實況 

地球物理教學實況 深層土壤採樣示範 

 
副署長與參訓學員大合照 

圖 6.4.4-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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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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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權重項目與綜合評量四大項，共包含 29 子項評量指標，

其中包含 15%之主觀評分，其餘 85%為可量化之數據對地方環保局

之土壤與地下水業務執行績效進行評量，其考評架構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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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度
地
方
環
境
保
護
機
關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業
務
推
動
績
效
考
評
計
畫

壹、全國共通性業務
(55%)

一、法規規範(15%) • 列管場址監督管理(15%)

二、計畫管理(25%) • 補助計畫管理(25%)

三、例行性業務(15%) • 加油站管理(8%)

• 監測井管理(7%)

貳、業務評鑑及平時
查核(15%)

一、業務評鑑(10%)

二、平時查核(5%)

參、自訂權重項目
(25%)

一、出席本署相關活動、計畫、會議及配合度(3~10%)

二、工業區品質管理(0~3%)

三、公告事業污染檢測資料審查作業(0~2%)

四、緊急應變措施(1~5%)

五、農地停耕補償、剷除銷燬作業及污染事件通報(0~5%)

六、求償案件辦理情形(0~5%)

七、縣市自行辦理之宣導與教育訓練(3~10%)

肆、綜合評量(5%)
 

圖 6.5-1 103 年績效考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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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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環保署依據各縣市投入人

力、補助經費額度、農地污染場址數量、工廠及其他污染場址數量、

轄內加油站數量、監測井數量、緊急應變案發生數量、停耕補償與剷

除銷燬案件數、指定公告事業土地移轉及事業變更申請數量、基金求

償案件數量等因子，將全國 22 個地方環保局分為三組進行考評，以

提高競比公平性。第 1 組及第 2 組屬於業務推動負荷較高或高污染潛

勢區域較多之縣市，第 3 組則屬於業務負荷則相對較輕，或相對轄區

內較無高污染潛勢區域之縣市。彙整得出分組結果，如表 6.5-1 所示。 

與去（102）年相較，本年度管考方式主要有三大變更： 

（一）評量指標項目調整 

（二）取消分組不同權重的計分方式，但仍然保留分組考評制度 

（三）業務評鑑方式由現地評鑑改為簡報和攤位成果展示 

除在指標項目上因應業務重點及相關建議進行適當調整外，另因

已考量各縣市業務特性分為 3 組進行考評，故取消原本分組權重不同

之配分方式，以同時兼顧公平競比基準及降低評量作業之複雜度。此

外，也保留了自訂權重項目之彈性配分機制，目的在使環保機關對於

轄區特色及重點業務更易展現績效，獲得理想成績。 

表6.5-1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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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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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屏東縣 

第 3 組 
臺北市、基隆市、嘉義市、花蓮縣、臺東縣、連江縣、

金門縣、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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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方式為於評鑑第 1 天 3 組受評單位同時分別於 3 間會議室進

行簡報與評分，同時開放攤位展示區進行攤位布置作業；評鑑第 2 天

則進行攤位展示內容評分，簡報情形如圖 6.5-2、攤位展示情形如圖

6.5-3、103 年績效考評成績優異之地方環境保護機關如表 6.5-2 所示。 

第 1 組簡報 第 1 組委員 

第 2 組簡報 第 2 組委員 

第 3 組簡報 第 3 組委員 

圖 6.5-2 各組簡報評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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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土污基管會蔡鴻德執行秘書 
參觀第 1 組攤位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蔡鴻德執行秘書 
參觀第 2 組攤位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蔡鴻德執行秘書 
參觀第 3 組攤位 

第 1 組評鑑情形 

第 2 組評鑑情形 第 3 組評鑑情形 

各單位互相觀摩情形 新竹縣政府環保局展示無人載具 

圖 6.5-3 攤位成果展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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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2 103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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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優等 
臺南市 
桃園市 
新北市 

第 2 組 

特優 宜蘭縣 

優等 
新竹縣 
嘉義縣 
屏東縣 

第 3 組 

特優 臺北市 

優等 
花蓮縣 
嘉義市 
基隆市 

環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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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召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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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度地方環境保護機關績效考評指標、評分標準及權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