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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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推動舉辦多次研討交流會議，其中除辦理亞太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之成員國專業人士技術訓練課程，邀請

亞太土水工作小組各會員國所薦舉派員來臺培訓外，亦積極推動臺韓

雙邊合作，完成第 7 次事務會議，並續簽未來 4 年之「臺韓土壤及地

下水保護技術合作備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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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員國專業人士技術訓練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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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召開 6 次工作小組事務會議。 

環保署於 105年 3 月 21 至 3月 28 日於臺北市福華文教會館舉辦

「2016 年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之成員國專業人士技

術訓練課程」，本次活動出席外賓為亞太土水工作小組各會員國所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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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派員來臺培訓，共有 8 個成員國提名共 9 名人員參訓，包含澳洲 1

位、印尼 1 位、馬來西亞 1 位、紐西蘭 1 位、菲律賓 2 位、斯里蘭卡

1 位、泰國 1 位、越南 1 位，除國外代表外，亦開放國內環境顧問公

司及政府環保單位之專業人士共同參訓，與外賓進行互動、交流與討

論，增進學習效果。 

本專業訓練課程包含七大主題，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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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以上順序授課，共邀請國內環保署代表與學者專家 21 人擔任講師，

合計共 6 日 24 堂課程，授課內容多元豐富，每堂課最後包含 10 分鐘

問題與討論，學員發言踴躍並積極參與討論，參訓情形如圖 6.1-1 所

示。 

3 月 24 日之場址參訪活動，安排參訓學員參訪桃園 RCA 污染場

址（參訪情形如圖 6.1-2 所示），由我國代表進行簡報介紹該場址之整

治成效、整治計畫等說明，簡報介紹結束後，由現場人員親自操作儀

器並介紹相關技術予學員，實際探訪結束後返回室內進行討論與交

流，學員均表示透過本次參訪活動收獲受益良多，且對於污染整治技

術有更深入的瞭解，將利於受訓學員返國後對於相關技術之深入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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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亞太土水專業技術訓練課程」開幕典禮合照 

  

環保署賴瑩瑩執行秘書開幕致詞 國立臺灣大學陳尊賢教授開幕致詞 

  

上課實錄 上課實錄 

  

課後討論 課後討論 

圖 6.1-1 亞太土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業人士技術訓練剪影  



105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6-4 

 

圖 6.1-2 RCA 場址參訪  

 

二、「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 7 次事務會議」

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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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4 年底，已召開 6 次事務會議。 

環保署為持續拓展我國土壤及地下水交流成果，於 105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組成 14 人代表團抵達南韓，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制度及技術的經驗交流活動，參加「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

域合作備忘錄第 7 次事務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續簽臺韓

兩國第 2 次 4 年期（2016~2020 年）土壤及地下水領域之合作協議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洽商雙邊交流事宜及實地考

察，並宣傳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執行成果。參訪團成員包括 6

位臺韓合作備忘錄事務會議指導委員（官方 2 位、學術界 3 位、產業

界 1 位）及 8 位學者專家代表（官方 2 位、學術界 4 位、產業界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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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於 8 月 30 日上午與南韓環境部於首爾市見證兩國大使

簽署「臺韓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合作備忘錄」續約（2016~2020 年）。

兩國同意在前約的良好合作基礎上，持續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及預防問題，就技術應用與法規制度進行共同研究與合作，以提升兩

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的能力。另外我國代表團也藉由出席年度雙

邊指導委員會議，與南韓環境部代表團就今明兩年的合作事項及產學

界合作議題進行討論，持續落實雙邊交流。 

本次會議主題包括檢討與評估「兩國 2014-2015 年在土壤及地下

水領域兩個合作計畫之成果」「韓國 2016-2017 年在土壤及地下水領

域兩項合作計畫之主題與內容」「臺灣 2016-2017 年在土壤及地下水

領域兩項合作計畫之主題與內容」及「兩國 2016-2017 年在土壤及地

下水領域相互交換資料與信息之主題與內容」等 4 項議題，內容如下： 

（一） 兩國於 2016-2017 年各提供兩個研究計畫，各計畫期程自簽

約日起至 2017年 4月 30日止，每計畫經費各 4.5 萬美元，計

畫主題為： 

1. 臺灣與南韓土壤污染離場整治政策、法規、管理策略及技術

之比較分析。 

2. 臺灣與南韓地下水監測與整治法規、管理策略及技術之比較

分析。 

（二） 兩國 2016-2017 年在土壤及地下水領域相互交換資料與信息

之主題與內容，雙方同意提供對方所要求之交流主題如下： 

1. 韓國要求臺灣提供交流之主題  

(1) 臺灣表土土壤保育與管理之相關法規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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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在土壤與地下水研究與發展之詳情資料（研發策略與

預算）。 

(3) 臺灣在化學品洩漏與意外對土壤與地下水污染之因應與避

免策略。 

(4) 臺灣工業區或工廠之環境管理。 

(5) 臺灣在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範例技術之介紹。 

2. 臺灣要求韓國提供交流之主題 

(1) 韓國污染土壤再利用、資源化之產品端管理制度及規範或

認證制度推廣方式。 

(2) 韓國地下水污染管理策略，包括政策、法規制度、技術與

資源整合。 

(3) 韓國地下水含氯有機物污染場址之整治技術與管理策略。 

(4) 韓國軍事場址之調查與整治策略（需待韓國環境部與該國 

國防部協調後再通知可開放之場址）。 

(5) 韓國地下水重金屬污染場址整治技術與與管理策略。 

另「臺韓土壤及地下水技術論壇 (The 7th Korea-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oil and Groundwater)」於 8 月 30 日下

午辦理，本次論壇除雙方 代表團成員外，韓國土壤及地下水專家共

約 60 人與會。第一階段由兩國之學者專家進行 4 個專題報告，題目

分別為褐地整治、環境鑑識技術、飲用水品質管理系統、生物鑑識污

染物方法。首先由韓國環境工團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KECO)之總經理 Ms. Jung-Sun Lee 報告在韓國 Janghang 冶煉廠

(Smelter)附近污染土壤褐地開發(Brownfield Remodeling Project)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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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整治。第二位演講者為我國高雄師範大學陳士賢教授報告石油污染

場地之環境法醫鑑識技術。第三位演講者為韓國環境研究所主任 Dr. 

