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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5 年度重大政策與施政目標 

1.1  105年度重大政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稱環保署）為進一步提升國內土壤及

地下水業務之管理績效，5 大土壤及地下水政策目標如下： 

一、 健全完備法規制度，強化行政管理體系。 

二、 檢討基金收支情形，提升經費執行成效。 

三、 持續辦理調查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 

四、 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五、 提升本土專業能力，發展國際交流合作。 

1.2  施政重點與執行成效 

環保署為有效調查、整治及預防各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成

立各項專案進行控管，相關施政重點與成效如下所述： 

一、 檢討基金收支情形，提升經費執行成效 

（一） 105 年 12 月 30 日修正收費辦法，對現行徵收制度進

行通盤檢討，並視土污基金實際收支、場址調查、整

治及污染管制標準修訂等情形，檢討並調整其徵收物

質種類、徵收行業別及費率。（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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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辦理調查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 

（一） 推動工業區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簡稱土污法）

規定辦理之申報備查作業，評析備查作業執行成效，

備查率已上升至 99.3%。（p.10） 

（二） 工業區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管理工作，編定 149 處依燈

號分級及污染潛勢評估結果，以掌握環境品質概況。

（p.12） 

（三） 於 「 健 康 風 險 評 估 資 訊 系 統 」（ 網 址 ：

https://sgw.epa.gov.tw/Risksystem/Default.aspx），擴充

不確定性分析功能，增加參數之機率分佈型態及採樣

統計檢定工具，並提升管理查詢介面，強化評估方法

與本土化參數建置需求。（p.15） 

三、 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一）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污染場址之查證、應變、調查、評

估、管制相關計畫，協助緊急應變處理等技術支援。

（p.13） 

（二） 依據行政院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核定經濟部「太陽光

電 2 年推動計畫」，訂定「受污染土地改善及太陽光

電設施設置併行審查作業原則」，並於 105 年 11 月 8

日下達各地方政府。（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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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污染場址改善，公告解列之控制場址共計 239 場

次（約 113.2 公頃）。（p.21） 

四、 提升本土專業能力，發展國際交流合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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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澳洲、印尼、

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越南

等成員國人員，及我國環境顧問公司及政府環保單位

之專業人士共同參訓，維持與成員國之互動、交流，

加強未來合作事宜。（p.25） 

（二） 辦理「臺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領域合作備忘錄」

交流事宜，完成第 7 次臺韓合作備忘錄會議及整治技

術論壇，推動韓國民間技術單位與我國產業界進行合

作，共同推動整治技術研發工作。（p.27） 

（三） 推廣污染場址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技術與制度，

105 年輔導 3 處場址進行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

(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GSR)評估，提供最

佳管理措施之建議，同時研擬認證制度草案，以確認

認證制度評分之合理性。另邀請美國地質調查局人員

來臺技術轉移，試辦於國內 2 處污染場址，並辦理「植

物環境污染鑑識訓練課程」。（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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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補助學術及相關民間團體，辦理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

相關研究工作，共計 28 組研究團隊投入。105 年度研

究計畫之核定通過率為 59.6%，其中研究計畫 25 件

（占 89.3%），模場試驗 3 件（占 10.7%）。（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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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分工及財務管理 

2.1  組織分工 

依土污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

對公告之物質，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整治費，成立土污基金，

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簡稱土污基管會），負責

管理及運用等事宜。 

土污基管會主要負責下列任務： 

一、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二、 基金年度預、決算之審議。 

三、 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四、 其他有關事項。 

土污基管會為辦理(1)審核整治場址事宜、(2)處理等級評定

事宜、(3)應變必要措施支出費用之審理事宜、(4)污染整治計畫

或整治目標審查核定事宜、(5)其他有關基金支用之審查事宜，依

組織架構設立工作技術小組。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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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財務管理 

