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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後，始可報名參訓「甲級」訓練。
二. 另依同辦法第3條第1項第9款規定：需取具乙級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後，於

Q1 ： 請問能以個人名義向環保局申請取回或註銷提供原在職公司使用之本人的專

主管機關列管處所從事相當類別之環境保護管理或操作實務工作經驗2年

責人員證照，避免不必要之麻煩與衝突和被冒用之危險?若可以，能否告知

以上得有證明者，始可報名參訓「乙級升甲級」訓練。

辦理流程?需哪些文件?

A1： 一. 依專責人員設置辦法第13條第2、3項，專責人員異動時負責人應於事實發
生後15日內向原申請機關申報，並應指定適當人員代理(代理期間不得超

Q4： 本人畢業於大學資管系，未來想要進入環保署工作是否必需要拿到環工技師

二. 如原任職公司，負責人未報核，專責人員可以就離職之事實依同辦法第13

Q6： 本人現已向戶政單位更改姓名，請問之前所領之甲級合格證書上的名字，該

會做錯某事，導致任務的失敗和財政上的損失，進而遭受民意機關和社會大眾的指

架構，順利推動並落實風險管理。

責。相反的，成功的私人企業卻是認為，敢於承擔並加以控制所面臨的風險才是非

A6： 台端可檢具原合格證書、戶籍謄本(更名資料)、大型掛號回郵信封乙個，逕

95年5月22日本署管考處及訓練所共同辦理「本署風險管理講座」，由 署長

楊秀玲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訓練

洽詢人員電話

本（95）年度起，管考處與訓練所另將共同規劃辦理「行政單位風險管理研習

承辦人員

中央大學

陳韻竹

03-422-7151轉34653

甲級空污(密集)

9508

95.07.10~95.08.16

逢甲大學

劉坤宸

04-2451-7250轉5201

民意。這些都是相關單位提供民眾服務時，在不同層級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風

班」，以３年內本署所有同仁均可完成參訓為目標，以持續落實本署風險管理文

甲級空污(週末)

9511

95.07.30~95.08.30

雲林科技大學

曾梅玲

05-534-2601轉4479

險，因此，對於那些會妨礙政策制定、主要目標達成、展現計畫成果與提供最終服

化。若整合與實務技術發展成熟，則可推廣至全國環保機關，建立統一溝通語言及

甲級空污(密集)

9505

95.08.22~95.09.08

中山大學

黃靜儀

07-525-2000轉4403

務的各種可能狀態及後果，其負面影響風險，皆需要進行評估和管理。

有效的風險管理能量。

乙升甲空污(密集)

9506

95.08.22~95.09.08

中山大學

黃靜儀

07-525-2000轉4403

空污目測

9501

95.07.26~95.07.28

環訓所

李鍵和

03-4020789轉607

空污目測

9502

95.08.30~95.09.01

環訓所

李鍵和

03-4020789轉607

空污目測(複)

9515

95.07.18~95.07.18

中央大學

邱麗文

03-422-7151轉34670

空污目測(複)

9516

95.08.01~95.08.01

中央大學

邱麗文

03-422-7151轉34670

空污目測(複)

9517

95.08.01~95.08.01

中央大學

邱麗文

03-422-7151轉34670

空污目測(複)

9518

95.08.29~95.08.29

中央大學

邱麗文

03-422-7151轉34670

環藥製造（週末）

9501

95.07.22~95.07.30

東海

許慧燕

04-23593660

環藥販賣（週末）

9501

95.07.22~95.07.30

東海

許慧燕

04-23593660

病媒防治(密集)

9503

95.07.22~95.07.29

成大

黃素春

06-2353535轉5573

高雄舉辦相關課程，本次訓練邀請新加坡東亞應變中

快速及正確啟動有效的應變行動，阻止海洋油污染事

病媒防治換領(密集)

9502

95.07.22~95.07.29

成大

黃素春

06-2353535轉5573

心（EARL）規劃相當於聯合國海事組織第一階訓練

件擴大並有效處理油污。

8/7~11

雲林縣以南之一千大規模之
民營企業

9501

7/4

環保署、各縣市環保局、水
務局及工務局等業務相關人 劉彩玉
員

9501

7/5

9502

7/7

9503

7/12

乙級廢處(週末)

9526

95.07.01~95.08.05

台大慶齡中心

賴麗花

02-23636244轉45

（IMO Level 1）課程並邀請該中心專業講師來台講

9501

10~12

甲級廢處(密集)

