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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復育   
我國土水整治不以污染移除為出發點，而是在政策及經濟上創造誘因，在對環境及健康有善的前提
下，重新創造污染土地之價值，以使污染行為人、民眾與政府三方，均能因為污染整治而獲益。

土染問題浮出檯面，引起大眾關注，但土地即資

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推動十餘載，許多相關污

源，一旦發生土水污染，直接或間接限制國土資源的
利用與發展，因此無法單純以法規角度看待，須以永
續發展為出發點，重新思考整治及管理工作。
目前歐美國家面對土壤污染問題，已從健康風險為基
礎之土地管理政策，轉以土地未來利用方式設定整治
目標，並選擇環境友善之整治方式，在風險可接受的
請況下，將土水污染狀況改善至可再利用的條件，並
進行土地利用整體規劃及開發，如英國2012年奧運會
場之整體規劃。

採污染場址雙門檻管理制度
環保署整合「健康風險評估與管理」、「褐地再利
用」及「綠色及永續整治」觀念之土水污染復育政
策，一方面從環境正義及社會公義角度出發，解決污
染，另一方面則因整治工程的投入，活化土地資源，
促進當地與周邊的發展，創造實質經濟效益。

一、具風險評估管理精神之污染場址雙門檻管理制
度
土污法對污染場址的管制，採取雙門檻制度，來區分
污染對周邊受體的影響程度。以污染管制標準及環境
影響初步評估來規範污染控制場址與污染整治場址工
作之不同。其中環境影響初步評估，依污染範圍調查
與其對環境介質與受體之影響，評定場址處理等級。
同時允許採用風險評估方式提出整治目標，達成環
境、社會、經濟皆可接受的整治期程與目標。
二、污染責任主體認定及管理，設計監督作業機制督
促場址改善進度
土污法對於行為人之整治責任，採用無過失責任之精
神，即行為人無論是否符合環保法令，均需對其排放
行為所造成之土壤污染負整治責任，並明定污染行為
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污染土地關係人之認定、責任
與義務。同時透過計畫書提送、審查、巡查與驗證
等監督作業機制，以確保改善工作之執行進度與品
質。

我國現行土水污染場址管理政策之特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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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鼓勵民間積極參與投
入場址復育
歐美國家已發展「褐地再利用」相關措施，土污法中
考量污染整治場址可能涉及其他土地開發規定而為利
用者，賦予中央主管機關調和污染整治與土地再利用
之手段。土污法中明定場址得依其他法令規定與個案
實際狀況，從土地未來利用方式來選擇整治目標及整
治策略，結合都市發展及整體規劃，吸引及鼓勵民間
投入場址復育。
四、建置技術參考指引，鼓勵土水產業發展
環保署為協助污染場址之整治發展，陸續建置各類場
址及污染物之調查及整治參考手冊，以及監測式自然
衰減等多元技術規範，並鼓勵場址視個案特性採用最
適當的整治序列組合(treatment train)進行整治工作，並
透過研究發展計畫，鼓勵學術界發展土水污染整治技
術。近年更引進「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之概念，
期望未來之整治工作，均可更符合對環境有善、對社
會及經濟有利的基本精神。

國內污染場址類型及場址改善現況一覽表

中華民國102年6月

土水污染復育之規劃與目標
環保署主動辦理各類場址之調查，迄今累計發現2,841
處污染場址(2,777處控制場址、64處整治場址)，已完
成1,864處控制場址及3處整治場址之改善工作，並解除
列管，目前有984處場址仍在列管中。各類型場址之特
性如表列。
未來土水污染整治，將不再以污染移除為出發點，而
是在政策及經濟上創造誘因，在對環境及健康有善的
前提下，重新創造污染土地之價值，以使污染行為
人、民眾與政府三方，均能因為污染整治而獲益。未
來的工作重點及展望包括：
(一) 建全污染場址風險管理機制及配套措施，推動
「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及 「污染土地再利用」
示範場址
持續推動並建全場址風險評估、風險管制及風險溝通
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消除民眾對污染場址之負面印
象，延續「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及「污染土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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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推動工作成果辦理示範場址，建制配套措施、
場址整治開發獎勵制度及融資制度，鼓勵民間配合土
地開發進行整治。
(二) 健全完備法規制度，強化行政管理體系
強化污染預防機制，加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及預
防監測權，擴大預防管理效益，落實污染場址生命週
期管理。並持續檢討土污基金之收費及應用管理機
制，確保整治財務面永續及建全。
(三) 擴大辦理調查工作，及早發現潛在污染
為確保國內土地品質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將依過
去調查經驗及整體國土品質調查規劃，持續辦理調查
及監測工作，並建制相關預警機制，減少土污染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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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深耕核心技術，提升我國土水整治產業發展
透過調查與整治技術研究計畫之補助規範與審查機
制，鼓勵學術機構及民間單位投入土水整治技術之研
究，並提昇本土專業能力，擴大民間共同參與，促進
產官學界研究技術交流。
(五) 推動成為亞洲地區土水整治技術樞紐，強化環保
外交成效
環保署多次辦理大型土壤及地下水國際研討會，並推
動成立亞洲工作小組，獲歐美及亞洲各國認同，未來
會持續擴大國際合作交流規模，並推動兩岸經驗分
享。

