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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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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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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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促進土壤及地下水技術雙邊

交流，朝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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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事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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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召開「工作小組第六次事務會議」，會議中討

論 105 年於臺灣辦理之工作小組之各項活動、司長級以上官員高峰會

議籌備情形及會議主題、定期更新成員國各委員會委員名單及聯絡人

員名單、工作小組網站改版及資訊更新，各成員國於事務會議提供其

國家關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現況之書面與口頭簡報等議題，會議

過程中各成員國彼此互相討論熱烈，會情形如圖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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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土壤及地下水工作小組第六次事務會議」成員國代表合影 

  

陳尊賢教授開幕致詞 環保署馬念和執行秘書發言 

   

澳洲代表 Mr. Andrew Pruszinski 會議

報告 
韓國代表 Mr. Bon-Sam Koo 

  

紐西蘭代表 Mr. Bruce Croucher 

會議報告 

泰國代表Dr. Chayawee Wangcharoenrung 

會議報告 

圖 6.1.1 工作小組第六次事務會議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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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美環保合作計畫-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與監測國際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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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場次專業技術講習會議，今年度持續辦理相關活動。 

104 年 12 月 8 日及 9 日舉辦「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與監測國際講

習會」，邀請到 2 位美國環保署專家擔任講師，分別是 Mr.Edward 

Gilbert 與 Mr.Gregory Gervais，兩位皆是環境領域之專家，對於地下

水污染有著豐富的整治經驗。本次講習會主要目標為地下水調查與監

測之差異，並提供污染地下水之水質調查與策略性分析之必要性與想

法，藉由介紹各種工具與及實際案例提供參與者學習。 

講習會分兩天進行，第一天主要是以地下水污染的調查技術與原

理為主，並講述基礎技術概要；第二天則提供許多實際案例供大家學

習與討論，增加技術的應用性與活用度，與會情形如圖 6.1.2。 

會議並邀請「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ReSAG）」

之成員國工作小組外賓共同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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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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與監測國際講習會」與會貴賓合影留念 

  
環保署張子敬副署長 

開幕致詞 
會場座無虛席 

  
美國環保署 Mr. Edward Gilbert 

（特邀講師） 

美國環保署 Mr. Gregory Gervais 

（特邀講師） 

  

問題與討論 會後討論 

圖 6.1.2 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與監測國際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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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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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治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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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雙方互訪對方並召開事務會議及召開論壇，分別為 104 年 4 月 9

日於韓國召開「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五次事

務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及同年 11 月 2 日於臺灣召開「2015

年臺韓整治技術論壇」，及 11 月 3 日辦理「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

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六次事務會議」。 

第五次事務會議，臺灣代表團由環保署、學界代表及產業代表共

14 人赴韓國濟州，延續西元 2012 年我國與韓國環境部簽訂備忘錄交

流工作，研討目前雙邊交流情形與未來交流規劃。事務會議中首先由

我國提出未來雙方交流議題提案，而後由韓國代表針對目前雙方正進

行中之交流計畫進行進度報告。為促進雙邊合作之延續性，我國亦與

韓方研商長期交流主題、期刊投稿、交流網站建置、國際土水市場共

同開發等議題。本次論壇則由雙方針對石化廠密度比水輕的非水相液

體（ Light Non-Aqueous Phase Liquid, LNAPL） 污染整治技術、土壤

與地下水污染調查與土地履歷建置、軍事場址靶場火炸藥類污染調查

與整治、應用生物整治於難分解污染物與碳封存技術進行研討。會議

活動剪影如圖 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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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會議人員合照 

 

「臺韓合作備忘錄第 5 次事務會議」 

圖 6.1.3-1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五次事  

務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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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土壤及地下水國際研討會」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國際研討會 

圖 6.1.3-1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五次事

務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活動剪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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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事務會議韓國代表團由該國環境部、韓國環境產業技術研

究院（KoreaEnvironmental Industry & Technology Institute, KEITI）、韓

國知名大學及環境顧問公司等之環境領域官員與專家學者共 16 位訪

臺。事務會議討論 103 至 104 年雙方研究計畫報告、臺韓作備忘錄續

簽事宜、105 年臺韓產學合作方式、促進臺韓雙方資訊交換及設立資

訊網站事宜、調整指導委員會召開頻率等討論議題。本次論壇包含兩

大主題，上午場主題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與管理」、下午

場主題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會議活動剪影如圖 6.1.3-2。 

綜合臺韓近年交流的觀察，雖然韓國之現地土壤整治與地下水整

治技術發展較我國緩慢，然其離場處理技術之規模與應用經驗較我國

豐富，因有不同之經驗及不同之處理方式，後續可就加油站污染整治

創新技術發展、土壤離場法規規範、土壤離場處理技術與再利用規

範、土壤污染整治與管理方案等再進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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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會議人員合照 

 

臺方 6 位指導委員 

圖 6.1.3-2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六次事

務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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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方 6 位指導委員 

 

「2015 年臺韓整治技術論壇」長官及貴賓大合照 

圖 6.1.3-2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六次事

務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活動剪影（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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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發展成果 

6.2.1 污染場址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技術與制度推廣 

    歷年來環保署致力於發展推廣新穎綠色調查技術，提倡在污染場

址的調查及整治時儘量採取環境友善、經濟效益高、低度環境干擾的

方式，以有效的管理我國土壤及地下水品質。過去認為種植樹木的功

能是綠美化或淨化空氣，現在研究發現樹木其實也是很好的地下環境

品質的記錄者。故環保署自 104 年起與美國環保署、國立臺灣大學森

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合作，引進樹芯調查技術與地表通量氣體採樣與分

析方法（surface flux-chamber method），運用樹芯與特殊氣罩協助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環境調查。其不僅快速、對環境友善、有效節省調查

經費，未來並可持續發展為環境鑑識技術，協助污染責任釐清。 

    樹芯調查技術與地表通量氣體採樣與分析方法引進作業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已於國內 3 處污染場址完成樹芯採樣與分析試驗，後

續將持續比對污染場址土壤、地下水污染情形、建立樹芯採樣技術參

考指引、地表通量氣體採樣與分析方法標準作業程序等，並預計於

105 年舉辦訓練課程，以推廣相關技術。 

    此外，為加速落實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GSR）的場址管理思維，環保署已協助社團法人臺灣土

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於 101 年 11 月 1 日成立 SuRF-Taiwan 工作

小組，與環保署共同推廣整治計畫中納入「綠色」及「永續」思維，

以維持整治作業期間環境面、社會面與經濟面之平衡。 

    環保署於 104 年完成 GSR 方案決策與評估工具集之開發，及輔

導 3 處污染場址採用 GSR 精神規劃與執行相關整治工作，藉由輔導



104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6-12 

作業檢視 GSR 達成之難易度，回饋系統持續進行修正。未來將朝建

置完善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認證制度方向努力，以符合國際潮流。 

6.2.2 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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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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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發展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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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 所示。 

 

圖 6.2.2-1 研究主題及優先核定內容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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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申請件數共 53 件，經審查通過共 32 件（其中 1 件放棄