土污基金之目的係提供政府為減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

污染危害或避免情勢擴大，需採取應變必要措施之費用，或需由

政府處理緊急危害之污染場址時，其處理費用由土污基金先行代

墊付或協助辦理整治工作，後續再由污染行為人負起清償責任，

並建立污染求償制度。 

2.2.1 土污基金收入及支出 

一、 基金來源 

根據土污法規定，土污基金有 8 項主要來源： 

（一） 整治費收入。 

（二） 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土污

法第 43 條、第 44 條規定繳納之款項。 

（三） 土地開發行為人依土污法第 51 條第 3 項規定繳交之款

項。 

（四） 基金孳息收入。 

（五） 中央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六） 環境保護相關基金之部分提撥。 

（七） 環境污染之罰金及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八） 其他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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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用途 

土污基金主要用途列舉如下： 

（一） 各級主管機關依土污法規定查證、採取應變必要措施、

監督、訂定計畫、審查計畫、調查計畫、評估、實施計

畫、變更計畫支出費用。 

（二） 基金求償及涉訟之相關費用。 

（三） 基金人事、行政管理費用、土壤、地下水污染預防及整

治相關工作人事費用。 

（四）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工作費用。 

（五） 土壤、地下水污染查證及執行成效之稽核費用。 

（六） 涉及土壤、地下水污染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之相關費

用。 

（七） 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監測以及執行成效稽核事項相關費

用。 

（八） 關於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之相關費用。 

（九） 關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健康風險評估及管理事項相關費

用。 

（十） 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研究、推廣、發展及獎勵費

用。 

（十一） 關於補助土壤、地下水污染預防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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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有關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用。 

三、 基金運用 

105 年土污基金收入為 9 億 8,932 萬餘元，其中以污染

整治費為主（占總收入約 95%）。 

105 年土污基金支出 13 億 6,886 萬餘元，其中投入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 13 億 2,143 萬餘元（占基金總支出

97%），其他則是支用行政管理及建築設備 4,743 萬餘元，（占

總支出約 3%）。 

2.2.2 強化網路申報系統 

基金收入來源目前以污染整治費徵收為大宗（占總收入約

95%），整治費於網路申報系統建置後改採網路申報方式，大幅

度縮短申辦時間及提高申報資料之正確性，每年審理約 1 萬餘件，

網路申報率約 99%。 

2.2.3 財務收支未來展望 

環保署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修正收費辦法，對現行徵收制度

進行通盤檢討，並視土污基金實際收支、場址調查、整治及污染

管制標準修訂等情形，檢討並調整其徵收物質種類、徵收行業別

及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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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管理 

3.1  污染預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不易被察覺，當污染物於土壤和地下水中

持續散播，或總量持續累積，危害性將日漸增加，降低危害需付

的經費及人力亦越趨龐大，故環保署，以「預防勝於治療」之理

念採取 3 項積極預防管理策略，本年度成果說明如下： 

一、 公告事業污染檢測 

環保署為落實公平正義，保障土地交易的安全，故訂定

土污法第 8、9 條，規定讓與人及公告事業在各項管制行為

前，應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確保事業所使用

土地之品質安全無虞，若能儘早發現用地土壤污染，亦有助

於污染整治責任的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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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污法第8、9條規定 

土污法 列管對象 列管行為 

第 8條 土地讓與人 土地移轉 

第 9條 公告事業 

1. 依法辦理事業設立許可、登記、申請營業執照。 

2. 變更經營者。 

3. 變更產業類別。但變更前、後之產業類別均屬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不在此限。 

4. 變更營業用地範圍。 

5. 依法辦理歇業、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終

止營業(運)、關廠(場)或無繼續生產、製造、加工。 

 
 
 
 

二、 特定區域土壤及地下水檢測 

土污法規定，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環

保科技園區、農業科技園區等特定區域，須定期進行土壤及

地下水檢測。 

統計至 105 年 12 月止，工業區累計申報備查百分比約

99.3%，其中經濟部公辦工業區、地方自辦工業區、加工出

口區、科學園區、環保園區及農業園區均已 100%完成申報，

未辦理申報備查工業區僅餘 1 處民間自辦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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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業區預警管理 