Tae-Seung Kim 報告韓國在地下水做為飲用水源之水質管理技巧。第

4位演講者為我國東華大學蘇銘千教授報告污染土壤及底泥之生物指

標鑑識方法的應用。 

第二階段則由兩國業界代表共 5家整治顧問公司進行業務簡介與

經驗分享。首先由韓國現代工程公司 (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之首席研究工程師 Dr. Wan-Hyup Kang 報告該公司

在重金屬污染土壤清洗(soil washing)之技術系統以及應用之實例。第

二位演講者為我國美商 傑明公司黃建源總經理，報告在臺灣土壤及

地下水市場可提供之產業鏈(Supply Chain)。第三位演講者為韓國

Ecophile 公司 Dr. Sung-Hwan Ko 報告該公司在電動力技術

(Electrokinetics)應用於土壤砷污染整治之發展以及實例。第四位演講

者由我方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車明道博士報告瑞昶公司在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調查以及整治先進的技術。最後由韓國 Dowoo 環境與農

業技術公司之 Dr. Dong-Wook Kim 報告污染土壤之植生復育

(Phyto-Remediation)和生質能源利用之技術開發和研究之成果。本次

壇壇之進行採中韓語同步翻譯，並在過程中雙方代表團成員也分別熱

烈提問討論，彼此交換意見。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合作備忘錄」是亞太地區第一個國

家與我國簽署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的官方合作備忘錄成功案例，近年來

兩國就加油站預防洩漏管理、地下水質監測及兩國相關制度與執行

面，充分了解及分享經驗，也透過歷年來舉辦技術論壇、論文發表、

產學合作及污染預防技術推廣，深植兩國合作的基礎。本次會議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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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良好而續約，對其他亞太成員國家具有重大示範意義。會議

活動剪影如圖 6.1-3 所示。 

 

韓國參訪團大合照 

 

臺韓合作備忘錄第 7次事務會議 

圖 6.1-3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 7 次事務

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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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第 2次 4年期 MOU續約簽訂儀式 

圖 6.1-3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 7 次事務

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活動剪影 (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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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合作備忘錄第 7次事務會議之技術論壇 

圖 6.1-3 「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 7 次事務

會議」暨「臺韓整治技術論壇」活動剪影 (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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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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於 2000年公布實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迄今已實行 17

餘年，對於污染場址的行政管理措施已相當完整，然而污染場址從發

現污染事實至完成污染改善往往需要數年之久，期間所進行的採樣、

分析與污染改善等工作皆需投入大量能資源。近年來國際間已逐漸體

認到污染場址調查與整治所付出的環境代價甚高，因此提出「綠色及

永續導向型整治」(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GSR)，除以生

命週期評估，考量能源使用、空氣污染排放、水資源消耗與衝擊、資

材利用與廢棄物產生、土地與生態影響等核心元素，設法減低整治活

動的環境足跡外，更提倡以永續整治的觀點進行污染場址管理相關工

作，鼓勵場址管理單位同時考量調查與整治所可能產生之環境、設會

與經濟影響。透過周延之規劃與管理，在環境面減少各類環境足跡，

在社會面增進社會參與、風險溝通並減低整治活動不良干擾，在經濟

面則評估整治工作成本、效益與及其對經濟的整體影響。（如圖

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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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本
2.效益
3.經濟影響

1.減少能源消耗
2.降低大氣排放
3.最小化水資源使用影響
4.土壤及生態系影響
5.資材與廢棄物減量

1.人體健康安全
2.社會公義

污染場址調查

污染改善方案選
取與設計

污染改善系統設
備建置

污染改善系統運
作維護與監測

解除列管/
土地再利用

+

 

圖 6.2.1-1 GSR 評估架構圖  

 

環保署為落實「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105 年輔導 3 處場址

進行 GSR 試評估，提供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之建議，同時研擬認證制度草案，以確認認證制度評分之合理

性 ， 並 建 置 「 綠 色 及 永 續 導 向 型 整 治 推 廣 平 臺 」

(http://sgw.epa.gov.tw/greenremediation/ )（圖 6.2.1-2），提供污染改善

方案決策建議、環境足跡評估、經濟面評估、社會面評估與最佳管理

措施建議等，105 年共舉辦 3 場次 GSR 工具集說明會，協助使用者

瞭解系統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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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2 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推廣平臺網頁  

 

為引入符合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之新穎調查與整治技術，提昇

整治技術能力，105 年引進「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技術」、「地表氣體採

樣調查技術」、「土壤間隙氣體採集與分析技術」，邀請美國地質調查

局 Dr.Landmeyer 來臺技術轉移，經於國內 2 處污染場址試辦（中壢

工業區、林園工業區），完成 2 場次「植物環境污染鑑識訓練課程」，

確立樹芯調查採樣與分析方法程序，證實此技術確實可以反映地下污

染情形，完成「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技術參考指引（草案）」供各界參

考。105 年 6 月 16 日舉辦「綠色調查，運用樹芯調查地下污染」記

者會（圖 6.2.1-3），說明環保署積極推動新穎綠色、對環境友善的調

查技術的成果與方向，並針對目前引進之樹芯快速污染調查技術進行

發表。後續共有 2 則報紙新聞、9 則電子報、壹電視與年代新聞專題

採訪 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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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3 「綠色調查，運用樹芯調查地下污染」記者會  

 

為掌握各國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發展最新動態，我國於 2012

年成立 SuRF-Taiwan，除積極參與國際永續型整治論壇(Sustainable 

Remediation Forum, SuRF)及相關活動外，亦與其他國家 SuRF組織進

行交流，由歷次參與國際活動之經驗可知，除澳洲與紐西蘭

(SuRF-ANZ)外，我國為亞太地區最積極推動此新穎觀念者，於東亞

居於領先地位。目前國際間已有共識將推動籌組永續整治國際聯盟，

我國為主要成員之一。105 年共參與 5 場次永續型整治論壇

SuRF-International 電話會議，報告我國 GSR 推動成果外，並協助

SuRF-USA 完成社會面白皮書撰寫，以及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永續整治標準制定文件審閱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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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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至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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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則

擴大研究主題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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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目標以大方向做

調整，修改為整治、評估、預防及其他自訂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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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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申請件數共 47 件，經審查通過共 28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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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件與模場試驗專案 3

件。 

表6.2.2-1 105年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核定計畫類型清單  

專案類別 研究主題 申請機構 專案中文名稱 

研究專案 

評估 

國立臺灣大學 Itrax應用於環境鑑識之探討 

逢甲大學 
以地電阻影像探測技術推估地下水

流速流向：實場驗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強化土壤氣體現場篩測方法調查石

油碳氫化合物儲槽設施及污染場址 

中興大學 

環境因子對於河川底泥中無機新興

污染物循環機制之影響–以烏溪流

域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 
地下水污染溯源環域與風險評估線

上模擬平臺開發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結合生物毒性測試及環境代謝體學

進行高雄港底泥生態風險評估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污染底泥之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整

治可行性之評估 

中國文化大學 
以巨量資料預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趨勢與優先補助整治評估模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臺灣南部溪流底泥硫化物鍵結金屬

的生物有效性與生態風險評估 

整治 

國立中央大學 

以超臨界流體氧化技術同時處理土

壤中戴奧辛、五氯酚及汞之整合性

系統開發 

朝陽科技大學 
臭氧注氣法處理飽和層及未飽和層

柴油污染試驗 

國立臺灣大學 
建構電容去離子系統整合模組處理

含砷地下水之先驅試驗 

國立臺灣大學 
以生物界面活性劑進行土壤淋洗促

進植生復育重金屬污染土壤評估 

國立交通大學 
地電阻影像探測監控土壤與地下水

污染整治的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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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1 105年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核定計畫類型清單 (續 ) 

