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法規與制度 
 

 9 

1.第三章 法規與制度 
1.3.1 土污法源起與修法歷程 

本署於民國 80 年 4 月擬具「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報請行政院

通過後送立法院審議，然經 5 年待審仍未完成立法。有感於時空更迭，

舊法未能在土地變更、財務籌措及責任歸屬等方面作充分考量及設計應

對制度，為避免立法內容無法因應實際需求，故於民國 85 年將此草案

自立法院撤回，重新進行調整與修正。 

修正後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於民國 87 年 8 月，送請行政

院審議。歷經多次研商後終於審議完成，並定名為「土壤污染整治法」

（草案），於民國 88 年 6 月再次送到立法院審議。其後經學者及立法

委員倡議，考量土壤及地下水的不可分隔性，建議將地下水污染整治一

併納入草案中，並將法案名稱定名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並

於民國 89 年 1 月 13 日三讀完成，於同年 2 月 2 日公布施行。 

土污法正式施行後產生許多問題及需求，例如：責任主體不足、指

定公告事業提具土壤污染檢測資料時機與內容、污染場址列管制度、整

治基金收費來源與支出用途、整治基金代支出費用追償保全不易等問

題。為落實推動土污法原先立法的意旨，本署參考歐、美、日及其他國

家法例，並配合我國風土民情，研擬土污法修正草案，於民國 96 年 2
月再次送行政院審查，經行政院第 3068 次院會通過後，於民國 96 年

12 月送立法院審議，歷經多次審議，及 98 年 10 月 23 日召開政黨協商

會議，目前正積極辦理後續修法作業。此草案修正的重點包括（修法歷

程示意圖如下圖 3.1-1 所示）： 

一、修正污染行為人定義，並賦予潛在污染責任人與土地關係人責任義務； 

二、增加高污染潛勢區監測； 

三、增加技師簽證制度； 

四、增加保全程序，確保土污基金代支出費用儘速獲得求償； 

五、健全現行風險評估機制； 

六、擴大整治費費基； 

七、擴大污染控制場址相關規定溯及於土污法施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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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土污法修法歷程示意圖 

 

2.3.2 子法建置 

土污法相關子法的部分包括：施行細則、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監測

基準與污染管制標準、土污法第 8 條與第 9 條指定公告之事業、整治費

收費辦法、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等 9 項法規命令、13 項行

政規則及 5 項相關公告之發布（彙整如下表 3.2-1 所示）。 
表 3.2-1 土污法相關子法列表 

類

別 
項次 法規名稱 施行日期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 90.10.17 發布 

2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90.11.21 發布 
97.05.01 修正發布 

3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90.11.21 發布 
98.01.15 修正發布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管制辦法 91.12.31 發布 
92.01.08 修正發布 

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辦

法 
92.05.07 發布 

95.03.29 修正發布 

6 
整治場址污染範圍調查影響環境評估及

處理等級評定辦法 
92.05.07 發布 

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 
90.10.29 發布 

92.05.07 修正發布 
94.12.30 修正發布 

法
規
命
令

 

8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 
90.06.11 發布 

1 土壤污染監測基準 90.11.21 發布 
2 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 90.11.21 發布 

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之免

徵比例審查原則 
91.07.17 發布 

行
政
規
則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未依規定繳納

者利息起算原則 
91.07.17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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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項次 法規名稱 施行日期 

5 
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核准分期

繳納罰鍰及基金代為支應費用實施要點 
91.08.28 發布 

6 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 91.12.27 發布 

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進行污染改

善推動執行要點 
92.12.30 發布 

8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評

析方法及撰寫指引 
95.04.26 發布 

9 
執行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案件

裁處書 
95.08.09 修正發布 

10 土壤污染檢測資料備查作業要點 96.07.09 發布 

1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

八條第一項有關「限期採取適當措施」適

用原則及期限認定方式補充規定 
97.08.12 發布 

1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

作業要點 
98.01.23 發布 

13 違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裁罰基準 98.02.24 發布 

1 
公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 條第

一項之事業（具法規命令性質之公告） 

93.12.07 公告 
96.11.21 修正公告 
98.07.27 修正公告 

2 
公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 條之

事業（具法規命令性質之公告） 

93.12.07 公告 
96.11.21 修正公告 
98.07.27 修正公告 

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民訴訟書面

告知格式 
92.09.30 公告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 93.08.26 公告 

