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重大政策與執行成效

隨著我國經濟成長與產業結構轉型，環境污染負荷日益增加，工業相

關廢水、廢棄物或毒性物質不當排放所衍生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逐

漸成為社會關注之重要議題。鑒於我國70年代起陸續發生多起污染事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於89年公布施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確立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之法令

依據，並依據土污法設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以下簡稱土污

基金），專款專用於應變、控制及整治等工作，同時於本署成立「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土污基管會），負責全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制定、相關政策擬定推動、場址改善監督、基金管理與

運用、求償作業及調查/整治技術研發等事宜。 

為達到土壤及地下水資源永續之目的，前已於106年完整掌握全國2.1

萬公頃重金屬高污染潛勢農地情形，完成338家高污染潛勢工廠現場勘查

工作，並持續督導審核各工業區、地下儲槽及地面水體底泥之申報作業。

另為提升本土專業技術發展及加深公眾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議題之重視，

於106年擴大辦理「2017環保科技展」，整體活動結合國際研討會及講習

會，藉以瞭解國際趨勢與經驗，提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人員之專業能力。

為持續落實土污法之立法精神，本署將持續辦理調查、評估作業，推

動污染場址控制與整治作業，同時也持續提升國人預防、整治概念，達到

地球資源永續經營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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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大政策 

本署為進一步提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業務之管理績效，持續針對歷年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工作執行成果進行調整，修訂調整107年度4大

土壤及地下水政策，重點如次：

一、持續辦理調查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

本署針對農地、工廠、地下儲槽、工業區及底泥等區域定期進行調查

作業，評估各種污染潛勢，持續擴增調查對象範圍，以達預防污染並即時

管控之目標。

二、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本署為完備土壤及地下水相關行政指引及技術規範，強化中央與地方

環保機關業務分工與合作機制，持續執行污染場址之調查與整治工作，建

立本土化風險評估機制，並積極推動污染場址土地開發與再利用制度，以

提升國內實務可行之污染調查及整治計畫，進而確保土地資源永續利用之

目標。

三、關注檢討徵收情形，提升經費執行成效

本署秉持審慎開支及妥善管理之土污基金運用原則，納入滾動式檢討

機制，依據國內環境及經濟現況調整徵收規範，並持續優化整治費申報系

統，以利業者繳納整治費及查詢相關資料。

四、提升本土專業能力，發展國際交流合作

本署結合學術界與產業界資源，透過編撰技術參考手冊、辦理技術分

享及宣導活動，積極提升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與整治技術發展，並與各國辦

理國際合作交流研討會，強化處理技術，以深化交流及協助產業海外發

展，提升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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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執行成效 

本署為有效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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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107年度施政4大重點目標，區分為污染與預防調查規劃、整

合各級機關推動整治復育、土污基金收支及成效、國內外技術業務推廣及

發展國際交流等。相關成效如次： 

一、持續辦理調查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 

（一） 截至 107 年底，各縣市調查出污染列管之農地場址共計 7,253 場次

（約 1,138.5 公頃），已整治改善完成並且公告解除控制之農地場址

有 4,406 場次約 759 公頃，整治完成率為 67%。 

（二） 研析歷年現勘、調查及場址公告列管執行經驗，掌握常見之污染潛

勢業別運作中工廠名單，關注製程特徵具規模者，分期進行調查計

畫。截至 107 年底，已完成 414 家高污染潛勢工廠現場勘查工作，

並依據系統性篩選機制，執行 65 家工廠污染調查作業，其中已完

成 54 家調查作業，進而確認 39 家土壤或地下水超過污染管制標

準，調查污染發現率達 60%。 

（三） 針對環境場址評估結果屬橘燈之 110 家廢棄工廠進行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調查，約有 2 成工廠具有較明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其中

以基本金屬製造業（7 家）為多數。 

（四） 為及早掌握污染情形，環保局針對國內 59 家地下儲槽系統申報異

常者，辦理污染潛勢追蹤管理，發現其中 3 家有超過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 

（五） 為掌握工業區環境品質概況，本署編定 157 處依燈號分級及污染潛

勢評估結果，其中針對有地下水污染擴散之虞之 23 處工業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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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建置區外預警監測井網，各工業區監測效益（可監測範圍/全部

工業區範圍）均達 80%。 

（六） 底泥品質定期檢測申報作業，截至 107 年底共計 461 處（97%）水

體完成底泥採樣計畫書申報備查，其中河川 71 處（85.5%）、湖泊

水庫 91 處（100%）及灌溉渠道 299 處（100%）。 

二、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一） 我國場址類型可區分為農地場址及事業場址（含工廠、加油站、非

法棄置、儲槽、軍事場址及其他類型場址等）二大型態，截至 107

年底，公告解列之控制場址共計 885 場次（約 131.7 公頃），其中

面積比農地占 86.94%、工廠占 7.06%、其他占 2.28%、加油站占

2.05%、非法棄置占 1.21%及軍事場址占 0.46%，顯見列管場址之

管理與整治作為成效逐年提升。

（三） 目前持續推動場址管理方案，進行場址現況盤點及歷史調查資料確

認，納入國家優先處理名單(National Priority List, NPL)排序，評估

場址污染改善及監督管理機制，並結合場址流程控管系統功能及轄

區經理人雙軌制，督促中央及地方共同執行場址管理作業，嚴密掌

握場址自公告列管至驗證解列之過程，透過場址歷程逐一監管，避

免未來產生停滯場址，以有效提升場址管理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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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加速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完成改善，並有效提升整治進