專案類別 研究主題 申請機構 專案中文名稱 

研究專案 整治 

國立中央大學 

開發高效能螯合與還原毒性汞之菌

株 及 量 產 移 汞 蛋 白 質

-metallothionein 

國立嘉義大學 
木麻黃植物(Casuarina spp.)根部共

生微生物對於重金屬累積之影響 

國立中山大學 
以植物復育整治受汞污染土壤之可

行性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研發穩定型奈米釋氧顆粒以應用於

受柴油污染土壤之生物復育整治 

國立臺灣大學 

利用滲透灌注技術進行基質最佳稀

釋比例於地下水生物整治之應用研

究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 

以濕處理及廚餘淨化受戴奧辛污染

之土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光觸媒覆膜光纖集束(COFB)光催化

地下水中三氯乙烯之現地綠色整治

技術開發 

中原大學 
醇類增加有機物揮發應用於受柴油

污染場址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 

本土異化性金屬還原菌 Shewanella 

sp. KR12 整治水體中含氯有機污染

物之研究 

國立高雄大學 

長效性氧化電極進行複合污染場址

整治及環境地工離心機模擬長期整

治成效之研究 

明志科技大學 

利用臺灣本土有益混合菌以提升水

稻植生萃取重金屬鎘污染之可行性

研究 

模場試驗 整治 

國立中興大學 

二仁溪污染底泥整治模場試驗計劃

(結合相反轉法與再利用加蓋法技術

研發) 

崑山科技大學 
現地電解整治受氯乙烯污染地下水

之模場試驗 

朝陽科技大學 
整合電動力與植生復育技術整治重

金屬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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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年度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之成果 

105 年度研究計畫之核定通過率為 59.6%，其中研究計畫占

89.3%，模場試驗占 10.7%。研究計畫主題為評估 9 件、整治 16 件；

模場試驗則有整治 3 件，其具體之研究成果如表 6.2.2-2 所示。 

表6.2.2-2 105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  

序 主題 研究機關 計 畫 名 稱 研  究  成  果 

1 

評估 

國立臺灣

大學 

Itrax應用於環境

鑑識之探討 

本計畫研究結果，Itrax的非彈性和彈性散射之比

值(Mo inc/Coh)資料發現不同深度的土壤剖面也

有明顯的變化趨勢，隨底泥剖面深度增加而非彈

性和彈性散射之比值(Mo inc/Coh)有降低的趨勢

發生。根據宜蘭梅花湖底泥岩芯資料的比對結果

得知，本計畫所採集的底泥岩芯隨著深度的增

加，其有機物(TOC)含量有遞減的現象發生。 

2 逢甲大學 

以地電阻影像探

測技術推估地下

水流速流向：實

場驗證 

本研究實場試驗結果，發現注入點及附近除了有

電阻較背景值降低的現象，亦會發有電阻較背景

值增加情況發生。表示高導電度示蹤劑進入地下

水，不止是改變電場的分佈，更可能改變電流的

路徑分佈，產生電壓差上升，結果以電阻增加的

結果呈現，與一般的定電流的假設有所差異。 

3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強化土壤氣體現

場篩測方法調查

石油碳氫化合物

儲槽設施及污染

場址 

本計畫研究結果 Sorbent Tubes Anasorb CSC® 與

ULTRA sampler sorbe® 在實驗室中皆為可控條件

(如無日照、濕度干擾等)，故測值會相對較高，

加油站實場測試中，因日照、溫度與測漏管中濕

度皆不相同，場址污染現況、水文地質條件及場

址是否進行整治均會影響被動式吸附作用，但其

成本較低，可建議業者多使用。 

4 中興大學 

環境因子對於河

川底泥中無機新

興污染物循環機

制之影響–以烏

溪流域為例 

本研究結果推測：有機物 AHA 阻擋了電子的傳

遞，但是高 pH的反應條件增加了 H
+的消耗，進

而促進 Se0 溶解出硒的反應。在所有 pH、Eh、

有機物含量、反應天數等等的變化條件下，以 pH 

值的影響為最大，從 pH6.0到 pH9.0之間，H
+的

濃度降低了 103倍，而 Eh值僅有 100mV 的變化

(從 150 mV下降至 50 mV)。而有機物的角色則主

要是影響物種變化與分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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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5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1) 

序 主題 研究機關 計 畫 名 稱 研  究  成  果 

5 

評估 

國立中央

大學 

地下水污染溯源

環域與風險評估

線上模擬平臺開

發 

本計畫完成水井捕集區模式與圖形介面開發，

並：已建構好污染團溯源追蹤數值模式之演算

法，並將該數值模式編譯、驗算以及移植至平臺

計算引擎並且圖像化，污染團溯源追蹤模擬結果

提取臺灣現有之案例作為驗證。 

6 

國立高雄

海洋科技

大學 

結合生物毒性測

試及環境代謝體

學進行高雄港底

泥生態風險評估 

本研究結果表明，核磁共振的代謝組學研究方法

可用於鑑定被污染物污染的生物體反應的有效

方法，且能篩選出可能的代謝物生物標記。本計

畫同時亦利用此平臺，以銅對端足類測試其毒

性，以及尋找其影響的代謝物，發現端足類暴露

於高濃度的銅離子環境下，valine 及 isocaproate

很顯著地表現，顯現未來將可陸續依此平臺來進

行不同單一或多種重金屬影響下的代謝反應，開

發可當檢測的生物標記。 

7 

國立高雄

海洋科技

大學 

污染底泥之微生

物多樣性與生物

整治可行性之評

估 

本計畫利用次世代高通量定序技術找出高雄港

四大入港河川河口底泥的微生物相，提供污染物

對底泥整體的微生物相多樣性的衝擊，找出了各

河口的代表性菌種，可做為環境的生物標記。另

利用之前的環境評估與底泥菌相進行相關性的

研究，找出幾個具有代謝污染物能力的菌種，未

來可以作為生物復育的使用。 

8 
中國文化

大學 

以巨量資料預測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趨勢與優先補

助整治評估模式 

本計畫建立一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優先整治補

助之評估指標，並分別求算出各項相關權重，依

實證結果為指標重要性依序前四名為周邊人口

群 聚 程 度 (17.33%) 、大 眾 運 輸 發 展 程度

(12.38%)、周邊土地價值(11.72%)、環境品質改

善程度(11.43%)，可供未來作為污染整治推動重

要評估項目。 

9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臺灣南部溪流底

泥硫化物鍵結金

屬的生物有效性

與生態風險評估 

本計畫完成 35 個樣站底泥採集分析，潛在生態

危害係數評估結果顯示，僅 SY3樣站之潛在風險

指數為中高度污染，其餘樣站均屬於低度風險。

整體而言，本計畫 8條溪流流域生態風險指數由

大至小依序為三爺溪>牛稠溪>武洛溪>鹽水溪>

後勁溪>典寶溪>阿公店溪>東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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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5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2) 

