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9條公告事業用地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備審查作業」 

說明會 
 

 主辦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執行單位：東鴻環保顧問有限公司 

一、目的: 

為提升業界對於公告事業辦理備查與審查申報作業，本署特舉辦

說明會，以促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領域之業界經驗交流與分享，並期

藉由本次會議，使各界暸解目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9 條

相關法令規範、評估調查人員制度以及土壤污染評估調查檢測資料之

申報流程與審查重點。 

二、對象: 

公告事業業者及其所屬公會、各縣市工業會、工業區服務中心、

科學園區管理局、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公告事業使用土地之土地所有

人。 

三、舉辦日期： 

1. 台北場:106 年 04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台北報名期限:請於 04 月 26 日前完成報名,額滿為止> 

2. 高雄場:106 年 05 月 05 日(星期五)下午 

<高雄報名期限:請於 04 月 28 日前完成報名,額滿為止> 

3. 台中場:106 年 05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4. 桃園場:106 年 05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台中及桃園報名期限:請於 05 月 03 日前完成報名,額滿為止> 



四、舉辦地點： 

1. 台北場: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新館 B1F-圓形演講廳(二) 

2. 高雄場: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ICCK 6F- (605 會議室) 

3. 台中場: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F-第一會議室 

4. 桃園場: 桃園勞工育樂中心 3F- (302 會議室) 

 

五、議程： 

時間 課程內容 

13:20~13:30 報到  

13:30~13:40 主席致詞  

13:40~14:30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申報作業說明 (一) 

14:30~14:40 休息  

14:40~15:30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申報作業說明 (二) 

15:30~16:00 意見交流  

散會  

 

六、本宣導說明會採網路報名，請至「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網」報名： 

報名網址(土壤及地下水整治網): https://sgw.epa.gov.tw/ 

報名連結名稱: 八、九條公告事業宣導說明會 

(連結位置位於網頁右方列表，說明圖示請參照附件一。) 

因場地座位有限(限額 90 人)，請即早報名，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七、本次說明會採自由入座，參加人員請於開始前完成報到手續，本署不

再另函通知。 

https://sgw.epa.gov.tw/


 

八、本宣導說明會完全免費，並提供講義及餐盒。如需詢問說明會相關事

宜，聯絡方式如下: 

 

聯絡人：胡維娟 小姐 

電話: 02-8660-8101 分機 208 

電子郵件信箱： mannahu@eri.com.tw 

 

※為共同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筷、杯子※ 



附件一、網頁報名連結位置說明 

 



附件二、土污法八九條公告事業及定義 

 
批次 項次 事業 定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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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革、毛皮整製業 
從事皮革、毛皮之鞣製、硝製、染整、梳整、壓花、上漆、上蠟或以熟製皮革

下腳為原料從事磨碎、壓製等之事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從事以礦產原油、頁岩、瀝青砂、廢塑膠、廢橡膠或其他物質，分餾提煉有機

溶劑、瀝青、石油製品或再生油品，或由煤、天然氣及生質性物質產製類似分

餾物等之事業。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從事以化合、分解、分餾、蒸發、萃取等物理或化學反應方法產製無機或有機

基本化學原料之事業。但僅從事自空氣分離氣體、高壓氣體罐裝、氫氣之純化

及二氧化碳製造之事業，不在此限。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從事以石油或天然氣產製石化基本原料及中間產品之事業。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從事高分子聚合物如合成樹脂、塑膠等化學合成製造之事業。 

合成橡膠製造業 從事化學合成方法製造合成橡膠或彈性物質之事業。 

人造纖維製造業 從事以化學方法製造合成或再生纖維棉及絲之事業。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

造業 
從事農業及環境衛生用藥原體及成品製造、加工調配、分裝之事業。 

塑膠皮、板、管材及塑

膠皮製品製造業 

從事以石化基本原料及中間產品合成製造塑膠皮、板、管材及塑膠皮製品製造

之事業。但僅以塑膠粒或廢塑膠為原料，從事押出或射出成型製造塑膠板、管

材者，不在此限。 

鋼鐵冶煉業 
從事礦砂之冶煉以生產生鐵、合金鐵及直接還原鐵（如海綿鐵、熱鐵塊），或

再以生鐵、直接還原鐵、廢鋼或鑄鋼錠精煉成碳素鋼、合金鋼等之事業。 

金屬表面處理業 

(一)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鍍、鍍著、塗覆、烤漆、噴漆、染色、

壓花、發藍、上釉、其他化學處理或塑膠製品表面電鍍之事業。 

(二)其他事業實際運作包含(一)所述製程，且為該工廠之主要製造程序者，亦

屬本事業類別。 

半導體製造業 從事半導體製造、封裝之事業。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從事印刷電路板製造之事業。 

