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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99 年度重大政策與績效 

2.1  99 年度重大政策重點 

本署為能更進一步掌握國內土水管制現況及績效，研擬土壤及

地下水方面之重大政策，主要分為四大項，其計畫項目及實施內容

如下： 

一、 健全完備法規制度，強化行政管理體系 

(一) 檢視國內政策目標，接軌國際發展趨勢。 

1. 彙整歷年工作執行成果。 

(二) 研修法令規章指引，強化行政管理能力。 

1. 持續進行法規檢討修訂工作。 

2. 訂定各類行政指引及技術規範。 

3. 辦理指定公告事業污染檢測作業。 

4.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修法及相關配套措施研修。 

(三) 發展風險評估機制，推動風險溝通管理。 

1. 東部及中南部地區土壤重金屬與食用作物(稻米、根莖及葉

菜類)中重金屬含量之相關性探討。 

2. 農田土壤性質影響食用作物吸收土壤重金屬機制之田間詴

驗。 

3. 探討蛇紋石所化育之水田土壤特性、理化性質與水稻中

鉻、鎳濃度範圍之相關性。 

4. 推動健康風險評估。 

(四) 整合各類場址資訊，建構電子交換帄台。 

1. 維護更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加強教育、宣導工作，

以達與民眾互動之成效。 

2. 辦理地理資訊系統擴充與應用，整合各類污染場址基本資

料及營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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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構土壤、地質及地下水資料交換帄台，掌握全國污染現

況。 

(五) 監測環境基線品質，確保土水永續利用。 

1. 辦理區域性監測井維護及更新，確保監測水樣之代表性。 

2. 蒐集全國特定高污染潛勢地區(如工業區或科學園區)之地

下水監測資訊，依所屬區位之產業運作特性評估污染潛勢

並進行調查。 

(六) 掌握農地整治進度，持續辦理停耕補償。 

1. 持續辦理污染農地停耕補償工作。 

二、 檢討基金收支情形，提升經費執行成效 

(一) 賡續執行徵收作業，加強繳費審查稽核。 

1. 協助辦理相關審查作業及現場稽核作業。 

(二) 檢討基金費基費率，適時合理調整修正。 

1. 檢討整治費徵收物種，評估各類污染場址可徵收項目。 

(三) 強化各類收入來源，健全求償歸墊機制。 

(四) 研議擴大支用範圍，妥善運用有限資源。 

三、 擴大辦理調查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 

(一) 依據整體規劃結果，賡續重大場址調查。 

1. 針對高污染潛勢場址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相

關工作。 

2. 辦理環保機關、工業區管理、各縣市建設單位及環境工程

相關顧問機構人員教育訓練及土地政策宣導說明會。 

3. 針對 91年後設立之400站加油站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查。 

4. 針對 98 年度加油站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與監測設備查

核暨網路申報諮詢計畫之高污染潛勢加油站進行污染查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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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含氯有機溶劑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MSDS )(包含農藥)，內容包括沸點、燃點、致癌性

之國內外資料收集。 

6. 建立緊急處理程序(包括含氯有機溶劑洩漏至土壤及地下

水)降低污染擴大，及國內外資料收集。 

7. 持續建置地下儲槽系統基線資料與規劃監測人員專業證照

制度及制定各類行政指引及監(檢)測技術規範，以有效掌

握及管理加油站地下環境品質。 

8. 配合國際相關規範及設備增進趨勢，持續檢討修正法令規

範。 

9. 持續辦理納管之加油站(含軍方、新設加油站、定期監測申

報異常者)所設置地下儲槽系統之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

測設備之設置、維護與定期監測申報情形查核，並輔以改

善。 

10. 持續建置「地下儲槽系統管制中心」，以利管制業者申報

作業，以作為未來管制措施擬定、污染改善追蹤之依據。 

(二) 評估各種污染潛勢，增加調查對象範圍。 

1. 了解本署已列管之 152 處丙、丁級非法棄置場址經長年堆

放棄置是否造成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並確認污染及風險程

度，強化對其之管制。 

2. 針對重要地下水資源區域(濁水溪沖積扇及屏東帄原地下

水區)優先調查源頭補注區是否遭受農業及工業污染。 

3. 針對重要地下水資源區域之中下游調查農漁用抽水井是否

受農業及工業污染。 

4. 針對民用航空站調查土壤及地下水是否遭受污染。 

5. 比較國內外民用航空站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差異。 

6. 若查證為污染場址，概估場址內外是否具有潛在性之健康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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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辦理二仁溪流域污染調查。 