序 主題 研究機關 計 畫 名 稱 研  究  成  果 

10 

整治 

國立中央

大學 

以超臨界流體

氧化技術同時

處理土壤中戴

奧辛、五氯酚及

汞之整合性系

統開發 

本研究結果顯示，CWO系統操作溫度及壓力分別

達 380℃及 22MPa 時進行超臨界水氧化相關試

驗，研究顯示戴奧辛及五氯酚的破壞效率隨

SCWO 系統中 H2O2 氧化劑添加量的增加呈現上

升趨勢，於停留時間為 10分鐘之條件下，100%過

氧量時戴奧辛與五氯酚的破壞效率可達 99%以

上。 

11 
朝陽科技

大學 

臭氧注氣法處

理飽和層及未

飽和層柴油污

染試驗 

本研究試驗結果得知將空氣流量設定為 10 L/min

時，可得到最佳化臭氧產率 2,888 mg/min。臭氧注

氣方式處理含柴油污染濃度 300 mg/L地下水時，

注入臭氧 1 小時後地下水柴油濃度即可低於地下

水污染管制標準 10 mg/L，柴油降解效率達 95%以

上，顯示以臭氧氧化地下水中柴油污染物成效極

佳。 

12 
國立臺灣

大學 

建構電容去離

子系統整合模

組處理含砷地

下水之先驅試

驗 

本實驗以 MF-CDI 系統模組處理含砷濃度為 0.13 

mg/L 之地下水，最高可去除水體中 76%的砷含

量，出流水砷濃度可符合飲用水水源標準及農業

灌溉用水水源標準(0.05 mg/L)；CDI模組對陽離子

之選擇性去除能力與去除量，皆係以二價陽離子

優於一價陽離子，故可降低地下水中硬度值，即

當地下水做為飲用水水源並使用 CDI 技術進行處

理時，可增加飲用水之適飲性。 

13 
國立臺灣

大學 

以生物界面活

性劑進行土壤

淋洗促進植生

復育重金屬污

染土壤評估 

本研究已完成狼尾草、臺灣藜及肥皂草以不同濃

度 EDTA、EDDS及皂素淋洗液去除重金屬污染土

壤銅、鉻及鎘效果。從結果來看臺灣藜對於三種

重金屬具有富集效果，對於土壤重金屬的移除將

可獲得良好的助益，然而從生物量來看，狼尾草

可獲得最大的生物量。 

14 
國立交通

大學 

地電阻影像探

測監控土壤與

地下水污染整

治的技術發展 

本研究根據 3D數值模擬之結果，採用 T型孔對地

施作方式進行施作時，電極陣列建議採用

Wenner-schlumberger 序列，可具備較佳之靈敏度

以及抗雜訊等能力；另研究提出模組化且電壓與

電流極分列之移動式孔內電極概念，先透過室內

砂箱進行概念性驗證，顯示本研究室內測試後總

結之電極尺寸與間距設計準則正確，而後製作第

一版雛形進行現地測試，現地結果顯示此孔內電

極搭配全開篩管可獲得品質良好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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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5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3) 

序 主題 研究機關 計 畫 名 稱 研  究  成  果 

15 

整治 

國立中央

大學 

開發高效能螯合

與還原毒性汞之

菌株及量產移汞

蛋白質

-metallothionein 

本計畫完成本土高效能移除汞 GE 菌株能力評

估，開發以醱酵槽大量培養可移除汞污染之本土

和 GE 菌株並純化 metallothionein，結合分子生

物技術與環境微生物以及導入生化工程理念，以

期將來能實際將這些成果應用於移除汞污染以

及其他環境整治的生物復育應用。 

16 
國立嘉義

大學 

木麻黃植物 

(Casuarina spp.) 

根部共生微生物

對於重金屬累積

之影響 

本試驗結果顯示 AMF、DSE 及 NFB具有提升木

麻黃苗木耐受 Zn 之能力，並降低植體內重金屬

Zn 含量，但同時卻能增加植物生長量，進而增

加整體重金屬累積量並提升植生復育之效益。 

17 
國立中山

大學 

以植物復育整治

受汞污染土壤之

可行性研究 

本研究選用水黃皮、白茅、蘆葦、蘆竹、五節芒

及甜根子草，其根、莖、葉等部位皆會吸收重金

屬汞。根據植體單位生物質量汞累積濃度以蘆竹

最佳，其他五種植物之植體汞濃度累積越高，生

長速率越低。而蘆竹的生長速率則不受汞濃度累

積影響而具有一定的生長速率，顯示其耐受性甚

佳，且其汞累積濃度又最高。 

18 
國立臺灣

大學 

研發穩定型奈米

釋氧顆粒以應用

於受柴油污染土

壤之生物復育整

治 

本計畫研究結果為微生物降解柴油之土壤試

驗，以復育土所馴養微生物經 241 天降解 2,000 

ppm柴油，可降低至 23.9±4.6 ppm，而高污染土

經馴養後亦可將柴油濃度降低至 112.4±6.3 

ppm。顯示原生菌群中已具有可分解柴油之微生

物，經馴養後可經由降解實驗驗證其降解能力，

並以菌株協同過氧化鈣顆粒進行柴油降解試驗。 

19 
國立臺灣

大學 

利用滲透灌注技

術進行基質最佳

稀釋比例於地下

水生物整治之應

用研究 

本計畫以 HRC 以稀釋比例 1:5 灌注中砂試體仍

可有效地滲透，而 A砂試體、B砂試體以及細砂

試體在改變稀釋比例至 1:20之後，均可有效地滲

透至最大高度。C砂與 D砂之試驗中，以本研究

之滲透灌漿技術而言，三種基質不論以稀釋比例

1:20 或 1:30 皆無法於試體中滲透。而 E 砂、F

砂之試驗中，三種基質以 1:20之稀釋比例可以滲

透，然而滲透之情形並非理想，其中以 HRC 之

滲透性稍佳於 EOS 與 EcoClean，而持續性方面

EOS與 HRC稍優於 Eco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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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2 105年土污基金補助研究計畫成果彙整(續4) 

序 主題 研究機關 計 畫 名 稱 研  究  成  果 

20 

整治 

國立高雄

海洋科技

大學 

以濕處理及廚餘

淨化受戴奧辛污

染之土壤 

本計畫研究結果，在攝氏 30 度下，經過五次搓

洗後，得到最佳洗劑為厭氧液肥，其去除效率為

94.1%。水產物生漿其戴奧辛濃度由未萃取前

22,080 ng-TEQ/Kg ， 水 洗 後 結 果 為 1,298 

ng-TEQ/Kg，去除效率為 94.1%，接近法規標準

1,000 ng-TEQ/Kg；次之，厭氧液肥水洗後其濃度

為 2,961 ng-TEQ/Kg，去除率為 87%；最後甘蔗

酒水洗後其去除率為 80%。 

21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光觸媒覆膜光纖

集束(COFB)光

催化地下水中三

氯乙烯之現地綠

色整治技術開發 

本計畫研究結果發現，光纖直徑會影響光催化去

除 TCE之效率，光纖直徑越大，其光照範圍會隨

之增加，進而提升 COFB 反應牆系統去除 TCE

之效果，因此，COFB對於地下水中 TCE 之處理

效果，隨著所使用之光纖直徑增加而提高。 

22 中原大學 

醇類增加有機物

揮發應用於受柴

油污染場址之研

究 

本計畫研究結果顯示，加入醇類後可有效增加部

分柴油類污染物的揮發效率，因此所發展的方法

可考慮用於受柴油污染場址。對於溶解性的有機

物本方法較為適用，若有機物已在地下水中形成

NAPL，在揮發效率增加方面將受到限制。 

23 
國立臺灣

大學 

本土異化性金屬

還原菌

Shewanella sp. 

