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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環境檢驗工作之進展
環境檢驗工作雖非第一線，但為推動環保之重要基石，近年環保署環境檢驗所在致力取得國際實驗室
認證與再評鑑查該上，頻獲佳績，除提升我國環境檢測技術能力，並進一步確保全國環境檢測數據品
質。

環制訂、環境影響評估調查、環境品質監測、公

境檢驗為環保工作重要一環，舉凡環保法規標準

害污染防治及公害稽查管制等，均需要準確精密之檢
測數據品質為依據。環保署環境檢驗所自民79年1月
成立，其成立宗旨包括：統籌規劃辦理全國環境檢驗
事宜，訂定環境檢測標準方法，提升環境檢測技術能
力，確保全國環境檢測數據品質，管理公民營環境檢
驗測定機構，輔導並支援各級環保機關環境檢測之需
求。

積極參與 取得61項國際技術認證
實驗室認證為一種具有完善作業準則之查驗評估過
程，係透過一公正且獨立客觀的第三者權威認證機
構，就國際共識之認證標準ISO/IEC 17025，來對實
驗室的量測（校正或測試活動等）品質加以評估，並
給予正式認可之制度，為確保數據品質與順應世界潮
流，環境檢驗所於1995年1月31日便申請取得國際知

名認證機構澳洲國家檢測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sting Authorities, NATA）之實驗室認證迄
今。
最近一次是NATA於2014年2月辦理評鑑，環檢所持續
取得包括空氣、水質（放流水、飲用水、地下水）、
土壤及廢棄物等61項檢測技術評鑑認證。
為確保檢測作業的永續經營，除配合國際實驗室認證
標準的修訂、N ATA認證規範的更新或基於本身管理
上的實際需要，環檢所透過內部稽核與管理審查之機
制，持續辦理管理系統的檢討及品質手冊相關內容的
修訂發行，且以最新版品質手冊作為執行檢測與相關
品保品管作業的最高指導原則與依據，以符合最新版
國際認證標準與NATA品保品管的要求外，環檢所將繼
續辦理NATA的再評鑑查核及定期參加國際實驗室間的
檢測能力比測。

目錄
專題：環境檢驗工作之進展......................................................................................................................................................................1
水污染防治法修正......................................................................................................................................................................................3
各環保單位致力禽流感疫區巡察管制與焚化.........................................................................................................................................4
中央地方擬攜手成立大臺中空氣污染減量行動小組............................................................................................................................4
人工濕地改善水質 河川獲新生.................................................................................................................................................................5
核發首張第二類環保標章使用證書 開創國內綠色消費新里程...........................................................................................................6
我環保志工清潔表現 獲星NGO肯定....................................................................................................................................................7
預告修正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固定污染源................................................................................................................................7
廢食用油添加示蹤劑完成試驗 可追蹤流向............................................................................................................................................7
簡訊....................................................................................................................................................................................................... 8