執行計畫），經核定研究計畫類型清單如表 6.2.2-1，其中包含研究專

案 30 件與模場試驗專案 1 件。 

表6.2.2-1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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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 
地下水污染環境法醫：發展高通量微生物偵測

技術 

國立成功大學 長途管線偵漏系統開發研究 

國立交通大學 
好/厭氧環境整治工法於滯水層氣體分布調查技

術研發 

國立臺灣大學 重金屬監測離子交換樹脂縮時膠囊之設計研發 

國立臺灣大學 
建立專一性、廣效性及耐酸性細菌生物感測器

快速篩測環境底泥中的污染物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 

精進現場即時篩測工具提升土壤及地下水含氯

污染物濃度判識之成效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自然電位法檢測迷失電流之研究 

國立清華大學 
開發可用於現場檢測重金屬之低成本紙基快篩

檢測平臺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發展三維螢光光譜技術追蹤污染場址污染來源

之可行性 

整治 

國立臺灣大學 以電容去離子技術移除地下水中砷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植生復育重金屬污染土壤及其生命周期評估 

國立臺灣大學 
利用滲透灌注技術於地下水生物整治之應用研

究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電動力技術整治雲林虎尾含鎘及鉛污染土

壤之研究 

朝陽科技大學 
強化被動式生物通氣系統應用於污染場址之操

作參數探討 

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 

以添加胺基氮源生物刺激方式開發受三硝基甲

苯污染土壤之高效能生物復育-實驗室模場研

究 

國立中央大學 汞污染土壤之二階段式生物復育技術開發 

國立高雄大學 
以能源作物向日葵整治重金屬鎘污染土壤之研

析 

中原大學 
醇類加入受污染地下水增加空氣注入法對有機

污染物去除效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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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1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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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 

弘光科技大學 
增溶劑結合電透析技術處理含重金屬及

氯污染之土壤及地下水 

中國文化大學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效益之區位評估

與結合跨域加值運作機制之研究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 

整治場址能耗與環境足跡之本土化評估

系統建立及應用 

國立臺灣大學 土壤污染潛勢篩選情境之決策工具研擬 

國立臺灣大學 
建立污染（潛勢）土地結合再生能源利用

評估機制 

弘光科技大學 

建置碳足跡盤查及評估程序協助綠色整

治技術之決策分析研究－以農地重金屬

污染場址為例 

逢甲大學 
以地電阻影像探測技術推估地下水流速

流向：方法建置及驗證 

底泥 

國立中央大學 
同時處理底泥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汞

之整合性技術開發 

國立中興大學 

現地底泥整治技術研發－磁性活性碳吸

附移除、電磁感熱玻璃化與粒徑分離技術

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新興

污染物研究中心 

前鎮河底泥中之環境荷爾蒙流布調查及

現地加強式生物整治結合電動力法之研

究 

東海大學 
無機新興污染物於河川底泥中之流佈調

查與循環機制 - 以烏溪流域為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利用全底泥及孔隙水毒性鑑定評估進行

二仁溪底泥相關污染物確認 

模場

試驗 
整治 大仁科技大學 

綠色整治廢機油污染場址之管理與效益

評估 

一、104 年度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之成果 

104 年度研究計畫之核定通過率為 58.5%，其中研究計畫佔

96.8%，模場試驗佔 3.2%。研究計畫主題為調查 9 件、整治復育 9 件、

評估 7 件及底泥 5 件；模場試驗分別有整治復育 1 件，其具體之研

究成果如表 6.2.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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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4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 

項次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1 

調查 

國立成功

大學 

地下水污染

環境法醫：發

展高通量微

生物偵測技

術 

成功發展一套快速、低成本偵測地

下水中厭氧還原脫氯菌 16S rRNA

基因豐富度的多通量方法，可應用

於地下水多氯乙烯污染整治過程厭

氧脫氯菌群的監 

測，發展微生物追蹤法醫技術。 

2 
國立成功

大學 

長途管線偵

漏系統開發

研究 

創新之偵測系統能大量減少土壤氣

體採樣分析樣本及採樣鑽頭消耗之

數量，可應用於長途輸油管線及油

料儲槽土壤氣體之監測。另發展出

數學模式預測串聯式水平多孔隙管

偵漏系統內不同位置及距離之空氣

流體的分布。 

3 
國立交通

大學 

好/厭氧環境

整治工法於

滯水層氣體

分布調查技

術研發 

利用時域反射技術（TDR），建立快

速且便捷可量測監測井周邊氣體含

量之量測技術，可應用於評估與調

整整治中厭氧或充氧環境之營造。 

4 
國立臺灣

大學 

重金屬監測

離子交換樹

脂縮時膠囊

之設計研發 

研發之「樹脂縮時記錄膠囊」可有

效掌握污染源之分布特性以，輔以

環境指紋辨識方法之科學證據追查

污染行為人，可應用於廢水違法排

放之區域，提供政府相關單位利用

有限稽查資源為土壤環境品質監督

做最大化運用。 

5 
國立臺灣

大學 

建立專一

性、廣效性及

耐酸性細菌

生物感測器

快速篩測環

境底泥中的

污染物 

成功應用陽明山篩選出之嗜酸性菌

種 Y10 完成耐酸性廣效性生物感

測器，同時也可快速篩測鋅、銅與

其他毒性，提供生物有效性的資

訊，檢測成本相較於化學分析法更

為便宜，有助於提高環境風險評估

之準確性，提供環保署及相關單位

建立更有效的環境監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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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4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項次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6 

調查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精進現場即

時篩測工具

提升土壤及

地下水含氯

污染物濃度

判識之成效 

以薄膜界面探測系統（MIP）搭配電

捕獲偵測器（ECD）、火焰離子偵測

器（FID）與飛行式質譜儀（TOF-MS）

於模擬環境中偵測 7 種含氯有機溶

劑，建立現場即時偵測工具與實驗

室 GC-MS 定性定量結果間之經驗

方程式，提供含氯化合物即時半定

量之解析，可應用於場址現場調查

佈點及整治規畫之判釋。 

7 
國立中央

大學 

應用自然電

位法檢測迷

失電流之研

究 

以數值模擬與砂箱實驗設計出一套

以自然電位法偵測地下迷失電流源

的分析方法，自然電位法量測之設

備可同時收集電阻 

率及自然電位兩種資料，擴大了地

球物理探勘技術中電測法在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之應用層面，除了研判

污染分布之外，還可偵檢可能潛在

的迷失電流問題，亦有助於長期地

下水管理之成效落實。 

8 
國立清華

大學 

開發可用於

現場檢測重

金屬之低成

本紙基快篩

檢測平 

整合智慧型手機及應用程式，進而

設計出具有低成本、容易操作、攜

帶方便、高靈敏度之汞離子快速檢

測平台，感測器之最低 

檢測濃度可達 1 nM （0.2 ppb） 當

濃度達 10 nM （2 ppb）以上時，其

顏色變化可用肉眼判斷。透過奈米

材料的改質，此檢測平台將可延伸

至不同重金屬，深具在快速檢測及

監測工廠廢水之市場潛力。 

9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發展三維螢

光光譜技術

追蹤污染場

址污染來源

之可行性 

三維螢光光譜藉由污染場址之土壤

腐植物與地下水之溶解性有機質之

光學特徵當作指紋追蹤污染來源之

判別與解讀，可解決目前國內面臨

不明對象之不明廢棄物或法規未管

制項目的污染源鑑別或判定之問

題，提供另一種鑑識科學的證據做

為法庭訴訟、賠償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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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4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項次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10 