KR12整治水體

中含氯有機污染

物之研究 

本研究結果顯示，Shewanella sp. KR12 生合成奈

米金屬顆粒之最適宜條件為，(1)試劑添加先後順

序：M9 培養液、甲酸鈉溶液、金屬離子溶液、

菌液；(2) OD600 0.2 之菌量 0.1 mM 金屬離子溶

液反應； (3)氧化還原電位約為 25-30(Pd0)、

20-25(ZnS)mV 左右。 

24 
國立高雄

大學 

長效性氧化電極

進行複合污染場

址整治及環境地

工離心機模擬長

期整治成效之研

究 

本研究以電動力實驗與環境地工離心機相輔相

成，使苯系有機物及重金屬同時整治，另研發長

效型氧化電極，提升效能，降低整治成本。 

25 
明志科技

大學 

利用臺灣本土有

益混合菌以提升

水稻植生萃取重

金屬鎘污染之可

行性研究 

本研究結果顯示，經石灰調整後的土壤，由於鹽

酸與氯化鐵的萃取溶液 pH 值最低，所以有最佳

的萃取效果，不過有益菌的 pH 值高於檸檬酸，

但是對重金屬鎘的萃取效率卻優於檸檬酸，顯示

酸性有益菌可做為潛在的土壤重金屬萃取劑。 

 



第六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23 

105 年度模場試驗專案共 3 件，其相關成果及效益分析如表 6.2.2-3。 

表6.2.2-3 105年度土污基金補助模場試驗成果及效益分析  

研究機關 計 畫 名 稱 研  究  成  果  及  效  益  分  析 

國立中興大學 

二仁溪污染底泥整治

模場試驗計劃(結合

相反轉法與再利用加

蓋法技術研發) 

成果 

試驗結果，管柱內進行真實底泥之相反轉測試發現單次操作可去除約 58%之 Aroclor 1254 

及 57%之 HCB，且在管柱中溫度分佈的確有由下至上逐漸降溫之情況，且出口溫度如預期

般可降至約 28°C 至 30°C，而且管柱下層接觸高溫之水在油中乳化液之情況下的確有最高

之 Aroclor 1254及 HCB去除比例，可達約 77%及 82%之去除率。批次降解反應之菌群分析

顯示部分效果較佳之組別之大多數菌種並非目前資料庫已收錄之菌種，顯示二仁溪底泥中

可能有相當多可以有效降解 Aroclor 1254之未知菌種。 

效益 

本計畫將實驗室加熱製程在現場進行後立刻注入，縮短製備時間且可提高處理效果，故有

其經濟效益存在；另本計畫所研發之技術將尋求廠商進行技術授權移轉，可有效提升我國

環保業界之底泥整治技術水準，有利於企業拓展海外事業版圖並有助國內青年就業。 

朝陽科技大學 

整合電動力與植生復

育技術整治重金屬污

染土壤 

成果 

模場試驗場址受重金屬鉛的污染，試驗以電動力結合植生復育技術整治受鉛污染之農地，

藉此探討鉛污染土壤之去除效率。經由整合循環式電動力技術及植生復育技術 100 天整治

下，其鉛污染土壤之最高濃度可從 5,650 mg kgP-1P降至约 2,083 mg kgP-1P，去除效率最

高可约達到 63%。另試驗經由不透水布的持續改善及測試，除了可大幅減少電解液的損失，

也可降低污染物垂直移動所造成電鍍成效不彰的情況。 

效益 

重金屬污染農地的整治試驗數據，在國際學術中極為少見，本成果應會獲得國際土壤污染

整治學術界的重視，可提升臺灣的學術曝光度。 

另電動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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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有效結合植生復育技術維持農地的耕作特性，則提高本整合技術的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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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2-3 105年度土污基金補助模場試驗成果及效益分析 (續 ) 

研究機關 計 畫 名 稱 研 究 成 果 及 效 益 分 析 

崑山科技大學 

現地電解整治受氯乙

烯污染地下水之模場

試驗 

成果 

地模場試驗土壤氣體成分析發現，整治井土壤氣體 TVOC濃度甚低，因電解曝氣作用移除

氯乙烯的貢獻不高所致，因此電解整治工法應用亦不需額外裝設尾氣處理設備。整治井土

壤氣體 CO2濃度破表，提供電解整治法系電解氧化破壞反映為主要機制之有力佐證。整治

歷程中出現污染 rebound現象，持續現地電解整治 4個月，場址區域地下水已有改善情形。 

效益 

本研究採用 24小時連續操作並定電壓 3V進行實驗，在系統耗電量的情形，也分別選取 1

天晴天及 1天陰天，進行數據分析。在晴天及陰天狀況下，耗電量均呈現一致性，耗電量

均介於 0.8Wh之間，一天耗電量均約 20W。以概念性說明，現地電解整治技術除初設成本

較高，而營運成本僅有電費與電極維護費用，若使用太陽綠色電力，則僅需定期維護的人

事費用，可併同定期監測進行電極維護，因此長期操作費用與監測式自然衰減法相近，於

整治工法中屬於低成本的整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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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年度研究及模場試驗之申請及補助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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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其他」共 3 類，公開徵求期間共計 44 件專案申

請，審查通過者共有 31 件（含 1 件放棄資格），通過率為 70.5%，較

高於 105 年度之審查通過比率（59.6%）。106 年度最終核定之專案依

類別區分研究計畫共 28 件，模場試驗共 3 件；研究主題為整治 22 件

及其他 8 件。105 與 106 年度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核定件數與核定比

率如表 6.2.2-4。 

表6.2.2-4 105與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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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47件 28件 59.6% 

106 44件 30件 70.5% 

統計 91件 58件 65.1% 

備註：105及 106年度各有 1件計畫經審查通過後放棄計畫執行資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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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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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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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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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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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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教育宣傳活動、兒童舞臺

劇、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宣傳活動、設計符合國中生的科普互動教學

設計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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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環境教育宣傳活動 

（一） 校園巡廻環境教育活動 

為延續以兒童舞臺劇的宣導方式，規劃並運用 104 年度環保署

核定之專屬環境教育兒童舞臺劇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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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傳遞出「土壤與地

