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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章 財務與運用 
土污基金成立係政府鑒於處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應變之迫切

性，審酌國內社會經濟與環境現況，而建立之財務籌措機制，由基金先

行支應或協助辦理污染發生後之應變、調查評估及整治等工作，後續再

由污染行為人負起清償責任，建立污染求償制度。 

1.5.1 整體基金收支概述 

由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需經調查、規劃而整治，過程甚為

複雜，所需歷程較久。現階段污染管制工作仍偏重於污染調查及緊急應

變、控制污染範圍為主，大規模進行整治之工作較少，故目前每年所徵

收整治費尚有結餘滾存基金，作為未來污染場址整治之準備財源。 

整治費自 90 年 11 月開始徵收，累計總收入為 59.9 億元，國庫實

收金額已逾 56 億元，支出為 20.2 億元。其中，98 年度基金總收入約 6
億 5 千萬元，支出部分約 4 億 1 千萬元，當期賸餘約 2 億 4 千萬元。（整

體收支統計如下表 5.1-1 所示）。 
表 5.1-1  98 年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金額 

98 年收入 656,156 
98 年支出 415,821 
98 年賸餘 240,335 

2.5.2 基金收入面說明 

5.2.1 基金收入八大來源 

根據土污法第 23 條規定，土污基金有 8 種主要來源： 

一、土壤及地下水整治費收入； 

二、污染行為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土污法第 38 條、第 39 條規定繳納

之款項；  

三、土地開發行為人依第 46 條第 3 項規定繳交之款項； 

四、基金孳息收入； 

五、中央主管機關詢預算程序之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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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環境保護相關基金之部分提撥； 

七、環境污染之罰金及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八、其他有關收入。 

98 年度基金總收入約 6 億 5 千萬元（如下表 5.2-1 所示），其中以

整治費為主，占年度總收入約 93.3%。 
表 5.2-1  98 年度基金收入項目概述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98 年度 
整治費收入 612,202 
基金孳息收入 37,722 
其他收入 6,232 

基金

收入 
合計 656,156 

 

5.2.2 主要收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經費」之來源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用之來源可分為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兩

大部分，茲說明如下： 

一、公務預算 

主要提供政府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體性預防機制、法規

制度之修訂，及受污染農地須農民配合停止耕種之補償等事宜。 

二、基金預算 

徵收整治費之法源，依土污法第 28 條規定（土污法 99 年 2
月修訂公布），中央主管機關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公

告之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目前公告應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之對象約 1,200 餘

家業者，徵收種類分為石油系有機物、含氯碳氫化合物、非石油

系有機物、農藥、重金屬及重金屬化合物及其他等六大類 125 種

物質。其中，最大宗來源為石油系有機化合物（占 90.21%），係

因其原料為高污染潛勢物質。 

5.2.3 整治費之相關申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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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 

本署已完成與整治費徵收相關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收費辦法）法令制定及規劃收費制度與流

程，並自 90 年 11 月起正式開徵整治費。依據收費辦法中所訂定

整治費之繳納及申報方式，係由業者於每年 1、4、7 及 10 月底前，

自行計算前季應繳納之整治費，至金融機構繳款，並依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格式，填具整治費申報書後，檢具繳費證明，連同物

質產生量統計報表或物質進口報單，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申報；

且為避免重複徵收、鼓勵業者做好污染防制，收費辦理中亦訂定

相關退費方案，供繳費業界申請，故相關申請案件繁多。 

二、整治費審理作業方式 

依據整治費收費辦法，與整治費徵收相關之案件，大致上可

以區分如下： 

(一)整治費申報案件：對本署指定公告之六大類、125 種化學物質，

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繳費人需按季申報。 

(二)免徵比例申請案件：國內產製部分，如直接產製原料已繳納整

治費，當產品也屬徵收對象，為避免重複徵收，繳費人可檢具

相關資料申請免徵比例。未來申報時如製程及徵收費率未改

變，已核定之免徵比例可持續使用。 

(三)停業退費申請案件：歇業、停業或停止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化學物質之製造或輸入，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申請

