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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本章將針對 108 年本署於土壤及地下水範疇之國內技術發展成果，與

國外合作交流推廣成果進行說明，包含綠色永續型整治技術試驗與推廣、

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執行與應用、與各國合作交流土壤及地下水研討

會議，以及國內教育宣導活動推動成效。 

5.1 技術發展成果 

本署為持續推動並提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技術，於各

技術納入與落實綠色永續型整治(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GSR)

概念，引入符合綠色永續型整治之新穎調查與整治技術，提升國內技術水

平與品質。本節主要說明各項技術於委託專案與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

計畫執行與應用成果。 

5.1.1 污染場址綠色永續型整治技術試驗與制度推廣 

一、綠色整治技術試驗 

為持續推廣綠色永續型整治精神，本署持續引入符合綠色永續型整治

之新穎調查與整治技術，經蒐集研析國內外新穎綠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查與整治技術發展方向，並參考我國土水技術發展藍圖規劃，擇定「透水

式反應牆」與生物整治，搭配高解析調查等技術（各項技術運用方式說明

如次），於國內 5 場次場址進行技術應用與試驗，評估我國適用性與發展潛

力。 

（一） 透水式反應牆 

本署運用「研究成熟度」、「技術適用性」（包括研究規模、處理污染物

類型）及「綠色永續指標(GSR)」等指標，自國內學研技術篩選出 11 項技

術與 20 個研究計畫。經排序後，「崑山科技大學吳庭年教授─現地電解整治

技術（適用於含氯污染整治）」因其 103 年執行單井式模場試驗，及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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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小範圍應用反應牆模場試驗均成效良好，具發展潛力，故列為本次試

驗技術。 

依該項技術適用原則，考量現地電解氧化主要適用的污染物為地下水

含氯有機污染物，選擇高雄市某控制場址執行試驗，由於該場址具有兩處

污染團，本次應用各別建立兩組抽注系統，如圖 5.1.1-1 所示，期透過抽水

與回注提高電解產生之自由基與場址污染團接觸的機會，間接增進現地電

解法之影響範圍而提高整治成效。 

 

圖 5.1.1-1 技術試驗場址現場操作規劃  

 

（二） 生物整治技術試驗成果 

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的研究與應用逐漸成熟，愈來愈多場址的生物整治

潛力與成效判定仰賴分子生物技術的應用，進而發展出「精確生物整治」

的概念，而高解析度場址概念模型的建立與分子生物技術的應用，是精確

生物整治發展的基礎。 

為提升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生物整治技術能力，本署召集國內具有

土壤及地下水生物整治經驗，與分子生物技術應用經驗之專家學者組成「生

物整治工作坊」，完成 4 場次技術試驗、4 場次生物整治場址技術諮詢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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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3 場次專家諮詢會議及 1 場次生物整治與分子生物技術研討會等工作，期

望透過產官學的合作，藉由強化輔導、技術討論、指引訂定及發展策略研

擬等方式，引導國內生物整治技術產業發展。108 年度共提出水質、污染

物與微生物等三個面向的 5 項指標，如表 5.1.1-1 所示，作為生物整治成效

評析之參考。 

表 5.1.1-1 生物整治微生物指標  

指標 說明 

Dhc16S >10^2 copies/mL 或呈現上升趨勢 

Dhc16S/Tot16S 比例上升或維持>0.05% 

(bvcA+vcrA)/Tot16S 比例上升或維持>0.05% 

(bvcA+vcrA)/Dhc16S 比例上升或維持於 0.05~10 之間 

hupL, tceA, bvcA, vcrA 維持一定數量或呈現上升趨勢 

 

（三） 高解析度場址調查技術成果 

有鑑於國際以「高解析度場址調查(High Resolution Site Characterization, 

HRSC)」為趨勢，於場址規模及合理採樣密度的規劃策略或技術，對水文

條件、地質組成及污染分佈等面向進行調查，以描繪場址概念模型，更精

準掌握污染分佈或場址物理化學特性，如圖 5.1.1-2 所示。 

為提升我國場址污染調查品質，本署於 107 年起系統性檢視國內外污

染調查技術，建立高解析度調查工具箱，已完成 22 項 HRSC 調查技術或工

具之適用條件與限制、數據呈現及判讀方式，並選擇多深度微水試驗、多

重式井測、時序式地電阻、跨孔式地電阻、垂直貫入式薄膜介面探測搭配

手提式飛行質譜儀、多深度地下水採樣與分析等水文地質或污染調查技

術，於國內含氯溶劑污染場址進行技術試驗，如圖 5.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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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2 高解析度場址調查成果示意圖  