度，本署已建立「場址管理方案」、「停滯場址改善機制」及「場址

作業流程控管機制」（以下簡稱場址 KPI）嚴格控管各場址行政作

業流程及各場址資料登錄時限（資料完成後十個工作天內），將各

縣市場址控管成果，納入環保局績效考評，以利本署即時掌握各場

址作業狀況。 



（四） 篩選臺南市永康地下水污染場址執行地下水改善之示範案例，逐步

建立場址調查、改善工法設計、成效評估監督、現場查核及改善完

成驗收等作業模式，確保場址可如期如質達到改善目標，有效保護

場址周遭受體與環境安全，最終作為未來我國無污染行為人污染場

址改善之通案執行模式。於 107 年 12 月底前，已完成污染改善前

之調查與評估作業，B 區已完成 2 次改善注藥及成效評估工作，此

外，已同時完成 43 場次現場查核作業、定期召開 36 次工作進度監

督會議，以確實掌握污染改善進度及執行成效。

（五） 為完備污染土地再利用政策，107 年度透過跨部會協調確立污染場

址再利用程序，以及訂定再利用責任主體的定義與規範，並提出再

利用整治目標應提送文件內容與審查方式。此外，透過示範場址建

立再利用空間規劃方法，編製「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說明手冊」提

供執行者依循。

（六） 配合行政院能源政策，107 年推動污染土地改善與地面型太陽光電

設置併行工作，依據本署「受污染土地改善及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

行審查作業原則」辦理各項推廣說明工作，並與農委會完成太陽光

電設置面積設置上限協商作業，申請綠能設施容許使用。其綠能設

施總面積以申請設施所坐落之農業用地土地面積 70%為限，積極配

合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七） 分析國外場址風險管理方式與監督機制，探討未來土污法修訂建議

方案，強化推動我國場址風險評估與場址管理制度。針對風險評估

小組與主管機關提出審查作業決策參考指引，健全審議機制。107

年已針對 1 處實際場址，辦理 2 場次初審小組會議及 1 場次風險評

估小組委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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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注檢討徵收情形，提升經費執行成效

（一） 土污基金預算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會推動業務主要的經費

來源，本署秉持著審慎開支、妥善管理之精神作為整體運用原則。

107 年度收入共 13 億 5 千 7 百萬餘元、支出共 12 億 5 千 7 百萬餘

元，基金累積賸餘共 23 億 3 千 8 百萬餘元。 

（二） 為便利業者繳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全面施行多元代收，以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代收 406 專戶」為指定金融機構代收

專戶，業者可至全國超過 1 萬家連鎖便利商店繳費，或透過銀行自

動櫃員機(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ATM)、網路 ATM、網路銀行

及臨櫃匯款等方式供業者選擇；107 年加開美廉社全省 628 家門

市，累計新增繳費窗口將近 4 萬家，並將超商代收上限提升至 6 萬

元，且利用超商代收管道免收手續費，減輕繳費人手續費負擔。未

來將持續優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系統功能，預計新增主

動提醒繳費人採用預填功能帶入明細，以提升繳費人申報正確性及

簡化審查作業。

四、提升本土專業能力，發展國際交流合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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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次臺韓合作備忘錄會議及整治技術論壇，使韓國民間技術單

位與我國產業界進行技術交流，共同推動整治技術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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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 90 年至 107 年底，土污基金代支應金額約 17 億元，以污染農地

整治為最大宗，其支出金額約 10 億 3 千萬餘元，求償金額約 3 億

7 千萬餘元。 

（二） 辦理「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事務會議及臺美技術講

習會」國際交流活動事宜，完成第 8 次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工作小組事務會議，強化各成員國在土壤及地下水議題之連結，並



（三） 辦理植物環境污染調查技術試驗 2 場次，完成污染調查之適用樹種

資料庫建置，引進生物整治技術且完成 1 場次技術試驗工作。並邀

請國外專家來臺辦理「土壤及地下水國內新穎技術研發成果發表暨

綠色調查技術實作訓練課程」。

（四） 推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技術發展藍圖，及滾動式檢討

「土壤及地下水相關技術研究發展短中期規劃書」，另依適用對象

分眾化設計中高豐富度技術指引，完成現地化學氧化法整治技術參

考手冊。同時完成現地悶燃處理技術之試驗工作，並舉辦 6 場次專

題發表會議。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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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組研究團隊投入，其中研究型計畫占 77%，模場型計

畫占 23%。另各計畫研究類型分為「整治」類 20 件、「調查」類 5

件及「其他」類 1 件。 

（六） 彙整及研析土壤及地下水除砷技術，經現地試驗結合政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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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多元溝通之方式。臺美講習會則以「地下污染物蒸氣入侵調

查及防治」為討論主題，持續提昇我國對土壤及地下水國際關注議

題的瞭解。 

性、成本等考量後評析以曝氣方式作為本土自然含砷農地除砷之方

案。另發展地下水之砷感測技術，已成功降低該技術之偵測下限及

找出相關影響因子，並可於部分水質條件下與標準方法檢測相關係

數達 0.83。 

（七） 完成 6 種本土植生物種於遮陰及未遮陰情況下除污效能之評估，並

下達「受污染土地改善及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併行田間作業指引」，

作為相關業者及單位執行污染農地設置光電設施之參考依據。 



（八） 完成國內含氯碳氫化合物污染場址之鑑識需求盤點及評析國內外高

解析場址調查技術與案例，辦理 4 處場址污染來源關聯性及高解析

場址調查試驗工作，並完成「土壤及地下水含氯有機物污染來源調

查技術參考手冊」及 1 場次說明會；另擇定氟氯碳化物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定年法為污染洩漏年代鑑定技術，完

成 2 場次試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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