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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一章 重大場址調查與整治 
1.11.1 美國無線電公司（RCA） 

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mpany of America，以下簡稱 RCA）在

民國 59 年決定在台灣投資設立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在當時提供了大

量的就業機會予國人，然而在經營者更迭及土地廠房數次轉手與關廠

後，卻遺留下污染與患病的員工。RCA 勞工罹患各種癌症計有乳癌、

胃癌、大腸癌、肝癌、子宮頸癌、子宮癌、卵巢癌、攝護腺等泌尿器官

癌、白血病、心血管疾病及淋巴癌等。 

RCA 的污染案例在我國的環保史上，確立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由污染者負責的原則，間接催生了土污法，也讓國內各界學習與認知

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方法、流程及監督管理機制等，只是代價

實在太大了。 

一、污染情況簡介 

RCA 公司桃園廠位於桃園市，廠房占地約 7.2 公頃，主要生

產電子及電器產品，後經產權轉移，於民國 75 年隨著美國奇異

（GE）公司併購，桃園與竹北廠被併入美國奇異公司；民國 77
年桃園廠與竹北廠由法國湯姆笙（Thomson）公司併購；民國 80
年竹北廠轉手給中國電器公司，改以「優志旺」之名；民國 81 年

桃園廠廠址停止生產，並售予國內長億集團。 

後經舉報發現廠區土壤及地下水遭受含氯有機化合物污染

（土壤污染物為 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四氯乙烯、三氯乙

烯及順-1,2-二氯乙烯等；地下水污染物為氯乙烯、1,1-二氯乙烯、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1,1-二氯乙烷、順-1,2-二氯乙烯及 1,1,1-三
氯乙烷等），當初所使用作為主機板清潔用之有機溶劑，為造成

主要污染的原因。民國 83 年調查工廠附近 20 口民井地下水質後，

發現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等含氯化合物污染物存在，證實了污染

擴散情形。 

氯乙烯（Vinyl chloride）為環保署公告之第 1 類毒性化學物

質，聯合國國際癌症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以下簡稱 IARC）將之歸類為人體致癌物，會引起肝臟血

管肉瘤，也與腦、肺、血液和淋巴系統的癌症有關連，工人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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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氯乙烯增加血液細胞中染色體改變的頻率，長期暴露於數千

ppm（百萬分之一）高濃度下會造成皮膚和骨骼疾病，但會迅速由

生物體內排出（不會蓄積於生物體內）；1,1-二氯乙烯（1,1-DCE）
為環保署公告之第 4 類毒性化學物質，IARC 未歸類為致癌物，對

水中生物具中度毒性，可能引起肝臟和腎臟的功能不良；三氯乙

烯（Trichloroethylene）為環保署公告之第 1、2 類毒性化學物質，

IARC 列為疑似人體致癌物，長期暴露會造成肝損害及行為問題，

亦可能造成神經系統傷害，其特徵為顫抖、暈眩、焦慮、心跳速

率滅慢、手的知覺減弱及失眠，暴露於 100～630ppm 高濃度下會

使男性性能力降低，女性月經的不規則，也會引起神經系統混亂；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為環保署公告之第 1、2 類毒性化

學物質，IARC 列為疑似人體致癌物，長期過度暴露可能影響神經

系統，症狀有：混亂、記憶力差、手腳顫抖、視力不良及手指麻

痺，常暴露可能造成皮膚刺激、乾燥、皮膚炎及皮膚剝落，長期

過度暴露有時也會使肝臟受損，並使患肺、皮膚、子宮頸癌比例

增加，且會在脂肪組織內累積一段時間；1,2-二氯乙烯為環保署公

告之第 4 類毒性化學物質，重複暴露會傷害肝及腎並導致血球數

目降低，且傷害肺，產生支氣管炎；1.1-二氯乙烯的來源是由 1.1-
三氯乙烯分解而來，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NIOSH）視其為潛在性

的致癌物質。當時，RCA 員工並自組自救會向外界發聲。 

二、調查與整治過程 

民國 83 年 6 月 2 日前立法委員趙少康召開記者會舉發湯姆笙

公司出售向奇異公司購置之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之桃園廠及竹北

廠之土地，連續二十多年挖井傾倒有毒廢料，嚴重污染土壤及地

下水，要求行政院責成環保署開井查驗，並要求奇異公司及湯姆

笙公司負責清除、善後工作及賠償當地居民健康之損害。污染案

爆發後，本署立即成立調查專案小組，並發函內政部在污染未清

除前暫停該廠址之土地用途變更作業，同時要求 RCA 公司、奇異

公司及湯姆笙公司應儘速移除污染源並採行緊急應變措施，避免

危害，降低風險。其第一階段立即工作計畫包括：臨近民井、場

內監測井及水井水質調查、地下水流向確認、緊急供應居民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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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接裝自來水、初步健康評估、廠內操作實況歷史調查、臨近

工業活動調查、土壤氣體、地下水及地面水調查、數據檢視與評

估、整治調查及可行性研究等九項。另外對於奇異公司及湯姆笙

公司污染情事知情不報，表示譴責及不滿之嚴正立場。本案件發

生當時雖尚未有土污法規範，惟本署仍要求 RCA 公司應比照美國

之規定及程序，進行污染調查及整治，並成立監督小組，監督污

染調查工作。 

為調查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形，RCA、奇異及湯姆笙公

司著手進行全場區土壤氣體、地下水調查與土壤調查，以確認污

染情形及界定土壤整治邊界，並經本署專案小組核定整治基準與

驗證方式後，即著手進行整治工作。 

土壤整治部分，場內土壤污染區面積約 3,200 平方公尺，建築

物外以直接挖除處理，建築物內採土壤氣體抽除，並以活性碳吸

附含氯揮發性有機物（VOCs）。自民國 86 年 3 月開始進行，總

共去除約 2,100 公斤之含氯揮發性有機物，並於 87 年 11 月確認土

壤污染之濃度已低於所核定之土壤整治基準。 

地下水部分於廠內設置 15 口抽水井，自民國 86 年 3 月至 9
月持續進行 6 個月地下水抽除，經活性碳處理共抽取 7 萬多立方

公尺地下水處理，去除的揮發性有機物量高達 250 公斤。但因地

質與污染物特性等因素，地下水污染濃度仍無法低於原核定之地

下水整治基準（即 WHO 飲用水標準），所以工作小組委員決議

需再評估地下水污染解決對策，例如污染物阻絕、場內自然衰減、

生物復育等，並納入地下水整治管理計畫內。 

民國 89 年 1 月宏億公司提出地下水污染來源控制、應變及管

理計畫，該計畫對污染源區域四周施作連續壁工程阻絕擴散，並

以加強生物處理方式進行整治。該計畫雖已由本署審核通過，惟

該公司因財務狀況不佳未進行整治工作。民國 89 年 2 月 2 日土污

法公布實施，而本署亦於民國 90 年 11 月 21 日發布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管制標準，故經桃園縣政府於民國 91 年 3 月進行 RCA 桃園