相 
關 
公 
告 

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撰寫指引 93.08.26 公告 

3.3.3 基金求償及訴訟等法律諮詢 

我國對於水、空氣、廢棄物之環保法令自民國 60 年間制定以來，

已施行多年，法令日趨完備，環保機關亦已累積相當之經驗。與上述法

令相較，土污法自公布施行迄今方 10 年餘，相關子法亦於近年內陸續

訂定發布。觀之歐美先進國家，其環境保護工作之發展歷程，亦先關注

水、空氣、廢棄物與毒化物之污染問題，後來才對土壤污染投注可觀之

人力物力從事相關法制之建立，例如：美國超級基金法案（1980 年）、

日本 1970 年農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及 2002 年土壤污染對策法、英國 1995
年環境法 Part II（有關土壤污染整治部分）、德國 1998 年聯邦土壤保

護法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可謂是新興且複雜之環保課題。 

有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對行政機關而言，不僅涉及污染

場址個別狀況與整治技術之多元化與差異性，因污染改善及整治經費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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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費時較長，實屬艱難之工作。而地方主管機關如請求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基金代為支應相關費用，又須面對污染行為人進行確認、證據

保全、求償訴訟、行政程序、行政執行等嚴謹之法律問題及複雜之訴訟

程序，有鑑於此，本署針對執行土污法後續所產生之疑異提供法律諮詢

及協助，藉以降低執行阻力，實現環境正義。 

隨著土污法立法已歷多年，相關之學術研究亦漸有成果；近年來通

過施行之行政程序法，更是幾乎對所有行政法令均有程度不一之影響

力，本署亦針對此需求，編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求償標準作業

手冊（網址：http://sgw.epa.gov.tw/public/0802_handbook.asp）。本標準

作業手冊採案例說明方式，提供地方環保機關可能情境參考，以解決實

務上之困難，亦期能強化基層執行人員對於土污法理論基礎的初步認

識，並使裁罰過程中之適法性提升。 

4.3.4 健康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是推估一個事件或狀況中的所可能造成之危害特性，及其

所造成風險的高低。基本上，其作法是將污染來源、傳輸途徑以及最終

受體（人體或環境）之間的關係結合後，以定性或定量的方式，檢視污

染對於生態系統與人體所可能造成的威脅。由於風險評估所具備的科學

基礎以及決策輔助的功能，先進國家近年均將健康風險評估或環境風險

評估視為擬定環境政策與行動方案的重要依歸，同時結合風險管理與風

險溝通，做成以風險為基準與民眾參與為共識的各項環境決策。 

我國在民國九十一年公告之環境基本法的第四條「國民、事業及各

級政府應共負環境保護之義務與責任。環境污染者、破壞者應對其所造

成之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負責。…」確立環境健康風險於環境政策中的

重要角色。而土污法於研擬之初，即已納入以健康風險為基準之污染場

址管理概念，落實以科學衡量風險，實現可維護國民健康與保護環境的

法規精神。故自土污法施行以來，本署為能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理的

領域中，實現以風險為基準的管理理念，不遺餘力地建構了健康風險評

估制度之整體架構及執行工具，雖然距離完善化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不

過目前已完成制度雛形之建立。 

為讓整體制度能夠順利的推動，初期著重於執行面的各項工具建

立，包括配合整治場址於特定條件下得以採用風險評估方式擬定整治基

準之工作，於民國九十五年公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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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方法及撰寫指引」，提供進行污染場址之健康風險評估之執行方法

以及提出相關評估報告的範本，並據以建立健康風險模擬資訊系統，提

供國內各界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之健康風險評估之基礎運算工

具。在建立執行風險評估工作所需之基礎工具的同時，亦將健康風險評

估的理念逐步整合至污染場址的管理架構中，包括控制場址的初步評估

與整治場址的等級評定等，也配合完成相關審查程序與其他配套指引之

建立等。 

未來土污法修訂公布後，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環境影響與健康

風險評估之危害鑑定、劑量反應評估、暴露量評估及風險特徵描述等辦

法，並開放讓土壤污染整治計畫提出者，得以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結

果，提出土壤污染整治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