9530

95.07.03~95.07.20

成大

黃晴瑛

06-2757575轉65824

授課程並傳授經驗。

9502

8/7~9

乙級廢處(週末)

9529

95.07.08~95.08.06

東海大學

李淑瓊

04-23595362

9501

7/13

甲級廢處(週末)

9533

95.07.08~95.08.20

南亞技術學院

薛文芳

02-23255223轉115

9502

7/20

甲級廢處(週末)

9516

95.07.09~95.08.20

產基會

薛文芳

02-23255223轉115

9501

7/13

甲級廢處(週末)

9521

95.07.15~95.09.02

台大慶齡中心

賴麗花

02-23636244轉45

乙級廢處(週末)

9530

95.07.22~95.08.13

工研院(中壢)

何瑞芝

03-5916199

環保機關業務承辦人員及各
陳金玲
鄉鎮市區清潔隊員

曾慧芬

03-4020789轉313
03-4020789轉31

本署駐署人員

03-4020789轉303 報名中

報名中

7/20
黃博能

本署同仁及環保警察隊

林國平

03-4020789轉543 報名中

2~3

從事用地污染調查檢測工作
陳金玲
之相關專業人士

03-4020789轉301 報名中

8/10

環保署、各縣市環保局及
北、中、南督察大隊業務相 曾慧芬
關人員

9501

15~18

各縣市環保機關、各海岸巡
防及港務單位相關業務承辦 陳素娟
人員

9501

17~18

陸軍各級單位環保業務主管

9501

21~24

陸軍各級機關環保業務承辦
人

環境工程及工業製程污染物排放講
9502
習班

21~22

各級環保單位檢驗室及環境
檢驗測定機構人員(民間報
劉彩清
名參訓)分二期辦理。

03-4020789轉305 報名中

行政單位風險管理講習班

8/24

本署暨所屬機關同仁

陳素娟

03-4020789轉315 報名中

28~29

各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
盧素如
區公所相關人員

03-4020789轉306 報名中

環境場址調查評估及土壤污染檢測
9501
訓練班
水污染防治及水污染緊急應變訓練
9501
班

陸軍司令部環保訓練

9501

垃圾處理工程管理及操作營運管理
9501
訓練班

陳金玲

03-4020789轉313 報名中

03-4020789轉315 報名中

03-4020789轉301 派訓

以上班期請踴躍報名參訓，相關上課事宜請逕洽本所各聯絡人員。

03-5731918

乙級處理(週末)

9533

95.08.01~95.08.10

工研院(花蓮)

何瑞芝

03-5916199

甲級廢處(密集)

9531

95.07.26~95.08.11

中興大學

陳湘芬

04-22859727

乙級廢處(週末)

9528

95.08.05~95.09.10

中山

許錦芬

07-5254402

乙級廢處(密集)

9531

95.08.07~95.08.17

工研院(台北)

何瑞芝

03-5916199

甲級廢處(週末)

9532

95.08.12~95.10.01

中山

許錦芬

07-5254402

乙級廢處(週末)

9532

95.08.26~95.10.01

台大慶齡中心

賴麗花

02-23636244轉45

甲級毒物(密集)

9511

95.08.30~95.09.06

成大

林雅玲

06-2757575轉65831

乙級毒物(密集)

9508

95.07.24~95.07.31

成大

林雅玲

06-2757575轉65831

乙級毒物(密集)

9502

95.08.07~95.08.10

東海大學

許慧燕

04-23593660

乙級廢水(週末)

9513

95.07.01~95.07.23

東海大學

許慧燕

04-23593660

乙級廢水(週末)

9510

95.07.01~95.07.30

產基會(宜蘭)

廖雁秋

02-23255223轉114

乙級廢水(密集)

9520

95.07.04~95.07.18

中央大學

陳韻竹

03-4227151轉34670

甲級廢水(密集)

9514

95.07.24~95.08.04

淡江大學

陳玉芳

02-23216320轉24

甲級廢水(密集)

9524

95.07.31~95.08.14

台大慶齡中心

賴麗花

02-23628136轉45

乙級廢水(密集)

9519

95.08.07~95.08.17

成功大學

黃曬晴

06-2757575轉65800

汽車行車型態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訓練

9501

95.07.18~95.07.21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楊台蓉

04-7811222轉3309

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專業檢驗測定人員訓練 9501

95.08.07~95.08.09

環訓所

邱雲英

03-4020789轉606

加油站油氣回收設施專業檢驗測定人員訓練 9502

95.08.16~95.08.18

環訓所

邱雲英

03-4020789轉606

(輔導組 楊秀玲)