環保政策月刊

2

持續開發多項新興檢測技術
回顧2014年，新興環境檢測技術開發重點包括：建
立空氣污染線上質子轉移反應質譜偵測技術；建置離
散分析儀自動化綠色檢測技術；建立全反射X-射線螢
光分析儀環境基質重金屬含量快篩技術，即時檢測水
（海水）、底（污）泥、毒性化學物質、廢棄物樣品
等污染物鑑識比對特性；以細胞株化學毒性評估人體
接觸環境污染物中化學物質可能危害；建立細胞株化
學品環境荷爾蒙效應篩檢及檢測環境微生物群基因鑑
識技術等。
其他的工作執行績效並包括：
（一）標準檢測方法制定召開 20 場次公聽會及標準檢
測方法審查會，並增修訂公告 41 種檢測方法。已公告
之標準方法計564種，均可於環檢所網頁(http://www.
niea.gov.tw/default.asp)查詢下載。
（二） 檢測機構許可管理
1、 辦理檢測機構申請案件之審查190件 及評鑑 825
場次，並完成 80家次檢測機構查核。
2、 辦理「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業者座談會」、「機
動車輛污染檢驗測定機構評鑑專家及業者座談會」、
「環境檢測評鑑委員、專家研習會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座談會」，及「環境檢測機構管理年終業務檢討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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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規劃會議」，各一場次。 以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角
度設計研討議題，與會機構代表所提相關建議，均納
入未來管理檢驗測定機構短、 中、長程計畫參考。
（三）地方檢測輔導
協助屏東縣環保局檢驗室辦理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能
力測試。
（四） 執行環境基質檢測：完成環境樣品檢測4,481
件，達52,408項次。
（五） 檢測能力國際認證 持續保有澳洲國家檢測協會
(NATA)之許可；另完成戴奧 辛、土壤（殺蟲劑）、放
流水重金屬、廢棄物重金屬、飲用水揮發性有機物及
微生物等 6 回合國際比測，結果良好。
（六） 業務精進革新
1、「新世代環境品質監測及檢測發展計畫」購置或汰
換之儀器設備，均已完成驗收，執行率達100%。
2、「推動全國環境檢驗業務權責分工調整方案計
畫」草案， 已完成政策簡報作業，依指示辦理後續事
宜。
3、 完成「環境樣品分樣檢測作業規範」訂定，供各
界引用。

澳洲國家檢測協會(NATA)去年二月蒞台，
於環境檢驗所進行評鑑

魏國彥署長（中）聽取質子轉移反應質譜
儀執行空氣品質監測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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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法修正
立法院於104年1月22日三讀通過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修正條文於2月4日公布。因近年陸續發生多
起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環保署提出水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參採立法院提案委員建議，強化現行
水污染防治法管理及罰則，以制裁非法業者。

本

修正案總計修正47條，修正重點主要為「強化刑
責及罰則」、「追繳不法利得」、「鼓勵檢舉不
法」及「資訊公開」。
環保署表示，為強化風險預防管理，將現行不得任意
繞流排放、不得任意稀釋及應正常操作廢污水處理設
施之規定提升至母法管理，並增訂特定產業污染物揭
露及廢水含有放流水標準管制以外之項目，有危害水
體之虞，提出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並經許可，始得
運作之規定。另為提升監測品質，強化監測地點、項
目、頻率之作業規定，並增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負
起定期監測及採取限制作為之規定，以降低污染風
險。
在強化罰則管理部分，基於主管機關對其有無違反行
政罰法上義務，應逐次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以作
為裁罰之基礎，將按日連續處罰裁罰方式，改以按次
處分執行。同時對於任意繞流排放、稀釋、未正常操
作廢污水處理設施及放流水超標行為，罰鍰上限由現
行60萬元提升至2,000萬元；規避、妨礙檢查罰鍰上限
由現行30萬元提升至300萬元，以嚴懲蓄意排放廢污
水且造成嚴重污染及危害之污染者。另對於未取得許
可、未申報等涉及實質污染之違規行為，罰鍰上限均
提高10倍。
至於強化刑責部分，則依不遵行停工、排放有害物質
超過放流水標準，無證排放、繞流排放等違規行為及

致人於死、重傷、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之具體危害結
果，分別提升刑度及罰金，並增訂同時科處法人及自
然人10倍以下罰金及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 以及加重
處分負責人及監督策劃人員1/2刑責，以規範行為人及
公司負責人妥善管理。
同時增訂違反本法義務者除依法裁處罰鍰外，得追繳
其消極及積極之所得利益；所得利益與部分罰鍰得提
撥作為水污染防治特種基金，優先用於受污染水體整
治，使環境回復原狀。另為鼓勵檢舉不法，增訂企業
內部員工揭發雇主不法（吹哨者）保護條款，及提撥
部分罰鍰作為民眾檢舉獎勵金。
為提升民眾知的權利，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依法申報之資料、主管機關查核、處分結果，及事業
經處停工後之復工計畫書及審查結果，將予以公開，
供民眾查詢。
環保署強調，加重刑責及提高罰鍰上限10倍，主要係
嚴懲蓄意違規或對水體、環境造成嚴重影響或危害性
行為，對於輕微違規或過失導致之污染行為，並不會
造成太大之影響。
經由本次修法，除可有效嚴懲及遏阻不法，相關措施
亦可鼓勵及促使全民參與監督，有助於環境水體之保
護，並加速受污染水體之整治。