整

治 

國立臺灣

大學 

以電容去離子

技術移除地下

水中砷之研究 

建立三價砷與五價砷之吸附行為與

吸附動力參數，證實五價砷在電容

去離子單元較三價砷有較佳之移除

效率，可應用於模場建置的評估。 

11 
國立臺灣

大學 

植生復育重金

屬污染土壤及

其生命周期評

估 

藉由重金屬植體處理及資源化利用

處置之生命週期流量與元素物質流

分析技術，來評估植體在利用、中

間處理、最終處置投入及產出量評

估重金屬的物質流布狀態，進一步

探討如何降低生命週期各階段對環

境之衝擊及對人體健康所承擔之風

險，可提供後續對環境效應及健康

風險之研究。 

12 
國立臺灣

大學 

利用滲透灌注

技術於地下水

生物整治之應

用研究 

現地生物整治技術結合大地工程領

域之滲透灌漿技術，可提升含氯污

染物的整治成效及降低整治成本，

加速此類型污染廠址的整治速度。 

13 
朝陽科技

大學 

應用電動力技

術整治雲林虎

尾含鎘及鉛污

染土壤之研究 

電動力系統 CEEK 在近實場鉛污

染農地規模操作下，已證實具有高

去除率及穩定 pH 中性狀態。操作

費用遠低於其他物化技術，僅高於

土壤翻堆法，針對不適用重金屬稀

釋法的污染場址，本技術具有高應

用性。 

14 
朝陽科技

大學 

強化被動式生

物通氣系統應

用於污染場址

之操作參數探

討 

改良風力驅動式生物通氣設備，將

土壤中柴油濃度降至法規管制標準

值 1,000 mg/kg 以下，利用三種微生

物降解柴油的動力學速率參數，提

供實場應用生物通氣法的操作設定

條件及預期成效。 

15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添加胺基氮源

生物刺激方式

開發受三硝基

甲苯污染土壤

之高效能生物

復育-實驗室

模場研究 

受到 TNT 污染之土壤可藉外源性

胺基氮源的添加，刺激細菌生長，

也會提高降解 TNT 相關酵素的表

現量，但 TNT 代謝物另有其生物毒

性。可應用於整治臺灣三硝基甲染

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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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4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項次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16 

整治 

國立中央

大學 

汞污染土壤

之二階段式

生物復育技

術開發 

建立了污染場址耐汞細菌菌株的篩

選方法，並建立以 DGGE 結合 16S 

rDNA 鑑定菌株的菌種方法，篩選

出的三株菌株，最高皆可耐受 100 

ppm 汞濃度，應可耐受原污染場址 

60 ppm 汞濃度環境，篩選出菌株帶

有 merA 基因，可將汞離子還原成

元素汞，揮發至大氣中稀釋。可提

供臺灣地區汞污染環境進行生物復

育與整治之參考。 

17 
國立高雄

大學 

以能源作物

向日葵整治

重金屬鎘污

染土壤之研

析 

螯合劑的添加有助於提升重金屬在

土壤中的流動性，增加植體對重金

屬的吸收，但會減緩植體的生長，

向日葵對於鎘金屬之向上傳輸能力

較波斯菊佳。 

18 中原大學 

醇類加入受

污染地下水

增加空氣注

入法對有機

污染物去除

效率之研究 

加入醇類可增加有機物揮發量，其

對揮發量影響大小為正庚醇>正己

醇>正戊醇，有機物揮發量增加將使

整治復育的時程加快，可有效節省

人力與時間之耗費。 

19 

評估 

弘光科技

大學 

增 溶 劑 結

合 電 透 析

技 術 處 理

含 重 金 屬

及 氯 污 染

之 土 壤 及

地下水 

carboxymethyl-β-cyclodextrin  

（CMCD）結合

hydroxypropyl-ß-cyclodextrin 

（HPCD）可提升土壤中之含氯有機

污染物和鉻離子的脫附效果。HPCD 

和 CMCD 在污染場址的整治和復

育上，具有相當高的可行性。 

20 
中國文化

大學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 治 效 益

之 區 位 評

估 與 結 合

跨 域 加 值

運 作 機 制

之研究 

建構出污染整治推動跨域加值之評

估指標，亦將該關鍵評估指標轉化

為空間圖層資訊，納入既有地理資

訊系統當中進行擴充應用，增加並

強化未來相關整治工作決策之評估

作業。根據跨域加值之執行方案，

將有助於創造污染場址周邊地區之

外部效益，透過跨域整合，也可由

其他計畫支應部分污染整治所需成

本，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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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4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項次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21 

評估 

國立高雄

海洋科技

大學 

整治場址

能耗與環

境足跡之

本土化評

估系統建

立及應用 

提出一套污染土地可持續性綠色整

治架構流程，並利用三合法控管作

業原則，建立一套流程及層次性整

治策略，另將 ASTM  準則導入此

系統，且草擬出可持續性綠色指標

來因應污染案場之整治規劃。成果

可用以補足環保署國家溫室氣體登

入平台 A-21 污染整治業之查驗規

範。 

22 
國立臺灣

大學 

土壤污染

潛勢篩選

情境之決

策工具研

擬 

應用分析方法降低不確定性對污染

潛勢區篩選的影響，結合內梅羅指標

與模擬情境，進行污染潛勢篩選，並

將上述方法與系統性決策分析工具

建置於地理資訊系統，已完成操作介

面之使用說明。 

23 
國立臺灣

大學 

建立污染

（潛勢）

土地結合

再生能源

利用評估

機制 

計算農地場址之再生能源潛力與

GIS 地圖，並建置經濟與環境成本效

益計算之方法論。以全臺污染農地

場址總面積來估算，發展太陽能發

電潛力為最高，潛力大小為太陽能>

甘蔗酒精>甘藷酒精>培地茅發電；

若以縣市估算污染農地發展再生能

源環境效益，前三大潛力縣市為彰

化縣、桃園市及臺中市，其中彰化

縣不僅發電潛力居第二，其再生能

源發電總環境效益亦是最高，代表

該縣市發展再生能源對於環境助益

也較大。 

24 
弘光科技

大學 

建置碳足

跡盤查及

評估程序

協助綠色

整治技術

之決策分

析研究－

以農地重

金屬污染

場址為例 

以過去完成之重金屬污染農地復育

技術建置碳足跡盤查方法與計算結

果，提供政府及業者綠色整治之管

理決策參考。計算案例顯示不同整

治工法其碳足跡之差異，另完成一

個簡易計算器（excel  檔案）以提

供政府及業者應用於農地重金屬污

染場址之碳足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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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4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項次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25 評估 逢甲大學 