簡章下載方式

25~26

趙曉敏

可至本所網站

9503

交通大學

點 選「 環 保 訓 練」 之「 下 載 專 區」 下 載 後 列
http://www.epa.gov.tw/
印。

7/20

95.07.22~95.09.02

606

環保機關環境用藥管理業務
陳素娟
承辦人員

9524

606

7/18

派訓

甲級廢處(週末)

柴油車排放煙度儀器檢查人員訓練

03-4020789轉306

轉
(03)4020789

8/28~9/14

盧素如

邱雲英

9506

03-4020789轉301 派訓

目測檢查人員訓練

7/17~8/3

空軍各級機關環保業務承辦
人

陳金玲

洽詢人員電話

9505

空軍各級單位參謀長及環保
業務主管。

03-4020789轉313 報名中

轉
(03)4020789

19~20

本署副處長、簡任級以上人
曾慧芬
員

03-4020789轉302 派訓

邱雲英

9501

劉彩玉

03-4020789轉301 報名中

洽 詢 人 員 電 話 李 鍵 和 (03)4020789
轉 607
公私場所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訓練

環保警察隊

03-4020789轉302 報名中

二、單位薦送人員

9504

汽機車排放控制系統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訓練

7/24~28

03-4020789轉303 報名中

類別

洽 詢 人 員 電 話 邱 雲 英 (03)4020789
轉 606
汽機車行車型態及惰轉狀態檢查人員訓練

9503

一千大規模之國營事業、桃 黃博能
園縣以南新竹縣湖口鄉以北
一千大規模之民營事業、縣
市政府環保單位業務人員

9502

*表示跨月份辦理班期（教務組）

能獨立自主地進行風險評估與管理，適時降低或避免單位業務風險之衝擊；自

達成較佳的執行效能，亦可能是政策決策者沒能深切體認民眾的需求導致政策偏離

訓練地點

95.07.01~95.07.30

新竹縣新豐鄉以南，彰化縣
以北(含南投縣)之一千大規
模之民營企業

9501

非主管

風險的潛在原因可能是臨時意外事件的發生或是執行人員或主管未能在適當的時機

預定開班日期

7/10~1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駐署人員講習班

主管班

有鑑於此，為使本署暨所屬單位同仁提升風險管理之觀念，培養對風險管
理的認同，以保護社會大眾利益與維持民眾對政府之信任度，並且使其對業務亦

9502

9501

海域污染查核執法講習班

透過專家的說明可以清楚的瞭解到，本署有向全體國民提供優質「環境保
護」服務的責任，然而這些服務或多或少都可能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形成這些

台北縣以北〈含宜蘭縣〉
一千大規模之民營企業

環保替代役

影像處理２〔PhotoImpact〕

風險管理，降低施政成本，提升決策品質與民眾對本署施政之滿意度。

7/3~7

*環保替代役專業訓練

環境用藥管理講習班

為中，以期降低風險發生可能性及損害衝擊，達成單位組織目標；並且透過有效地

時的時間與在座各單位副主管以上長官進行座談交流。

9501

空軍總部環保訓練
非主管

家，蒞署專題演講有關行政機關的風險管理、策略與實務，並且於演講後利用１小

9506

6/5~10/28

環保共識策勵營

主管班

03-4020789轉315 薦送

本次教育訓練與座談主要目的，係嘗試將風險管理理念融入我們未來施政作

期別

洽詢人員電話

*環保警察犯罪偵查及公害司法實
務講習班

陳素娟

優勢的關鍵。

世煌組長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古步鋼研究委員等三位在風險管理領域的專

乙級空污(週末)

邱雲英

居家周圍入侵紅火蟻防治訓練班

本署暨所屬機關公務人員

親自主持，邀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于樹偉教授、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王

班別名稱

洽詢人員電話

河川污染整治規劃及執行訓練班

備註

( 0 3 ) 4 0 2 0 7 8轉
9

9501

連絡電話

環保署訓練所95年7月至8月
認可訓練單位辦理各類環保專業訓練開班訊息

604
毒性化學物質理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訓練

6/5~8/12

聯絡人

寄本所更名即可。

常的重要，因為公司有改進顧客服務的積極性，這對他們來說也是維持與擴大競爭

606

進階班

9501

訓練對象

如何申請變更?