四、 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一） 強化緊急應變機制，確實防範污染擴散。 

1. 成立應變支援單位，協助調查、查證緊急污染案件，以採

取相關應變措施，減輕污染影響或避免污染擴大。 

(二） 依法支應補助經費，加速無主場址整治。 

1. 補助地方辦理污染調查及改善作業。 

(三） 檢討獎勵考評辦法，協助地方業務推動。 

1. 檢討修正既有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績效考

評機制，訂定公帄合理考評制度，以提升執行績效。 

五、 提昇本土專業能力，擴大民間共同參與 

（一） 配合節能減碳政策，推動綠色整治觀念。 

（二） 強化採樣檢驗能力，確保技術數據水準。 

（三） 輔導發展生物整治，輔導引進成熟技術。 

1. 現地引用生物復育技術進行 DNAPL 場址整治。 

（四） 協助學術研究發展，加強業界溝通互動。 

1. 建立調查與整治技術研究計畫之補助規範與審查機制，促

進產官學界研究技術交流，發展各類所興整治技術。 

2. 底泥標準研究與處置方式政策研究。 

（五） 規劃專業管理制度，充實本土人力資源。 

1.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與整治工作專業管理制度，確

保各項污染場址管理步驟與品質。 

（六） 彙整實務經驗成果，積極辦理教育宣導。 

1. 持續彙整實務經驗成果，編撰土壤及地下水教育專題書籍，

製作文宣及有關活動，落實環境教育。 

2.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等相關研討會。 

（七） 擴大國際合作交流，推動兩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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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大辦理國際與兩岸合作交流計畫，以提升國際形象。 

2. 人力培訓與國際合作。 

 

2.2 績效指標與執行 

99 年度績效指標共計 14 大項，每年度訂定之策略績效目標，

將作為分析施政目標達成情形之衡量指標，99 年度績效指標詳於

表 2.2-1 所示，其 99 年度執行成果詳於表 2.2-2 所示。 

 

表 2.2-1  99 年度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受污染農地改善達成率、加油站儲槽改善率、工廠(場)改善率 

1. 已公告農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

善率 

改善率為 79.5%，符合績效衡量指標值 

2. 已公告加油站、儲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場址改善率 

改善率為 71.4％，符合績效衡量指標值 

3. 已公告工廠（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

址改善率 

改善率為 53.4%，符合績效衡量指標值 

 

表 2.2-2  99 年度執行成果 

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推動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審核，

分析檢討徵收對象及執行 

(一) 整治費徵收審理稽核相關作業 

 

 

 

 

 

 

 

 

 

 

1. 核定整治費申報案件 3,009 件，實際繳
入金額為 6 億 9 千 6 百萬餘元，並完成
現場稽核共 322 件及出口退費核定 234

件。 

2. 持續蒐集國外收費制度情形，以通盤研
議擴大費基（包含取消退費等配套措
施）、簡化退費等問題。 

3. 加強辦理網路申報訪談及輔導，以提升
網路申報率（網路申報率達 80%），並



第二章  99 年度重大政策與績效 

7 

 

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二)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及
退費複審、稽核 

辦理批次上傳申報機制等便民措施。 

4. 因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修法通
過，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
費辦法」進行檢討。 

 