水污染防治法修正內容

議題

修正重點

強化水質管理

對於水質不符合水體分類標準時，規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採
取之措施
強化許可管理
對於事業廢水含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以外之項目，要求進行健康
風險評估並提出管理計畫
禁止行為提升至 母 將管理辦法「不得任意稀釋、繞流排放、應正常操作」之規定提
法位階
升至母法，並增訂違反罰則：6萬元至2,000萬元
強化刑責規定
1.未立即採取應變措施或不遵循停工命令、蓄意繞流含有害健康
物質或排放有害健康物質超標者行為人、負責人科處刑責
2.排放廢（污）水致人於死、重傷、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科處
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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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罰鍰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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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流水超標、污泥任意棄置：上限由60萬元提高至2,000萬元
2.妨礙查證：上限由30萬元提高至300萬元

3.其餘除未涉及實質污染違規行為外，上限均提升10倍
追繳不法利得
增訂對違法行為除處罰鍰外，得「併」追繳所得利益，以為行政
罰法之特別規定
納入基金專款專用 增訂罰鍰及不法利得納入基金專款專用於水污染防治規定
鼓勵舉發不法
增訂內部員工吹哨者條款及民眾檢舉獎勵金制度
強化復工機制
明定復工計畫書及審查結果，以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依法申報之資料、主管機關查核、處分結果等，需公開於網頁
增訂債權保全規定 增訂對於罰鍰、不法利得及代清除費用未清償者，聲請假扣押、
假處分得免提供擔保
取消及追繳優惠待 情節重大違規事件，配合稅捐稽徵法、產業創新條例，增訂取消
遇
及追繳優惠待遇之規定.

環境衛生

各環保單位致力禽流感疫區巡察管制與焚化
為因應國內發生禽流感疫情，依行政院成立禽流感緊急應變工作小組分工，環保署為疫情控制組成
員，負責協助動物屍體焚化，死廢禽棄置巡察阻絕。 。

環工 作 ， 發 動 河 川 巡 守 隊 及 利 用 無 人 飛 行 載 具
保署與各地環保局通力合作加強巡察與管制

（UAV）執行空中監控，加強禽畜場周遭環境巡察及
注意是否有任意棄置斃死禽情形，另外，進行化製場
查核，避免造成環境污染。期望透過環保單位與農政
單位攜手，遏止疫情蔓延。
為加強阻絕棄置禽類屍體案件，環保署選擇雲林縣臺
西鄉、四湖鄉及彰化縣大城鄉等養殖密度高且易被棄
置地點，首度利用UAV執行空中監控作業，利用空照
優勢可利用發現潛藏之可能棄置案件，共空拍4處棄置
點，均立即與地方環保局聯繫，請其派員前往處理，
並已完成清理。

對撲殺禽體之妥善處理，目前斃死禽畜先送至化製場
處理為優先，最大日處理量為1,243公噸/日，當化製
廠量能不足時，由地方環保機關轄內都市焚化廠及公
有掩埋場協助支援處理；若處理量能仍不足時，則由
地方環保機關透過區域聯防或由環保署協助跨區合作
事宜。由焚化廠協助處理禽流感動物屍體部分，截至
104年1月21日止，5縣市共6個焚化廠累計已協助處理
630.43公噸。
環保署也要求各縣市環保機關督促清潔隊執行收運垃
圾勤務或相關防疫工作時，若有發現禽（鳥）類屍
體，勿直接碰觸，應穿戴相關防護措施，再以適當容
器將其包裹密封。如發現相關疑似斃死禽（鳥）類
時，應一併知會農政及相關機關依法查處，落實橫向
聯繫及防疫。

