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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章 資訊透明與把關 
1.4.1 指定公告事業污染檢測 

4.1.1 推行成果 

鑒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皆屬長期累積且不易覺察之特性，且早期因

未有妥善的法律規範，導致國內許多污染行為人將受污染土地任意變賣

及轉讓，使無辜的買受人負擔沉重的整治責任。為能儘早發現用地土壤

污染釐清污染責任，落實公平正義，故擬定土污法第 8 條、第 9 條，規

定其所公告之事業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相關資料，保障事業使用土地品

質安全無虞，內容詳如下表 4.1-1 所示。 
表 4.1-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9 條 

註：第一批 17 類事業自 94.1.1 起實施；第二批 13 類事業自 99.1.1 起實施。 

法令依據 土污法第 8 條 土污法第 9 條 

條文內容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所

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人應

提供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測資料，並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土地讓與人未依前項規定提

供受讓人相關資料者，於該土

地公告為控制場址或整治場

址時，其責任與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所定之責任同。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行

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報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

關審查： 
一、依法辦理事業設立許可、登記、申請營業執照。 
二、變更經營者。 
三、變更產業類別。但變更前、後之產業類別均屬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不在此限。 
四、變更營業用地範圍。 
五、依法辦理歇業、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終止

營業（運）、關廠（場）或無繼續生產、製造、加工。 
前條第一項及前項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內

容、申報時機、應檢具之文件、評估調查方法、檢測

時機、評估調查人員資格、訓練、委託、審查作業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管制時機 土地移轉 設立、變更經營主體前、變更產業類別前、變更用地

範圍前、歇業 
適用事業 30 類事業（註） 30 類事業（註） 

資料格式 無 

依土污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本法第 9 條所定之土

壤污染檢測資料，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事業基本資料； 
二、 事業運作情形； 
三、 檢測及分析結果； 
四、 檢測機構；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資料。 

罰則 
讓與人未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違反第九條第一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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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由土污基管會執行相關污染調查及查證後，污染場址數量攀

升，為發揮預警功能，除現有規定之指定公告事業類型外，尚有其他類

型之高污染潛勢場址仍應納入管制，以確保事業權益，未來擬將原有管

制之 17 類事業擴大為 30 類，影響既設事業擴增為 12,000 家。第二批

擴大列管之 13 類事業，表列如下表 4.1-2 所示。 
表 4.1-2 第二批擴大列管之 13 類事業列表 

批次 項次 事業 
製材業 
定義：從事木材乾燥、浸漬防腐等保存處理之事業。 
肥料製造業 
定義：以化學方法製造化學肥料與土壤改進劑之事業。但僅以堆肥方式

產製有機肥料者不在此限。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定義：從事塗料、染料、顏料、瓷釉、油墨製造之事業。 
鋼鐵鑄造業 
定義：從事以生鐵、廢鐵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中

製成鋼鐵元件之事業。 
煉鋁業 
定義：從事以鋁礬土煉製成鋁、商用純鋁精煉成高純度鋁或煉

製鋁合金之事業。 
鋁鑄造業 
定義：從事以初生鋁或再生鋁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澆注至

特定鑄模中製成鋁元件之事業。 
煉銅業 
定義：從事以銅礦或廢銅料煉製成銅錠或精製電解銅及銅合金

之事業。 
銅鑄造業 
定義：從事以銅或銅合金熔融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

銅元件之事業。 
金屬熱處理業 
定義：從事以滲碳、滲氮、化學蒸鍍或物理蒸鍍等冶金原理進行金屬及其製

品表面處理，或以淬火、退火、回火等方式，並藉溫度、氣體及時間等控制

，改善其組織或物理性質之事業。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定義：從事電容器、電阻器、變阻器、繼電器、電感器、電阻裝

置等被動電子元件製造之事業。 

二 一 

廠房、 
其他附屬

設施所在

之土地及

空地面積

達一百平

方公尺以

上之工廠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定義：從事液晶面板及其組件、電漿面板及其組件、發光二極體、太陽

能電池等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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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 項次 事業 

二 二 

廢棄物回收、清除業 
定義： 
(一)從事廢油(廢油漆、漆渣、廢熱媒油、廢潤滑油及廢油混合物等)清除之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及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五目規定設置之清除機構。但無設置廢棄物貯存

場或轉運站者，不在此限。 
(二)從事廢潤滑油或廢機動車輛回收、拆解，且屬中央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十八條第三項指定公告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業。但無設置貯存場或轉運站