1. 抽選整治費申報案件之 5％進行複審及
分析性複核作業，以防止短報、漏報等
不實申報情形，落實「誠實申報」原則，
99 年度完成整治費抽核計 116 件。 

2.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之出口
退費複審、工程及保險退費複審及分析
性複核作業，以確保退費核定之正確
性，完成 9 9年度出口退費案件複審 299

件，保險退費 24 件及工程退費 18 件。 

二、完備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架

構，健全基金求償機制及規劃管理等

業務 

(一) 推動研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業務及求償諮詢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污染整治法修正草
案於 97 年送立法院後，經 4 次逐條審
查及 2 次朝野協商，遂於 99 年 1 月 8

日三讀通過，並於 99 年 2 月 3 日經總
統修正公布。 

2. 於 99 年 5 月 5 日發布「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修正公布施行後過渡時期
執行要點」。並於 12 月 31 日修正發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
則」。 

3. 基金代支應台南中石化安順廠污染整
治場址污染整治費用求償作業： 

(1) 8,878 萬 6,006 元求償訴訟案，於 99

年 1 月 27 日做成一審判決，認定中
石化公司應負擔該筆代墊費用，該公
司於同年 3 月 22 日向最高行政法院
提出上訴。 

(2) 1,797 萬 7,165 元（含分期繳納之利
息）求償訴願案，中石化公司先於 99

年 3 月 9 日返還歸墊，並向本署訴願
會提起訴願救濟，全案刻正進行訴願
審議中 

4. 有關屏東縣赤山巖污染整治場址之污
染行為人認定案件，台灣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提行政訴訟，高雄高等法院於
99 年 8 月 12 日判決該公司敗訴，目前
該公司已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審
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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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二) 檢討規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等相關工作 

 

 

 

5. 99 年 4 月 1 日施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代為支應費用求償案件列管
作業原則」，列管作業系統亦同步上線
運作。 

 

1. 完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十年工作
執行成果，透過多元化型態，推動環境
教育，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十
週年宣導系活動說明記者會」、「種子
人才培訓營」、「十年有成發表記者會」
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專題報導」等宣
導活動。 

2. 提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評估
與整治相關技術，本年度完成「研究計
畫及模場詴驗計畫機制」之研訂，並於
99 年 6 月 28 日發布「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研究計畫與模場詴驗計畫申請作業
要點」。 

3. 完成修訂 99 年度地方績效考核制度，
納入相關現地評鑑作業。並為利後續作
業之推動，於 99 年上半年度針對地方
完成召開說明會及現地評鑑作業觀摩
會各 1 場次。 

三、建置場址風險評估機制，推動環境品
質管理等有關工作 

(一) 推動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管理 
 
 
 
 
 
 
 
 
 
 
 

(二) 進行底泥品質管理與管制 
 
 
 
 
 
 
 

 

 

1. 建構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相關規
範，完成整治調查及可行性研究評估報
告撰寫指引（草案）等 7 項行政規則，
以利地方落實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
之執行。 

2. 完成台北市關渡帄原與高雄縣福德爺
廟場址第三層次健康風險評估報告與
實作案例手冊。 

3. 完成健康風險評估評析方法修正及本
土化參數之更新，修正電腦計算程式內
容及相關參數。 

 

1. 完成國內外底泥品質管理策略及品質
指標資料彙整及國外污染底泥清理、處
理技術及整治案例分析，作為國內底泥
管理策略之參考。 

2. 針對國內現況，完成底泥品質管策略分
析、底泥品質管理項目、指標與工作方
案(草案)訂定，作為後續落實推動底泥
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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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三) 全國重金屬高污染潛勢農地之管
制 

 

3. 完成國內水域底泥歷史資料彙整，掌握
國內底泥品質現況，並完成受關切河川
－二仁溪之底泥環境調查。 

 

1. 建置引灌受重金屬污染渠道之農地高
污染潛勢區域之篩選調查機制，以進一
步篩選出應優先調查之農地高污染潛
勢區域；並透過先期詴辦區之調查執行
成果以回饋修訂機制，研擬後續擴大調
查計畫。 