空氣

中央地方擬攜手成立大臺中空氣污染減量行動小組
因應廢食用油、禽流感疫情等事件，魏署長關心各地方政府環保事務，於1月16日前往臺中市拜會臺
中市長林佳龍，針對臺中市環保議題做深度討論，其中對於大臺中地區空氣品質管制有具體方向，
未來將於臺中成立空氣污染減量行動小組，期望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對環境治理有更具體成
效。

魏

署長指出，臺中的空氣品質雖目前為二級防制
區，但為維護臺中地區空氣品質，環保署未來將

在臺中規劃推動空氣污染減量行動小組，將邀請民間
團體、專家學者加入，並針對臺中地區移動式污染源
增設測站；有效的維護臺中地區的空氣品質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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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署長也表示，許多環保議題並非單靠中央或地方就
能夠解決，更多的是整個區域性的問題，因此也希望
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攜手合作，讓溝通管道能夠更
加的通暢。
林佳龍市長表示，感謝環保署成立空污減量會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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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及行動小組，有了這個機制，能夠讓大家共同來談
空污議題，政府跟民間，中央和地方應該怎麼做，並
期待後續能夠有更具體的目標。林市長也提到，台積
電將於臺中大肚山投資十奈米半導體廠，這個對臺中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投資，企業也非常願意來做汙染源
的減量，未來也期望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讓努力能
夠讓民眾看得見。

魏國彥署長（左三）與林佳龍市長（左四）宣示將共同推動大臺中地區空污減
量工作

水質管理

人工濕地改善水質 河川獲新生
環保署自91年起針對污染河段推動設置除污型人工濕地，利用自然生態淨化機制，以微生物、水生
動、植物去除污水中污染物，除改善河川水質並兼有生態復育之成效。截至103年，全國已設置59處
除污型人工濕地，每日可處理污水273,799公噸。

聯簽署的拉姆薩爾公約，將每年2月2日定為「世界

合國為紀念西元1971年2月2日在伊朗拉姆薩爾

濕地日」，各國都會在該期間舉辦各類宣導活動以推
廣濕地保育的重要性。我國內政部亦結合相關部會積
極推動濕地設置，以推廣生態保育。
以臺南市與高雄市的界河二仁溪為例，早期受沿岸事
業廢水排入影響，導致河川水質受到嚴重污染，因
此，環保署與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積極推動二仁溪
各項整治工作。環保署於89年起加強取締違法業者，
並於96年補助高雄市政府清除白砂崙高灘地堆置廢棄
物，另鑑於其它流域設置除污型人工濕地之經驗及成

效，該署分別補助臺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設置灣裡
及太爺二處人工濕地，改善河川水質，並結合當地水
環境巡守隊茄萣舢筏協會進行流域巡守工作。
在環保署、高雄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茄萣舢筏協會
等民間團體共同努力下，二仁溪河川水質及生態環境
已大幅改善，103年水質已由往年嚴重污染改善為中度
污染程度，沿岸濕地並出現多種生物，包括彈塗魚、
招潮蟹、槍蝦及白鷺鷥等，為公部門結合民間團體共
同整治河川之示範案例，其污染整治歷程及豐富的生
態復育成果，亦提供環境教育之最佳素材。

環保政策月刊

6

中華民國104年2月

新海濕地上悠閒棲息的白鷺鷥

綠色消費

核發首張第二類環保標章使用證書 開創綠色消費新里程
環保標章推廣再創新頁，環保署於1月15日發出第1張第二類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未來取得使用證書
之廠商，可於該產品及包裝上標示第二類環保標章圖案，更容易推廣，提供民眾更多選購環保產品機
會，開創國內綠色消費新里程。

近

來由於國人環保意識抬頭，促使廠商生產各式環
保產品，除了公告項目可申請環保標章產品外，
其餘申請第二類環保產品，但因以往僅核發證明書，
沒有給予專用圖案，民眾辨識度不足，推廣不易，該
署特設計第二類環保標章圖案，將原本環保標章右下
方增加數字2，並向智慧財產局註冊證明標章。

