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土污法修正與建置

本章節針對土污法第 8、9 條公告事業用地檢測及環保署「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控管關鍵績效指標（KPI）」（以下簡稱場址 KPI）

之推動作業進行說明，內容包含 106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之土壤污染

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網路申報，其整體推動歷程及環保署辦理相關

作業宣導說明會成果；環保署藉由場址 KPI 機制，有效控管場址資

料登錄及場址實際作業時程，完整掌握列管中場址作業狀況之成果

說明及未來作業規劃。

2.1 土污法 8、9 條修法及發布（公告事業用地檢測推動） 

環保署落實公平正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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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圖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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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土地持有期間
土地均為閒置狀態
土地所有人A無須申報

公告事業使用

加油站

【土污法第8條第1項】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測資料，並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土污法第9條第1項】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行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及檢測資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

設立

變更經營者(主體)

變更營業用地範圍

變更產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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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辦理事
業設立許可、
登記、申請
營業執照

塑膠產品
射出成型

金屬製品
表面電鍍

A事業(非公告事業)→A事業(公告事業)→A事業(非公告事業)

塑膠產品
射出成型

A事業(公告事業)A事業(公告事業)

A事業(公告事業)

A事業加油站→B事業加油站

擴增 縮減

A事業(公告事業)

圖 2.1-1 土污法第 8、 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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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污法第 8、9 條自 94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目前計有 30 類事

業納入管制，約為 1 萬 2,000 家，30 類公告事業類別如表 2.1-1 所

示。

表2.1-1 土污法第8、9條公告事業  

事業

類別

批次

製造業 非製造業
實施

日期廠房、其他附屬設施所在之土地及空地

面積達 1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 無面積限制

第一批

17 類 

1. 皮革、毛皮整製業

2.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3.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4.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5.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6. 合成橡膠製造業

7. 人造纖維製造業

8.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9. 塑膠皮、板、管材及塑膠皮製品製

造業

10.鋼鐵冶煉業

11.金屬表面處理業

12.半導體製造業

13.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14.電池製造業

1. 電力供應業

[火力發電廠] 
2. 加油站業

3. 廢棄物處理業

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

實施

第二批

13 類 

1. 製材業[從事木材乾燥、浸漬防腐等

保存] 
2. 肥料製造業[從事化學肥料製造]
3.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4. 鋼鐵鑄造業

5. 煉鋁業

6. 鋁鑄造業

7. 煉銅業

8. 銅鑄造業

9. 金屬熱處理業

10.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11.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1. 廢棄物回收、清

除業

[從事廢油清除、廢

潤滑油回收、廢機動

車輛回收、拆解且設

有貯存場或轉運站之

回收、清除業] 
2. 石油業之儲運場

所

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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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土污法第 9 條第 2 項與相關法令之授權，環保署自 100 年

度以來已陸續公告「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審查收費標準」、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管理辦法」及「土壤污染評估調查

人員管理辦法」等多項子法，其中審查收費標準及作業管理辦法於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制度自 101 年 12 月 1

日實施。

為達到節能減碳、減少紙張使用、提升申報作業與行政效能等

目的，環保署逐步推動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網路申報，於

106 年 5 月 23 日發布作業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網路傳輸方式

施行令，於 106 年 6 月公布線上申報程序與操作手冊，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讓與人及公告事業可採書面或網路擇一方式申報，網路

申報推動歷程如圖 2.1-2，網路申報流程如圖 2.1-3 所示，後續環保

署亦將持續推動全面網路申報。

94.1.1第一批事業實施

99.1.1第二批事業實施

99.2.3土污法母法修正

93.12.07
第一批

事業公告

98.07.27
第二批

事業公告

100.01.03事業重新公告
(101.03.01實施)

101.1.1
審查收費實施

101.12.1
評估調查人員
制度實施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紙本申報

網路申報

105.11.19
人員申報
新制實施

106.05.23公告
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施行令

106.07.01起
可採網路申報

自106年7月1日起，讓與人與公告事業可採書面或網路擇一方式申報

106.06
公布線上申報程序

與操作手冊

圖 2.1-2 土污法第 8、 9 條網路申報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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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土污法第 8、 9 條網路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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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環保機關與評估調查人員熟悉網路申報與審查流程，環保