廠場址查證結果，確認該場址地下水中 1,1-二氯乙烯、氯乙烯、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污染物已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其中廠

內污染之四氯乙烯濃度最高曾達管制標準的 30 倍，故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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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91 年 4 月依法將之公告為地下水控制場址（包含公告禁止

使用該地區地下水）。民國 93 年 3 月本署依據桃園縣政府初步評

估結果，公告為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並於 94 年 8 月由桃園縣政

府公告劃定地下水管制區。而 RCA 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自民國 94
年 6 月底提出後，共歷經了 9 次審查（審查期間則由 RCA 公司針

對廠區內污染控制擴大實施先導計畫，以避免整治計畫審查期間

污染擴散），於 98 年 6 月通過，桃園縣政府已公告該整治計畫及

審查結論，將據以實施為期 18 個月之整治工作（整治目標為將整

治場址之地下水處理至地下水第二類污染管制標準）。 
表 11.1-1  RCA 廠內地下水污染物最高濃度值（民國 91 年 3 月） 

地下水污染物 
地下水污染管制

標準 
（第二類）mg/L 

廠內最高濃度值 
mg/L 

1,1-二氯乙烷 8.5 0.0737 
1,1-二氯乙烯 0.07 0.162 

氯乙烯 0.02 0.0523 
順-1,2-二氯乙烯 0.7 0.384 

三氯乙烯 0.05 0.252 
四氯乙烯 0.05 1.530（30.6 倍） 

三、整治成果與現況 

由於在民國 93 年 6 月時，已先行實施先導計畫進行二種不同

整治技術之測試：現地化學氧化（ISCO）技術及加強還原脫氯

（ERD）技術，結果顯示 ERD 技術可有效持續地降低含氯揮發性

有機物濃度，所以現正採用 ERD 技術並設置水力控制系統以控制

地下水流（將有助提升整治效率）為場址之地下水整治方法。 

目前整治目標將以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為來處理地下

水中四氯乙烯、三氯乙烯、1,1-二氯乙烯、順-1,2-二氯乙烯、1,1-
二氯乙烷及氯乙烯等含氯有機物污染，並依場址外之地下水污染

調查結果納入整治計畫中，而場內整治工作則採有條件核定整治

計畫，以及早完成污染整治工作。 

另外在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協助下，替當年 529 位在 RCA 工作

的受害員工提起集體訴訟，對 RCA 公司以及奇異公司和湯姆笙集

團求償 24 億元，不過一直拖了五年，法院才終於進入實質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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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8 年 11 月 11 日台北地方法院首次傳喚 RCA 員工出庭作證，

但身體所受的病痛與心靈創傷仍難以治癒。土污法要求污染者應

負起責任，並規範了土地移轉時需檢測等多項規定，當可避免此

類事件再次發生。 

2.11.2 臺南中石化安順廠整治實例 

臺南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安順廠場址位於臺南市

安南區鹿耳里北汕尾二路 421 號，東以臺南市安南區北汕尾二路為界，

鄰近台南科技工業園區，北鄰竹筏港溪，西側近鹿耳門溪場址，附近主

要行政區包括三里為鹿耳里、顯宮里及四草里等。因為場址的污染特性

及影響層面而成為國際上著名的土壤污染案例，污染物部分包含了世紀

之毒戴奧辛及重金屬汞，而污染場址面積將近 40 公頃，同時包括了陸

域土壤及水域底泥部分。而當地受到污染影響層面廣泛，除了環境污染

危害外，因當地經濟活動為漁業養殖型態，污染物透過食物鍊傳輸的影

響，對生活在附近民眾的健康產生高度風險危害，嚴然已成為社會問

題。安順廠最早在民國 27 年由日本鐘淵曹達株式會社開闢台南安順鹽

灘 1400 甲興建鹼氯工廠，以水銀電解方式製造燒鹼、漂粉、鹽酸與液

氯，民國 34 年由中華民國台灣省電化事業監理委員會監理接收修建

後，於 35 年成立公營事業─台灣製鹼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廠（即為現

今安順廠）於 12 月 25 日復工生產，至民國 36 年改稱台灣鹼業有限公

司。40 年台南廠正式更名安順廠。民國 54 年改組為台灣鹼業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從事生產。最終至民國 71 年前省環保局於安順廠附近區域

進行水質、底泥及魚蝦之汞污染調查，發現該廠將廢水及污泥排放，可

能造成環境污染。71 年 6 月台鹼安順廠因經濟因素關廠，72 年 1 月 1
日奉經濟部令，中石化公司與台灣鹼業公司合併，以中石化公司為存續

公司，並承接其安順廠，此後安順廠即未再進行任何生產行為，直到

83 年 6 月 20 日中石化公司完成民營化，不再屬於國營事業。台鹼安順

廠的發展在台灣經濟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過去能夠在台鹼工作代表一種

經濟生活水準的提升，就如同現今在台塑、台積電工作的印象一樣，台

鹼安順廠在民國 50 到 60 年代，造就了安南地區繁華的榮景。 

一、污染情況簡介 

安順廠的污染問題，過去一直缺乏全面性的調查，在 89 年 2
月 2 日土污法立法通過後，才賦予政府機關權責，場址在 9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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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由台南市政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本署在 93 年 3
月 19 日公告為土壤污染整治場址後，由土污基管會於 94 年委託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展開全面性調查，至 95 年 1 月完成整體