生產製程、原料使用及品質控制機制等符合規定，透
過政府嚴格把關，才能讓民眾安心選購環保產品，降
低消費過程對環境衝擊，同時帶動生產業者創新綠色
產品。

日常用品包羅萬象，只要產品符合「第二類環保標章
環境訴求評定基準」，如具有低污染、具可堆肥化、
具可生物分解、具可拆解設計、具可回收設計、具可
再使用、使用回收料、具可延長壽命、回收能源、製
程省資源、製程或產品使用可再生能源、廢棄物減
量、使用階段省能源或使用階段省水之其中1~3項環
境訴求，提出自身產品比其他同類產品環保優越的佐
證資料，就可以申請。
環保署表示，第二類環保標章不是環保標章的次級
品，有環保標章規格標準的產品項目，就不能申請第
二類，而且第二類環保標章產品驗證作業非常嚴謹，
除檢核產品環保優越性外，對於公司及生產場所亦要
求符合相關環保法令，並須進行生產工廠查核，確保

第一類（左）與第二類（右）環保標章

第18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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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環保志工清潔表現 獲星NGO肯定
新加坡的社區領袖於當地指出，新加坡應向臺北學習，善用志工，清潔城市街道。

新報」的投書指出，新加坡的跨年活動一年比一年
加坡善心運動組織秘書長王威廉於一篇「海峽時

髒亂，民眾丟棄大量的瓶子、保麗龍杯和香煙盒；他
寫到「臺北比新加坡乾淨，儘管在公共場所，臺北看
不到幾個垃圾箱」 。

針對此項報導，環保署表示，臺灣自102年即開始進
行大型活動環境友善度管理推廣，各縣市均有亮眼成
果，例如貢寮音樂祭、新竹燈會、宜蘭童玩節、臺北
龍舟競賽等大型活動。
臺灣每年舉辦相當多大型活動，不論是連續性假期或
是晚會活動，活動結束後如何讓環境回復原狀是相

當大的工程，因此環保署訂定大型活動環境友善管理
指引，包含機關應訂定相關廢棄物清理計畫、針對攤
販營業廢油污水做妥善處理、公廁及流動廁所清掃、
鼓勵民眾自備餐具、杯子、提袋手帕等共計50項指
引，希望藉由環保署所訂定的指引，活動承辦單位及
各地方政府可以應用更有效率、友善方式來與環境相
處。
有鑑於環境守護為全民責任，環保署推動環保志工已
逾20年，根據統計，目前全國有環保志（義）工隊計
2,960隊，人數超過14萬人，服務內容包括執行環境教
育、河川巡守、資源回收分類、節能減碳等工作。

空氣

預告修正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之固定污染源
為切實並即時掌握空污物之排放情形，環保署預告修正相關草案，增訂部分製造業之固定污染源為管
制對象，並明定其應監測之項目，以促使公私場所依法確實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傳輸監測數據，
及落實維護保養之責。
利於環保機關即時掌握紙漿製造程序、廢棄物焚
化程序，及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審查通過之書件
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載明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者之空污物排放情形，環保署檢討修訂「公私場所應
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
源」草案。

為

二、增訂各行業之廢棄物焚化程序，針對該製程之固
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核定之處理量每小時4公噸以上，
未滿10公噸之一般及事業廢棄物焚化爐為管制對象，
並明定其應監測不透光率、氮氧化物、氯化氫、一氧
化碳、氧氣及排放流率等項目，以完整掌握國內達一
定規模以上之廢棄物焚化爐。

環保署表示，本次公告修正重點包括：
一、增訂紙漿製造程序之回收鍋爐及石灰窯等設備為
管制對象，規範其應監測不透光率、總還原硫、氧氣
或排放流率等項目，以確實掌握該污染源之污染排放
情形。