為有效預防工業污染及保護民眾健康，環保署針對產

（事）業集中且占全國工業用地面積 57%之編定工業區，透

過系統性的調查及跨機關資源整合，以紅、橘、黃、綠四級

燈號代表工業區之污染監測及行政管制現況，並針對監測異

常情形召集相關單位辦理應變處理工作，對外發布整體調查

成果，以同時達到儘速掌握全國工業區背景品質概況及集中

資源加強管制高污染潛勢工業區之成效。 

 

全國工業區燈號分級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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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分級燈號管理方案  

燈號 定  義 管 理 目 標 推 動 工 作 

紅燈 

區內有污染情

形且已擴散至

區外 

風險評估與管理 
區內外污染範圍之風

險評估與管理措施 

阻斷污染源 
追查污染來源及執行

緊急應變措施 

建立預警防線 
完備區內周界及區外

預警監測網 

避免污染持續擴

大 

設置周界污染阻絕措

施 

橘燈 
限於區內有污

染情形 

鞏固周界防線 
完備周界預警監測網

或限縮污染範圍 

風險評估與管理 

污染短期無法處理之

風險評估與應變管理

措施 

追查污染來源降

低污染程度 

釐清污染範圍及執行

改善措施 

黃燈 

區內污染均已

公告列管及執

行改善工作 

加速污染改善作

業 

加強輔導改善及預警

監測 

歷年檢測均未

超標惟未符合

備查規定 

完備污染檢測機

制及申報備查事

宜 

完備區內監測井網系

統功能及強化效益 

綠燈 

已符合備查規

定且檢測均未

超標；屬低污染

產業得免檢測 

潛在性污染源管

理 

潛在污染源加強空水

廢毒管理系統勾稽 

背景濃度管理 地下水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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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污染管理 

環保署除前述於污染潛勢地區進行污染預防及設立監測井，

並逐步對各地區進行詳細的污染調查外，更針對已污染地區有完

整之管理作業，其主要工作項目及其規劃與執行狀況說明如下： 

一、 緊急應變調查、查證及技術支援 

環保署自 90 年開始委託專業機構成立應變支援單位，

協助環保署及地方環保機關調查、查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緊

急案件，於各污染案件發生初期，儘速掌握場址污染現況、

受體危害影響，並研判是否有執行緊急或應變必要措施之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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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緊急污染案件通報

· 立即啟動緊急應變系統
· 瞭解場址位置、污染類型等背景
資料

48小時內派遣現場小組至現場
· 場址污染現況瞭解
· 立即危害性評估
· 安全維護措施評估
· 研判污染傳輸途徑，評估避免污
染擴大之應變措施

· 污染來源研判
· 污染範圍評估
· 調查查證方法規劃

評估是否為
緊急應變機制作業

· 查證計劃必要性評估
· 研提場址查證計畫
· 人員、機具設備調度

· 依主管機關之審查意見修訂調查
方法

· 現場調查查證採樣工作

評估是否需
繼續進行調查查證

· 應變處理完畢後3日內提送場址
應變處理及調查報告

· 召開工作協調會審定

否

是

是

建議並協助主管機關執行
· 安全維護措施
· 避免污染擴大措施

否

資料蒐集
· 場址基本資料
· 水文地質資料
· 地圖或航照圖
· 場址特性
· 可能污染物

與各單位連繫取得環境
及相關背景資料

 

緊急污染案件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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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污染土壤離場處理、處置及再利用管理制度 