 

 

圖 5.1.1-3 多深度地下水採樣與分析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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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二、綠色永續型整治推動成果 

本署自 101 年起引進綠色永續型整治的觀點，由本署輔導並協助國內

6 場次污染場址規劃與執行綠色永續型整治及環境足跡減量，同時亦建立

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性綠色永續型整治評估工具，透過技術試辦場址進行

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的選取，並且實施階段性

的整治，綠色永續型整治於國內外之發展歷程如圖 5.1.1-4 所示。為將綠色

永續型整治更全面推廣及延伸，除引進新穎技術建立最佳管理措施檢核制

度，也更積極參與國際間綠色永續型整治相關的議題與活動。 

 

圖 5.1.1-4 國內外綠色永續型整治之發展歷程  

 

歷年來，為加速推廣綠色永續型整治，本署透過鼓勵形式，讓各縣市

環保局輔導污染場址於規劃污染整治工法時，一併納入綠色永續型整治評

估與最佳管理實務執行內容，而本署也同步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

整治計畫撰寫指引」，將綠色永續型整治正式納入，從污染場址的生命週期

進行考量與評估，自調查、改善、監測到解除列管階段，都能遵循核定計

畫書所訂定之目標，達到減少環境與社會衝擊並提高整體經濟效益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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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相關控制/整治計畫書與進度報告書，108 年共有 14 個縣市 69

場次污染場址執行綠色永續型整治評估，如表 5.1.1-2 所示，以新北市提出

21 例與臺中市 14 例為最多，其中又以控制/整治計畫書中說明場址改善工

法選擇之數量最多，其次為控制/整治計畫進度報告書中說明各最佳管理措

施為主，結果顯示多數場址已將綠色永續型整治概念與評估納入整治方案

選擇與改善作業管理規劃。 

未來本署將持續滾動式修正綠色永續型整治推動模式，經分析目前國

內誘因與作法及國內外推動與發展的差異，研析與探討目前綠色永續型整

治推動過程所面臨之困境，提出各面向推廣誘因與推廣之行動方案，期望

藉由制度建立、學術單位及民間單位推廣與技術之推廣，使得綠色永續型

整治觀點得以擴散並落實。 

表 5.1.1-2 108 年各縣市綠色永續型整治案件數量  

縣市別 變更計畫書 控制計畫書 整治計畫書 改善成果報告書 進度報告書 總計 

新北市 2 11 2 6 － 21 

臺中市 2 3 － － 9 14 

臺南市 － － － － 11 11 

彰化縣 － 1 1 2 － 4 

花蓮縣 － － － 4 － 4 

苗栗縣 1 － － 1 － 2 

金門縣 － 1 － 1 － 2 

桃園市 1 1 － － － 2 

南投縣 1 1 － － － 2 

屏東縣 － 2 － － － 2 

嘉義縣 － － － 1 1 2 

臺北市 － 1 － － － 1 

雲林縣 1 － － － － 1 

高雄市 － 1 － － － 1 

總計 8 22 3 15 2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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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三、國內綠色永續整治技術系列課程 

為提升我國技術與知識水平，本署 108 年於南北部舉辦「綠色永續型

整治技術宣講列車」課程各 6 場次，一系列辦理時間為期 6 個月。邀請綠

色永續整治領域之專家，闡述綠色永續型整治理念並推廣相關技術，提供

與時俱進的主題讓參與者從中獲益，活動參與對象主要包含各縣市環保

局、顧問公司以及相關科研單位等，均為國內推動環保技術應用之重要成

員。本系列活動除宣導土壤及地下水保護理念與推廣相關技術之外，更期

望能逐步將「綠色永續整治評估作業」，落實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之改

善作業規劃或是行政管理作為中，未來執行污染場址改善規劃時，能自主

優先採取對環境、經濟與社會面影響較小的工法執行整治工作。 

 

