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基金運用及求償作業 

隨著國內經濟成長與產業結構轉型，工業所帶來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問題日益受到重視，為有效處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我國

爰參考國外經驗與環境相關制度，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以下簡稱土污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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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立求償制度。 

5.1 基金收入 

根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 29 條規定，

土污基金有 8 項主要來源如表 5.1-1 所示。 

表5.1-1 土污基金來源 

基金來源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入。 
2. 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第 43 條及

第 44 條規定繳納之款項。 
3. 土地開發行為人依第 51 條第 3 項規定繳交之款項。 
4. 基金孳息收入。 
5. 中央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6. 環境保護相關基金之部分提撥。 
7. 環境污染之罰金與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8. 其他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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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訂第 5 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 

有關土污基金預算中 8 項來源，目前以整治費徵收為大宗，為求

徵收制度之公平合理性，經歷多次檢討修訂，以求該制度能符各界需

求，以下就制度面內容，分述說明： 

（一） 整治費收費辦法沿革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收費辦法）發布

實施迄今，已歷經 5 次修訂，初期收費辦法之徵收對象為化學物

質；石油系有機物占總繳費額 90%以上。為降低石化業負擔比例及

考量國內不明場址污染特性，環保署因應各界要求及審酌國內經濟

與環境現況，於 100 年 7 月起正式實施第 4 版收費辦法，將事業廢

棄物及重金屬銅、鎳納入徵收對象。於第 4 次修訂 4 年後，視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實際收支、場址調查、整治及污染管制標準

修訂等情形，檢視管理政策目標，評估列管中無污染行為人場址整

治需求，於 106 年 7 月起正式實施第 5 版收費辦法，收費辦法修訂

重點如表 5.1-2 所示。 

表5.1-2 整治費收費辦法第五版修訂重點  

版次 發布日期 主要內容及修訂內容 

第五版 105 年 12
月 30 日 

物質類項目：新增重金屬 8 項、農藥 13 項、含氯碳

氫化合物 1 項，總計 151 項。 
廢棄物項目：取消指定行業別，改採指定 66 項廢棄

物代碼。 
物質徵收類別為廢棄物，物質產生量需與出廠聯單

量相同。 
明確規定就產品課費之鋼胚項目，避免重復課費。 
刪除徵收四年後應對制度提出檢討與調整規定。 
整治費申報改採網路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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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費辦法修法前後徵收情形 

第五版收費辦法將公告物質由 129 項增加為 151 項，廢棄物由

行業別徵收修改為公告 66 項廢棄物代碼，其列管廠商已由修法前

之約 3,800 家增加為約 8,600 家，徵收金額將由約 9 億元/年增加為

約 12 億元/年。 

收費辦法修訂前後之徵收現況，整治費由原先多集中於石化業

產製物質之型態，除已有逐年降低之趨勢外，且更進一步反映國內

土污場址實際現況，如圖 5.1-1 所示。 

 

圖 5.1-1 修法前後各類別徵收金額所占百分比比較  

（三） 修法相關宣導說明 

為協助繳費業者瞭解收費辦法相關規定與修法重點及順利完

成網路申報，已於 106 年 3~4 月與 6~8 月於北中南場地共舉辦 27

場次法規說明會議（其中新北市、桃園縣、臺中市、臺南市、高雄

市、新竹市、彰化縣舉辦 2 場次以上），如圖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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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3 月 2 日臺中場 106 年 3 月 14 日新北場 

  

106 年 6 月 20 日臺南場 106 年 7 月 20 日嘉義場 

圖 5.1-2 法規說明會辦理情形  

二、 基金徵收 

（一） 106 年整治費實收金額 

106 年第五版收費辦法實施前，每季平均實收金額約 2 億餘

元，每年總實收金額約 9 億餘元。第五版收費辦法實施後，每季平

均實收金額約 3.2 億餘元，每年總實收金額預計 12 億餘元。 

（二） 出口退費 

考量近年石油煉製業發達，國內產製及出口量大幅提升，致出

口退費金額持續增加，基於製造及運輸風險考量，並回歸原出口退

費精神，規範進口物質未使用完畢者，方可申請出口退費，故 100

年修法後，取消國內產製物質出口退費規定，因而造成出口退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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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顯著降低，表 5.1-3 為 100-106 年出口退費之申請件數與核退金

額。

表5.1-3 100~106年出口退費核退金額與核定件數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核定年度 申請件數 核定退費金額

100 215 297,291 
101 73 25,570 
102 50 220 
103 40 251 
104 36 111 
105 44 418 
106 46 229 

   註：依據各申請案件實際核定日期統計，非以所屬季別統計。

（三） 保險及工程退費

為鼓勵繳費業者投資污染預防設施及投保環境責任險，對業者

提供獎勵優惠退費措施，依 100 年修法後之規定，業者可申請額度

為前一年度實際繳納整治費額 25%為上限，並得充作其後應繳納整

治費額之一部分。

106 年申請 105 年度保險及工程退費分別計有 40 件及 27 件，

詳如表 5.1-4 所示，104 年及 105 年在申請件數及實際核定退費金

額上維持穩定，對污染防治具有一定成效。

表5.1-4 100~105年保險及工程退費核退金額與核定件數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核定年度 總申請件數 保險件數 工程退費件數 核定退費金額

100 41 21 20 79,948 
101 58 31 27 117,190 
102 75 38 37 137,710 
103 67 40 27 134,643 
104 66 40 26 135,327 
105 67 40 27 116,714 