下水保護」的知識與觀念。自 105 年 9 月起，分別至基隆、桃園、

新竹、苗栗、臺中及彰化等縣市，執行 6 場兒童舞臺劇校園巡迴演

出，接觸更多的目標學童。相關成果照片如圖 6.3-1 所示。 

為接軌並深化「土壤與地下水」議題的宣傳年齡廣度，105 年

度將議題宣導目標對象，提昇至國中學生。規劃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將內容較為艱深的議題，透過結合日常生活元素的「科普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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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教學實驗，拓展國中學生對「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的認識

與瞭解，進而建立正確的環境保護觀念。 

 

圖6.3-1 校園巡廻活動成果照片科普列車互動教學設計 

 

（二） 科普列車巡迴活動 

為深入國中校園實踐與傳遞「科普列車互動教學」設計理念，

自 105 年 9 月份起，則越廣告安排至桃園、苗栗、彰化及臺南等，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列管比例較高縣市，進行 4 場科普列車巡迴宣導

活動。透過互動實作過程，瞭解自身環境目前所遭受到「土壤與地

下水污染」相關問題，藉此提昇國中學生對環境保護觀念的認知，

與面對污染發生時應有的態度與責任。相關成果如圖 6.3-2 所示。 

  

犯罪現場示意實體模型 科普列車活動實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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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場-科普列車活動開場 彰化場-講師與學生大合照 

  
臺南場-科普列車活動開場 臺南場-學生實驗操作 

  

臺南場-講師與學生大合照 苗栗場-科普講師授課 

圖 6.3-2 科普列車巡迴活動活動成果  

 

（三） 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宣傳活動 

為善用環保署 103 年製作的《小水滴哭什麼》及《小動物大偵

探》兩本繪本出版品資源，則越廣告聘邀專業的繪本講師，結合繪

本故事角色手偶及動物布偶等道具搭配，規劃於較偏遠且缺乏圖書

資源的校園，舉辦 15 場校園巡迴宣傳活動，以寓教於樂方式，提

昇學童未來對環境保護觀念的認知與素養。相關成果如圖 6.3-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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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場-校方開場致詞 新竹場-進行有獎徵答活動 

  

苗栗場-活動大合照 苗栗場-師生參與錄影訪問 

  

基隆場-學童參與角色扮演 基隆場-有獎徵答後頒獎 

  

桃園場-學童與繪本講師互動  桃園場-活動大合照 

圖 6.3-3 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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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特色宣傳活動及環境教育研習營 

（一） 參與地方特色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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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規劃至彰化、桃園及南投等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列管比

例較高之縣市，透過參與地方高知名度，且與本議題連結度高之地

方特色活動宣傳，藉此貼近目標對象；此外，為加強實體活動及網

路宣傳的虛實整合效益，105 年度會加強 Facebook(FB)粉絲專頁的

推廣，為議題創造宣傳的加乘效益。相關成果如圖 6.3-4 所示。 

  
彰化王功漁火節-民眾排隊參與活動 彰化王功漁火節-工作人員宣導解說 

  
彰化王功漁火節-民眾 FB拍照打卡 彰化王功漁火節-民眾 FB拍照打卡 

  

桃園土地公文化節-與民眾合照 桃園土地公文化節-發放壽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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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土地公文化節-民眾排隊參與 桃園土地公文化節-民眾 FB拍照打卡 

 
 

南投茶業博覽會-展示攤位與文宣品 南投茶業博覽會-民眾參與簽名記錄 

  

南投茶業博覽會-參與民眾年長者 南投茶業博覽會-參與民眾親子家庭 

圖 6.3-4 參與地方特色宣傳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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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水教育講師訓練班 

為了將環保署優質的環境教育繪本故事書有效推廣給全國學

童，105 年度規劃舉辦 2 場「土水教育講師訓練班」，培育全國各

縣市的地方繪本講師，建立「繪本說故事種子人才」，讓地方學校

都能舉辦繪本說故事活動，將環境教育觀念有效且直接地傳遞給更

多的目標學童。相關成果如圖 6.3-5 所示。 

  

學員閱讀研習教材 繪本講師技巧教授 

  

學員繪本角色扮演 活動後大合照 

圖 6.3-5 土水教育講師訓練班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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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媒體行銷 

（一） 媒體露出 

為了有效將「土壤與地下水」訊息，以專業性、準確性方式傳

遞給目標對象，則越廣告規劃邀請具專業形象的理財專家，以及對

校園活動推廣具熱忱與經驗的講師，為本計畫撰寫專文；並藉由能

詳細傳遞議題訊息的平面媒體，及不管在室內，或是在移動的車上

都能收聽的廣播廣告，讓目標對象與本議題產生深度地連結與接觸

外，還能吸引更多閱聽者接觸到本議題，達到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宣

傳。相關成果如表 6.3-1、表 6.3-2、圖 6.3-6 所示。 

表 6.3-1 媒體露出 

項次 項目 數量 

1 聘邀專家撰文 2篇 

2 雜誌廣告 2篇 

3 報紙廣告 3篇 

4 廣播廣告 300檔 

5 30秒廣播帶製作 1支 

 

表 6.3-2 廣播廣告上刊檔次排程 

電臺 頻率 區域 時段 9至 10月檔數 小計 

寶島 

聯播網 

FM99.1 中彰投區 

07-17 57 57 

17-24 53 53 

24-07 40 40 

FM96.9 高屏區 

07-17 57 57 

17-24 53 53 

24-07 40 40 

全國性 

廣播公益託播 
檔次及時間由行政院新聞處安排，無法指定 1,278 

總計：1,578 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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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廣告刊登 民眾日報廣告刊登 

 

 

國語日報廣告刊登 時報周刊廣告刊登 

 

 

未來少年廣告刊登  

圖 6.3-6 媒體上刊照 (媒體露出 ) 

（二） 異業合作 

為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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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越廣告考量依「議題連結度」、「企業社會責任經營」及

「企業形象」等篩選因子挑選相關之合作單位，洽談異業合作，為

計畫創造「1+1>2」之成效。相關成果如表 6.3-3、圖 6.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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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 異業合作項目 

合作單位 合作項目 執行時間 數量 

蘋果劇團 

6場全國巡迴演

出場地張貼宣

傳議題海報 

10/22～12/16於桃園、高

雄、苗栗、屏東及新竹

等 6個縣市表演會場，

露出議題宣導立牌 

宣導立牌一式 

新北市書香

文化推廣協

會 

協助於協會內

張貼宣傳議題

海報與擺放宣

傳 DM 

11/28～12/9日露出議題

海報與宣傳 DM，並於

部落格分享環保署今年

度「繪本說故事」巡迴

活動專文至少 5篇 

議題海報 2張 

宣傳 DM 20張 

於部落格分享專

文 5篇 

燦坤 3C 

協助於全臺 285

家門市張貼宣

傳議題海報與

擺放宣傳 DM 

11/29～12/9日起，於 285

家門市露出議題海報與

宣傳 DM，並依各門市

自行決定下刊日期 

議題海報 296張 

宣傳 DM3,800張 

 

  

蘋果劇團露出立牌-桃園場 蘋果劇團露出立牌-苗栗場 

 

 