以地電阻

影像探測

技術推估

地下水流

速流向：

方法建置

及驗證 

提出以地電阻探測技術（ERT）量測

地下水流速流向之方法，ERT 具有良

好之重複性、準確性及敏感性，能明

顯捕捉到示蹤劑在地下水中流動所

造成之電阻值變化。地下水流速流向

的掌握對於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地

下水污染復育或攔截圍堵等工作之

效果皆能有顯著提升。 

26 

底泥 

國立中央

大學 

同時處理

底泥中持

久性有機

污染物及

汞之整合

性技術開

發 

分別以受中石化安順場址污染之海

水池底泥及河川底泥為探討對象，討

論各項參數對污染物去除之相關

性。另建立之活性碳再生系統，採流

動床式理念設計，對吸附於活性碳之

戴奧辛及五氯酚的破壞效率可達 98

％以上，對於總汞可達 99%以上的脫

除效率。透過不同的系統整合，打破

過去學術研究僅針對單一系統進行

探討的限制，完整評估污染物去除、

尾氣處理及廢水處理等全方位解決

方案。 

27 
國立中興

大學 

現地底泥

整治技術

研發－磁

性活性碳

吸附移

除、電磁

感熱玻璃

化與粒徑

分離技術

研究 

磁性活性碳在重金屬吸附符合擬二

階動力方程式，顯示吸附速率對待吸

附物質之濃度非常敏感，值得進一步

探討；電磁感應加熱可達 1,450°C，

且 8 種重金屬除原始底泥未檢出之鎘

與汞之外，其他重金屬穩定化之安定

率達 97~100%，具有極高之現地應用

可行性；改良式凝膠中，過濾之凝膠

已完成初步發展，證明可以針對底泥

粒徑進行分離，顯示三項發展中技術

均可行。三項技術皆針對局部高污染

區塊或小粒徑底泥進行現地整治或

分離，比目前大量使用之浚渫法更具

成本效益及杜絕二次污染之優勢，且

較適合本土底泥污染與水文地質條

件，可供環保署技術發展與行政決策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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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4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 

項次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 

28 

底泥 

國立中山

大學新興

污染物研

究中心 

前鎮河底

泥中之環

境荷爾蒙

流布調查

及現地加

強式生物

整治結合

電動力法

之研究 

釋氧劑之注入可有效降低標的污染物

濃度，其操作成本粗估約為 1,298 元/

噸，具經濟可行性，故現地加強式生

物整治結合電動力法之整治技術具現

地整治底泥污染之潛能。此外，應用

分子生物技術已篩出可於施加電場之

底泥環境中降環境荷爾蒙之優勢菌種 

4 株，為國內功能性之微生物菌種資

料庫增添新的資料。 

29 東海大學 

無機新興

污染物於

河川底泥

中之流佈

調查與循

環機制 - 

以烏溪流

域為例 

針對筏子溪流域與烏溪流域中 12 個

監測點之底泥重金屬與微量金屬檢測

結果：筏子溪與烏溪的底泥與懸浮微

粒中 Se 的主要物種為 FeSe、元素 Se

以及三甲基 Se，並且在烏溪下游的底

泥中有觀察到毒性較強的四價 Se。統

計結果顯示底泥中的重金屬與微量金

屬元素均與有機質與無定型鐵鋁氧化

物三個環境因子有緊密關係，其可能

是控制重金屬與微量金屬元素在環境

中累積的主要因子。 

30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利用全底

泥及孔隙

水毒性鑑

定評估進

行二仁溪

底泥相關

污染物確

認 

利用端足目動物做為底泥生物毒性試

驗物種，篩選二仁溪（ER1~ER10）及

三爺溪（SY1~SY5）污染底泥進行毒

性 試 驗 ， 運 用 全 底 泥 （ whole  

sediment）和孔隙水（porewater）毒

性鑑定評估技術描述和鑑定溪流底泥

的主要毒性來源。結果顯示環境底泥

及孔隙水樣品中不同類別的化合物

（有機和無機）和毒性之間存在顯著

相關性。建立標準毒性鑑定評估準則

可作為評估生態風險及整治決策之參

考。 

104 年度模場試驗專案共 1 件，為 103 年度其中一件模場試驗專

案之延續，其相關成果及效益分析如表 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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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3  104年度土污基金補助模場試驗成果及效益分析 

主題 研究機關 計畫名稱 研究成果及效益分析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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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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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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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 

木本及草本植體重金屬測值顯示，所有復育植物都具吸收累積效果，

其吸收量依序為 Zn＞Cu＞Cr＞Ni。以所有復育植物修剪或收成植體

之生質量與重金屬濃度計算其吸收移除量，藉以評析植生復育效益，

結果發現總移除量為 Zn（618.1 g）＞Cu（12.07 g）＞Cr（11.39 g）

＞Ni（10.07 g）。復育植物對重金屬之移除能力，木本植物依序為白

楊＞血桐＞構樹，而草本植物則為牛筋草＞太陽麻。 

效益 

10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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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 

本計畫之執行，除產生上述污染改善之技術效益外，由於本污染場址

屬縣政府公有地，因污染行為人之非法佔用與不當行為所造成之環境

污染，包括煉油作業產生之煙霧與臭味，廢棄物、廢油桶、廢油與雜

草衍生之髒亂，地下水污染之疑慮等困擾居民之問題，皆因本計畫之

執行而獲致解決與改善，故而兼具經濟與社會影響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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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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4 所示。 

表6.2.2-4  104年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專利申請彙整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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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奈米零價鐵還原降

解受 TNT 、 RDX 及

HMX 高能火炸藥污染

水體及現址整治工程技

術評估之研發 

一種利用表面改質

奈米零價鐵微粒去

除 DNAPLs 

含氯有機污染物

處理法及其設備 

中華民國 

2 
研究

計畫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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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利用結合奈米

零價鐵粉體及地電

阻顯影儀現址處理

法及其設備 

中華民國、 

美國 

3 
模場

試驗 
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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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泥中多溴聯苯醚

物質之快速檢測方

法 

中華民國 

4 
研究

計畫 
底泥 

底泥有機污染物生物有

效性評估及應用 
底泥採樣設備 

中華民國（已

獲得）、中華

人民共和國

（申請中） 

5 
研究

計畫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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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力驅動式生物

通氣設備 
中華民國 

6 
研究

計畫 
整治 

利用奈米零價鐵微粒去

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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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利用奈米零

價鐵還原降解受

火炸藥污染水體

處理法及其設備 

中華民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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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4  104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專利申請彙整（續） 

編

號 
類別 

研究

主題 
計畫名稱 專利申請技術 申請國別 

7 
研究

計畫 
評估 

利用鐵鋁複合金屬反應

牆去除地下水汙染物之

廠型規模管柱測試評估

計畫 

可去除廢水中銅

離子同時回收高

純度銅金屬的方

法 

中華民國、 

美國 

8 
研究

計畫 
調查 

開發可用於現場檢測重

金屬之低成本紙基快篩

檢測平台 

一種重金屬檢驗

試片與其裝備方

法 

中華民國 

9 
研究

計畫 
底泥 

現地底泥整治技術研發

－磁性活性碳吸附移

除、電磁感熱玻璃化與

粒徑分離技術研究 

污染底泥或土壤

之現址與址上玻

璃化方法 

中華民國 

10 
研究

計畫 
調查 

重金屬監測離子交換樹

脂縮時膠囊之設計研發 

填裝離子交換樹

脂之量測裝置及

其量測方法 

中華民國 

11 
研究

計畫 
整治 

應用電動力技術整治雲

林虎尾含鎘及鉛污染土

壤之研究 

以電動力法整治

鎘及鉛污染土壤

之系統 

中 華 人 民

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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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之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成果發表會於臺大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至報名截止日報名人數為 724 人次（2 日合計），實際 2 日會