為能夠更有效控管污染場址受污染土壤採離場處理之

流向，並且精確掌握污染土壤運送過程與最終去向，環保署

將土壤離場處理之申報與管理納入廢棄物清理法體系，並藉

此對污染土壤離場處理之清運及處理業者能夠進行更有效

之管理及管制。 

三、 場址風險評估 

土污法於 89 年公布時，即將風險評估的概念納入到地

下水污染管理之決策參考中，對於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之整

治作業，在地質條件、污染物特性或污染整治技術等因素導

致整治作業無法達到法規標準之情形下，可透過健康風險評

估來訂定整治目標，無需整治到污染管制標準，而土污法在

99 年 2 月修正時，更將適用範圍擴大至土壤、地下水污染

之整治場址。 

為配合風險評估所需大量運算需求及資料電子化管理

趨勢，環保署特建置「初步評估暨處理等級評定系統」供主

管機關進行線上評估作業（網址：

https://sgw.epa.gov.tw/envsystem/index.aspx）及健康風險評估

資訊系統（網址：

https://sgw.epa.gov.tw/Risksystem/Default.aspx），並成立「污

染場址風險評估小組」審查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計畫及

15



16 

報告，並針對風險評估方法內容修訂、參數項目及資料更新

等事項進行審議。 

四、 推動污染土地再利用 

有鑑於相關制度於國內尚屬發軔階段，環保署刻搭配風

險評估與風險管理之理念，針對具代表性的場址提出污染土

地再利用初步規劃，藉以媒合環保局及責任主體，並加速此

類場址的整治。 

環保署並另於針對受污染土壤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之再

利用作業，於 105 年訂定「受污染土地改善及太陽光電設施

設置併行審查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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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污染場址列管統計 

4.1  污染場址列管統計 

一、 污染場址公告流程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且濃度達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管制標準時，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土污法公告為土壤、地下

水污染控制場址（簡稱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後，有嚴重

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簡

稱整治場址）。 

 

污染場址公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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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污染場址控制流程 

土污法第 13 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命控制場址污染

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於 6 個月內完成調查工作及擬訂

污染控制計畫，並送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污染行為

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不明或不擬訂污染控制計畫之情況，地

方主管機關得視財務狀況及場址實際狀況，採取適當改善措

施。，待監測數據達法規標準，且無影響國民健康及環境之

虞，經地方主管機關驗證完成後，方可解除控制場址。 

 

污染場址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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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污染場址整治流程 

土污法第 14 條規定，整治場址之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

染責任人，應於地方主管機關通知後 3 個月內，提出土壤、

地下水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於整治期間若相關監測值已達

法規標準範圍，則可向中央主管機關提申請驗證。驗證後無

污染之虞，則可解除整治場址列管。 

 

污染場址整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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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控制場址 

一、 公告列管 

於 105 年期間公告列管控制場址次數共計 402 場次（約

66.9 公頃），其中農地占 354 場次（約 28.5 公頃）、工廠占

32 場次（約 25.6 公頃）、軍事場址 2 場次（約 5 公頃）、加

油站占 6 場次（約 0.8 公頃）；另非法棄置、儲槽與其他共

占 8 場次（約 7 公頃）。 

 

105 年公告之各類型污染控制場址場次數百分比分佈  

 

105 年公告之各類型污染控制場址面積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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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除列管 

105 年公告解除列管（簡稱解列）控制場址共計 239 場

次（約 113.2 公頃），其中包含農地 206 場次（約 26.5 公頃）、

工廠 15場次（約 25.2公頃）、加油站場 14次（約 21.1公頃）、

軍事場址 4 場次（約 40.4 公頃）、非法棄置、儲槽及其他為

0 場次。 

 

105 年解列之各類型污染控制場址場次數百分比分佈  

 

105 年解列之各類型污染控制場址面積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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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整治場址 

105 年公告列管場址類型工廠場址共計 9 場次，加油站、軍

事場址及其他皆計 1 場次。 

若以行政區作為區分，105 年列管之污染整治場址次數分別

為：彰化縣 4 場次，桃園市及高雄市各 2 場次，新北市、臺南市、

苗栗縣與澎湖縣各 1 場次。列管面積則以桃園市（約 7.3 公頃）

為最多，其次為苗栗縣（約 3.2 公頃）。 

 

105 年公告列管之各類型整治場址次數百分比分佈  

 

 

105 年公告列管之各類型整治場址面積百分比分佈  

工廠 ,13.14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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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限期改善場址  

105 年公告之限期改善場址共計 79 場次（約 524.1 公頃），

其中農地占 8 場次（約 1.5 公頃）、加油站占 7 場次（約 0.8 公

頃）、工廠占 44 場次（約 460.8 公頃）、非法棄置場址占 5 場

次（約 1.8 公頃）、軍事場址占 5 場次（約 49 公頃）及其他類

型場址占 10 場次（約 10.2 公頃）。 

 