  
  

  

  

 

邱國書副執行秘書勉勵學員 邱國書副執行秘書與學員合照 

梁振儒教授講課情形 盧至人教授講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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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整治與分子生物技術研討會 

本署延續與多倫多大學應用科學與工程系應用生物工程研究中心

(BioZone)過去之技術聯繫，並考慮國內針對現地生物整治成效判定技術需

結合分生技術判斷微生物與污染物濃度關係等研究發展與應用經驗，故邀

請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愛德華茲教授(Dr. Elizabeth A. Edwards)，於 108 年 09

月 25 日來臺參與「生物整治與分子生物技術研討會」，邀請國內生物整治

工作小組專家出席共同討論生物整治技術發展等議題，透過演講與專題討

論會(Panel discussion)形式讓國內同業與相關從業人員多方聽取國內外生

物整治技術發展與應用觀點。研討會主要分為「專家演講」與「技術討論

與交流」兩大主軸，邀請國外愛德華茲教授與吳哲宏教授、張書奇教授、

盧至人教授演講及與談。愛德華茲教授演講主題為國際生物整治技術發展

趨勢以及實務案例，張書奇教授及盧至人教授演講主題為我國生物整治技

術發展研究面以及實務面課題，並辦理 2 場次專題討論會進行研究發展與

實務面等議題討論，以生物整治的國內外發展，以及後續技術應用的討論，

增加同業人士對生物整治的認識。 

全體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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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5.1.2 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專案 

為展現專案研究成果，促進新穎技術之應用，本署於 108 年 06 月 04

日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培植技術開創紀元~107 年土壤及地

下水科研成果發表暨媒合會」，首度在本署及臺灣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協

會共同見證下，邀請崑山科技大學吳庭年教授與裕山環境（股）公司及成

功大學吳哲宏教授與業興環境（股）公司，簽訂現地分層灌注工法及厭氧

脫氯生物助劑技術之產學合作意向書，為土水產學媒合開啟嶄新里程碑。 

本次成果發表暨技術媒合會結合「技術成果發表」與「跨界應用媒合」

兩大主軸，邀請 24 位專家分享豐碩研究成果，展現技術應用潛力，另邀請

9 位專家提供專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復育與調查等技術諮詢，開放污

染行為人與產業界預約面談，媒合技術包含底泥中疏水性有機污染物之高

效率整合式整治技術、高效微生物膠體三氯乙烯的快速完全降解、γ-PGA

釋碳基質、精準生物復育技術與電化學地質氧化等技術，羅列實際案例討

論後續合作模式。現場近 360 人次參與，估計媒合 15~20 組產官學進行技

術與談，提高研究資源投入實場機會，推升技術商品專利化，同步創造我

國土水市場商機。 

蔡鴻德副署長致詞 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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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暨技術媒合會見證合影及技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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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5.2 國際交流合作 

透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國際合作計畫各項活動，促進我國與

亞太國家之國際環保交流，尋求國際合作新契機，並協助東南亞國家提升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加強我國對國際環保之貢獻，達成推動臺灣

成為亞太土壤及地下水資訊交流中心的目標。 

一、臺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技術交流 

本署於 108 年 03 月 06 日~12 日假馬尼拉市瑪浦亞大學，與菲律賓辦

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技術展示交流研習會，共有 121 人，包含來

自菲律賓、越南、史瓦濟蘭、瑞典、臺灣等國家之多所大學交換學生及專

家學者與會。會議後前往馬林杜克島上的大型礦場與 Mogpog River 及 Boac 

River 流域進行現勘，並配合攜帶式 X 射線螢光元素分析儀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er, XRF)之使用，快速判定表層污染狀況與污染濃度

分佈，同時依據現勘結果提出後續管理建議。 

本署土污基管會組長與菲律賓環境資源部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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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小組官員專業訓練課程 