初步調查成果，調查結果顯示，場址污染物以汞及戴奧辛為主，

污染型態為污泥、土壤及廢棄物，管制區內及海水貯水池均有超

過土壤管制標準情況，汞污染以鹼氯工廠區最嚴重，每公斤土壤

最高含 3,370 毫克汞（3,370 mg/kg）；戴奧辛污染以五氯酚工廠區

最嚴重，每公斤土壤戴奧辛毒性當量為 6,410 萬奈克（6,410 萬 ng 
I-TEQ/kg），且表、裡及深層（30-75 cm）之土壤中戴奧辛濃度幾

乎全部超出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土壤管制標準：汞 20 mg/kg，戴

奧辛 1,000ng I-TEQ/kg）。受污染土壤及污泥概估至少約 11萬 6,000
立方公尺，廢棄物概估至少約 11 萬 7,000 立方公尺。 

安順廠污染範圍，依照場址區內及周邊環境的劃分，可分為

幾個區域，污染狀況也約有所不同，包括： 

(一)鹼氯工廠：總面積約 11.46 公頃，早期水銀電解法製造鹼氯的

廠區。土壤之汞及戴奧辛均達管制標準，戴奧辛濃度最高達

502,000 ng-ITEQ/kg，汞濃度最高達 3,370 mg/kg。 

(二)五氯酚工廠：總面積約 4 公頃，生產五氯酚及五氯酚鈉的廠

區。土壤中汞、戴奧辛及五氯酚達管制標準，地下水亦遭受五

氯酚污染，戴奧辛濃度最高達 61,400,000 ng-ITEQ/kg，汞濃度

最高達 406 mg/kg。 

(三)單一植被區：總面積約 4.72 公頃，積存大量之石灰污泥，大

多屬無害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四)草叢區：總面積約 1.57 公頃，為早期廢棄污泥的堆置區。以

廢棄物棄置為主，汞及戴奧辛均超過管制標準，戴奧辛濃度最

高達 507,000 ng-ITEQ/kg，汞濃度最高達 475 mg/kg。 

(五)海水貯水池：總面積約 15.1 公頃，為廠區廢水排放承受水體，

底泥遭到汞及戴奧辛污染，戴奧辛濃度最高達 6,560 
ng-ITEQ/kg，汞濃度最高達 1,410 mg/kg。 

(六)二等九號道路：總面積約 3 公頃，為台南市地方發展重要道

路，施工期間因調查發現道路下方埋有大量汞及戴奧辛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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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致使道路開通受阻。汞及戴奧辛超過管制標準，此路段已

經由本署補助台南市政府完成污染物挖除工作，於 95 年 5 月

解除列管，目前道路已通車。 

(七)舊台鹼宿舍區及周圍魚塭區域：宿舍區面積約 8.7 公頃，可能

曾有廠區廢棄物棄置，調查發現一處汞污染超過標準。另位於

場址南端漁塭部分土堤戴奧辛濃度超過管制標準，經過緊急移

除後，未再發現污染情況。 

(八)竹筏港溪：早期海水貯水池池水排放至竹筏港溪，部分土堤戴

奧辛超過管制標準，部分河段底泥幾乎所有污泥樣品濃度皆超

出管制標準，戴奧辛濃度最高達 101,000 ng-ITEQ/kg，汞濃度

最高達 50.5 mg/kg，經履勘後亦證實為污染物質而非單純底

泥。此河段已經由本署補助台南市政府於 97 年間完成污染移

除。 

二、調查與整治過程 

關於安順廠的污染，根據場址歷史研判，在民國 30 至 60 年

代的生產時期中即已發生，因為當時台灣的環保意識與相關法令

均未臻成熟，導致環境嚴重污染。根據經濟部相關文獻查知，安

順廠的污染最早在民國 71年前省環保局時期曾於安順廠附近區域

進行水質、底泥及魚蝦之汞污染調查，發現該廠將廢水及污泥排

放，可能造成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同年經濟部國營會陸續函請台

鹼公司研提海水貯水池底泥清除計畫書，並請台鹼公司將清除計

畫列入移交接辦單位繼續辦理。民國 77 年中石化公司自行委託中

原大學化學系進行五氯酚鈉工廠場址土壤及地下水調查。 

而後因中石化公司對於安順廠污染問題一直無法提出積極有

效的調查與整治措施，本署在土污法通過後獲得法源授權，也在

94 年正式展開 2 階段全面性調查，第一階段由 94 年 1 月 1 日起執

行至 8 月 31 日，完成場址範圍內之污染調查，第 2 階段至 95 年 1
月止完成場址週邊區域調查，至此終於使得安順廠的污染狀況能

夠較全盤性揭露，對於往後進行污染緊急應變措施及整治等工作

得以向前邁進。 

由於安順廠土地所有人中石化公司，長久以來主張該公司係

奉經濟部命合併台鹼公司並接管安順廠，也未再於場址內從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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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生產，並非污染行為人，故積極透過司法途徑救濟。在司法判