國際合作

參與聯合國化學品及廢棄物三公約締約國大會
環保署派員參加聯合國秘書處4月28日至5月10日於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之整合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鹿特丹公約(Rotterdam Convention)三公約締約國大會，此
次會議參與人數及規模，皆勝以往，會場湧入超過1,800名與會者，其中包含超過200個國家代表，以
及相關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機構等。

三日的高階會議(high-level segment)中，超過40位

個公約分別達成多項重要決議。在5月9日到10

締約國環境部長出席，會中以「化學品及廢棄物三個
國際公約在國家、區域及全球層級的落實及管理策
略」作為討論主題，目的包括：一、確定三公約能更
有效地管理各國化學品和廢棄物問題。二、提高各國
對化學品和廢棄物管理問題的關注，將其作為國家

在巴塞爾公約COP6會議中召開週邊會議

永續發展的關鍵議題。三、提供經驗及最佳做法。期
透過三個公約的合作，減少環境遭受化學物質及廢棄
物的危害，並共同推動綠色經濟，實現資源永續利用
的目標。最後並通過日內瓦化學品及廢棄物友善化管
理宣言 (Geneva Statement on the sou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and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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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說明，本次並與會場各國代表互動，進行經驗
分享與意見交流，收穫豐碩。包含與日本代表就國際
上永續物料管理趨勢對於電子廢棄物輸出入政策影
響，美國代表針對環保與海關部門間合作機制及特定
有害廢棄物輸出入現況問題，德國及英國就廢棄物越
境轉移財務擔保估算進行深入意見交換，以檢視在全
球廢棄物資源化影響下，我國資源循環政策的管理突
破，並運用財務擔保策略及海關合作，降低廢棄物越
境轉移的風險。

中華民國102年6月

內目前已將全數固定污染源納入戴奧辛法規管制，並
加強稽查檢測，在議題交流中，將臺灣方面卓越成果
與國際友人分享，並吸取他國經驗，加強我國管制策
略。
於會議期間，並與布吉納法索環境部部長及其代表團
針對電子廢棄物管理及其他環境議題進行會談，除增
進布我雙方在環保專業領域上的經驗交換，預期後續
可透過更進一步的合作，分享我國電子廢棄物管理之
實務經驗。

另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策略方面，與日本代表進行
溴化阻燃劑管制交流與戴奧辛及呋喃管制交流，而國

我代表團成員與與布吉納法索環境部部長會談

空氣品質

進口二手車 將採與新車相同空品檢測標準
環保署為確保空氣與環境品質，對自國外進口使用中車輛（俗稱進口二手車）之排氣，採比照新車檢
測標準逐車測試加以管制，通過檢測才能領牌上路。

目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前環保署指定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財團

院、春元車輛科技有限公司及冠羿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等5家測定機構執行這項檢測工作，每年檢測數約6,800
輛。
環保署副署長葉欣誠於5月24日至裕隆汽車的三義廠
車輛試驗室，視察逐車檢驗狀況，聽取業者之相關建
言，並期勉檢測機構與環保署一起為進口二手車之排
氣污染管制把關。

環保署為維持測定機構之檢測品質，每年除對每一測
定機構各執行2次檢驗室定期查核外，並不定期執行
不預警稽查，以確保檢測數據之精確性，查核項目包
括測定人員是否領有證照、車輛檢測過程是否確實依
檢測方法規定執行、儀器設備是否維護保養及校正
等。
環保署為避免車主僥倖蒙混心理，產生1家檢測不過即
找另1家重檢情形，規定5 家測定機構設有相互通報機
制，測定機構若檢測到不合格之車輛，應將該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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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檢測結果立即通報其他測定機構，當車主將檢測不
合格車輛送至其他測定機構檢測時，其他測定機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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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該車不合格項目謹慎檢測，確保各測定機構檢測
品質之一致性。

