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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章 工業工廠調查與整治 
1.10.1 廢棄工廠污染調查 

於 93 年度起，開始辦理全國廢棄工廠污染調查計畫，為有效運用

資源，由全國 10 萬家廢棄工廠中，針對 20 大類高污染潛勢業別，逐一

進行現況資料校正及環境概況評估，並依量化篩選機制選擇優先調查名

單。執行四期後，至 98 年度共完成 2,050 多家工廠之環境評估，135
處廢棄工廠調查，總計發現 56 處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達管制標準，均已

依法並辦理相關污染改善。 

98 年度針對篩選 50 家工廠進行調查工作，依縣市別分以桃園縣 11
處工廠為最多，其次為台北縣有 8 處。另外，依事業別分則以金屬基本

工業類的調查數目最多，計有 20 處，詳細調查分類如下圖 10.1-1 所示。

其調查結果顯示，共計有 8 處超過污染管制標準範圍，以金屬基本工業

類別共有 13 處超過管制標準，其次為電子電器類共 4 處超過管制標準，

詳細污染調查統計如圖 10.1-2 所示。而依據調查結果，處理方式如下

列所示： 

一、逕依土污法列管 

包含 8 家工廠，其中大榮製鋼、泰盛鋼鐵、勤興金屬、瀚宇

博德大園廠、中國宇力化學、美得興化工等 6 廠，仍有地下水有

污染物檢出濃度偏高或油品污染等疑慮，另納入地下水污染查

證，確認其污染情形。 

二、納入優先查證名單 

共計有 24 家工廠需納入優先查證工作。 

三、暫時毋需進行後續調查 

共計 18 家工廠毋需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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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1  98 年度廢棄工廠依事業別分類之調查數所佔百分比 

 

 
圖 10.1-2  98 年度各事業別調查工廠污染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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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含氯有機溶劑 

含氯類溶劑在 20 世紀中期開始於全世界廣泛且大量地被製造及使

用，其用途包括乾洗、金屬表面處理之清洗劑、製造藥劑、製造殺蟲劑

及化學中間物等，常見的含氯類溶劑且列為「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

污染物有： 1,1- 二氯乙烷（ 1,1-Dichloroethane ）、 1,2- 二氯乙烷

（1,2-Dichloroethane）、1,1-二氯乙烯（1,1-Dichloroethylene）、順-1,2-
二 氯 乙 烯 （ cis-1,2-Dichloroethylene ） 、 反 -1,2- 二 氯 乙 烯

（trans-1,2-Dichloroethylene）、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四氯乙

烯（Tetrachloroethylene）、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等。而在

各類污染物中，含氯溶劑屬比水重非水相液體（Dense Non-Aqueous 
Phase Liquid，簡稱 DNAPL）所造成的污染問題也最為棘手，如原 RCA
桃園廠、台灣氯乙烯公司頭份廠等，其污染整治經耗費鉅額資源與時間

後未能達成，引起政府及各單位與國人之重視。 

本會於 97 年以專案委託方式研擬「土壤及地下水受比水重非水相

液體污染場址之初步篩試調查、查證及驗證作業參考手冊」，其內容包

括土壤及地下水採樣位置及深度規劃原則（含三合系統-Triad System 
之應用原則）、採樣及檢測方法（含場址快速調查及評估方法 – 
expedited site assessment）、現場採樣及檢測作業流程與品保品管要點、

污染行為人認定證據之蒐集及保全、依初步篩試調查結果進行查證之原

則、污染改善措施對檢測結果之影響探討及因應措施、調查計畫書及結

果報告書之撰寫指引及範例等。 

另同步研擬「土壤及地下水受比水重非水相液體污染場址之整治技

術選取、系統設計要點與注意事項參考手冊」，即針對污染場址之整治

技術選取、系統設計要點與注意事項等，進行各項整治技術之研擬及撰

寫，彙整並比較國外有關土壤及地下水受比水重非水相液體污染場址整

治期間之管理制度，包括各類整治技術之原理、適用環境、優缺點、對

環境之影響、國內外應用情形分析、必要設備或設施、設計要點及注意

事項、防止擴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措施及監測設備、成本分析、合理

之整治期程、國外法規指引或規範、國外成功之整治案例及其餘未列入

技術之採用原則等作業，提供各地環保局工作人員、污染責任人、污染

關係人瞭解 DNAPL 污染場址之相關內容，以利推動污染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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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97 至 98 年委辦專案「運作中工廠土壤及地下水含氯有機溶