決定讞之前，本署為避免污染持續暴露在環境中，增加污染危害

的風險，因此積極協助臺南市政府針對場址狀況及需求，進行包

括廠區內、二等九號道路（即今北汕尾二路）、竹筏港溪底及邊

坡之高濃度污染開挖，並打包暫存在廠區安置區內，同時也持續

對場址周邊環境及漁塭等進行監測，徹底阻隔污染物傳輸途徑，

杜絕污染擴散，避免危害民眾及環境。至今總投入金額也已超過

新台幣 1 億 6,600 萬元。 

直到 96 年 10 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結果出爐確認中石化公

司為污染行為人，應對場址整治工作負起責任，自此安順廠污染

整治工作由中石化公司進行，環保機關由原先第一線執行單位，

轉為監督單位。中石化公司於 97 年 6 月 30 日提出整治計畫後，

臺南市政府歷經 3 次審查後，於 98 年 4 月核定並命中石化公司開

始執行。 

三、整治成果與現況 

由於安順廠的污染層面已非單一環境污染事件，其污染範

圍、程度及影響人數均為環保史上首見，儼然已成為社會事件，

為照顧受中石化污染廠址影響之附近民眾，包括經濟部、農委會、

衛生署、教育部、環保署及台南市政府於 94 年 7 月共組跨部會專

案小組通過生活照顧與健康照護計畫，由經濟部籌措近 13 億元經

費，補助臺南市政府辦理場址附近養殖漁塭銷燬損害補償、居民

（約 4,000 人）生活照顧及健康照護與污染改善等工作，計畫期程

5 年（溯自 94 年 7 月 1 日），主要經費來源係由中油公司以人道

關懷名義捐獻，提供當地居民生活及醫療補助、設立衛生室強化

當地醫療照護水準，並辦理水產品收購銷燬及停養補償工作。 

在安順廠整治工作上，目前已由中石化公司依司法判決自行

辦理，中石化公司將於將於 15 年內投入 16.5 億元完成整治工作，

第一階段為 5 年整治期，將進行細部設計與模廠試驗，並以熱處

理將超高濃度污染物進行破壞去除工作，污染物減量目標達

82%，污染面積縮減 71%。第二階段為 10 年之復育期，將視第一

階段之技術成果，持續採取化學、植物或生物等方法處理其他較

低濃度之污染物。污染物減量目標達 100%，污染面積縮減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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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安順廠場址整治，本署秉持為民眾把關之基本立場，技

術層面首要應將廠區外之污染物集中控管、阻絕污染向外傳輸之

各種途徑，未來整治工作應優先處理可能影響環境及附近居民健

康之區域，並與當地民眾充分溝通達成共識，並兼顧早日去除當

地污名化之具體作為，所採行的整治技術必須有嚴謹之模廠試驗

以確定成效，更絕不可造成二次污染，除了對於整治目標訂定，

對整治技術可行性與成效、風險評估以及未來土地之最終開發利

用等亦應有整體性評估，符合各界期待。 

3.11.3 台灣高雄煉油廠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以下簡稱中油高煉

廠）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左楠路 2 號，廠區包括工廠區、行政區、宿舍區

等佔地約 384 公頃。 

中油高煉廠目前是營運中工廠，廠區內地表除道路、綠帶外，多數

為油氣輸送管線、各種製程設備、建物與儲槽等，經不同的煉製過程可

以生產出燃料氣、液化石油氣、汽油、噴射機油、柴油、燃料油、潤滑

油、柏油、石油焦及硫磺等產品，其中輕油裂解、芳香烴萃取與殘渣油

氣化等石化工場，分別生產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

合成氣與一氧化碳等石化原料。 

中油高煉廠鄰近之區域為廠區北邊之後勁社區，並以 60 米隔離綠

帶相隔，地下水流向大致為由西向東，東門圍牆外即為下游，鄰近地區

包括工研院金屬中心、原萬興食品機械廠用地、青輔會液化石油氣廠、

加油站、台糖用地與農地等，其間夾雜少部分住宅。 

民國 91 年 4 月 3 日下午約 4 點 50 分許，中油高煉廠儲運組半屏山

儲運課所屬的低硫燃油油槽（設備編號：P-37）發生底部焊道破裂，瞬

間洩漏大量低硫燃料油料，據中油高煉廠表示，於事件發生後，採取刮

除油槽區圍堤內之受污染土壤並更換土壤及以油罐車回收油料等措

施，當時油槽內有 27,185 公秉油品存量，估計回收油料 26,335 公秉（含

疏散量及抽回量），油槽殘存 767 公秉油品，估計約有 83 公秉低硫燃

料油混入土壤，無法回收。惟因混入消防水故以油罐車回收油料實際洩

漏量難以查證。中油高煉廠將受污染之土壤舖木屑吸油後，刮除表面受

污染土壤約 2,870 包（約 2300 公噸）後，於 91 年 5 月 3 日回填新土。

所刮除之受污染土壤，以太空包裝袋貯存於中油高煉廠廢棄物貯存場



98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78 

地，後續則採焚化方式處理。中油高煉廠於 93 年 10 月於 P-37 油槽區

圍堤周圍設置一道封閉式鋼板樁，並採取增設浮油回收井等相關應變措

施，且自 P-37 油槽漏油事件發生以來，已將 P-37 油槽區內油槽停用並

陸續拆除，現況為空地。 

一、調查與整治過程 

環保局於 92 年 8 月 12 日進行採樣確認 P-37 油槽區土壤中總

石油碳氫化合物（TPH） 44,210mg/kg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1,000 
mg/kg 達 20 倍以上，另依據該局 91 年 6 月 26 日至 92 年 7 月 10
日於中油高煉廠 P-37 油槽區旁編號 W11 及 W12 之地下水監測井

所採取地下水樣品檢測分析結果，計有 6 件次地下水污染程度超

出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經高雄市政府環保局調查及界定污染範

圍後，故依據土污法第 11 條第 2 項，於 92 年 10 月 14 日公告中

油高煉廠 P-37 油槽區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本署依據高

雄市政府初評結果、土污法第 11 條第 2 項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

制場址初步評估辦法，審核結果認有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

虞，爰於 93 年 3 月 19 日公告 P-37 油槽區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場址，為全國第一批公告之整治場址。 

依據土污法第 16 條規定，整治場址之污染行為人應依調查評

估結果，訂定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經所在地主管機關審

查核定後據以實施。中油高煉廠於 94 年 8 月提送「中國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煉製事業部高雄煉油廠 P-37 油槽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計畫」，經多次審查，於 95 年 4 月 26 日推動小組審查決議，

通過 P-37 油槽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第二次修訂版），

並經中油高煉廠於 95 年 6 月 13 日提送定稿本到府。本案 95 年 11
月核定土壤污染整治方式為低溫熱脫附技術；地下水污染整治方

式為水底曝氣法；P-37 油槽區受污染土壤應全數挖除，並妥善處

理。中油高煉廠於 95 年 12 月 1 日提 P-37 油槽區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計畫變更申請。96 年 5 月 17 日高市府召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 96 年度第 3 次管理會會議，審議：「台灣中