105 年公告之各類型限期改善場址場次數百分比分佈  

 

105 年公告之各類型限期改善場址面積百分比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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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地下水限制使用地區 

105 年新增列管地下水限制使用地區共計 19 場次，工廠場

址 7 場次（約 3.5 公頃）、其他場址 12 場次（約 147.6 公頃）。 

 

105 年列管地下水限制使用地區場次數百分比分佈  

4.1.5 歷年場址列管成效 

統計分析歷年場址之列管狀況，截至 105 年，共列管 7,148

場次，其中包含工廠 605 場次、加油站 335 場次、其他列管場址

148 場次、非法棄置場址 60 場次、軍事場址 70 場次、農地 5,911

場次及儲槽 19 場次。 

統計歷年公告解除列管控制場址次數，截至 105 年，公告解

除列管場址共 3,706 場次，其中農地公告解除列管次數（3,090

場次）為最多，其次為工廠 286 場次、加油站 177 場次、其他列

管場址 73 場次、軍事場址 41 場次、非法棄置 31 場次及儲槽 8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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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5.1  國際交流合作 

環保署 105 年度推動舉辦多次研討交流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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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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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目前已召開 6 次工作小組事務會議，並於 105 年 3 月 21

至 3 月 28 日於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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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8 個成員國

提名，共 9 位人員參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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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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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亞太土水專業技術訓練課程」開幕典禮合照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 場址參訪及整治技術與儀器說明 

上課實錄 課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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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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底，已召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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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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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參訪團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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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韓合作備忘錄第 7次事務會議 

臺韓第 2次 4年期 MOU續約簽訂儀式 

臺韓合作備忘錄第 7次事務會議之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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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發展成果 

5.2.1 污染場址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技術與制度推廣 

我國於 89 年公布實施土污法迄今已實行 17 餘年，對於污染

場址的行政管理措施已相當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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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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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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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經濟影響。 

 

GSR 評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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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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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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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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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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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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臺進行技術轉移，並於國內

2 處污染場址試辦，證實此技術確實可以反映地下污染情形，因

此舉辦「綠色調查，運用樹芯調查地下污染」記者會及 2 場次「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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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環境污染鑑識訓練課程」，且完成「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技術參

考指引（草案）」。 

 

 

 

 

 

 

 

 

 

 

 

 

植物環境污染鑑識訓練課程  
  

樹芯樣本採集 室外課程 

樹芯樣品現場分析 樹芯現場分析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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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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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類型分為研究計畫與模場試驗，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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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擴大研究主

題內容，調整為整治、評估、預防及其他自訂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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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99~105 年）專案申請數共 293 件，其中審查通過者

共 149 件（平均通過率 51.9%）。105 年度申請件數共 47 件，經

審查通過共 28 件（通過率 59.6%），其中包含研究專案 25 件（占

89.3%），與模場試驗專案 3 件（占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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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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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以 「 土 淨 水 清 系 列 活 動 FB 粉 絲 專 頁 」 

（https://zh-tw.facebook.com/sgwepa/）透過訊息貼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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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團人數於 105年已突破 1萬 5,000

人大關。並透過全面且多元化的方式接觸民眾，達到落實環境教

育之任務。而各項活動成果如下： 

一、 校園環境教育宣傳活動 

為強化學齡孩童對於「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的認識

與瞭解，建立正確的環境保護觀念及落實環境教育之任務，

環保署舉辦一系列之校園巡迴活動宣傳，如：校園環境教育

活動、科普列車巡迴活動以及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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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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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巡迴環境教育活動辦理之地區與場次  

項次 宣導活動 辦理地區與場次 

1 校園環境教育活動 

 場次：6場 

 地區：基隆、桃園、新竹、

苗栗、臺中及彰化 

2 科普列車巡迴活動 

 場次：4場次 

 地區：桃園、苗栗、臺南

及彰化 

3 
繪本說故事校園巡迴

活動 
於偏遠校園舉辦 15場次 

 

 

 

 

 

 

 

 

 