者，不在此限。 

二 三 
石油業之儲運場所 
定義：依據經濟部「石油業儲油設備設置管理規則」設置儲油設備儲存油

品之場所。 

對於法院辦理法拍之土地或工廠，若屬土污法第 8、9 條規定之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因法令中並未明文規定法院須對其所法拍

之該等指定公告事業之土地提送土壤污染檢測資料，故仍應由該等事業

本身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料，以利釐清污染整治責任。 

另一方面，統計國內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至 98 年 12 月 31 日止，提

送土污法第 9 條備查資料，至 98 年底各縣市累計提送案件數共計 1,525
件，詳細依各縣市別及備查時機區分如下圖 4.1-1 及 4.1-2 所示。 

 

 
圖 4.1-1  土污法第 9 條備查資料累計分析圖(依縣市別) 

 

桃園縣 

彰化縣 

台南縣 

高雄縣 台中縣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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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土污法第 9 條備查資料累計分析圖(依備查時機) 

土污法第 8 條、第 9 條從 94 年度執行至今，其備查成果正逐年增

加中，如圖 4.1-3 所示為 94 至 98 年度調查案件數統計。由圖 4.1-3 顯

示 94 年度調查件數為 235 件， 98 年度累計已達 1,525 件（歷年備查案

件分析如下圖 4.1-4 及 4.1-5 所示），證實本會經多年的宣導及法令執

行，各事業主管機關調查案件數逐年增加當中，且未來 99 年擴大管制

後，案件數勢必大幅增加。 

由上述結果顯示，土污法第第 8 條、第 9 條法規隨年度的提升，可

以暸解此法規影響日益深遠，並提升國內民眾對土地保障權益，相對帶

動執行率歷年增加的趨勢。 

 
圖 4.1-3 歷年累積調查案件數量統計 

 

設立 

歇業 



98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年報 
 

 18 

 
圖 4.1-4 歷年設立業案件數統計 

 
圖 4.1-5 歷年停歇業案件數統計 

4.1.2 後續影響層面 

隨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 條及第 9 條公布實施後，不僅對

事業主管機關的宣導工作外，一般人對於土地資產價值的觀念必須要有

所改變。即受污染土地可能不再是資產，而是負債，且污染責任不會因

為土地移轉而免除（如下圖 4.1-6 所示）。 

因此，為避免錯估土地價值及土地轉移後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事業

主管機關應於事先擬定移轉土壤污染詳細調查、進行適當之約定及規

劃，以保障自身權益。 

除針對事業主管機關須進行調查外，民眾亦需於購買土地、房地產

之前，暸解土地的市場價值，若為事業用地則可透過本署網站連結至指

定公告事業用地土壤污染檢測資料申報與備查管理系統，藉由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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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gw.epa.gov.tw/public/0401.asp），輸入各事業地址，即

可得知用地運作的歷史資料，保障自身於買賣行為的權益。 

 

妨礙土
地利用

污染整治
費用

心理嫌
惡因素

無污染土地
的市場價值

受污染土地
的市場價值

 
圖 4.1-6 污染土地的市場價值 

2.4.2 區域性地下水水質監測 

由於地下水污染難以察覺，為掌握地下水質，維持地下水資源永續

利用，前省環保處於民國 82 年籌辦「台灣省地下水水質監測站網整體

規劃」工作，於全國十大水區設置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累計共設置

431 口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提供地下水污染預防資訊之參考。 

一、監測作業 

(一)採樣計畫 

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的採樣監測工作，自 91 年起由本署

監資處整合於「環境水質監測計畫」執行。 

(二)監測項目及頻率 

監測項目包括水溫、導電度、pH、總硬度、總溶解固體、

氯鹽、氨氮、硝酸鹽氮、硫酸鹽、總有機碳、砷、鎘、鉻、銅、

鉛、鋅、錳、鐵、鈉、鉀、鈣、鎂、鹼度等 23 項；各季的執

行期間之監測項目分為每季一般監測項目（18 個項目）及每

半年增測項目（鈉、鉀、鈣、鎂、鹼度等 5 個項目），其中每

半年增測部分訂於每年的第 2 季及第 4 季執行。 

(三)採樣監測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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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部分監測井遭破壞，98 年度針對 425 口區域性地下水

監測井進行水質採樣工作，各縣市監測井數量如下表 4.2-1 所

示，若欲瞭解監測井基本資料請至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網 － 區 域 性 監 測 井 查 詢 （ 網 址 ： 
http://sgw.epa.gov.tw/public/0404_Well_Schform.asp）。 