議總計 554 人次參加，第一天及第二天與會人次分別為 320 及 234 人

次，經統計後之與會人次以學術界佔最多比例（46.0％），其次依序

為產業界（45.0％）、公務機關（5.7％）、其他（3.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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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 31 個研究團隊進行成果發表外，活動內容

以成果簡報及研究計畫成果評比之形式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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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木石工作室」參加展出，運用各式的廢鐵、枯木、

石材以及自然媒材集結設計出藝術風格強烈的成品，藉由藝術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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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環保教育理念，亦利用文字的感染力，傳遞環境保護之重要性，

辦理情形如圖 6.2.2-2 所示。 

三、105 年度研究及模場試驗之申請及補助 

105 年度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調整計畫徵求之研究主題，分別為

「整治」、「評估」、「預防」及「自訂」共四類，公開徵求期間共計

47 件專案申請，審查通過者共有 29 件（含 1 件放棄資格），通過率

為 61.7 %，略高於 104 年度之審查通過比率（60.4%）。105 年度最

終核定之專案依類別區分研究計畫共 25 件，模場試驗共 3 件；研究

主題為整治 20 件及評估 8 件。104 與 105 年度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

核定件數與核定比率如表 6.2.2-5。 

   

 

來賓報到 貴賓開幕及合照 研討會閉幕合照 

 

 

  

 

 

展示實體解說 主題展示區解說 環保藝術文創作品 

  

 

 

 

研討會成果簡報 實體展示區 研究成果評比頒獎 

圖 6.2.2-2 成果發表暨研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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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5 104與105年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件數與通過比率 

年度 申請計畫 核定計畫* 核定比率 

104 53 件 31 件 58 % 

105 47 件 28 件 60% 

統計 100 件 59 件 59% 

備註*：104 及 105 年度各有 1 件計畫經審查通過後放棄計畫執行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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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內目前眾多農地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亟需整治及改

善，發展農地複合式污染整治技術及地下水創新性整治技術等本土化

技術，協助解決國內污染場址整治之需求。未來持續朝向將學術與產

業結合，研發成果可實際應用至現地污染整治，除精進目前之相關技

術，並徵求具創新性、實場應用性等之整治技術研究，同時發展底泥

污染調查整治技術及污染底泥處置利用，且為確保整治工作之有效推

動，強化整治基金運用及與金融保險業連結，以提供合理之信用保證

基金制度，不僅達成人才培育目標，亦提升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技術發展成效。 

 

 



第六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27 

6.3 土地品質系列宣傳活動 

為持續推動「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之宣傳，將「土地品質即

價值」觀念傳遞予國內民眾，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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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4 年度推動「土地品質宣傳推動

計畫」，並以「健康源自優質的土壤與地下水」標題貫穿議題宣傳包

裝，展開一系列宣傳活動，包括：宣傳動畫製作、校園巡迴環境教育

等學童教育宣傳活動；生態體驗及結合地方特色等民眾體驗宣傳活

動；媒體行銷及文宣品製作等等宣傳方式，讓議題透過全面且多元化

的方式接觸民眾，藉以強化「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之宣傳，達到

落實環境教育之任務。 

一、 學童教育宣傳活動 

（一） 宣傳動畫製作 

為提升「土壤與地下水」議題的宣傳年齡廣度，104 年度以國

小中年級（3~4 年級）學童為目標閱聽者，製作 10 篇 1 分鐘國、

臺語雙語音版本的宣導動畫，藉由深入淺出的主題與內容，達成拓

展學童對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知識內容之深度。相關成果如圖

6.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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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動畫截圖 第一篇動畫截圖 

 

第二篇動畫截圖 第二篇動畫截圖 

  

第三篇動畫截圖 第四篇動畫截圖 

  

第七篇動畫截圖 第八篇動畫截圖 

圖 6.3-1 議題宣傳動畫成果截圖  

（二） 校園巡迴環境教育宣傳活動 

有鑑於去年兒童舞台劇校園巡迴演出之活動成效，今年度以全

新創作的環保署專屬環境教育兒童舞台劇「快樂森林大冒險」，進

行校園巡迴環境教育活動。透過劇情的鋪陳、戲劇的感染力，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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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學童們面對面接觸，藉此傳遞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知識，並建立正

確的環境保護觀念。於 104 年 9 月起，分別至宜蘭、苗栗、嘉義、

新竹、台中等縣市，完成 5 場兒童舞台劇演出。兒童舞台劇校園巡

迴活動，獲得校方與學童的正面評價與喜愛，參與師生達 1,739 人，

較去年參與人數 1,015 人多出 724 人。相關成果如圖 6.3-2 所示。 

  

苗栗場-學童參與有獎徵答 嘉義場-學童參與有獎徵答 

  

嘉義場-學童參與有獎徵答 苗栗場-舞台劇演出進行 

苗栗場-舞台劇演出進行 新竹場-集體大合照 

 

苗栗場-集體大合照 新竹場-接受錄影訪問學童 

圖 6.3-2 兒童舞台劇校園巡迴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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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繪本說故事活動 

為善用環保署繪本出版品資源，吸引學童及提高兒童閱讀興

趣，104 年度將「小水滴哭什麼」及「小動物大偵探」兩本繪本故

事，透過特別聘邀的專業講師，搭配故事角色手偶及動物布偶，以

活潑生動的方式拓展繪本運用。於 9 月至 10 月期間，分別於新北

市、雲林、南投 3 處偏鄉地區小學的進行活動演出，達到拓展繪本

運用，與環境保護知識傳遞之多元性。相關成果如圖 6.3-3 所示。 

  

南投場-學童扮演故事角色 雲林場-團康遊戲學童反應熱烈 

  

新北場-講師繪本故事進行 南投場-學童認真聽講過程 

  

雲林場-學童活動後訪問 新北場-學童活動後訪問 

圖 6.3-3 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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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場-大合照紀念 新北場-大合照紀念 

  
雲林場-繪本說故事學習單回覆 新北場-繪本說故事學習單回覆 

圖 6.3-3 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活動成果 (續 ) 

二、 民眾體驗宣傳活動 

（一） 生態體驗宣傳活動 

為促使一般民眾更加貼近宣傳議題，瞭解「土壤與地下水保護」

的重要性，今年度將議題與農務體驗、環境生態教育結合，於 104

年 9 月 5 日宜蘭頭城農場，舉辦「愛土地生態體驗活動」。此次活

動環保署魏國彥署長及土污基管會執行秘書馬念和執秘也一同共

襄盛舉，在魏署長的帶領下，與民眾代表及活動隊輔一起上台進行

「紀念服簽名」、「水稻插秧開幕儀式」及選出「環保小戰士」等具

有教育意義及傳承意涵的開幕儀式，讓參與整場活動的民眾能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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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到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的執行力及重要性。活動共創造 2 萬 4,903