本署於 108 年 03 月 17 日~24 日辦理亞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

小組官員專業訓練課程，該訓練課程共邀請 9 國 19 人，另為擴大產官學交

流，除納入我國業界輔導員外，亦與科

技部東南亞土水課程共同辦理，共計 11

國 45 人參與。課程中除各項土水課程

外，於最後一日安排各國報告及討論，

首次成功促成亞太國家產官學緊密交

流。 

訓練課程開幕大合照（第一排中間者為本署署長） 

各國報告前小組討論 

技術展示交流研習會 Mogpog River 環境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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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韓國際交流合作 

（一）臺韓土壤及地下水 MOU 之產學交流工作 

108年 04 月 17日~19日辦理臺韓土

壤及地下水 MOU 之產學交流工作，韓

國環境部選定之 JIU 公司及 Enviro 

Partner 公司，參訪新北市五股加油站及

中石化安順廠整治工作並進行交流。邀

請韓國環境部授權單位 6人來臺進行「土

壤與地下水之重金屬汞與砷污染之技術

應用」及「油品污染場址之現地與離地

整治技術應用」兩項議題交流。透過本

次與韓國交流情形，我國在現地整治與

地下水管理具有相對優勢，未來可評估

篩選優勢技術輸出之可行性。 中石化安順廠現場解說 

專家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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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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次指導委員會議

108 年 12 月 16 日~20 日由韓國環境部水統合管理司金榮勳司長率團

15 人來臺參與「臺韓土壤及地下水環境保護領域合作備忘錄第 10 次指導

委員會議」暨技術論壇等相關活動。交流成果包含 107 年~108 年產學交流

合作計畫「土壤及地下水汞和砷污染整治」以及「油品污染現地與離地整

治技術」研究成果報告；108 年~109 年產學交流合作計畫「地下水資源與

水質之智慧管理策略」以及「污染土

地再開發之政策與制度」內容規劃

等。且雙方同意儘速簽署第 3 期合作

備忘錄，並預計於 109 年 07 月在韓國

召開第 11 次指導委員會議。 

臺韓第 10 次指導委員會議大合照 

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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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協定指導委員會議與技術論壇 

108年 09月 16日~20日由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環境總局阮興盛副總

局長率團 10 人，來臺參與「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協定第

1 次指導委員會議」及「臺越土壤及地下水技術論壇」。本次技術論壇由臺

越雙方各自推派專家發表專題演講，演講以「農地污染調查與整治經驗」

及「地下水砷污染之調查與整治技術」兩項主題為主。 

108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02 日由本署土污基管會簡慧貞執行秘書率團

13 人，前往越南參加「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協定第 2 次

指導委員會議」及「臺越土壤及地下水技術展示交流研習會」。本次會議辦

理重點為表達雙方簽署第 2 期「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協

定」之意願。期間辦理 1 場次技術展示交流研習會，共計 117 人與會，並

於會議後前往受地下水砷污染威脅較為嚴重的省份進行場址現勘、採樣、

快篩與污染評估等工作，返國後提供環境調查評估報告予越方，以做為改

善之參考。 

臺越第 1 次指導委員會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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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臺越指導委員會議合影 

技術展示交流研習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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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國內宣導活動 

108 年本署辦理「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及環境教育宣導活

動，以宣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為主題邀請民眾共同參與，預期在宣導

活動後，提升民眾對土壤與地下水議題的關心，與政府共同實踐保護土地

健康的行動，另製作土水環境保護宣導影片，活用更多元及創意的宣導方

式，持續累積歷年宣導成果之宣導能量。 

一、「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 

 

 

 
 

 

為推廣土水保護的觀念，提高民眾對臺灣土地與水環境的關注度，本

署於 108 年舉辦「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藉由民眾不同的取景

角度，帶領各界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臺灣自然環境，參賽者除拍攝臺灣土水

景色外，亦搭配簡短的文字描述照片意境、作品理念，或是注入宣導環境

保護概念的詩詞，以觸動民眾對土水保護的認同。 

本次活動投稿期間為 108 年 07 月 16 日至 09 月 16 日，活動投稿結束

後累計徵得 650 件作品，最終評選出 36 名得獎者，並於 108 年 10 月 22 日

假 TICC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頒獎典禮，邀請各得獎者共同欣賞得獎作

「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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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所表達的意涵；另為延續活動熱度，本署製作編輯本次活動成果影片及