2. 探討受污染渠道與污染農地之關連性

及有效之行政管制策略並建置農地重

金屬污染潛勢評量與預警管制系統建

置，以供本署後續辦理污染農地相關工

作之參考。 

四、建立整合全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資料庫及資訊支援 

 

1. 擴大整合7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
關應用資訊系統，提升電子化管理與橫
向聯繫機制，完成 2 次整併研商會，訂
定系統整併作業規劃、整併方法與各項
期程，並於 99 年 5 月 28 日完成上線，
以及 7 場次系統使用說明會。 

2. 完成訂定資訊系統建檔作業程序與修
正登錄範本，以落實資料定期建檔與審
核機制。 

3. 新增「基金支應求償管理作業系統」及
「剷除銷燬及停耕補償作業系統」，加
速行政作業時間。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及執行 

一、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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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9年度已辦理新竹市等 12縣市 13件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應變處理之調
查、查證工作。 

2. 持續研析修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
應變處理參考手冊」。 

3. 規劃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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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驗證及

技術支援等相關工作 

(一) 辦理全國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潛勢調查 

 

 

 

 

 

 

1. 第4期工作完成擴充高污染潛勢業別為
20 大類，並依各業別產業特性，研選
810 家工廠進行現況初步勘查。經排除
現況已轉廠或變更為住宅用途等工廠
後，依評量成果，初步評估可納入 239

家建議調查候選名單，並依初勘結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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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二) 進行全國廢棄工廠污染潛勢基線
普查 

 

 

 

 

 

 

 

 

 

 

 

 

 

 

 

 

 

(三) 進行全國加油站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潛勢調查 

 

 

 

 

 

 

各地方環保局、建設局提供之工廠資訊
進行各廠量化篩選評分，篩選 93 家建
議調查候選名單之工廠辦理現場勘
查。由現場勘查評析結果，排序出 50

家工廠進行調查作業，並針對其中發現
有污染之虞場址進行查證工作，計有 28

處場址污染事證明確，已責成地方環保
局依法處理。 

2. 另為加強推動廢棄工廠調查技術及說
明土地管理策略，針對發現有污染之虞
場址進行查證工作，加強推動廢棄工廠
調查技術研習訓練及土地管理策略宣
導說明，1 場次廢棄工廠調查技術研習
會及 2 場次土地管理策略宣導會，並研
訂 15 大類高污染潛勢事業類別之調查
技術規範或指引手冊建置，以提供環保
機關推動相關工作之參考。 

 

1. 因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修法通
過，整體規劃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
作業，為加速掌握全國近 12 萬家廢棄
工廠之污染潛勢，先行辦理「全國廢棄
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基線普查
計畫」，延續前四期計畫經驗並配合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9 條指定
公告事業及權衡環境與居民健康風險
及土地再利用與都市開發等因子，完成
廢棄工廠通案管制策略研訂及污染潛
勢地圖初步規劃工作，作為後續污染土
地管理策略實施基礎。 

2. 配合基線普查計畫調整作業，完成現況
盤查系統開發及 6,000 家工廠初步定位
與評估，賡續現況盤查工作輔助定位與
資料校核功能，俾加速整體盤查作業時
程及奠定污染潛勢評析作業實施之各
項基礎工作。 

 

1. 調查 95~97 年間本署所辦理之加油站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與監測設備查
核暨網路申報諮詢計畫之篩選出 42 家
高潛勢污染加油站，業於 99 年 2 月完
成相關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工
作，並依調查結果將 24 站土壤或地下
水超過污染管制標準之加油站，責成地
方環保局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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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四) 加油站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與
監測設備查核 

 

 

 

 

 

 

(五) 針對列管之 158 處丙、丁級非法棄
置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進行調
查 

 

 

 

 

(六) 軍事單位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預防調查 

 

 

 

 

 

(七) 二仁溪流域沿岸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 

 

 

 

(八) 進行運作中之工廠土壤及地下水
含氯有機溶劑污染潛勢調查 

 

