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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策制度篇                          

2.1 起源與誕生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變遷，早期環保意識仍不足，

相關程式及法規亦未完整，不論是工業發展、廢棄物掩埋及軍事

開發等行為，皆以土壤作為最終處置的場所。因此於早期陸續發

生多起土壤污染事件，如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桃園廠、

台南縣中石化安順廠污染案，導致周遭生活環境日益嚴重。 

在地下水方陎，地下水質之監測工作從民國 68 年起即開始

利用民井採樣檢測，隨著地下水保育意識提高，環保署於民國

84 年完成「台灣省地下水質監測站網整體規劃」，著手設置以

監測為目的之區域性監測井（Regional Monitoring well）持續進

行定期監測作業。然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日益嚴重且法令規

範不足，相關工作進行發生執行上的困難，因此環保署即開始進

行相關法規的研擬。 

早在民國 80 年本署即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並送請

立院審議，但歷經數年國內發生多起土壤污染事件，顯示草案規

範的不足，故於民國 85 年撤回該草案，於民國 87 年 8 月再度制

定「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於民國 88 年 6 月送立院審議。立

院審查法案時，當時有沈富雄委員等 44 人擬具「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草案」、柯建銘委員等 34 人擬具「土壤污染整治法」

草案併案審查。立院遂於審查後將法案定名為「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民國 89 年 1 月 13 日三讀通過，

並於同年 2 月 2 日公佈施行。 

土污法係參考美國「超級基金」（Superfund）方式成立，並

依據據土污法第 24 條訂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

員會組織章程」，於民國 90 年 11 月 3 日成立土污基管會，推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及預防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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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付之工作與責任 

2.2.1 土污基管會組織分工 

土污基管會主要辦理之工作內容包括︰審核整治場址事

宜、處理等級評定事宜、應變必要措施支出費用之審理事宜、污

染整治計畫、整治基準或整治目標審查核定事宜及其他有關基金

支用之審查事宜，依工作內容分設綜合企劃組、收支審理組、技

術審查組及法律追償組（見圖 2.2-1），相關工作內容為： 
 

 

執行秘書

副執行秘書

综合企劃組 收支審理組 技術審查組 法律追償組

 

圖 2.2-1 土污基管會行政組織架構 

一、綜合企劃組 

1. 全國性土壤及地下水重大政策與方案之訂定、推動及督導

事項。 

2. 預算之編列、規劃、運用及考核事項。 

3. 綜合性業務之彙整、協調及執行事項。 

4. 基金委員會之聘任與會議辦理事項。 

二、收支審理組 

1.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規劃及收支帳校核。 

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案件之審理、核定及稽核等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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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徵收物種及費率之檢

討、擬定、解釋及宣導事項。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緊急應變處置及處理相關事項。 

5. 區域性及場置性地下水監測規劃檢討、設廢井、調查及整

合。 

三、技術審理組 

1. 研訂各種土壤及地下水整治技術、調查方法相關技術準則

及參考手冊等。 

2. 執行加油站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相關污染預防工作。 

3. 辦理農地污染情形彙整及整治作業。 

4. 辦理台美雙邊合作計畫及國際研討會。 

5. 研擬未來整治及調查技術之發展方向。 

6. 跨部會業務（衛生署與農委會）溝通協調等配合事項。 

四、法律追償組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法規之訂定、研議及釋示。 

2. 土污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償事宜及個案訴訟追償。 

3. 執行土污法第 8 條及第 9 條指定公告事業相關管理事項。 

4.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 

5. 規劃污染場址再利用相關政策架構。 
 

2.2.2 土壤與地下水基金管理委員會簡介 

一、成立法源 

依據土污法第 24 條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

委員會組織規程成立。 

二、成立時間 

90 年 11 月 13 日 



97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6 

三、委員會組成 

依土污法第 24 條第 2 項及組織規程第 3 條規定，本會

置委員 17 人至 23 人，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由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署長兼任；1 人為副主任委員，由