作品集，期望能增加更高的活動價值。 

自活動辦理期間，本署於「土淨水清系列活動 FB 粉絲專頁（以下簡稱

土淨水清粉絲專頁）」共發布 11 則活動相關貼文，觸及人數達 23,388 人。 

  

  

「土水詩與景」攝影文學創作比賽頒獎典禮現場 
 

二、環境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為積極推動扎根土水教育的目標，108 年本署辦理各項藝文表演活動

巡迴臺灣北、中、南及東部共 11 場次，並與蘋果劇團及廉政署合作共同執

行，以優化表演活動質量，其中包含：小水滴歷險記兒童舞台劇、繪本說

故事及相關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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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水滴歷險記」兒童舞台劇 

 

 

 

 

「小水滴歷險記」兒童舞台劇，故事劇情改編自本署 103 年出版之兩

本繪本－「小水滴哭什麼」及「小動物大偵探」，其中「小水滴哭什麼」深

受小朋友的喜愛，因此以小水滴作為主角設定，傳達「健康源自優質的土

壤與地下水」重要宣導觀念，並透過生動的表演使小朋友能更融入戲劇情

境中，進而學習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108 年為響應本署環境季的推廣核心－「與野共生，永續環境」，特別

邀請國內知名兒童劇團－「蘋果劇團」演出，108 年 05 月起依序在高雄市、

臺中市、桃園市、臺北市、花蓮縣、臺南市及新北市巡迴演出，帶領大、

小朋友瞭解愛護動物與珍惜土壤及地下水的重要。另因活動回響熱烈，本

署為響應民眾的熱情支持，於 10 月至 11 月與法務部廉政署一同合作，於

臺北市、彰化縣、嘉義縣及高雄市辦理加演 4 場次，讓更多民眾有機會於

現場一同觀賞。 

活動期間，線上報名人數共有 5,320 人，現場觀賞民眾累計達 3,692 位，

活動現場民眾臉書打卡共計 121 則公開貼文及 213 張照片，提高土淨水清

巡演活動現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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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專頁讚數淨成長 185 個讚，活動期間共發布 10 則貼文，觸及人數達

11,949 人。 

「小水滴歷險記兒童舞台劇」活動現場  

（二）繪本說故事活動 

本署為延續「小水滴歷險記」舞台劇之好評響應，另於 108 年 11 月 10

日假南港展覽館辦理繪本說故事活動，由一位說故事哥哥擔任主講，搭配

大型的繪本道具、可愛的主角玩偶及有趣的互動方式，帶領大、小朋友體

驗精彩的劇情，加深其對於愛護動物與珍惜土壤及地下水之概念。 

繪本說故事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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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宣傳效益 

108 年本署與法務部廉政署攜手合作，在劇中加值融入校園廉潔意識，

以有趣的表演方式傳遞深刻之「土壤及地下水保護議題」及「校園廉潔誠

信意識」教育意涵，強調培養孩子良好之品格，藉此將環保及廉潔觀念向

下扎根。 

為隆重揭開 10 月至 11 月巡迴臺北

市、彰化縣、嘉義縣及高雄市，加演的 4

場次「小水滴歷險記」舞台劇之序幕，本

署於 108年 10月 16 日辦理活動記者會與

民眾共襄盛舉。啟動儀式中，本署及廉政

署長官透過希望盆栽植入臺灣模型中，象

徵環保意識及誠信觀念將蔓延至全臺，深入每個親子家庭的心中，落實藝

術教育之理念。 

本次活動透過記者會、電視媒體及廣播電台專訪等形式廣大宣傳，吸

引更多民眾瞭解環保及廉潔觀念，達到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宣傳成效，詳細

媒體行銷成果效益如表 5.3-1 所示。此外，經由「蘋果劇團」粉絲專頁發佈

貼文，及社交軟體傳遞活動資訊，共有約 3 萬名民眾的觸及量，擴大宣導

對象及族群。 

活動記者會-啟動儀式

本署長官 
接受電台主持人顏詩雲專訪 

 