人次的宣傳成效及 28 篇新聞露出紀錄。相關成果如圖 6.3-4 所示。 

  

邀請民眾一同進行水稻插秧儀式 插秧儀式後合照 

  
民眾下田體驗插秧活動 創意稻草人競賽活動 

  

生態環境介紹 親子盆栽作物栽培 

  

親子盆栽作物栽培 土壤與地下水知識問答 

  

活動後頒獎典禮 民眾與舞台背板合照 

圖 6.3-4 愛土地生態體驗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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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體驗活動後媒體報導 

圖 6.3-4 愛土地生態體驗活動成果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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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體驗活動後媒體報導 

圖 6.3-4 愛土地生態體驗活動成果 (續 ) 

（二） 結合地方特色宣傳活動 

為擴展地方縣市民眾對於「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的熟悉

度，自 103 年度開始，環保署透過深入高知名度且與議題具連結度

之縣市，參與地方文化特色活動。藉由展示攤位設置與活動設計，

向地方民眾宣傳議題，讓更多地方民眾接觸「土壤與地下水保護」

觀念。於 104 年 8 月 27 日的「雞籠中元祭」、9 月 18 日至 9 月 20

日的「桃園土地公文化節」，以及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15 日的「彰

化二水跑水節」，104 年度共參與 3 場地方縣市活動進行宣傳，參

與民眾及宣傳效益總計達 3,778 人次，較預期效益高出 3,178 人次，

達到議題拓展效益之最大化。相關成果如圖 6.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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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場-場地佈置及準備 基隆場-民眾參與簽到單 

 

 

基隆場-參與粉絲團活動民眾 

圖 6.3-5 結合地方宣傳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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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場-活動攤位準備 桃園場-民眾於攤位遊戲互動 

  

桃園場-民眾於攤位遊戲互動 桃園場-充氣人偶準備 

 

桃園場-民眾與充氣人偶拍照 桃園場-人偶與環保天使團 

 
 

桃園場-民眾與環保天使團 桃園場-充氣人偶踩街遶境 

圖 6.3-5 結合地方宣傳活動成果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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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場-參與攤位活動民眾 

圖 6.3-5 結合地方宣傳活動成果 (續 ) 



104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6-38 

三、 媒體行銷 

（一） 媒體露出 

為使「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能有效拓展宣傳廣度，今年度

以大眾運輸交通媒體廣告方式，於 104 年 10 月份透過客運車體廣

告、客運車內廣告、鐵路廣告、轉運站點廣告、公車側體廣告等，

刊登為期一個月之廣告，總計創造了 931 萬 5,675 人次瀏覽效益（如

表 6.1-4 所示），使議題觸及全國，並提昇議題之宣傳廣度。相關成

果如表 6.3-1、表 6.3-2、表 6.3-3、圖 6.3-6 所示。 

表 6.3-1 客運廣告路線 

項次 媒體通路 總數 刊期/月 站點名稱 數量/台 備註 

1 
客運車體 

廣告 
30 1 

基隆 6 

車輛行經點

位以分布全

國為主 

臺北西 B 10 

臺北轉運站 3 

桃園 3 

臺中 3 

高雄 5 

2 
客運車內 

廣告 
25 1 

基隆 5 

臺北西 B 10 

臺中 5 

高雄 5 

表 6.3-2 臺鐵廣告路線 

項次 路線 主要停靠站 站數 

1 
西線 七堵、松山、臺北、板橋、桃園、中壢、新竹、

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 

12 

2 
北迴線 八堵、瑞芳、福隆、頭城、礁溪、宜蘭、羅東、

蘇澳 

8 

3 
花東/ 

南迴線 

花蓮、吉安、壽豐、瑞穗、玉里、池上、關山、

臺東、知本、屏東、鳳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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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 公車廣告路線 

路線 
車側 

(滿版) 
起迄站 

行經 

區域 
捷運站 

232 

(正/副

線) 

8 
蘆洲- 

松山車站 

蘆州區 

三重區 

萬華區 

中正區 

大安區 

松山區 

正線： 

捷運蘆州站、捷運徐匯中學站、捷運

西門站、臺北車站、捷運善導寺站、

捷運忠孝復興站、捷運忠孝敦化站、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捷運市政府站、

捷運永春站 

 

副線： 

捷運徐匯中學站、捷運三和國中站、

捷運菜寮站、臺北車站、捷運善導寺

站、捷運忠孝復興站、捷運忠孝敦化

站、捷運國父紀念館站、捷運市政府

站、捷運永春站，共 20 站 

265 4 

土城-行政

院(板橋-行

政院) 

土城區 

板橋區 

萬華區 

中正區 

南雅站、西門站、龍山寺、善導寺、

臺北車站，共 5 站 

表 6.3-4 媒體露出宣傳總效益 

項次 媒體露出項目 網站瀏覽量/觸及人次 

1 客運車體廣告刊登 172,290 人次 

2 客運車內廣告刊登 96,000 人次 

3 鐵路廣告刊登 6,704,880 人次 

4 轉運站點廣告刊登 1,965,535 人次 

5 公車側體廣告刊登 376,970 人次 

媒體露出宣傳觸及人次總計：9,315,67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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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車體背面廣告 客運車內枕巾廣告 

 

鐵路車廂廣告 臺北轉運站點燈箱廣告 

  

公車側體單面廣告 公車側體單面廣告 

圖 6.3-6 媒體上刊照（媒體露出 ) 

（二） 異業合作 

為了使「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資訊能透過與不同的業種、

業態合作，創造「1+1>2」之成效。104 年度與東森房屋全國 310

家門市、臺東原生應用植物園 2 家門市、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及

臺鐵鐵路全國 131 個站點等，共協助張貼 444 張議題宣傳海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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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宣傳廣度觸及至全國民眾，達成土壤與地下水議題宣傳之效益。

相關成果如表 6.3-5、圖 6.3-7 所示。 

表 6.3-5 異業合作項目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執行時間 數量 

東森房屋 
全國 310 家門市張

貼宣傳議題海報 

自 10/28 日起張貼為期至少

一個月的宣傳海報，並依各

門市自行決定下刊日期。 

310 張 

臺東原生應用 

植物園 

臺東 2 家門市張貼

宣傳議題海報 

11/1～11/30 日， 

海報張貼一個月。 
2 張 

國立臺灣科學 

教育館 

於館內刊登活動文

字跑馬燈，及議題

海報張貼 

8/8～8/14 日宣傳活動訊息

文字跑馬燈。 

10/22～28 日張貼海報 

1 張 

臺鐵鐵路 全國 131 個站點 
11/1～11/30 日， 

海報張貼一個月 
131 張 

 

  

東森房屋臺北海報張貼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海報張貼 

  

臺東原生植物園海報張貼 臺東原生植物園海報張貼 

圖 6.3-7 媒體上刊照（異業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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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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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的公益託播，計播放 124 檔次。相關成果如表 6.3-6 所示。 