燦坤 3C DM 露出-北區 新北書香文化推廣協會海報露出 

圖 6.3-7 媒體上刊照 (異業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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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益託播 

為善用環保署媒體資源，則越廣告運用環保署已完成之 30 秒

宣導短片，向行政院新聞傳播處申請以公益短片宣導方式，於臺

視、中視、華視、民視等 4 家無線電視臺進行宣導短片託播；並為

加乘廣告媒體效益，則越廣告 105 年度，規劃邀請理財專家錄製一

支創新的 30 秒廣播廣告，以全國性電臺公益廣播廣告託播方式，

讓議題接觸更多目標對象，並可將廣播帶提供給日後計畫宣傳使

用，延長議題宣導效益。相關成果如表 6.3-4 所示。 

表 6.3-4 公益託播上刊列表 

項次 頻道名稱 檔數 備註 

1 臺視 27 起訖日 105/08/01～08/31 

2 華視 18 起訖日 105/08/01～08/31 

3 民視 37 起訖日 105/08/01～08/31 

4 中視 9 起訖日 105/08/0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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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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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粉絲團人數更

突破 1 萬 5,000 人以上之大關。相關成果如表 6.3-5、圖 6.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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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5 粉絲團網路活動效益統計 

項

次 
活動名稱 時間 

貼文互動數 

(含留言、按讚、

分享動作) 

粉絲按讚數 

增加(數量) 

1 
一起「粽」出優質的土

壤與地下水吧！ 
6/7～6/14 1,037個 9,177人次 

2 

以清淨的土壤與地下

水，延續王功在地生命

力 

7/2～7/3 500 個 3,607 人次 

3 

土水小民調：你關注土

壤與地下水什麼議題

呢？ 

7/18～7/26 495 個 5,780 人次 

4 
看動畫，長知識拿禮

券！ 
7/28～8/5 812 個 5,211 人次 

5 
父親節快樂！土編要送

好禮囉！  
8/8～8/15 867 個 6,268 人次 

6 土淨水清源自你我他 8/24～9/2 974 個 7,495 人次 

7 
跟著土地公一起守護咱

的土地、咱的厝 
9/10～9/19 296 個 11,384 人次 

8 中秋佳節，人團「源」 9/12～9/19 905 個 9,916 人次 

9 土淨水清大會考 9/22～10/4 889 個 6,550 人次 

10 超級土水知識王 10/6～10/12 396 個 3,827 人次 

11 一起愛護土壤與地下水  10/13～10/19 2,037 個 6,156 人次 

12 
優質好茶，源自優質的

土壤與地下水 
10/15～10/16 445 個 10,085 人次 

13 我愛土水大聲說 10/20～10/26 3,386 個 12,301 人次 

14 愛土水，全民讚起來  11/22～11/29 3,132 個 8,320 人次 

活動貼文獲得按讚數總計：16,171 個 

貼文總觸及量：106,077人次 

網路活動創造宣傳效益總計：122,24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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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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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粉絲團封面照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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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搭配

活動宣傳規劃及媒體操作共創造 1,198 萬 2,893 宣傳接觸人次。相關

成果如表 6.3-6 所示。 

表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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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環境教育宣傳活動  6場 1,825人次 

科普列車巡迴活動  4場 262人次 

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宣傳活動  15場 568人次 

彰化王功漁火節 1場 672人次 

桃園土地公文化節  1場 1,893人次 

南投茶業博覽會  1場 600人次 

觸
及
人
次 

媒
體
露
出
宣
傳 

雜誌廣告  1,517,000人次 

報紙廣告  1,324,080人次 

20秒電臺廣播廣告 1.698,642人次 

30秒全國電臺廣播廣告託播 2,102,221人次 

電視臺宣導短片託播  4,826,836人次 

Facebook粉絲專頁 652,812人次 

Yahoo 網路廣告 1,554,124人次 

活動與媒體露出宣傳接觸人次總計：11,982,89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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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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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所辦之重要活動： 

一、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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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4 月 7 日及 4 月 18 日舉辦，地點分別於臺北及高雄辦

理二場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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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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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2 月 7 日及 12 月 13 日分別於臺北及高雄完成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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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統新增功能進行完整操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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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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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流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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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7)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高雄場(105/4/18)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臺北場(105/12/7) 

  

土壤及地下水資訊管理系統操作說明會-高雄場(105/12/13) 

圖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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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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業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理研討會及成果展 

環保署為擴大各類型事業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成果效

益，於 105 年 7 月 19~20 日舉辦研討會及成果展，向企業及民眾宣導

全國事業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政策走向及推廣污染預防觀

念，達到強化自主污染預防之目的。相關成果如圖 6.4-2 所示。 

（一） 研討會 

邀請產、官、學界之專家學者針對事業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調查及整治技術、預防管理、污染追查與環境鑑識技術、工廠污染

責任保險、土污法與土地交易、土地活化及國內土水市場等議題進

行專題演講、技術交流或案例分享，參與人數共計 386 人。 

（二） 論文徵選 

配合研討會議題，於 105 年 4~6 月向專家、學者及學生進行論

文邀稿，並於活動當日張貼海報並辦理評選，同時邀請投稿者於現

場發表研究成果，共計有 23 篇論文參與徵選。 

（三） 展覽（含 Workshop）及微電影徵選頒獎 

以影音、圖文、模型等方式展示我國事業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現況及調查、管理、整治等成果，展示空間包含時光廊道、認識

土水區、調查作業區、工業區管理、整治技術區、施政成果區及舞

臺區等七大區域，現場營造成工廠情境使參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

受；並定時舉辦 Workshop，利用互動實作提高民眾參與度，每一

場次約 10 至 20 人參與；同時，於活動結束時，針對 104 年 12 月

~105 年 5 月微電影徵選活動之 34 部獲獎作品舉辦頒獎典禮。兩天

展覽活動參與人數超過 75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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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幕典禮 研討會專題演講 

  

論文徵選發表 論文徵選海報展 

  

展場專人定時導覽活動─認識土水區 展場專人定時導覽活動─調查作業區 

  

專題討論 Workshop 微電影徵選頒獎合影 

圖 6.4-2 工業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理研討會及成果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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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宣導及徵收制度法規說明會 

因應整治費收費辦法於 100 年 3 月 7 日起施行，為使繳費人更瞭

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及相關申報/申請業務流程相關

內容，以及配合實務執行案件說明，共辦理 8 場次「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徵收宣導及徵收制度法規說明會」，如表 6.4-1 所示。 

於 105 年 3 月分別於新北市、桃園市、宜蘭市、新竹市、臺中市、

彰化縣、高雄市、臺南市共 8 個地區辦理，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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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所示，超過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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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網路申報及查詢系統「活動訊息」，供相關單位

參考。 

表 6.4-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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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人次 活動性質 辦理對象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徵收宣

導及徵收制度法

規說明會 

105.03.09 

105.03.11 

105.03.16 

105.03.23 

105.04.13 

105.04.26 

105.05.04 

105.05.11 

8 1,619 法規說明會 

全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

費繳費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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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場與會情形 