註：每年 6 至 7 月申請前一年度保險或工程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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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複審抽查 

為確保整治費繳費人申報正確性，完成抽核整治費申報案件計

3,080 件、複核出口退費 42 件、免徵比例 20 件、工程及保險退費

51 件，維持整治費徵收審理正確性，並完成 40 件繳費人申報現場

輔導查核作業，協助繳費人上網申報。 

三、 強化申報作業 

（一） 申報業務行動載具優化 

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網路申報及查詢系統（下稱整治費

申報系統）行動版已提供申報進度及相關資料查詢，考量申報之方

便性，針對行動裝置使用需求及特質，優化整治費徵收作業線上申

報的介面、功能與流程設計，提供申報廠商包含個人電腦與行動裝

置使用上的無縫銜接。繳費人除電腦版可操作申報，亦可透過行動

版手機進行申報作業，配合申報季時程，已完成正式上線。 

（二） 整治費申報推動多元化電子代收 

為便利整治費申報業者繳納整治費，自 106 年 10 月 1 日起全

面施行多元化電子代收，僅需在整治費申報系統，經試算完成後，

即可下載列印繳費單至各大金融機構或四大超商繳費，其中，至四

大超商無須負擔手續費（僅受理 2 萬元以下款項），如圖 5.1-3 所示。

此外，亦可透過各銀行自動櫃員機（ATM）、網路 ATM、網路銀行

及各大金融機關臨櫃匯費等方式繳費，大大提高業者申報繳費的便

利性，截至 12 月底止已完成 4,373 筆代收作業，代收金額達 3 億

9,981 萬 7,1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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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電子化代收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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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金支出 

土污基金預算為土污基管會推動業務主要之經費來源，截至 106

年度收入共 133 億 2,700 萬元、支出為 110 億 8,600 萬元，基金累積

賸餘 22 億元，詳如圖 5.2-1 所示。 

近年基金運用方向已從污染潛勢調查、應變及管制，朝向污染整

治工作為重，且近年污染農地等相關列管場址數不斷增加，相關整治

工作及基金應用範疇擴大，造成基金年度短絀，環保署已完成現行徵

收制度之通盤檢討，以朝基金收支平衡方向永續經營。 

 
圖 5.2-1 土污基金歷年收支與累積賸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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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基金收入為 11 億 7,800 萬餘元，其中以污染整治費徵收收

入為主，占年總收入約 90%，如圖 5-2.2 所示。支出 13 億 3,900 萬餘

元，其中投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工作 12 億 8,600 萬餘元，

占基金支出 96%，其他則是支用一般行政管理、薪資及設備修繕等費

用等 5,300 萬餘元，占基金支出 4%，如圖 5-2.3 所示。當年度短絀 1

億 6,000 萬餘元，以基金累積賸餘支應。 

 

圖 5.2-2 106 年度基金收入  

 

 

圖 5.2-3 106 年度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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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求償 

一、 訂定、修正重點概述 

106 年度環保署完成 2 則法規命令修正發布，及 2 則行政指導訂

定下達，彙整如表 5.3-1 所示。各子法訂定、修正之重點如下述： 

（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土壤及地下水備查作業辦法 

簡化檢測申報備查作業程序、因應地下水污染監測及管制標準

修正、有效掌握基線資料發揮污染預警功效。 

（二）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管理辦法 

配合推動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以網路傳輸方式，指定

該申報方式之施行日期。 

（三） 農地灌溉渠道底泥之污染來源與關聯性認定因應查證注意事

項 

配合土污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關於底泥之查證作業，以

使各直轄市、縣（市）環保局瞭解相關查證作業具體應注意之內容。 

（四） 辦理灌溉渠道底泥疏濬計畫備查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水利事業經評估須依底泥品質指標之分類管理及用途限制辦

法第 6 條規定辦理灌溉渠道底泥疏濬作業者，於執行疏濬作業前提

交計畫辦理備查時，應檢視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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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1 土污法相關子法修訂  

類別 項次 法規名稱 依據 相關公告 

法規

命令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土壤及地

下水備查作業辦法 第 6 條第 4 項 106.3.9 修正 

2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管

理辦法 第 9 條第 2 項 106.5.23 修正 

行政

指導 

1 
農地灌溉渠道底泥之污染來源與

關聯性認定因應查證注意事項  106.4.11 下達 

2 
辦理灌溉渠道底泥疏濬計畫備查

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106.7.14 下達 

 

二、 土污基金代墊支應及求償情況概述 

土污基金自 90 年至 106 年底止，代支應約 17 億元，以污染農地

整治為大宗，其支出金額約 10 億 3 千餘萬元，求償金額共約 3 億 6

千餘萬元，詳如圖 5.3-1 與表 5.3-2 所示。 

 

圖 5.3-1 土污基金代為支應費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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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2 106年各項計畫土污基金代墊支應及求償情況統計  

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歸墊/入帳時間 歸墊金額 案件名稱 
1 106 年 3 月 22 日 2,651,590 RCA 公司繳納區外應變必要措施費用 
2 106 年 4 月 18 日 64,322 臺灣杰士電池公司繳納應變必要措施費用 

3 106 年 11 月 13 日 130,527 
阡鴻實業公館鄉伍谷岡段農地土壤污染控

制場址代為支應費用 
總計 2,84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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