劑污染潛勢調查及查證計畫」針對高污染潛勢產業，篩選 12 家工廠進

行地下水之調查及查證。從調查及查證結果可發現本計畫地下水之調查

/查證率高達 83％（12 家工廠中有 10 家工廠地下水相關項目超過管制

標準），其中金屬製品、塑膠製品、機械、化學製品及化學材料等製造

業發生污染機率相對較高，尤以化學製品製造業中之農藥廠（或殺蟲

劑、除草劑廠），及化學材料製造業中的塑膠類製程，一般含有多項含

氯有機溶劑，廠齡多屬老舊，具有濕製程，將來可加強查驗。 

而在其他業別方面，國內使用含氯有機溶劑之紡織或染整業多屬老

舊工廠，也多具有濕製程，亦可考量擴大查核業別；再者，乾洗業亦屬

含氯有機溶劑使用大宗，國外調查紀錄顯示屬洩漏高風險群，亦可考量

納入查核對象。 

3.10.3 工廠污染改善 

 10.3.1 公告列管場址統計 

於 98 年度新增列管工廠場址共有 15 處場址（各縣市分布如下圖

10.3-1 所示），包含 13 處控制場址以及 2 處整治場址（位於高雄市及

台北縣），以苗栗縣、彰化縣、高雄市各 3 處場址最多，其次為高雄縣

為 2 處場址。其中，在土壤污染部分，於 15 處場址中受到總石油碳氫

化合物、鋅、鉻污染為數較多，前述污染物至少各代表 6 處以上場址需

要進行控制或整治；其次為銅污染，共計有 4 處場址；再者為鉛污染，

共計有 3 處場址。此外，在地下水污染部分，有 2 處場址須進行汞、1,2-
二氯乙烷、鉻、鎳、鋅等污染控制作業。 

 
圖 10.3-1  98 年工廠新增列管場址縣市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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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截至 98 年底止，工廠公告列管中的場址近 5 年來也增加到 57
個場址（每年列管場址數如下圖 10.3-2 所示）。 

 
圖 10.3-2 工廠近 5 年累積列管場址數圖示 

前述列管 57 處污染場址中，土壤污染物以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污染

佔筆數最多，共計有 20 處場址；其次為鋅污染，共計有 17 處場址；再

者為銅污染，共計有 16 處場址。另外，地下水污染物以鉻污染筆數最

多，共計有 5 處場址；其次為氯乙烯污染，共計有 4 處場址。（彙整如

下圖 10.3-3 所示） 

 
圖 10.3-3 工廠列管場址污染物統計圖 

有關場址改善進度，計有 24 筆工廠現正執行控制計畫，佔 42.1%；

其次為現正提出控制計畫者，佔 10.5%；其餘場址皆依法積極推動污染

改善（詳如下圖 10.3-4 所示）。 

 

土壤污染物 地下水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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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4 列管中工廠場址整治進度百分比 

10.3.2 解除列管場址統計 

98 年期間僅高雄市 2 處控制場址完成控制作業並解除列管，合計

場址面積為 96,082 平方公尺，主要皆為總石油碳氫化合物所造成之土

壤污染。此外，歷年來解除列管場址數累積共計有 7 處，總計約 142,248
平方公尺。 

 
表 10.2-1 列管中工廠場址歷年解列紀錄列表 
主管機關 解列場址數(處) 解列面積(平方公尺) 
台南市 1 30,400 
高雄市 2 96,082 
宜蘭縣 1 1,800 
台南縣 1 11,038 
花蓮縣 2 2,928 
合計 7 142,248 

提出控制計畫中 

審查控制計畫中 

清除廢棄物中 

完成驗證 
提出初步評估結果中 
審查健康風險評估報告中 

無 

執行控制計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