表 6.3-6 公益託播上刊列表 

項次 頻道名稱 檔數 備註 

1 臺視 20 起訖日 104/06/01～06/30 

2 華視 40 起訖日 104/06/01～06/30 

3 民視 48 起訖日 104/06/01～06/30 

4 中視 15 起訖日 104/06/01～06/30 

 

（四） Facebook 粉絲團經營 

為保持對土壤與地下水有興趣民眾之訊息傳播管道，並吸收更

多對本議題有興趣之民眾成為粉絲，「土淨水清系列活動 Facebook

粉絲專頁」，持續透過「土壤與地下水訊息」貼文露出、主題式動

畫角色圖像設計、舉辦網路活動、與粉絲互動等經營，維持粉絲黏

著度及營造議題的曝光度。統計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粉絲團人

數更突破 9,000 人以上之大關。相關成果如表 6.3-7、圖 6.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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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7 粉絲團網路活動效益統計 

項次 活動名稱 時間 
粉絲按讚數 

  增加（數量） 

1 暑期第一波活動 7/8～7/17 670 個 

2 暑期第二波活動 8/3～8/14 113 個 

3 暑期第三波活動 8/26～8/31 77 個 

4 開學第一波活動 9/8～9/16 283 個 

5 中秋節抽獎活動 9/21～9/30 103 個 

6 
2016 電子月曆桌布 

分享活動 
10/26～11/4 253 個 

總計增加至少 1,499 按讚數 

 

 
 

 

FB 粉絲團封面照片設計 

圖 6.3-8 網路活動宣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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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活動後成果花絮分享及粉絲留言互動 

  

  

  

FB 各式動畫角色人物主題設計 

圖 6.3-8 網路活動宣傳成果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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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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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持續呼籲民眾關心與重視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的議

題，綜合上述介紹，透過「學童教育宣傳活動」、「民眾體驗宣傳活動」、

「媒體行銷」等執行項目，本次計畫活動與媒體宣傳效益，共露出

30 篇媒體報導，並創造 1,626 萬 3,677 接觸人次。相關成果如表 6.3-8

所示。 

表 6.3-8 活動與媒體宣傳效益統計 

項次 活動項目 場次 接觸人次 

活
動
接
觸
人
次 

兒童舞台劇環境教育宣傳活動 5場 1,739人次 

繪本說故事宣傳活動 3場 81人次 

愛土地生態體驗宣傳活動 1場 3,146人次 

雞籠中元祭 1場 440人次 

桃園土地公文化節 1場 1,500人次 

彰化二水跑水節 1場 1,838人次 

媒
體
露
出
宣
傳
觸
及
人
次 

Facebook 粉絲團 218,283 人次 

愛土地生態體驗活動報名網站 13,888 人次 

客運車體廣告刊登 172,290 人次 

客運車內廣告刊登 96,000 人次 

鐵路廣告刊登 6,704,880 人次 

轉運站點廣告刊登 1,965,535 人次 

公車側體廣告刊登 376,970 人次 

公益託播宣傳效益 6,707,087 人次 

活動與媒體露出宣傳接觸人次總計：16,26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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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舉辦多場各類型之教育訓練外，

並舉辦研商會、說明會、講習會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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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 104 年度所辦之重要活動： 

一、 10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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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年起環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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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歷

屆辦理經驗，考量學員在專業學識、在學年級、就業急迫性等差異，

本（104）年度種子人才培訓營分為初階班與進階班，初階班於 104

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0 日假新北市救國團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辦理；進

階班於 104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假臺中市翔園會館辦理。 

初階班主要提供尚未完整具備環境污染等知識背景之學員，使其

初步瞭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之內容，並藉由較基礎之課程內容及

現場實作示範，引發學員對土壤及地下水環境相關產業興趣，進而在

未來修課選擇上，明白自己可以如何安排規劃，並能提早為畢業後就

業方向進行預備。課程內容主要以認識土壤及地下水、環境污染概

論、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工具介紹為主要核心課程，分為室內課程、戶

外課程及課間活動三大部分，活動辦理情形如圖 6.4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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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班課程規劃係參考自環保署 103 年度種子人才培訓營執行

經驗，提供已具備土壤及地下水專業課程知識之學員有更深入瞭解土

壤及地下水產業之機會，提升學員整合規劃能力，增進對自身論文研

究議題之掌握程度，並瞭解產業界發展情況，提早為畢業後就業方向

進行準備。課程內容主要以污染調查規劃方法與評估、採樣及檢測分

析概述、環境鑑識與地球物理調查技術及現地採樣及調查操作為主要

核心課程，分為室內課程與戶外課程，活動辦理情形如圖 6.4-2 所示。        

本次活動共邀請臺北市環保局、宜蘭縣環保局、高雄市環保局、

臺灣大學、交通大學、中興大學、中興工程顧問社、傑美工程顧問公

司與業興環境科技公司等單位參與，提供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分享，

並透過小組討論及分組競賽活動，激發學員獨立思考與組織能理，提

升全方位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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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源教授授課 林財富教授授課 

  

土壤檢測 地下水採樣 

  

BBQ-趣味競賽 課前頭腦動一動 

圖 6.4-1 104 年度種子人才培訓營初階班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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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蓓德教授授課 盧至人教授授課 

  

地物探測 土壤採樣（鑽機） 

  

學員簡報情形 張明琴教授講評 

 

倪炳雄副執行秘書頒獎 

圖 6.4-2 104 年度種子人才培訓營進階班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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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4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以下簡稱 SGM）操作說明會之目

的，係利於使用者得以順利操作系統，進行相關建檔、查詢等行政輔

助工作，以達事半功倍之效。共辦理五場次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系統及

相關業務說明會，會議成果摘要如下： 

於 104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13 日舉辦，地點分別於臺北、嘉義及

高雄辦理三場說明會，出席單位共有土污基管會、縣市環保局及環保

局委辦廠商，會議課程內容分別以場址、公文、考評、監測井、緊急

應變通報與回覆及工業區備查等 SGM 子系統進行基本操作說明，幫

含系統資料說明、操作說明、線上操作示範及使用者線上實際操作系

統等。 

另於 104 年 7 月 13 日及 7 月 20 日分別於高雄市及臺北市完成另

外兩場說明會，出席單位共有土污基管會、縣市環保局及環保局委辦

廠商，會議課程內容分別以場址列管系統、計畫系統、監測井系統、

緊急應變通報與回覆、工業區備查系統、地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

GIS）及行動巡查系統（以下簡稱 MDS）等系統功能進行基本操作說

明，包括系統資料說明、操作說明、線上操作示範及使用者線上實際

操作系統等。 

各場次說明會於最後安排各級環保機關提出問題與討論，以確保

使用者了解各項功能之操作，會議情形如圖 6.4-3。五場次土壤及地

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共計超過 150 人參與，會議中相關資料

於會後已放置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之「資訊交流平台」中「教

育訓練專區」，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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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臺北場(104/3/11)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高雄場(104/3/13)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高雄場(104/7/13)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臺北場(104/7/20) 

圖 6.4-3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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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4 年底泥法規及管理研習會 