民視新聞台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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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108 年環境教育宣導系列活動媒體行銷成果效益  

項次 行銷管道 行銷重點 行銷推廣成果 

1 
電視媒體

專訪 

⚫ 呈現方式： 

於民視新聞台播放 1 則 1

分 30 秒之電視媒體專訪，

其中由本署署長及廉政署

署長親自說明活動主旨，再

透過有趣的「小水滴歷險

記」精華片段吸引觀眾目

光。 

⚫ 效益： 

運用較多民眾觀賞的電子

媒體加強宣導效果，以提升

兒童短劇的曝光度及環境

保護的宣傳效益。 

總計收看人數：1,296 千人 

1. 10/19（六）23:00 

TVR 收視率：0.25 

Reach 000s 收看人數：382 千人 

2. 10/20（日）08:00 

TVR 收視率：0.42 

Reach 000s 收看人數：457 千人 

3. 10/20（日）11:00 

TVR 收視率：0.47 

Reach 000s 收看人數：457 千人 

2 
廣播電台

專訪 

⚫ 呈現方式： 

以電台訪問及廣播廣告宣

傳活動資訊，並專訪本署土

污基管會邱國書副執行秘

書及政風室陳文意科長，詳

細說明活動主旨及資訊，。 

⚫ 效益： 

運用較多民眾收聽的廣播

電台加強觸及人數，增加主

辦單位曝光度及提升宣傳

的成效。 

總計收聽人數：16,030 千人 

1. 廣告（60 檔） 

播出時間：10/07-10/17 

收聽人數：15,900 千人 

2. 訪問 1 檔 

播出時間：11/01（五）14:33 

收聽人數：130 千人 

3 
活動 

記者會 

⚫ 呈現方式： 

辦理記者會介紹活動主旨

與內容，並演出「小水滴歷

險記」精華片段，增加民眾

參與巡演的興趣。 

⚫ 效益： 

作為巡演活動的暖身及開

跑儀式，同時集結各家媒體

記者增加資訊曝光度。 

總計參與人數：145 人 

（包含 8 位長官貴賓、14 位媒體記

者、100 位幼兒園師生及本署、廉

政署工作人員） 

1. 參與媒體數量：總計 11 家 

2. 露出新聞：總計 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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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壤及地下水業務推廣

三、土水環境保護宣導影片 

本署為提升民眾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重視，於 108 年製作兩支土水

環境保護宣導影片－「污染土地新生－高雄亞洲新灣區的夜間寶石」及「土

也可以吃？開箱吃土！」，期能透過影片的方式建立民眾對土水保護的觀

念。 

（一）污染土地新生－高雄亞洲新灣區的夜間寶石 

為使民眾瞭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重要，本署特別挑選土水污染整治

成功的例子－「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自基地興建過程中發現污染，並透

過污染整治重新蛻變為高雄市重要地標與觀光景點，以介紹觀光景點的模

式，穿插專訪本署長官及專家學者等的專題報導，將繁瑣的資訊簡化為一

般社會大眾可以理解的內容。 

影片中另外以採訪居住於當地居民的片段，真實呈現本署整治成果之

影響，進而增加民眾對影片的記憶點。本影片上傳於土淨水清粉絲專頁後，

共計 165 次觀看數，觸及人數更達 438 次。 

影片封面圖片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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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專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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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也可以吃？開箱吃土！ 

為向不同族群宣導土壤與地下水保護的重要，本署於 108 年特與網路

名人合作拍攝影片，藉由土壤趣味開箱的方式，向觀眾傳遞環境保護的觀

念。影片以輕鬆幽默的開場吸引民眾注意，並透過鏡頭帶領民眾一起探索

土水污染的源頭，使更多人能正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問題，以實際行動

宣導愛護環境的作為。 

本影片於土淨水清及網路名人個人粉絲專頁分享貼文，觸及人數達

59,824 次，加上網路名人個人 youtube 頻道促進網友轉發分享，影片觀看數

24,029 次。 

  影片畫面  

影片宣導畫面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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