油高雄煉油廠 P37 油槽區土壤及地下水整治計畫變更案（修訂

本）」，審查決議：「本變更計畫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再送委員

複審同意後通過，成為全國第 1 案審查通過之整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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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治成果與現況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於 93 年至 97 年間，多次針對台灣中油高

煉廠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採樣調查，至今工廠區已經各級主管機關

公告 2 處污染整治場址（1 處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1 處

為土壤污染整治場址）、1 處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及 4 處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並依法列管中，彙整已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整

治）場址及至目前調查超出管制標準區域示意圖、工廠區及總廠

東門外已經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場址管制狀況、污染物項目、

濃度、公告面積等。 

污染場址已經主管機關依據土污法相關規定責成污染行為人

提出污染控制（整治）計畫，經高雄市政府核定後據以實施。高

雄市政府前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個案監督作業要點」規定，

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不定期召開會議進行

監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相關計畫執行監督、驗證查核

及其他有關推動污染改善工作之事項。另本署為使個案審查、驗

證程序及標準一致化，乃於 98 年 1 月 23 日訂定發布「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並同步廢止原要點在

案，係因新訂定要點內容已明確規定有關審查之程序時限、補正

次數、日數以及審查原則，俾利各級主管機關據憑辦理。本署亦

將依權責持續協助高雄市政府進行本場址之後續污染改善、整治

及監督事宜。 

4.11.4 赤山巖非法棄置場址 

本場址位於屏東縣新園鄉新洋段赤山嚴磚窯場旁低窪地，於民國

85 年間遭不法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者「運泰公司」棄置掩埋汞污泥、集

塵灰及營建廢棄物等。於 88 年本署辦理「屏東縣七處不明廢棄物場址

細部調查計畫」分析非法棄置廢棄物已超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經列入甲級不明廢棄物場址。場址除汞污泥經包裝後暫存於現場之貨櫃

區外，其餘廢棄物皆已完成清理。總共清理重金屬污泥與集塵灰共 3
萬 8,000 公噸，含汞污泥共計 8,238 公噸，其中 6 個貨櫃（99.015 公噸）

於 95 年 10 月 27 日完成試燒作業，現場尚存 8,139 公噸，其中 7,001
公噸分裝於貨櫃（計有 387 個貨櫃），1,138 公噸以太空袋盛裝（891
袋）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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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遂於 93 年針對該場址土壤及地下水進行查證，土壤採樣作業

分兩階段進行，於第一階段發現表土有污染之虞之區域，續進行第二階

段的裡土查證工作，第一階段調查工作係於 93 年 4 月 20、21 日辦理，

共採 81 組表土（0 ~ 15 cm）樣本；第二階段調查工作則於 93 年 9 月 8、
9 日進行，共採集 20 組裡土（15 ~ 30 cm）樣本，查證結果場址超過管

制標準項目最高值如下（單位 mg/kg）：砷（86.8）、鉻（3,250）、銅

（7,350）、汞（58.1）、鎳（1,630）、鉛（6,340）、鋅（13,000）。

主要污染範圍位於西側廢棄物掩埋區、廢棄暫存坑及營建廢棄物；裡土

共 10 組樣品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屏東縣政府於 94 年 11 月 28 日依據土污法第 11 條規定，公告「屏

東縣新園鄉新洋段 325、416、419、428、429、430、431、432-6 地號」

為土壤重金屬污染控制場址。同年 12 月 13 日依據土污法第 14 條規定，

公告該場址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規範管制事項。次年 8 月 18 日公告修

正「屏東縣新園鄉新洋段 432-6（部分）地號」土壤重金屬污染控制場

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範圍，原面積 11,901 平方公尺，修正為 10,313 平

方公尺。本署於 95 年 12 月 5 日公告為土壤污染整治場址。 

一、調查與整治過程 

為推動場址細密調查及整治事宜，本署已於 97 年 8 月初補助

屏東縣政府辦理場址污染範圍調查及評估計畫，場址因廢棄物開

挖及清理過後呈現一大窪地，又屏東縣自 6 月底至 11 月份，午後

常有雷陣雨，且夏季為台灣颱風季節，場址內積水狀況隨天候因

素改變，進行調查前階段作業包括針對場址內積水進行地表水之

放流水標準（共 2 個樣品數）檢測，經檢測結果符合放流水標準，

以供後續抽水無虞。98 年 1 月 6 日開始以怪手進行現場除草除樹

整地。場址凹地大部分由布袋蓮（枯萎）覆蓋，部分長滿有刺灌

木及雜草且積水，高地邊坡則有樹叢分佈。實際工作除草方式以

怪手進行雜草區碾壓，並以怪手挖斗將較長之雜草壓平；樹木整

理以不妨礙採樣為原則，若有妨礙則以怪手將樹木折斷刨除；布

袋蓮（凹地積水區）則因生長多年世代交替已覆蓋形成約 30 公分

厚之有機質層，若不設法移除則場址土壤無法曝曬，地面泥濘將

難以採樣，現場以怪手挖斗儘量在不擾動土壤情況下挪移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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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使地表能接受曝曬並方便通行及採樣。另進行現場整地及場