 

校園環境教育活動-有獎徵答 校園環境教育活動-頒發感謝狀 

科普列車活動-實驗教材 科普列車活動-學生實驗操作 

繪本說故事校園活動-有獎徵答 繪本說故事校園活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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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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至彰化、桃園及南投，透過地方特色活動

宣傳貼近民眾，並加強宣導「土淨水清系列活動 FB粉絲專

頁」（https://zh-tw.facebook.com/sgwepa/），為議題創造宣傳

的加乘效益。 

 
 
 
 
 
 
 
 
 
 
 
 
 
 
 
 
 
 
 
 
 

（二） 土水教育講師訓練班 

為有效推廣優質的環境教育繪本故事書給全國學童，

105 年度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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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地方學校都能將環境教育觀念有效且

直接地傳遞給更多學童。 

彰化王功漁火節-宣導解說 桃園土地公文化節-與民眾合照 

南投茶業博覽會-參與民眾親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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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媒體行銷 

（一） 媒體露出及公益託播 

為有效將「土壤與地下水」訊息以專業性、準確性方式

傳遞給目標對象，因此藉由發布於媒體，如：雜誌、報紙及

廣播廣告，吸引更多閱聽者接觸本議題，並另向行政院新聞

傳播處申請，製作 30 秒公益短片託播，達到兼具深度與廣

度的宣傳。 

媒體露出  

項次 項目 接觸人次 

1 雜誌廣告 1,517,000人 

2 報紙廣告 1,324,080人 

3 廣播廣告 1,698,642人 

4 公益短片 30秒廣播帶 4,826,836人 

 

（二） 異業合作 

為使「土壤與地下水保護」議題資訊更廣泛宣傳，特與

不同產業合作張貼或擺放宣傳品，合作對象如：蘋果劇團、

新北市書香文化推廣協會及燦坤 3C，創造出「1+1>2」之成

效。 

 

蘋果劇團露出立牌-苗栗場 燦坤 3C DM露出-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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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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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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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時舉辦

Workshop，利用互動實作提高民眾參與度，並於活動結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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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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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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討論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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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展望 

6.1  中、長程政策推動項目 

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的污染整治工作所涵蓋的範圍相當廣，

經歷逐年的執行與檢討，新增許多調查、整治工作，使得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的範圍更加全面。因此，不僅要將過去的成

果逐一累積，未來更積極推動環保業務，擬定未來工作發展重點

如下： 

一、 落實底泥管理 

二、 全方位農地管理策略 

三、 發展效率化篩選調查系統 

四、 滾動式檢討收費辦法，建構合理與財務永續之收支運

作 

五、 全面性地下水管理策略 

六、 提升調查及整治技術 

七、 發展資訊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 

八、 完善檢測體系與制度 

九、 強化人員培育及養成 

十、 持續建立可應用於我國之污染鑑識技術 

十一、 推動及擴大污染土壤離場再利用之通路 

十二、 建置風險評估平台 

十三、 全方位運作中工廠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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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來規劃及推動目標 

土污法自 89 年公布施行至今已邁入第 16 個年頭，環保署積

極協助土壤及地下水產業發展及建立本土化技術，透過官方或非

官方的交流，辦理多場次的國際性參訪行程及相關研討會議，與

其他國家簽訂相關備忘錄，使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的工作更加

國際化。環保署並持任重道遠之積極態度，除將過去累積的技術

及成果加以本土化，更協助國內拓展土壤與地下水相關產業海外

市場。為此，環保署擬定 10 項未來工作發展重點： 

一、 推動事業檢測申報制度 

二、 污染土壤離場管理制度推動目標 

三、 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工作 

四、 落實工業區分級管理 

五、 推動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 

六、 土壤及地下水健康風險圖像之發展 

七、 擴大產研投入整治工作 

八、 強化地下水環境資料整合與應用，研擬地下水水質潛

勢與品質指標與持續探討國內地下水氨氮背景水質議

題成因 

九、 掌握高污染產業製程工廠，推動運作中高污染潛勢工

廠自主管理監測之策略 

十、 持續推動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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