(新北市政府 507會議室) 

桃園場與會情形 

(桃園市青少年活動中心演藝廳) 

  

宜蘭場與會情形 

(宜蘭勞工教育協進會第三教室) 

新竹場與會情形 

(交通大學電子資訊研究大樓國際會議

廳) 

  
臺中場與會情形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中科管理局 101會

議室) 

彰化場與會情形 

(大葉大學觀光餐旅大樓M109演藝廳) 

  
高雄場與會情形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演講廳) 

臺南場與會情形 

(經濟部南臺灣創新園區國際會議廳) 

圖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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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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植物環境污染鑑識訓練課程 

為引入符合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之新穎調查與整治技術，提昇

整治技術能力，105 年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合作，透過臺美合作計畫，

邀請美國地質調查局 Dr.Landmeyer 來臺技術轉移，引進「植物環境

污染調查技術」、「地表氣體採樣調查技術」、「土壤間隙氣體採集與分

析技術」，經於國內 2 處污染場址試辦（中壢工業區、林園工業區），

確立樹芯調查採樣與分析方法程序，並證實此技術確實可以反映地下

污染情形，環保署特於 105 年 1 月 11~12 日、1 月 19~20 日舉辦北南

2 場次「植物環境污染鑑識訓練課程」，每場各含 1 日室內講習與 1

日室外實做，2 場共 80 人次參加，相關成果如圖 6.4-4 所示。環保署

後完成「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技術參考指引（草案）」，供各界未來執行

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時之參考。 

  

北部桃園場訓練課程與會人員 北部桃園場室外課程 

  

南部高雄場訓練課程與會人員 南部高雄場室外課程 

圖 6.4-4 植物環境污染鑑識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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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技術介紹如圖 6.4-5 所示及如下說明： 

一、 樹芯調查技術原理 

土壤與地下水中污染物經水分透過根部吸收與木質部傳輸，使污

染物累積於樹木年輪中。 

二、 樹芯調查技術功能 

（一） 幫助快速釐清可能污染範圍。 

（二） 追溯污染可能發生的時間，可作為污染調查與污染責任釐清

工具之一。 

三、 樹芯調查技術優點 

（一） 環境面 

能資源的消耗少。 

（二） 經濟面 

可在短時間內採取大量的樣本，節省調查所需的時間與成本。 

（三） 社會面 

1. 非侵入性採樣方式，可減少誤擊管線意外風險，作業安全。 

2. 無需使用重型採樣機具，對居民生活干擾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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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芯樣本採集 樹芯樣品保存 

 

 

樹芯樣品現場分析 樹芯現場分析圖譜 

圖 6.4-5 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技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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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績效考評作業 

105 年度之績效考評整體架構區分為全國共通性項目、場址監督

管理、高污染潛勢區域管理與行政配合及教育宣導等 4 大項（架構請

見圖 6.5-1），共包含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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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各地因經濟環境與地方產業特性之差異，造成污染與業務查

核、推動重點皆有所不同，因此自 105 年度起，考評捨去互相競比名

次的競合模式，改為鼓勵各項業務均衡發展，讓各地方政府自行依據

所投入之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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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標準，以各項目達到自身設定的目

標來獲得榮譽。 

與去（104）年相較，105 年度管考方式主要有 4 大變更： 

一、 新增三大項污染場址改善進度控管之績效指標。 

二、 新增綠色及永續整治技術，項目並納入綜合評量中獨立計分。 

三、 刪除綜合性評量之客觀性項目指標（5%）。 

四、 提升自訂權重項目，自訂權重項目配分由 38 分（104 年度）增

加至 77 分（10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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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度
地
方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績
效
考
評
指
標

壹、全國共通性項目 (54~71%)

貳、場址監督管理 (0~28%)

參、高污染潛勢區域管理 (3~15%)

肆、行政配合及教育宣導 (5~25%)

一、補助計畫管理 (27%)

二、資訊系統資料維護 (1.5~4%)

三、場址改善進度管理 (2~16%)

四、現地評鑑 (15%)

五、平時查核 (4%)

六、監測井資料管理 (2~6%)

七、監測井維護 (2~7%)

八、定期監測 (0~3%)

九、公告列管 (0~3%)

十、改善推動 (0~9%)

十一、積極行政 (0~10%)

十二、緊急應變作業 (0~2%)

十三、地下儲槽系統申報管理 (3%)

十四、地下儲槽系統查核 (0~5%)

十五、工業區品質管理 (0~5%)

十六、公告事業管理 (0~2%)

十七、配合本署會議及活動(2~10%)

十八、配合本署政策作業 (1~5%)

十九、民眾教育與宣導 (1~5%)

二十、辦理專業會議與活動 (1~5%)

 

圖 6.5-1 105 年績效考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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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場址管理系統行政流程改版作業，地方環保局需至系統完備

所有行政流程資訊，因此，特於本年度新增場址改善進度填寫之管考

項目，藉以提升場址資料完整度。 

為鼓勵地方環保機關輔導污染行為人，依環保署「綠色及永續導

向型整治」評估工具，與決策支援系統規劃或調整場址整治方案與管

理措施，本年度亦增加綠色及永續整治考評項目，由環保署依認證制

度評分結果給分。 

另為提高考評指標評分之客觀性，刪除主觀性得分項目（5%），

並增加自訂權重得分率，避免固定權重之限制，造成部分地方政府因

不可歸責於自身之因素失分。 

此外，占年度考評總成績 15%之現地評鑑，包含第壹部分之綜合

業務成果說明（7.5%）、第貳部分之文件查核（2.25%）及場址管理

（5.25%）等。辦理方式為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及污染程度將全

國各地方分為 3 組，分組名單如表 6.5-1 所示。由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環保署代表及環保局代表（由環保署核定派任委員之環保局後，由該

局 1 名股長級以上人員擔任）組成評鑑小組（每組共 7 名委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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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面資料整理及場址現場查核等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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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

支用情形、業務目標達成情形、資料保存是否完整、及場址管理現況

進度與熟悉度，評鑑過程如圖 6.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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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各項考評指標項目評比後，本年度共有 19 縣市得獎，包含 12

個特優縣市、6 個優等縣市及 1 個甲等縣市，得獎名單如表 6.5-2 所

示。 

表6.5-1 105年現地評鑑 -受評單位分組名單  

組 別 受  評  單  位 

第 1 組 臺中市、新北市、臺南市、桃園市、高雄市、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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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組 宜蘭縣、花蓮縣、澎湖縣、基隆市、臺東縣、連江縣、嘉義市、金門縣 

 

  

地方環保局簡報 縣市與評鑑小組討論 

  

文件查核 場址查核 

圖 6.5-2 業務評鑑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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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2 105年度績效考評成績優異之地方環境保護機關  

獎 項 得 獎 縣 市 

特優 

臺北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南投縣 

彰化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花蓮縣 

臺東縣 

優等 

臺中市 

宜蘭縣 

苗栗縣 

新竹市 

雲林縣 

金門縣 

甲等 連江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