址內凹地上下之便道設置。 

架設抽水馬達、管線、接電及過濾系統抽水。於抽水前採集

積水區水樣進行放流水水質檢測，分析結果均低於標準甚多。於

低處挖開 1 立方公尺集水坑放置抽水馬達與初步過濾裝置，再沿

432-6 地號架設管線，放流處搭架過濾系統，試抽過程採集水樣分

析其結果仍低於標準甚多，抽水過程中當水位降低時則進行開溝

引水。估計積水面積約為 2000m2，平均深度 0.8m，每日抽水

300CMD 共計六日完成抽水。98 年 2 月 5 日進行高程測量，使用

水準儀、水準尺及 DGPS（差分式衛星定位儀）進行場址內及周邊

高差不同地點之高程量測，共完成場址內 266 個高程點位量測，

另以 DGPS 定位所有量測點，並將結果繪製成等高線圖。98 年 2
月 15 日完成採樣點位佈點，以 DGPS 進行採樣點座標確認，於確

認位置釘入木樁或是噴漆進行標示並予以編號。98 年 2 月 5 日開

始進行採樣，於地表平坦處以 Geoprobe 機具進行採樣，而其他崎

嶇地形或機具不易到達位置以人工或怪手開挖方式進行手動採

樣。 

該計畫已完成場址內及場址外鄰近 22 筆農地第一階段 XRF
與第二階段採樣及樣品分析、完成分析數據整理、完成 XRF 與第

二階段王水消化法、砷化氫原子吸收光譜法及冷蒸汽原子吸收光

譜法分析土壤樣品迴歸分析。場址內共完成 1547 個 XRF 樣品分

析、 450 個王水消化法、砷化氫原子吸收光譜法及冷蒸汽原子吸

收光譜法分析。場址內共完成 74 個 XRF 樣品分析、22 個樣品之

王水消化法、砷化氫原子吸收光譜法及冷蒸汽原子吸收光譜法分

析，彙整調查計畫土壤重金屬最高濃度如下：砷（2,910）、鉻

（9,350）、銅（18,800）、汞（171）、鎳（4,310）、鉛（6,950）、

鋅（14,000）、鎘（101）（單位 mg/kg），部分區域污染深度約

達地下 1 公尺。 

 

 

二、整治成果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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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場址細密調查及整治事宜，本署已補助屏東縣政府辦

理場址污染範圍調查及評估計畫，以掌握污染程度及範圍，作為

整治計畫規劃依據，並向污染行為人進行求償事宜。 

5.11.5 桃園中福農地案 

桃園縣蘆竹鄉中福村，繼日本痛痛病事件後，算是我國最早發現種

出鎘米的農村之一，污染雖然發生在 20 年前，始作俑者的工廠也目前

也早已搬離，由於土污基金的支應，現階段正積極改善此污染農地。 

一、污染情況簡介 

民國 77 年，桃園縣蘆竹鄉中福村的「鎘米」污染事件引起社

會大眾的高度關切，造成整個中福村地帶農地污染，原因乃民國

66 年基力化工於蘆竹鄉新興村設廠，於 67 年取得工廠登記，生產

製造硬脂酸鎘、鉛、鋅、鋇等安定劑，其間排放未經妥善處理之

高濃度鎘及鉛重金屬廢水，沿桃園大圳第二支渠及桃園大圳第二

支渠新興支流至下游之中福村、新興村及新莊村，透過灌溉系統

而造成蘆竹鄉中福村及新興村的農地被污染，造成下游農田遭受

污染。 

農田土壤一旦遭受重金屬污染，不但會嚴重危害作物生長，

生長在含有鎘污染土壤中的水稻秧苗，其生長明顯受到抑制；除

此之外，還會使稻米累積過量重金屬，危害人體健康。 

鎘屬重金屬，易蓄積於體內。腎臟常是初期鎘危害之標的器

官，初期徵狀為低分子量蛋白尿（如β-微球蛋白），通常因為腎

小管的持續破壞，除了蛋白尿，甚至會造成糖尿、氨基酸尿、鈣

尿等稱為凡可尼症候群（Fanconi's syndrome），且抑制腎小管的

功能，造成維他命 D 製造不足而間接引起骨質疏鬆，進而形成軟

骨症及自發性骨折，即所謂痛痛病（Itai-itai disease）。痛痛病之

起源地神通川鎘米污染地（1931 年起），日本首先發現「鎘」污

染導致痛痛病的案例，台灣環保單位自別人過去的慘痛經驗中學

會反省，進而更積極於用心在國內環境管制及管理，並積極爭取

人權與環境權。 

 

二、調查與整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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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水污染防治所於 71年第一次對基力化工廠環境污染情

形展開調查，調查範圍為工廠排放口以下約二公里內，調查項目

包括新興支流水質、底泥、稻田土壤及稻米，業於 73 年至 78 年

間，政府對產生鎘米之農地，經 3 次劃定污染休耕地區，總計面

積約為 83 公頃。 

經劃定為污染休耕之農地，採勸導方式要求農民停止耕種，

並由農政機關比照一般休耕補貼方式，給予農民休耕補助，每公

頃每期作 2 萬 7,000 元，一年補助兩期。83 年當地農民醞釀復耕，

引起社會各界極大關注，行政院特成立專案小組研議，確立改善

經費由地方政府全權自籌，而改善工作執行亦由桃園縣政府辦

理，中央則予以監督與協助。桃園縣政府依據指示於 83 年底進行

改善工作之研究事宜，並於 85 年提出「桃園縣蘆竹鄉鎘污染區土

壤污染改善處理計畫」，經本署成立之監督小組審核通過。於 86
年 2 月桃園縣政府依據前述處理計畫，對該場址中低濃度污染區

以現地翻土攪拌方式處理，使可萃取之鎘濃度低於 1 mg/kg，鉛濃

度低於 40 mg/kg。自 87 年 5 月至 90 年底總計完成約 12 公頃之土

壤改善。 

其餘 71 公頃未進行污染改善之土壤，於 92 年度本署補助桃

園縣政府進行土壤細密調查，已於 93 年 4 月完成，超過土壤重金

屬「鎘」污染管制標準之農地計有 105 筆，面積約 31.23 公頃，其

中，位於中山高速公路以北區域有 55 筆地號，面積約 14.42 公頃；

位於中山高速公路以南區域有 50 筆地號，面積約 16.81 公頃。桃

園縣政府業於 93 年 5 月 12 日依法公告為控制場址。 

三、整治成果與現況 

桃園縣環保局 94 年針對中福地區公告之 105 筆土壤污染控制

場址之農地，依據污染地號內污染物種類、污染深度及範圍、污

染地號面積及相對位置、土地土層狀況及地上物現況，以及翻土

稀釋改善所需之翻土深度及體積，篩選出優先執行翻土稀釋污染

改善之地號，計篩選出蘆竹鄉中福地區位於中山高速公路以北區

域約 5.6 公頃之 11 筆地號，列為「桃園縣蘆竹鄉中福地區土壤污

染控制場址污染改善計畫」優先整治之土地，利用翻轉稀釋法處

理污染農地，達成土地永續利用及維護人民健康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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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污染農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多達 75 人，長期經土地分割、繼