將汽車廢氣收集取樣至分析儀

水質管理

6條都會型河川整治完成
環保署為提升都會地區民眾的生活品質，將復育都會型河川與整治列為執行重點，環保署規劃6條都會
型河川整治工程，已全數完工，總受惠人口達162萬人。

基高雄市鳳山溪、台中市柳川及桃園縣老街溪等

隆市田寮河、新北市中港大排、屏東縣萬年溪、

6條都會型河川，位於都市內人口集中地區，與民眾
生活極為貼近。高度都市化的結果導致大量生活污水
排入，造成污染嚴重，影響民眾生活品質；部分地區
甚至將河川封閉加蓋，減少民眾與河川水岸之親近空
間。該署自97年積極推動「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
計畫（第2期）」，透過截流污水、引進清水及水岸活
化的整治策略，達到提供優質生活環境、增加親水空
間之目標。
截至101年底止，已陸續完成高雄市鳳山溪（含支流
曹公圳）、屏東市萬年溪、新北市中港大排及台中市
柳川等4條都會型河川階段性的整治工程，整治後除河
川水域環境獲得改善外，更結合在地的人文、歷史及
景觀休閒等都會特色，呈現水岸環境軸線反轉的新風
貌，帶動都市發展及提升生活品質。
基隆市田寮河的整治，截流田寮河兩岸污水及排入基
隆港的旭川河污水，經由污水主幹管送至和平島水
資源回收中心處理。每日可截流污水量約5萬8,000公
噸，每日去除有機污染(B O D)9,700公斤，受益人口數
約30萬人。全部工程亦於102年3月完成，將可有效改

善田寮河沿岸臭味及提升基隆港港域水質，減少污水
產生的惡臭。
桃園縣老街溪自99年起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下，已於102年初完成重要的整治建設-「新勢公園礫
間接觸曝氣氧化水質淨化工程」，該工程完成後，能
讓每天約3萬公噸的污水變成潔淨活水，使得老街溪開
蓋河段的水質獲得改善與清水的湧注。
另透過於槽體中央設置的地下觀察廊道，可讓民眾瞭
解水質淨化原理，並觀察近自然工法淨化水質的過
程，達到了解淨化過程之目的。搭配老街溪加蓋段的
開蓋重新營造河岸，新勢公園綠美化、運動設施及河
川教育中心之總體營造，使得水質淨化設施更能貼近
民眾生活，並成為老街溪整治的新亮點。
環保署強調，該署目前正積極推動行政院核定之「水
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持續與各地方政
府維持良好的夥伴關係，共同努力推動其他都會型河
川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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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柳川整治前

台中市柳川整治後

空氣品質

修正「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
環保署公告修正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並將部分規範改採與歐盟法規一致，符合歐盟污染排
放測試法規之規定。

目水道系統及發電廠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
前水質自動連續監測及通訊傳輸科技已日趨成警

並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傳輸。
環保署指出，本次修正重點包括燃料箱重量計算方
式、車輛速度量測精確度及試驗用油規範等改採與歐
盟法規一致；及新增符合歐盟污染排放測試法規之規
定，如替代清潔燃料及混合燃料車輛與複合動力電動
車之測試用油規定、複合動力電動車之相關測試規
定、動力計阻力設定、手動阻風門使用規定及具怠
速熄火功能車輛之除外條款等規定，自7月1日起實
施。

另，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車輛定義於101年5月
30日修正已將「機器腳踏車」改為「機車」，故「機
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修
正為「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
機車第五期排放標準已於民國96年7月1日起正式實
施，國內製造廠及進口業者皆依現行「機車廢氣排放
測試方法及程序」規定，於國內經認證之法規實驗室
進行排氣污染認證測試。環保署為促進國內機車產業
技術提升及與世界同步發展，修正前揭測試方法及程
序，藉此與國際車輛排氣法規趨勢做調和，以淘汰
過時及新增符合歐盟污染排放法規之測試方法及程
序。

第16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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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管理

修正水措管理辦法  提供監測連線作業依循
為更嚴密監控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環保署修改相關辦法，要求大型事業、工業區污水
下水道系統及發電廠應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並與地方主管機關連線傳輸。

目熟，運用於監控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

前水質自動連續監測及通訊傳輸科技已日趨成

質，有助於事業、管理機關監測（視）設施，並與地
方主管機關連線傳輸。
環保署表示，本次修正重要規定包含(一)監測連線對
象應定時將監測數據，經傳輸模組以網路方式向地方
主管機關連線傳輸，如無效或遺失數據達一定比率以
上，將視為未正常傳輸。(二)監測連線對象應依儀器原
廠要求之頻率進行定期校正，另針對化學需氧量及懸
浮固體測項，另應定期執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三)監