本署署長指定副署長 1 人兼任；其餘委員，由本署署長就政

府機關代表、工商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遴

聘之，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 3 分之 2。

土污基管會委員會組成如圖 2.2-2 所示。 

四、委員會任務 

依組織規程第 2 條規定，委員會任務如下： 

1. 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2. 本基金年度預、決算之審議。 

3. 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4. 其他基金業務有關事項。 
 

 

主任委員

署長兼

委員

專家學者

委員

社會公正人士

委員

工商團體代表
委員

政府機關代表

副主任委員

副署長兼

 

圖 2.2-2 土污基管會委員會組成 

2.2.3 97 年施政重點 

一、研擬完備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1. 推動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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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檢討與修正。 

二、加強民眾認知及宣導 

1. 強化健康風險評估功能，健全相關參數數值，以符合本土

土壤及地下水情境。 

2. 強化指定公告事業執行用地土壤污染檢測申報之管理與

查核實際作業執行成效。 

3. 加強加油站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與監測設備設置及網

路申報之管理。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資訊系統的建置。 

三、辦理整治費徵收查核作業 

四、加速調查及污染場址列管、改善及整治事宜 

1. 推動污染控制場址及整治場址之整治。 

2. 補助辦理受污染農地污染改善及停耕補償。 

3. 持續辦理加油站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 

4. 擴大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 

5. 辦理高污染潛勢運作中工廠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 

五、完善緊急應變措施  

1. 持續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查證、應變工作。 

2. 協助地方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緊急應變措施。 

六、提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之整治能力 

1.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研討會。 

2. 推動研發本土整治技術及訂定相關技術指引。 

3. 辦理污染改善及整治等相關專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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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97 年基金管理委員會工作成果 

一、截至 97 年底止，共聘任 4 屆委員，其中第四屆委員任期由

9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98 年 9 月 30 日止，聘任期間詳如表

2.2-1：

表 2.2-1 歷屆委員聘任期間 

屆次 聘任期間 

第一屆 9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92 年 9 月 30 日止 

第二屆 92 年 10 月 1 日起至 94 年 9 月 30 日止 

第三屆 94 年 10 月 1 日起至 96 年 9 月 30 日止 

第四屆 96 年 10 月 1 日起至 98 年 9 月 30 日止 

二、97 年委員會議執行成果 

於 97 年間分別於 4 月 3 日及 8 月 15 日召開第 20 次及

21 次委員會議，共進行 10 案報告案，並通過 2 案審議案件

（詳如表 2.2-2），以下為 20 及 21 次委員會議概述：  

1. 有關推動灌排分離，本項工作涉及各主管機關權責，相關

建議將透過部會協商或處室協調推動。  

2. 針對嘉義縣新埤加油站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

評估所引用之數據再進行研議其有效性，如不適宜，則應

責成嘉義縣環保局重新辦理調查後，視調查結果辦理初步

評估事宜。 

3. 同意公告台南縣南昇加油站及台北縣台亞新莊加油站為

污染整治場址，並積極協助地方環保局督促污染行為人儘

速展開整治工作。 

4. 98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預定工作計畫及基金概算

審議案，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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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97 年間委員會議執行成果 

召開日期 會議名稱 報告案件 審議案件 

97 年 4 月 3 日 
第 20次委

員會議 

1. 第 19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

理情形報告 

2. 96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決算情形與工作成果

報告 

3. 台南縣南昇加油站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

結果報告 

4. 臺北縣台亞新莊加油站地下

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結

果報告 

98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預定工作計畫及

基金概算審議案 

97 年 8 月 15 日 
第 21次委

員會議 

1. 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報告 

2. 灌排分離推動成果報告 

3. 97 年 4 月至 7 月補助嘉義縣

環保局及台南市環保局辦理

調查、查證與改善計畫經費報

告 

4. 桃園縣東林加油站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

結果報告 

5. 嘉義縣新埤加油站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

結果報告 

6. 台南縣新營長榮路加油站地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

結果報告 

1. 修正「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協助地方環保機

關辦理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

補助原則（草案）」 

2. 廢鉛蓄電池對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情形調查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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