承、共同擁有、買賣等歷程，且多數地主已搬遷連絡不易，地主

之配合意願攸關污染整治工作是否能順利執行，故安排座談會邀

請桃園縣環保局、桃園縣農業建設局、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

蘆竹鄉公所、中福村村長、土地所有權人參加，說明整治目的、

方法、期程，並與地主進行雙向溝通，傳達政府維持土地永續利

用之目標，與會地主大部份皆持正面之態度。 

該整治農地之污染土壤以翻轉稀釋法進行整治工作，於 96 年

4 月進場開始執行中福地區污染農地之土壤翻轉稀釋整治作業，先

執行污染土壤的水平稀釋，再執行垂直稀釋，土壤稀釋方法說明

如下： 

(一)水平稀釋 

將高污染區之土壤以挖土機及推土機移至低污染區，再以

挖土機及迴轉犛將高污染及無污染的土壤進行充份地攪拌及

混合，再將完成稀釋之土壤移回原處，達到水平稀釋之目的。 

(二)垂直稀釋 

完成水平稀釋並移回原處之土壤已將原高污染濃度的土

壤進行第一次的稀釋工作，接著以迴轉犛來回地翻轉移動，將

每一地號每個地方皆進行垂直翻轉，翻轉深度以 60 公分為

主，達到垂直稀釋之目的。 

現階段已完成中福地區高速公路以北之 11 筆地號，5.6
公頃之農地整治工作，且於 97 年 6 月 20 日公告解除列管，以

使農民可永續經營利用，目前農民已於此片土地開始種植植

物。 

98 年度已規劃針對中福地區 44 筆地號（中山高速公路以

北）之重金屬較高污染控制場址進行整治，本次採取整治工法

為翻轉稀釋及客土法，預計整治期程為 2 年。 

雖中福農地污染案件已長達 20 年之久，但於土污基金成

立後便迅速且積極處理，同時規劃適切整治復育工作，並以國

土「永續發展」與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為目標，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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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區以確保農業永續發展為原則，以期達成保障國民健康及

生活環境之目標。 

6.11.6 高雄大寮鄉毒鴨事件 

民國 98 年 6 月 12 日，黃煥彰學者提請環保署重視高雄縣大寮鄉非

法棄置場址，污染點有 7 處，分別為高雄植物園對面場址、新厝路養鴨

場、新厝路養鴨場上方場址、新厝路旁廢鋁渣場址、新厝路 891 號之噴

砂工廠、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及高坪 18 路 262 號旁之空地等。場址附

近的養鴨場疑似遭戴奧辛污染，引起社會大眾關切。 

一、污染情況簡介 

疑似遭到戴奧辛污染的 7 處場址，其中前 5 處場址位於高雄

縣大寮鄉新厝村，另 2 處位於高雄市小港區，估計總面積超過 10
公頃。這些場址的現況分述如下： 

(一)高雄植物園對面場址：場址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新厝村，緊鄰高

雄縣與高雄市交界處，現為荒地。以東為陡峭的山坡，西界及

北界為鳳梨田。鄰近區域的居民普遍未使用地下水，而是以自

來水做為日常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另以貯存的雨水做為種植

作物的水源。 

(二) 新厝路養鴨場：場址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新厝村，現為養鴨場，

地表為黃棕色土壤夾雜爐石，內有一養鴨池，池內養殖吳郭

魚。該村自發現紅蝦山遭棄置廢棄物後，全村多已接裝自來

水，並停用地下水，部分居民仍保有原來的水井，但僅作為洗

滌用途。 

(三) 新厝路養鴨場上方場址：場址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新厝村，現為

荒地，場內東北區地表覆蓋爐碴（石），東南區則以營建廢棄

物為主。本場址西邊與新厝路養鴨場相鄰，東為砂石場。 

(四) 新厝路旁廢鋁渣場址：場址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新厝村，現為荒

地，地表回填爐碴（石），西南側邊界約堆置 20 立方公尺疑

似鋁渣之廢棄物，周邊土地多未使用，僅有住戶零星分佈。鄰

近區域之居民的主要日常用水為自來水，地下水則作為灌溉及

養殖用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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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厝路 891 號之噴砂工廠：場址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新厝村，現

作為噴砂工廠使用，進場區域及道路已鋪設混凝土，其他區域

地表鋪設爐碴（石）。本場址東界與新厝路養鴨場相鄰，西界

為另一噴砂工廠。 

(六) 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場址位於高雄市小港區東南側之山區，

通行之產業道路及周邊植生茂密，道路表面可發現造粒集塵

灰。鄰近區域並無住戶，偶可發現廟宇。場址西側為臨海工業

區，東側為鳳山水庫，北側約 200 公尺為高坪重劃區，鄰近區

域的山坡地主要作墓地使用。 

(七) 高坪 18 路 262 號旁之空地：場址位於高雄市小港區高坪重劃

區內，現為大型設備鐵工施工場所，場址地表覆蓋爐碴（石），

周邊除一小吃部（高坪 18 路 262 號），並無其他住戶。居民

普遍未使用地下水，以自來水為日常生活用水的主要來源，種

植作物的水源則以貯存的雨水為主。 

二、調查與整治過程 

由於食品衛生安全為國民健康的第一考量，所以優先進行食

品相關調查工作，針對其中新厝路養鴨場採集鴨隻及吳郭魚體等

樣品。同時辦理場址相關資料蒐集及研判工作，規劃廢棄物、土

壤、及地下水等綜合調查計畫，儘速調用相關重型機械及採樣設

備，協助辦理現場採樣及樣品檢測作業。 

現場作業於 98 年 10 月 28 日展開，採集新厝路養鴨場的鴨隻，

養鴨池內另有養殖吳郭魚等食品相關樣品，則於 98 年 11 月 12 日

另行採樣。其他如廢棄物及土壤開挖採樣作業、地下水調查等，

也於 98 年 11 月 5 日陸續完成。本次食品相關調查總計採集鴨肉

樣品 2 組（含地表混合物樣品 2 組）及吳郭魚樣品 3 組，環境污

染調查則採集廢棄物樣品 20 組、土壤樣品 18 組及地下水樣品 10
組。 

調查結果發現，7 處場址表面都有爐渣（石），厚度多半小於

1 公尺，除高坪 18 路 262 號場址外，其餘場址皆可發現事業廢棄

物（廢塑膠、紙漿、廢電纜、廢輪胎及廢木材等）及營建剩餘土

石方（廢土、磚屑、水泥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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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廢棄物分析結果顯示，新厝路旁廢鋁渣場址之銅（21.2 
mg/L）及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之鎘（6.57 mg/L）、鉛（22.4 mg/L），
依溶出試驗結果判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土壤樣品則有新厝路旁