電池製造業 從事電池製造之事業。但僅從事燃料電池製造之事業，不在此限。 

一 二 電力供應業 從事火力發電之事業。但僅以天然氣發電之事業，不在此限。 

一 三 加油站業 
依據經濟部「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及「漁船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經營汽油

、柴油零售之加油站。 

一 四 廢棄物處理業 

(一)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清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處理機構及依據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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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設施

之機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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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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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材業 從事木材乾燥、浸漬防腐等保存處理之事業。 

肥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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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塗料、染料、顏料、瓷釉、油墨製造之事業。 

鋼鐵鑄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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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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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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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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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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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 項次 事業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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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熱處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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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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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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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廢棄物回收、清除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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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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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說明會交通指引(臺北場) 

 
一、日期：106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五) 

二、地址：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新館 B1F-圓形演講廳(二) 

（臺北市延平南路 127 號 B1F） 

三、電話：02-2331-8668 

四、說明會交通指引網頁： 

http://future.sce.pccu.edu.tw/service/service01_05.asp  

 

GPS 座標：N25.03871  E121.50898 

 

路線簡述: 

 

http://future.sce.pccu.edu.tw/service/service01_05.asp


附件四、說明會交通指引(高雄場) 
 

一、日期：1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二、地址：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ICCK 6F- (605 會議室)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6F） 

三、電話：07-561-8666 

四、說明會交通指引網頁： 

http://www.icck.com.tw/indexpage.php?LarCode=%E9%97%9C%E6%96%BCI

CCK&MidCode=%E5%9C%B0%E7%90%86%E4%BD%8D%E7%BD%AE&t

abindex=0 
 

 

路線簡述: 

 

 
 

http://www.icck.com.tw/indexpage.php?LarCode=%E9%97%9C%E6%96%BCICCK&MidCode=%E5%9C%B0%E7%90%86%E4%BD%8D%E7%BD%AE&tabindex=0
http://www.icck.com.tw/indexpage.php?LarCode=%E9%97%9C%E6%96%BCICCK&MidCode=%E5%9C%B0%E7%90%86%E4%BD%8D%E7%BD%AE&tabindex=0
http://www.icck.com.tw/indexpage.php?LarCode=%E9%97%9C%E6%96%BCICCK&MidCode=%E5%9C%B0%E7%90%86%E4%BD%8D%E7%BD%AE&tabindex=0


附件五、說明會交通指引(台中場) 

 
一、日期：10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 

二、地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2F-第一會議室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100 號 2 樓） 

三、電話：04-2262-5100 

四、說明會交通指引網頁： 

http://www.nlpi.edu.tw/About/branch/newlibrary.htm 

 

 

路線簡述: 

※台鐵：乘火車至臺中站下車，徒步左轉建國路左轉臺中路，右轉復興路，

沿復興路 3 段左轉復興園路到本館，約 25 分鐘 

※高鐵：高鐵臺中站 

□轉乘計程車：計程車約 25分鐘。 

□接駁公車：由高鐵臺中站大廳層至 1樓客運轉運站，前往公車月台搭乘： 

臺中客運 82，101號、中台灣客運 125號公車至臺中高等法院站下車。 

巨業客運 166號公車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復興路)站下車。 

※開車建議行徑：國道 1 號中山高速公路 

南屯交流道下，走五權西路右轉五權路，接五權南路至臺中高等法院對面

即可到達 

http://www.nlpi.edu.tw/About/branch/newlibrary.htm


附件六、說明會交通指引(桃園場) 
 

一、日期：10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 

二、地址：桃園勞工育樂中心 3F- (302 會議室)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9 號 3 樓） 

三、電話：03-3322101 

四、說明會交通指引網頁： 

http://recreation.tycg.gov.tw/map.aspx 
 

 

路線簡述: 

※高鐵：高鐵桃園站 

高鐵桃園站搭桃園客運至桃園火車站，再從桃園火車站轉搭桃園客運 1 路

公車或免費市民公車至市政府站下車 

※公車： 

□桃園火車站前的復興路可搭乘桃園客運 1 路公車或免費市民公車至市政

府站下車或從桃園火車站搭乘市府免費接駁電動巴士至市政府站下車 

□中壢火車站前可搭乘中壢客運至市政府站下車 

※開車建議行徑：南桃園交流道 

下南桃園交流道併入大興西路三段 → 右轉國際路二段 → 左轉文中路 

→ 右轉正光街 → 左轉廈門街 → 右轉縣府路 
 

http://recreation.tycg.gov.tw/map.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