停止徵收並退還溢繳之費額。 

(四)出口退費申請案件：對於已繳納整治費之物質於出口時，可檢

具出口報單逐季申請出口退費，最遲應於出口之下兩季結束前

提出。 

(五)環境責任險抵減申請案件：繳費人投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

效益之保險，得以會計年度為單元申請退費。 

(六)污染預防抵減申請案件：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有直接效

益設備或工程所支出費用，亦得以會計年度為單元申請退費。 

三、現場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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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徵收制度之公平性， 針對業界申報案件資料需執行現

場查核、比對作業，整體而言整治費現場稽核之目的在於： 

(一)確保整治費申報資料正確性及制度公平性。 

(二)防止業者以多報少（短漏報），或以少報多（浮報出口量、以

爭取退費額度）之情況。 

(三)發現不實部分，將加強追蹤查察。 

(四)配合輔導作業，協助繳費人申報整治費相關表單，以降低申報

錯誤率。 

(五)彙整業界對目前徵收作業之建議，修正現行相關行政配合事

項，有助於日後修正徵收制度。 

而經現場查核結果發現，實際運作資料與申報內容有出入之

主因，包含下列 9 點： 

(一)申報物種與實際進口貨物不符； 

(二)申報日期應為實際進口日期，非報關日期； 

(三)物種進、出口類別相反； 

(四)貨品分類號列之物種與實際進口貨品名不一致； 

(五)漏報（財政部關稅總局資料與繳費人書面資料不符）； 

(六)三角貿易行為或轉口貿易，關稅總局資料並無明載原進口廠

商； 

(七)退貨類別無法於關稅總局資料查詢原進出口報關資料； 

(八)申報物種名稱並非法定公告指定物種名稱； 

(九)產製報表與實際生產管線監控儀器之數據有所出入等，均列為

後續現場稽核注意事項。 

 

3.5.3 基金支出面說明 

5.3.1 基金支用規範 

根據土污法第 28 條規定（土污法 99 年 2 月修訂公布），土污基金

主要用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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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級主管機關依土污法規定查證、採取應變必要措施、監督、訂定

計畫、審查計畫、調查計畫、評估、實施計畫、變更計畫支出費用。 

二、基金求償及涉訟之相關費用。 

三、基金人事、行政管理費用、土壤、地下水污染預防及整治相關工作

人事費用。 

四、各級主管機關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工作費用。 

五、土壤、地下水污染查證及執行成效之稽核費用。 

六、涉及土壤、地下水污染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之相關費用。 

七、土壤、地下水品質監測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之相關費用。 

八、關於徵收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之相關費用。 

九、關於土壤、地下水污染之健康風險評估及管理事項之相關費用。 

十、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研究、推廣、發展及獎勵費用。 

十一、關於補助土壤、地下水污染預防工作事項。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有關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之費用。 

98 年度整治基金總支出約 4.16 億元（如下表 5.3-1 所示），其中

投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約 2.42 億元，佔基金總支出 58.2%，

其他則是支用於行政管理及建築設備 1.74 億元，98 年因購買辦公室空

間，故一般建築設備項目支用經費較高。 
表 5.3-1  98 年度基金支出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98 年度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241,805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80,939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93,077 

支出 

合計 415,821 

5.3.2 主要支出－投入污染整治工作經費運用概況 

本基金會成立初期，基金用途主要致力於相關管理制度之規劃、協

調、組織建制、法規研擬及潛在污染源調查、查證為主，後續則依場址

污染狀況及環境人體之影響性，排定污染整治優先次序，進行污染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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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制、控制、整治及監督計畫之推動及執行。並自 91 年起即展開農

地、加油站、大型儲槽、非法棄置場址、廢棄工廠、軍事老舊儲槽等大

型調查計畫，並依法進行後續污染改善、控制整治工作。 

而 98 年污染整治工作之發展重點，則以下列三個方向為主：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推動、制度檢討及資料庫建立 

辦理整治費徵收作業、建置污染場址風險評估機制、進行基

金求償訴訟、整合各類土壤及地下水資料庫及資訊更新維護等工

作。98 年度此項支用金額為 2,363 萬 7 仟元。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及執行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應變、調查及整治等措施及執行，98
年度此項支用金額為 2 億 1,107 萬 9 仟元，佔污染整治工作經費