廢鋁渣場址之銅（585 mg/kg），及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之鋅（2,510 
mg/kg）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其他場址檢測結果均低於相關標

準。 

三、整治成果與現況 

調查結果出爐後，本會遂積極針對 7 處場址進行後續處理措

施，各場址處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 高雄植物園對面場址：調查結果顯示，其爐碴（石）及原生土

壤皆未超過法規標準值，但在採樣開挖過程中，發現該場址表

面鋪設有爐碴（石），其下方另埋有廢塑膠、廢木材及少許廢

電纜並夾雜布類、營建廢棄物等事業廢棄物，屬非法之掩埋行

為，並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定為丙級場址。後續行政事

宜則由高雄縣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辦理（如設立警示牌、監督

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法清除污染、徹查污染源、

代為清理及求償等）。另為確保食用作物安全，已由農委會針

對農作物（鳳梨）部分辦理剷除銷燬。 

(二)新厝路養鴨場：本場址經開挖後發現，表面鋪設有爐碴（石），

另埋有營建廢棄物（含棄土、磚屑），因棄置廢棄物類型以一

般事業廢棄物為主，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定（HRS）應

為丙級場址，但本場址過去作為養鴨場使用，為求慎重，故暫

列為乙級場址。後續行政事宜則交由高雄縣政府辦理。 

(三)新厝路養鴨場上方場址：本場址表面鋪設有爐碴（石），另埋

有營建廢棄物（含棄土、磚屑）、廢電纜及廢輪胎等事業廢棄

物。根據土壤查證結果顯示，均未超過監測基準。然因棄置廢

棄物類型以一般事業廢棄物為主，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

定（HRS）之評定，列為丙級場址。後續行政事宜則交由高雄

縣政府辦理。 

(四)新厝路旁廢鋁渣場：本場址廢棄物經溶出試驗程序後，發現銅

濃度為 21.2mg/L，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屬於有害

事業廢棄物之非法棄置場址。又依土壤查證結果顯示：該場址



98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88 

土壤採樣點 S01 中銅濃度達 585 mg/kg，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本場址之前於 94 年 10 月 19 日已由本會環境督察總隊南

區環境督察大隊、高雄縣環保局、高雄縣警察局林園分局昭明

派出所、環保警察隊第三中隊共同查獲 5 部（駕駛人分別為：

曾育良、陳坤茂、陳明和、楊進興、莊博道）未攜帶證明文件

載運鋁二次冶煉集塵灰的車輛，由高雄縣環保局依法告發，關

於該場址原堆置之集塵灰，高雄縣政府環保局也已於 94 年 12
月 31 日以高縣環六字第 0941003568 號函，依廢清法第 36 條

第 1 項規定處分在案；並命土地承租人吳維祥於 95 年 3 月 15
日前，依廢清法相關規定將廢棄物清除完畢，但吳君屆期仍未

依規定清除。因未有相關設施即堆置大量廢棄物造成污染，高

雄縣政府業已依廢清法第 46 條規定，將土地承租人吳維祥及

土地所有人陳益昌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依本會

對於非法棄置場址之列管方式，由於上述相關責任人並未依廢

清法規定清除污染物，已符合土污法第 2 條第 12 款第 3 目污

染行為人認定要件。後續行政事宜則交由高雄縣政府辦理。 

(五) 新厝路 891 號之噴砂工廠：本件地表鋪有爐碴（石），該場所

使用人雖提出合法的購買證明，惟調查開挖時，發現地表下埋

有大量建築廢棄物（夾有鋼筋）、廢木材、廢塑膠及廢布等事

業廢棄物，且部分棄置深度大於 22 公尺。另根據土壤查證結

果顯示，均未超過監測基準。經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評定

（HRS）之評定，尚需高雄縣政府做進一步擴大採樣調查方可

確定場址危害性，故暫列為乙級場址。後續行政事宜則交由高

雄縣政府辦理。 

(六) 山邊路佛濟寺旁場址：本次僅針對進場道路進行調查，兩側山

坡之棄置範圍及廢棄物類別則需進一步確認。在調查範圍內發

現，廢棄物掩埋深度約 2.2 公尺，廢棄物種類包含爐石、廢木

材、棄土、集塵灰及水泥塊等，經調查發現，廢棄物中最高污

染濃度鎘為 6.57mg/L（認定標準為 1 mg/L）、鉛為 22.4 mg/L
（認定標準為 5 mg/L），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

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非法棄置場址。另在該場址的土壤中，

測得鋅含量 2,510 mg/kg（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00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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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後續行政事宜則交由高雄縣政府辦

理。 

(七)高坪 18 路 262 號旁之空地：該場址經調查結果發現，其爐碴

（石）及原生土壤皆未超過法規標準值，惟該場址未提出合法

的爐石購買證明，故初步先列為非法棄置場址，危害等級

（HRS）暫評定為丙級場址。後續行政事宜則交由高雄縣政府

辦理。 

自從 11 月 6 日發現新厝路養鴨場鴨隻遭到戴奧辛污染後，本

會目前的各項應變行動以及風險管理措施（包括鴨隻撲殺、吳郭

魚撈除銷燬、場址出入管制以及強化再利用管制等），均已初步

達到保護民眾安全與環境之成效，至於整體後續 7 處場址的處理，

將以區域性的角度進行整體的行動規劃，並以長期且能畢其功於

一役的思維推動相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