測儀器遇有故障、維修或汰換等情形時，應以人工採
樣檢測方式替代之。
環保署指出，藉由推動自動監測及連線傳輸之措施，
可促使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隨時掌握廢水處理設施
操作狀況及功能性，自主管理。如遇水質異常或突發
狀況時，亦可提供預警通報，立即採取緊急應變及改
善措施，進而提升廠內之污染預防管理。環保單位亦
可掌握完整及即時業者排放資訊，對於污染管制及河
川水質整治，均有正面效益。

環境資訊

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 擴增資料公開民眾查詢
環保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即日起擴增提供全民查閱有害空氣污染物檢測結果、各水體污
染排放量及違反環保法規之裁處資料（網址：http://prtr.epa.gov.tw）。

環水、廢、毒等各業管單位個別系統匯出後，加以
保署表示，該署特別將許可及申報資料由空、

整合成「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使其具有單一
窗口(portal)的效果。公眾藉由此系統，即可同時查閱
空氣污染、水污染、廢棄物之排放量及毒化物之製造/
輸入量等資料。
環保署表示，本次修正重要規定包含(一)監測連線對
象應定時將監測數據，經傳輸模組以網路方式向地方
主管機關連線傳輸，如無效或遺失數據達一定比率以
上，將視為未正常傳輸。(二)監測連線對象應依儀器原
廠要求之頻率進行定期校正，另針對化學需氧量及懸

浮固體測項，另應定期執行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三)監
測儀器遇有故障、維修或汰換等情形時，應以人工採
樣檢測方式替代之。
環保署指出，藉由推動自動監測及連線傳輸之措施，
可促使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隨時掌握廢水處理設施
操作狀況及功能性，自主管理。如遇水質異常或突發
狀況時，亦可提供預警通報，立即採取緊急應變及改
善措施，進而提升廠內之污染預防管理。環保單位亦
可掌握完整及即時業者排放資訊，對於污染管制及河
川水質整治，均有正面效益。

環評

開發行為環評 加強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
配合環境變化與時勢所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也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並納入
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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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發布，迄
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於86年12月31日依

今曾辦理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100年十月七日修
正發布。為加強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並配合地質法
有關地質敏感區位規定，以及空氣品質標準修正發布
施行，辦理本次修正。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開發基地位於海岸地區，其規劃應符合之原則，新增
避免破壞水下文化資產。
2.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行為在施工與營運期間，對周遭
環境之文化資產之影響，並對負面影響提出因應對策
或另覓替代方案，新增文化資產之影響評估須包含水
下文化資產。
3.港灣、港埠工程或填海造地之開發，新增應說明各該
結構物對水下文化資產之影響，並提出因應對策；在
海域抽沙或浚挖航道水域者，新增應詳細調查水下文
化資產之影響範圍與其程度，並提出因應對策。
4.「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第12
項刪除「開發單位應先取得地方文化資產主管證明文

中華民國102年6月

件」之規定；第18項增列排水集水區域調查；增訂第
20項「是否位於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區？」及位於
地質法公告之地質敏感區且依法應進行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者，應檢附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
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
5.「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錄新增須依第五
條附件二所提出之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報告書。
6.「評估書初稿、評估書應記載事項及審查要件」附錄
新增須依第五條附件二所提出之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
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書。
7.「範疇界定指引表」空氣品質之範疇界定參考資料，
增列經排放後環境中新增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之細懸
浮微粒（PM2.5）之濃度與環境空氣品質之比較。
8.「開發行為環境品質現況調查表」空氣品質類別之調
查項目，新增P M 2.5；文化類別之調查項目，新增歷史
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及水下文化資產。
9.「環境品質現況調查明細表範例」空氣品質類別之調
查項目，新增PM2.5。

簡訊
再生能源講座：探討廢棄物轉化為再生
能源及應用
環保署為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的潮流及應用策略規劃，於
5 月 7 日舉辦「再生能源技術應用專題講座」，邀請國
內中研院石家興教授、成功大學鄭幸雄教授 2 名專家
針對沼氣生質能技術及厭氧化處理廚餘講題分享，以及
美國加州大學陸蜀棠教授進行環境工程新時代 - 再生能
源講題講述，並與參與來賓及相關產業業者進行互動討
論與交流。
環保署沈世宏署長在與會致詞指出，生質能源應用的推
動及區域生質能源中心是環保署目前規劃推動的工作
重點，除了希望全面提升垃圾處理污染防治功能外，並
能將可利用之資源充分轉化為生質能源加以應用，使我
們的社會更進一步向資源零廢棄、永續循環邁進。
沈署長於再生能源講座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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