 

 

 

(九) 其他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對
象調查 

 

2. 賡續辦理 5~10 年內間設立及防止污染
地下水體設施與監測設備查核第三期
計畫所篩選出高污染潛勢加油站共 400

家，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及
查證，已完成 385 家第一階段測漏管與
土壤氣體油氣檢測工作與4場次行前業
者說明會。 

 

1. 完成檢討「加油站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
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執行現
況問題與研擬改善對策，並完成修正草
案及辦理 4 場次公聽、研商會。 

2. 完成查核 10 站軍事單位及 414 站加油
站之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
備之設置、維護與定期監測情形。 

 

本年度賡續辦理第 2 期計畫，以前年度辦
理之計畫已完成現勘，但尚未進行污染調
查之 30 處非法棄置場址，篩選出 20 處具
高污染潛勢場址為該階段優先執行污染調
查與查證，已完成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確
定 20 處優先執行污染調查與查證名單。 

 

針對前年度46處場址現勘後，篩選出18處
場址進行調查，已完成第1階段調查作業，
並對其中8處軍事單位場址執行第2、3階段
調查，預計於100年1月可完成相關調查工
作。 

 

經調查結果顯示，41 處調查場址中針對調
查結果中有10處已確定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場址，移請地方環保局依規定進行查處及
依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賡續辦理第 2 期計畫，擴大建置我國使用
或曾使用含氯有機溶劑之運作中工廠之
名單及基本資料，已完成 54 場次初篩工
廠之環境場址評估，16 家工廠現場調查工
作及新增 2 家工廠現勘。 

 

1. 進行營運中（含鉛）工廠污染潛勢調
查，完成第二階段工作依篩選機制篩選
出6處高污染潛勢場址進行土壤及環境
介質檢測，及新增加調查 7 處場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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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裸露地或農地土壤之第二階段土壤及
作物全量分析。 

2. 針對國內污染潛勢較高之航空站進行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及查證，已

完成 18 站航空站現勘（包括 200 處駐

站單位），與 1 場現場調查說明會，預

計 100 年 1 月底前開始進站調查。 

三、監督污染場址進行相關污染管制、控

制、評估及整治復育之執行 

本年度完成 6 處污染場址之初步評估結果
審核並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累積已完成
33 處污染場址之初步評估結果審查，包括
17 處加油站、2 處儲槽、2 處非法棄置場
址、9 處工廠及 3 處其他類場址。 

四、協助及補助地方政府針對污染場址之
調查、查證、應變、評估、管制及整
治等計畫之執行 

 

 

 

(一) 補助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
調查及驗證等工作 

 
 
 
 
 
 
 
 
 
 

(二) 補助進行污染場址之評估、管制、
整治及監督等相關工作 

1. 新竹市前台灣木材防腐公司場址
及週邊地下水污染管制工作 
 
 
 
 
 
 
 

2. 彰化縣進行玉弘污染整治場址調
查評估 
 

本年度協助地方公告共 73 處污染控制場址，包括

33 筆農地、10 處加油站、6 處非法棄置場址、21

處工廠及 3 處其他類型場址。完成 130 處控制場址

污染改善、驗證及解除列管，包括 117 筆農地、6

處加油站、2 處儲槽及 5 處工廠。 

 

1. 99 年度補助全國 25 縣市執行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調查、監測及查證作業，本年
度完成 619 筆約 365 公頃農地調查，其
中已有 86 公頃農地達土壤污染監測標
準，59 公頃農地已達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另完成 77 處加油站、7 處儲槽場
址、79 處工廠、19 處非法棄置場址及
330 處其他類型場址。 

2. 針對高雄縣、台中縣等 6 縣市擴大進行
專案污染場址周邊環境污染調查及驗
證。 

 

 

 

1. 已完成場址周遭 500 公尺調查，顯示有
2 處監測井三氯乙烯超過管制標準，地
方將依法公告為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
制地區及規範限制事項。 