針對水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部分已業於 104 年 5 月 22、26、28

日及 6 月 1 日分別於臺北、臺中、高雄及臺北偕同工研院底泥申報教

育訓練辦理 1 場次研習會，有關針對水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底泥

法規及管理研習會紀實如下：（如表 6.4-1 及圖 6.4-4） 

表6.4-1 104 年底泥法規及管理研習會 

時間 地點 

104 年5月22日 

104 年5月26日 

104 年5月28日 

104 年6月1日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大樓C2F02 教室 

恆逸臺中教育訓練中心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高雄教育中心 

國立臺北大學資訊大樓C2F02 教室 

目的 

自99 年2 月3 日環保署修正土污法將底泥納入管制

後，陸續已分別發布「底泥品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

限制辦法」(101年1月4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底

泥品質備查作業辦法」(102 年7 月15 日)。為使相關主

管機關及管理單位瞭解底泥法規、採樣及相關管理方案

擬定，特辦理教育訓練，以完善瞭解底泥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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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底泥法規及管理研習會」(臺北場) 

  

「104 年底泥法規及管理研習會」(臺中場) 

  

「104 年底泥法規及管理研習會」(高雄場) 

圖 6.4-4 「 104 年底泥法規及管理研習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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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法規宣導說明會 

因應整治費收費辦法於 100 年 3 月 7 日修正，自 100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為使繳費人更瞭解收費辦法修正後之擴大費基、費率調整、

出口退費、獎勵優惠退費及調整起徵值等內容，並配合實務執行案件

說明，共辦理 8 場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法規宣導說明

會」，如表 6.4-2，會議成果摘要如下： 

於 104 年 3 月分別於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

臺南市、高雄市及宜蘭市辦理，會中說明收費辦法內容、申報流程、

常見問題、現場稽核常見異常及缺失情形介紹等，並與繳費人交換意

見，會議情形如圖 6.4-5，超過 1,800 人參與，整體滿意度超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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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費網路申報及查詢系統「活動訊息」，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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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104 年度教育訓練及訓練相關會議表 

訓練課程名稱 訓練日期 總場次 總人數 活動性質 辦理對象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徵收法

規宣導說明會 

104/03/03 

104/03/06 

104/03/10 

104/03/13 

104/03/17 

104/03/19 

104/03/23 

104/03/26 

8 1,835 法規說明會 

對象為整治

費申報繳納

業者 

 

 

臺北場（集思臺大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與會情形 

臺中場（中科管理局 101 會議室)與會

情形 

  

臺南場（經濟部南臺灣創新園區國際會

議廳)與會情形 

高雄場（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演

講廳)與會情形 

圖 6.4-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法規宣導說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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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5 年兩岸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環境保護研討會 

為加強兩岸在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環境修復領域之合作與交流，

於 104 年 1 月 19 日至 20 日舉辦 「2015 年兩岸土壤地下水及底

泥環境保護研討會」暨環保交流相關活動（如圖 6.4-6），對於因應土

壤、地下水及底泥污染整治領域更應積極展開合作與交流，共同探討

解決方案，並探求彼此互補優勢，推動去污保育護生態之環保目標。

藉此凝聚兩岸智慧，促進兩岸共同追求永續發展之目標。 

邀請了國內 25 名專家學者、各縣市環保局及國內土壤地下水及

底泥相關企業廠商共同參與。此次研討會，我國代表共 12 篇學術報

告，提出國內土壤及地下水修復技術及實際案例，陸方共 12 位專家

代表，共 8 篇學術報告，針對中國大陸土壤整治相關法規制度、廢

棄物現況、污染場址整治現況及相關技術。 

此次研討會透過產官學界之專家學者積極參與，進行土壤、底泥

及地下水等專業領域之學術交流，進一步瞭解目前中國大陸已意識到

土壤及地下水之間污染關聯係密不可分，惟其對於區域性地下水污染

監測或污染場地地下水調查尚未全面展開，我國可藉由本次研討會拓

寬雙方交流機會，展現我國於環境保護領域之實力成就，以利為未來

兩岸環保協議爭取助益，並促進雙方產業界及學術界合作與交流。 

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已協助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

與中國大陸相關科研機構完成 18 場次 77 人次之交流活動，介紹我國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模式和整治技術，推廣國內污染場址整治實務

經驗與作法，藉以協助我國環保產業拓展大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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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兩岸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環境保護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雙方贈禮-張子敬副署長及中國環境科學

學會趙英民副理事長 
研討會參與現況 

 
 

時任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會 

蔡鴻德常務理事專題演講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趙英民副理事長專題演講 

圖 6.4-6 2015 年兩岸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環境保護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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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績效考評作業 

104 年度之績效考評整體架構區分為全國共通性業務、業務評鑑

及平時查核、自訂權重項目與綜合評量四大項，共包含 63 項評量指

標，其中包含 16%之主觀評分，其餘 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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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5-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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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相較，本年度管考方式主要有三大變更： 

（一）農地類型場址指標項目調整 

（二）業務評鑑結合例行性補助計畫辦理 

（三）新增資訊系統資料正確性項目 

為加強農地污染類型場址之控管，本年度考評指標特調整農地管

理項目至自訂權重，並限制有農地污染類型場址縣市於此項之最低配

分。業務評鑑之辦理方式，改為結合例行性補助計畫之審查，以求評

鑑委員能將對縣市業務的建議列入次（105）年度補助項目之必要性 

表6.5-1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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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縣、屏東縣 

第 3 組 
基隆市、臺北市、嘉義市、花蓮縣、臺東縣、連江縣、

金門縣、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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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另為詳實 SGM 系統中資料之完整性，亦新增資訊系統資料正

確性項目，抽查各縣市列管場址登載之完備性，以建立確實之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管制資料庫。 

此外，佔年度考評總成績 11％之業務評鑑，包含第壹部分之 103

年度業務執行成果說明（8%）、第貳部分之 104 及 105 年度工作規劃

說明（3%）及簡報者及問題答詢時程掌控（扣分制，0.5%）等。辦

理方式為由國內專家學者及機關代表組成之評鑑小組（每組 5 名委

員），分別對三組受評單位進行評鑑。由評鑑小組透過受評單位書面

資料、簡報、與環保局之詢答，了解各縣市對於業務熟悉度及監督管

理能力，給予評分。評分重點包含轄區業務之特色、業務主軸、積極

管理作為、成果優勢、未來規劃，以及土污基金補助經費之規劃與運

用情形。而簡報中之第貳部分包含了縣市環保局於 105 年度之例行性

補助計畫工作計畫書，以求委員能對補助計畫提供有效建議並進行經

費核定。 業務評鑑過程如圖 6.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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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簽到 縣市報到 

  
土污基管會馬念和執行秘書致詞 苗栗縣環保局劉伯舒局長致詞 

  
地方環保局簡報 評鑑小組講評 

 
與會人員大合照 

圖 6.5-2  業務評鑑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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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各項考評指標項目評比後，本年度選出三組特優縣市各 1 名、

優等縣市各 3 名，共計 12 縣市獲得優等以上之殊榮，得獎名單如表

6.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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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5-2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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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優等 

臺南市 

新北市 

彰化市 

第 2 組 

特優 嘉義縣 

優等 

宜蘭縣 

苗栗縣 

屏東縣 

第 3 組 

特優 臺北市 

優等 

臺東縣 

花蓮市 

基隆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