署於 106 年 5 月辦理 2 場次實機操作訓練，合計 140 人次；106 年 4

月至 5 月分別於臺北、桃園、臺中、高雄等地區針對公告事業、事

業公會與地政士等辦理法規宣導， 4 場次合計 347 人次，期讓各界

瞭解土污法第 8、9 條最新規定與申報作業，以利遵循，辦理照片如

圖 2.1-4。 

圖 2.1-4 土污法第 8、 9 條線上申報實機操作訓練及法規宣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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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控管關鍵績效指標(KPI) 

一、 前言

環保署為有效掌握各縣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之改善推動進

度，提升地方機關行政效率，加速污染場址改善及解列工作，自

104 年起規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控管關鍵績效指標(KPI)」（以

下簡稱場址 KPI），以土污法及相關場址作業法令為基礎，嚴格規範

場址由發現污染起，至公告列管、改善整治、驗證及解除管制，各

階段流程共列管 267 個作業程序，如圖 2.2-1。 

圖 2.2-1 各階段控管重點作業程序說明圖  

105 年規劃建置「KPI 場址流程控管系統功能」（以下簡稱場址

KPI 系統），於同年 9 月上線，各縣市環保局於同年 12 月正列管中

場址之資料全數完成系統登錄。期藉場址 KPI 系統全面控管各環保

局對場址之管理作為，避免其於法規未明確規範處做法不一致或有

行政作業延遲而影響場址整治工作進度之情況。並可評析各地方執

行作業之困難及差異，作為訂定各縣市場址改善績效及作業標準之

依據，場址 KPI 整體作業歷程如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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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場址 KPI 整體作業歷程  

二、 年度成果

為確保場址 KPI 之規劃完善，針對已登錄之場料進行全面檢

核，對於環保局提出之登錄作業疑慮逐一確認評估，訂定「完善整

體控管機制」及「建立明確績效考核制度」兩大目標，完成多項系

統功能建置，系統即時控管畫面如圖 2.2-3。 

圖 2.2-3 場址列管流程管理及作業時程警示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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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作業說明如下：

（一） 完善整體控管機制

1. 資料即時性

規範環保局於完成各項場址作業後，需於特定工作

天內，將重要資料至系統登錄。

2. 行政時效性

以各行政程序合理完成時間做為控管依據，訂定環

保局各程序作業應完成期限。

3. 系統警示功能

由系統每周自動發出提醒郵件，通知環保局各場址

下階段作業所剩時間。

4. 系統場址登錄作業優化

新增「場址作業列管流程列表」功能，供環保局完

整查詢各場址各作業時程及現況；及「特殊事紀」功

能，供環保局紀錄場址特殊作業狀況，並由系統自動紀

錄場址重大程序作業時間及異常狀況。

（二） 建立明確績效考核制度

1. 全國場址完成率

以實際工作完成度為基礎，評估全國污染場址整體

污染改善工作進度，及確認整體推動進度是否異常。控

制場址作業進度百分比規劃詳如圖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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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控制場址作業進度百分比規劃  

2. 縣市場址作業績效

以各行政程序合理完成時間做為控管依據，評估各

縣市場址每個列管流程之作業績效，期促使各地方機關

合理縮短行政作業時間，加速改善工作的推動。

3. 場址登錄成果納入環保局績效考評

於 106 年度環保局績效考評評分項目，明確訂定各

縣市應於本年度完成系統登錄之已解列場址數及期程。

三、 未來展望

環保署於 106 年度已完成場址資料登錄即時性及場址實際作業

時效性之控管機制，對於列管中之場址作業，可達到即時且有效之

作業期程掌握，下階段將積極針對全國場址作業及資料數據進行分

析，並搭配績效考核制度之系統功能建置，全面評估全國場址之執

行狀況，作為環保署未來修定場址管理相關法令及作業期程之依

據。短中長程作業規劃如圖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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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未來作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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