三、增訂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審查通過之書件所載內
容及審查結論載明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者為管制
對象，並依其書件所載之監測項目為應管制之監測項
目，以利主管機關即時掌握空氣污染物排放情形。

環境檢驗

廢食用油添加示蹤劑完成試驗 可追蹤流向
環保署於104年2月4日公布有10種示蹤劑可添加在廢食用油中，做為未來追蹤廢食用油流向的標記。
該署已完成添加示蹤劑試驗，包括添加階段、稽查採樣時機及檢驗分析，可有效掌握廢食用油自餐
廳、小吃店，到合法收集管道的回收個體戶或清除構構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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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年9月發生黑心油品事件後，環保署宣示納
管廢食用油。魏署長103年9月18日即指示，將
在廢食用油中加入示蹤劑，就像是廢油的指紋辨識
器，未來若有不明來源的廢食用油，就可透過快篩
等方式得知是由哪個管道流出。
基於廢油流向管理的需求，環保署說明該10種示蹤
劑絕對符合當初的篩選原則：對環境危害性低、無
風險、辨識度高、儀器感度高且減少添加量、與廢

中華民國104年2月

食用油的互溶性高、不會造成後續再利用與處理上的
困擾等原則，請民眾放心。
目前環保署已完成添加示蹤劑試驗，包括添加階段、
稽查採樣時機及檢驗分析，可有效掌握廢食用油自餐
廳、小吃店，到合法收集管道的回收個體戶或清除機
構流向，期望能嚇阻不法業者將廢食用油再製滲流至
食物鏈，並發揮監測的功能。

簡訊
提供廢食用油多段式清運聯單便利申報

環保署考量廢食用油清運實務中，有部分小型清除機構
常將廢食用油貯存至一定量後，才交付予大型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機構進行處理，及有多段式清 ( 轉 ) 運或貯
存之情形，已修正網路申報公告，免除其需於 48 小時
內運送到處理者之規定，並提供多段式清 ( 轉 ) 運或貯
存之申報聯單供其申報，以有效掌握廢食用油清理流向
。除已於各縣市辦理宣導說明會，並製作申報操作手冊
、問答集登載於網頁上，供業者下載使用。
環保署已於 103 年 12 月 10 日公告擴大列管總公司資
本總額達 2,500 萬元以上之連鎖速食店或餐館業、產生
廢食用油且資本總額達 250 萬元以上之食品製造業及產
生廢食用油之旅館業 ( 觀光旅館及客房數達 100 間以上
之一般旅館 ) 等，應自 103 年底開始申報廢棄物清理流
向。

2015 資源回收成果展

環保署於 104 年 2 月 3 日至 4 日舉辦「2015 資源回
收成果展」邀請來自全國 22 個縣市環保局共同參與，
讓民眾在苗栗縣環保局的攤位欣賞收微電影，漫步在臺
南市環保局利用回收紙和寶特瓶製作的鳳凰木下，自
備個人隨身環保杯，還可到雲林縣環保局攤位免費品
嚐一杯香醇的古坑咖啡。並邀請民眾到桃園市環保局
的鋁箔包繽紛祈願樹許下新年新希望，其他並包含各
式各樣的小遊戲和活動提供民眾體驗 。

節能減碳行動標章 推動五年有成

環保署為了表揚地方政府在推動低碳生活工作的努力，
同時鼓勵企業商家、民間團體、社區及村里單位，自主
落實節能減碳行動，於 1/23 舉辦 103 年度「節能減碳
行動標章」及「地方環保機關推動低碳生活執行績效評
比」績優單位頒獎典禮。
環保署從 98 年起辦理「節能減碳行動標章」申請活動
已五年，申請家數由 30 家，逐年增長，累績至今已有
614 家獲得標章殊榮，如欲查詢節能減碳行動標章獲
獎單位，可至環保署綠網 (http://ecolife.weatherrisk.
com/apply_ex5/index.php/awards) 查詢。

2015資源回收成果展：參與活動的民眾，在鋁箔包
祈願樹別上祈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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