88.9%。主要辦理各類高污染潛勢調查、查證及應變工作。 

(一)執行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之場址查證工作與污染場址之應變必

要措施，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及緊急應變處理等相關資

料蒐集及技術支援，工作經費佔 16.6%。 

(二)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查證及應變評估等相關工

作，主要加速調查全國廢棄工廠家數、就各類高污染潛勢場址

積極進行查證、建立加油站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體

制、補助地方執行有污染之虞場址調查查證等，工作經費佔

55.1%。 

(三)推動污染列管場址之整治、監督及復育，督導協助地方政府辦

理公告列管場址相關之管制控制、整治及進行受污染農地污染

改善，工作經費佔 28.3%。 

三、提昇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能力 

係辦理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研究發展、訂

定各項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指引、專責人員專業訓練及國際交流

等。98 年度此項支用金額為 708 萬 9 仟元。 

4.5.4 代墊與求償 

土污法訂定之目的，係以污染者付費為最終之目的，然考量現實情

況，污染情形往往對於當地居民之健康有所危害，抑或有污染擴大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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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等，倘一昧要求以污染者付費，常常緩不濟急，甚至導致更嚴重之污

染危害。因此，土污法就此等情形，設有代為支應之規定，亦即針對於

污染情形有導致當地居民健康危害、以及污染有擴大之虞等情形之土

地，由土污基金先行支應污染整治工作之費用，以確保污染危害不致進

一步擴大。整體求償作業流程如下圖 5.4-1 所示。 

 

 
圖 5.4-1 基金求償作業流程示意圖 

求償程序中最重要之部分就是確認污染行為人，但往往卻是最為困

難之部分，因土壤、地下水污染無法輕易從外表確知，經常造成主管機

關查證不易，或是已經過長時間污染後才發覺，因此造成污染發現當時

存在於土地上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等，往往非實際從事污染行為

之人，尤有甚者，在實務案例中，更不乏有受污染土地已經過數次轉手，

且實際污染行為人為已死亡之自然人，或已解散之法人者亦所在多有，

更增加求償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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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長時間努力下，求償程序仍著有績效，各項計畫基金代

墊支用及求償情形如下表 5.4-1 所示，由表可知截至 98 年底已完成求

償計畫數共計 5 筆，共計歸墊 9,500 萬元。其中最大宗求償歸墊為中石

化（台鹼）安順場土壤污染案，經 96 年 11 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中石化

公司需概括承受其污染行為人責任後，本會即依法向中石化公司求償，

自 92 年起代為執行之污染緊急應變、污染調查費用共計 88,786,006。 

 
表 5.4-1 歷年各項計畫基金代墊支應及求償情況統計 

縣市別 項目 總支應金額（元） 歸墊金額

（元） 辦理情形 

桃園縣 應變必要措施 1,238,475 1,238,475 已歸墊 

雲林縣 污染改善 97,118 97,118 已歸墊 

台中縣 污染改善 3,778,920 3,778,920 已歸墊 

台南市 應變必要措施 652,221 
1,956,660 

（含加計 2 倍

罰鍰） 
已歸墊 

台南市 應變必要措

施、污染調查 88,786,006 88,786,006 已歸墊 

總計 94,552,740 95,857,179  

 

5.5.5 農作剷除銷燬與停耕補償 

在工廠及加油站旁之農地污染時有所聞，係因不當的排放與管線洩

漏等原因所造成，一但土壤遭受污染被列為控制或整治場址後，對於污

染土地上種植的食用作物，本會採取不待檢測即剷除銷燬的強制作法，

並依各縣市政府所訂「當年度辦理農林作物及水產養殖物、畜禽補償遷

移費查估基準」，補償農民剷除銷燬之費用。於 98 年將受污染農地之

作物進行剷除銷燬之工作，共計支出約 218 萬元。同時公告管制區禁止

種植食用作物並進行土壤污染改善工作，以回復農地原有用途。 

此外，為了照顧農民生計，本會更於改善期間補償農民每公頃每期

作 4 萬 5,000 元的停耕補償費用。於 98 年針對桃園縣、新竹縣及彰化

縣等 6 縣市提供農民停耕補償費用，共計支出約 97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