表 4.2-1  98 年各縣市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數量統計表 

縣市別 98 年監測井數 縣市別 98 年監測井數 
臺北市 18 南投縣 2 
臺北縣 29 雲林縣 14 
桃園縣 25 台南市 4 
新竹市 14 台南縣 36 
新竹縣 14 高雄市 13 
苗栗縣 39 高雄縣 35 
台中市 4 屏東縣 76 
台中縣 14 宜蘭縣 19 
嘉義市 1 花蓮縣 11 
彰化縣 20 台東縣 8 
嘉義縣 18 澎湖縣 11 
合計 425 

二、監測統計 

(一)監測數據統計分析方式 

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中，將地下水分為下列 2
類： 

第 1 類：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的地下水， 

第 2 類：第 1 類以外的地下水。 

目前公告的水源水質保護區，主要在水庫集水區以及河川

或取水口一定距離的行水區，地理區位多屬於河川中上游的丘

陵或山區，而監測的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均位於平原、沖積

扇、盆地或縱穀等地下水分區。因此，地下水水質監測數據的

統計分析與比對，將以是否小於第 2 類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為

依據。各項水質監測項目低於污染監測基準之比率計算方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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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監測總次數單一水質監測項目有效

基準的總次數單一項目水質低於監測
  染監測基準比率(%)單一項目低於地下水污 

 
100%

測項數目

和的總和污染監測基準之比率總各水質測項低於地下水
  (%)測基準比率平均低於地下水污染監 

 

(二)監測結果統計 

98 年低於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比率為 91.9 %，各季比率

相差不大。整體而言，氨氮與錳低於地下水之比率普遍較低，

依水質項目由小而大排列為：錳（55.5 %）、氨氮（66.2 %）、

鐵（82.7 %）、總溶解固體（91.3 %）、氯鹽（93.5 %）、總

硬度（93.6 %）、硫酸鹽（96.6 %）、總有機碳（99.6 %）、

砷（99.8 %）、硝酸鹽氮（99.8 %），其餘測項鎘、鉻、銅、

鉛、鋅等皆為 100%。將 98 年區域地下水質監測數據與第 2
類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比較，各季水質監測項目低於地下水污

染監測基準的比率統計如下圖 4.2-1 所示。 

 
圖 4.2-1 區域性地下水監測項目低於地下水污染監測基準比率統計圖 

 

3.4.3 高污染潛勢調查及區域性地下水井維護 

我國所設置之地下水監測井，依設置目的及監測對象不同，可概分

為區域性監測井（ Regional Monitoring Well ）及場置性監測井

（Site-Specific Monitoring Well）等 2 類。截至 98 年底，全國有 425 口

區域性監測井由本署統合辦理維護及地下水質監測工作。另約有 2,000
口以上場置性監測井，其監測及維護工作主要由本署補助各地方環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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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理。此外，相關區域性及場置性地下水質監測數據之分析評估及監

測計畫調整工作亦將持續進行。以下為各項工作成果彙整說明： 

一、高污染潛勢地區地下水質調查部份 

(一)完成蒐集工業區、科學園區地下水監測資訊，總計 19 處工業

區及 2 處科學園區地下水質曾有超過管制標準情形。 

(二)完成環保機關、水利署及工業局/科管局等各單位於工業區/科
學園區所設監測井網之 GIS 圖層套繪，篩選優先調查之既設

監測井名單，共篩選 27 處工業區及 2 處科學園區區內及區外

1 公里範圍內共 70 口監測井進行地下水質採樣檢測（含 5 口

水利署觀測井、6 口竹科管理局自設監測井及 4 口新設簡易

井）。本年度（98）實作地下水質調查著重於預警監測功能，

主要係利用既設井檢測，以充分發揮功能，提升監測效益，篩

選原則及理由包括： 
1.『區內既設區域性監測井及水利觀測井』，透過監測以往未

曾監測過之管制標準項目（如 VOC 測項），瞭解該等監測

井所在公共區域是否存有污染潛勢。 
2.『區內閒置 2 年以上場置性監測井』，該等監測井當初設置

應有其特定性調查/查證目的，惟可能因檢測無異常或異常情

形不明顯而未再持續監測，透過重新清查及檢測，以避免漏

失其預警功能。 
3. 『監測異常區域之區外 1 公里範圍各單位既設監測井』，

瞭解污染情形是否有擴散潛勢。 

(三) 經調查優先調查名單之監測作業並分析各場址地下水異常情

形，共計有中壢及樹林工業區發現地下水遭受含氯有機物污

染。 

二、區域性地下水井維護及資料更新 

延續 93 年起辦理之地下水監測井評估維護之工作，98 年仍持

續維護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以維持監測井最佳狀態；另一方面

同時驗證監測井基本資料，以健全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網工作。

各項工作成果如下： 

(一)定期維護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維持監測井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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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 36 口監測井之井中攝影與微水試驗等井況評估工作。