2. 場址內污染改善部分，土地所有人已完
成改善並提污染改善完成報告經審查
通過，新竹市環保局已完成驗證工作，
待驗證報告經復核通過即可解除列管。 

 

完成整治場址地下水污染調查及評估計

畫，與地下水污染範圍調查並評估對環境

之影響，並釐清場址是否尚有污染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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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3. 協助台南市監督中石化安順廠及
一心加油站污染整治場址整治工
作 
 
 
 
 
 
 

 
 
 
 
 
 
 
 
 

4. 進行台南縣永康地下水受污染區
調查及應變 
 
 
 
 
 
 
 
 

5. 高雄縣辦理污染列管場址細密調
查、污染控制曁監測工作 
 
 
 
 
 
 
 
 
 
 
 
 

且持續釋放污染物，並找出可能的污染熱

區，做為後續整治作業之參考。 

 

1. 依法監督中石化公司進行整治及場址
周圍環境監測及污染整治驗證工作。該
場址於 99 年 5 月 4 日正式開工，並陸
續完成場址東側草叢區、北側樹林區及
南端單一植被區之污染移除，環保局並
進行成果驗證，後續將依驗證結果辦
理。 

2. 協助地方持續進行廠址附近居民之健
康照護與生活照顧計畫，行政院已於 7

月2日同意台南市政府所提由第一階段
計畫剩餘款延續辦理第二階段工作計
畫。 

3. 協助台南市監督一心加油站進行污染
整治工作，經地方環保局驗證通過低於
管制標準後，本署於 12 月 29 日完成整
治場址解除列管審查作業。 

 

預計加強對污染區域之歷史資料調查，以

利本案之污染源追查並針對可疑污染物進

行比對。針對 94 年計畫所發現西北方之污

染區域進行補充調查，確認污染物空間分

布及地質水文與污染物特徵描繪。持續進

行既有 6 口抽水井之抽水作業，避免污染

擴大。進行污染範圍地下水清查，持續宣

導周圍民眾勿使用地下水。 
 

1. 已完成大寮鄉福德爺廟場址水文地質
調查評估作業、地下水污染範圍調查作
業及場址污染擴散控制之規劃，並建立
場址之特徵概念模型，界定場址污染源
區與污染團分布與劃定污染改善區。持
續進行場址污染擴散控制目前正進行
水文地質與污染範圍調查工作，同步監
測污染團移動情形，以避免污染團持續
擴散。 

2. 辦理紅蝦山控制場址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範圍調查，以確實掌握污染分佈範
圍，並劃定土壤、地下水污染改善範
圍，據以評估規劃合適之整治工法。 

3. 進行林園鄉中汕段整治場址土壤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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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6. 協助屏東縣進行新園鄉污染整治
場址整治 
 
 

(三) 補助辦理全國受污染農地污染改
善 
 
 
 

 
 
 
 
 
 
 

(四) 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所需採需

之緊急處理作業 

下水污染範圍調查，並依據結果進行整
治工作。 

 

協助屏東縣政府提報土壤污染整治計畫，

並督導本案相關處理情形。 
 

1. 加速推動重金屬污染農地之土壤改善
工作及污染場址之清理，99 年度新增公
告列管農地污染控制場址 12 筆 2.93 公
頃，新增解除 114筆列管控制場址 25.94

公頃，歷年累積公告污染控制場址計
2,074 筆約 470.19 公頃，解除列管 1,591

筆 375.54 公頃。 

2. 持續辦理全國農地受污染地區地上作
物剷除、銷毀及補償等作業，以確保污
染作物不致流入市面，影響民眾健康。 

 

補助地方完成超過 60 件通報或配合緊急

處理作業案件數。 

提昇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能力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相關

研究發展 

(一) 食用作物受人為污染及天然賦存
土壤重金屬影響 
 
 
 
 
 

(二) 戴奧辛生物篩選技術建置與擴大
應用研究 
 
 
 
 
 
 
 