除原 35 口井況評估外，包含苗栗縣後龍海濱遊憩區監測井

因回報遭傾倒油漆，而納入井況評估名單。 
2.完成 31 口再次完井工作，包含施作微水試驗及進行井中攝

影。包括監測井井況異常計有 25 口，監測井異常頻率頻繁

計有 3 口，設井後從未進行井況評估計有 3 口。 
3.完成 35 口監測井之流速流向測定，以作為監測井背景資訊。 
4.完成 31 口監測井地下水採樣及水質檢測分析。另以 Stiff、

Pipper 以及各種水質指數分析水質趨勢。另加入 PHREEQC
計算地下水中飽和狀況及可能形成之礦物組成。 

5.完成 3 口地下水即時採樣，進一步了解監測井水質與周遭含

水層水質情形。 

(二)建立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基本資料庫，完成基本資料驗證更

新，以分析環境變化。 
1.完成 45 口監測井高程驗證，原監測井資料卡之高程，與本

計畫引用一等水準點所進行測量之高程差距於-11.98 公尺至

3.56 公尺間。 
2.完成 35 口井篩驗證工作，以井下攝影進行井篩驗證工作，

共計有台北市玉成國小等 14 口監測井井篩長度與資料卡資

料差異資料較大外，其餘監測井井篩長度與資料卡上大致符

合。 
3.完成 35 口監測井之環境資料變化。依據歷年水位及基本資

料卡紀錄之井篩位置分析前述 35 口監測井之環境資料變

化，共計有 7 口歷年水位階位於井篩區間內，共計有 16 口

歷年水位超過井篩上緣或下緣段，共計 12 口監測井歷年水

位皆高於井篩區間。 
4.建置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基本資料庫網頁，建置區域性地下

水監測井基本資料庫網頁，並依本署所規劃土壤及地下水管

理系統整併作業期程開放，以供民眾查詢。 
5.於澎湖縣港子國小設置地下水保育之教育看板，並與全體教

師座談，同時將邀請教育部及地方環保區與會，強化我國環

境教育中之地下水保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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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地下水監測井體設施，更新地表設備環境。 
1.完成更新 48 口告示牌。 
2.完成高雄市中正國小等 3 口監測井異物排除作業。 
3.完成苗栗縣尖山國小等 2 口隱藏式基座改善。 
4.完成新竹市千甲里活動中心等 5 口防水井頂蓋施工。 
5.完成台中縣大雅國小、神岡國中、后里鄉立托兒所太平聯合

分所及高雄縣月美國小等 4 口監測井新設作業。 

4.4.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 

本網站依據無障礙網路設計原則，供民眾便利的服務品質，透過系

統可賦予民眾瞭解居家附近的土壤及地下水品質，讓環保學子更進一步

認識土壤地下水污染之成因，使業者了解法規的訂定及污染場址的整治

方法，故設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首頁如下圖 4.4-1 所示（網址：

http://sgw.epa.gov.tw/public/index.asp），其架構如下圖 4.4-2 所示。本

系統之內容主要分為六大部分，以下進一步作說明： 

一、本會簡介 

介紹土污基管會管理會運作內容及相關業務範疇等資訊。 

二、會務介紹 

主要說明本會相關立法及污染場址判定程序，以及施政目

標、推動計畫及基金管理等業務內容。 

三、法令規章 

包含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已廢止法規及目

前最新公告與規範之事項。 

四、住家品質 

利用地圖及關鍵字查詢，暸解住家周圍環境。此外可查詢國

內目前公告列管的整治場址數及地點。 

五、工作成果 

將農地、地下水、工廠、加油站及儲槽等調查及整治場址，

公告於網路系統中，利於民眾瞭解各場址整治情形。 

六、業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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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網分為四大組別，說明各組別負責的業務

及負責的縣市單位，方便民眾電話諮詢之服務。 

 
圖 4.4-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首頁 

 
 

 
圖 4.4-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之網站整體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