(三) 溼地環境(土壤、水質、生物)重金
屬與甲基汞含量探討研究 
 
 

 

 

99年完成人為污染及天然賦存重金屬土壤

與食用作物（水稻及蔬菜）吸收重金屬含

量的相關性之初步研究，了解水稻及蔬果

類品種與種別吸收土壤重金屬之調查，並

建立全國農地土壤重金屬背景資料庫。 
 

1. 共計完成 263 件河川及污染場址之土
壤、底泥及生物體採樣及戴奧辛分析，
並建立本土樣品之生物法與化學法之
戴奧辛毒性當量比例數據及適用性研
究，以作為未來訂定各基質樣品篩選行
動管制值之重要參據。 

2. 完成本土戴奧辛篩選技術建置與技術
移轉，協助取得生物細胞久使用權。 

 

為建立濕地環境及生物體重金屬與甲基汞

檢測技術，瞭解國內眾金屬與甲基汞背景

值，除先建立相關檢測技術外，並進行台

灣地區沿岸施地重金屬與甲基汞背景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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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99 年度執行成果 

 
 
 
 
 
 

(四)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研究計畫與模
場詴驗計畫 

 

 

查並探討其相關性，99 年完成淡水河紅樹

林溼地及高美溼地 93 件包括土壤、水質、

生物體樣品之採樣及分析工作，作為該兩

處濕地之有機汞環境背景資料。 
 

為提昇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評估

與整治相關技術，並辦理 20 案之研究計畫

及模場詴驗計畫，其研究成果、技術、知

識、經驗，將提供國土整治復育技術的實

際運用，符合環境永續之復育技術，並厚

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人力。 

二、 污染整治人力培育及國際合作 

(一) 辦理污染整治人力培育工作 
 
 
 
 
 
 
 
 
 
 
 
 
 
 
 
 
 
 
 
 
 
 
 
 

(二) 辦理國際交流，汲取國外經驗，提
昇國內污染整治技術 

 

 

 

 

1. 為培育我國土水污染整治專業人才與
提升本土化整治技術，於 99 年 1 月 28

日舉辦專題演講「褐地再開發」1 場次，
共計 70 人。 

2. 舉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十年宣導
相關系列活動，針對大專院校相關科系
學子於 2 月 3 日至 5 日辦理三天兩夜之
「種子人才培訓營」，共計 90 人。 

3. 舉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十年宣導
相關系列活動，培育政府機關及工程顧
問相關人員，於 6 月 1 日至 2 日辦理「專
業人才培訓」課程，共計 144 人參與。 

4. 為提升國內健康風險評估制度於法規
面與執行面的整體概念，於 8 月 4 日與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完成辦理「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專業/技
術服務機構宣導說明會」、「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教育訓練
會」培訓計 133 人。 

5. 針對本暑與全國各直轄市、縣（市）環
保局同仁為對象，為促進相關政策、業
務推展，於 11 月 30 日與 12 月 1 日完
成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與
實務」，共計約 100 人參加。 

 

1. 為培育我國土水污染整治專業人才與
提升本土化整治技術，於 99 年 1 月 28

日舉辦專題演講「褐地再開發」1 場
次，共計 70 人。 

2. 舉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十年宣導
相關系列活動，針對大專院校相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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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子於 2 月 3 日至 5 日辦理三天兩
夜之「種子人才培訓營」，共計 90 人。 

3. 舉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十年宣導
相關系列活動，培育政府機關及工程
顧問相關人員，於 6 月 1 日至 2 日辦
理「專業人才培訓」課程，共計 144

人參與。 

4. 為提升國內健康風險評估制度於法規
面與執行面的整體概念，於 8 月 4 日
與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完成辦理「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專
業/技術服務機構宣導說明會」、「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教
育訓練會」培訓計 133 人。 

5. 針對本暑與全國各直轄市、縣（市）
環保局同仁為對象，為促進相關政
策、業務推展，於 11 月 30 日與 12 月
1 日完成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技術與實務」，共計約 100 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