( 0 3 ) 4 0 2 0 7 8轉
9

基礎班

開班日期

*環境保護法規講習班

8

一、個人可參加者：

徹；這是因為政府部門大部分皆傾向於認為，如果冒著風險承辦業務的話，就可能

606

*本署及所屬機關公務人
員環保行政職系專長轉
換訓練

期別

管考處 周仁申

轉
(03)4020789

班期名稱

■電話：（02）2240-8881

洽 詢 人 員 電 話 邱 雲 英 (03)4020789
轉
機動車輛噪音檢驗人員訓練

本所為配合各級環保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保人員執行業務需要暨提升檢測機構、全國各公民
營企業人員環保及專業技能，持續加強辦理環保專業訓練，7、8月份計開辦18班別30班期；另配合陸軍
總部、空軍總部及內政部環保專業訓練需求，協助辦理陸總、空總環保專業訓練及環保專業替代役各2
期；詳如附表。

■設計印刷：安德印刷

支持（包括主管的重視及承諾），並建立風險分佈圖像，提供正確觀念與實務運作

楊秀玲

一般環保專業訓練7、8月開班期程表

風險管理──

■電話：（03）402-0789

系統的推動風險管理機制，以形塑組織之風險管理意識，強化各單位主管的認同與

洽詢人員電話

5款規定，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之環境工程相關科系畢業者，得直接報名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三段260號五樓

式，以私人機構而言，對風險管理重要性的體認通常會比公務機關了解的得更為透

604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專業技術人員訓練

A3： 一. 依「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３條第１項第３款及第

■發行所：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環保署為呼應行政院打造一個「具有全方位風險管理的活力政府」，規劃有

則可採認。

備二年的工作經驗?

7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訓練

相關操作實務工作經驗，並得有證明文件者。任職處所有上述之證明文件，

務。

Q3 ： 請問環保相關科系畢業學生參加乙級升甲級之廢水或空氣證照時是否仍需具

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2008100014

《有效推動環保業務、降低政策執行負面效應》

( 0 3 ) 4 0 2 0 7 8轉
9

認定，係指於主管機關列管處所(領有廢污水排放許可證)全職從事廢水處理

勞(健)保加保資料及其所開具在職證明，係在佐證參訓學員確實從事本項業

月份

( 0 3 ) 4 0 2 0 7 8轉
9

A5： 依[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有關廢水操作實務工作經驗之

溫育勇

讀，有相關廢水處理工作經驗，這樣畢業後是否能報考甲級廢水?

洽詢人員電話

Q5 ： 請問本人大學理工科系畢業，自大三起至今在一家甲級廢棄物處理廠半工半

605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訓練

部。

李鍵和

空氣污染物檢驗訓練者，需檢附任職汽、機車排氣檢驗機構或汽、機車行之

607

A2： 依[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查人員訓練要點]第5點之規定，參加交通工具排放

■發行人：倪世標

進入政府機關任職，與有無環工技師無關。

洽詢人員電話

要參加相關訓練，需具何者資格或條件?

第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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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一. 環保署屬政府機關，須具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高、普、特考及格)，始得
二. 如要考環工技師，應依考選部考試簡章上所訂資格條件辦理，請洽考選

畢，因想應徵代檢廠檢驗員的工作，故需取得汽機車排氣檢驗的證照，請問

雙月刊

科系才可報考請問有什麼方式修到這些學分考取技師呢?

條第5項規定，向當地環保機關報備註銷設置。

Q2 ： 個 人 係 汽 車 科 畢 業 的 學 生 ， 並 具 交 通 部 汽 車 檢 驗 員 證 照 ， 且 依 規 定 實 習 完

環保訓練園地

或其它甲、乙級環保的證照?如果要考環工技師⋯是否要唸有關環工的相關

過3個月，但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可延長至6個月)，違者可依相關法令處
罰。

環保證照訓練洽詢

薛鴻翔

為使公民營事業場所，能聘請符合資

列管處所從事相當類別之環境保護管理或操作實務工作經驗２年以上得有

格之專業人才，行政院環境保署環境保護

參訓「甲級」訓練；惟專科以上環境工程相關科系畢業者，應於主管機關

人 員 訓 練 所 委 請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各 項「 證 照

Q&A

訓 練 班」 歡 迎 洽 詢 參 加 。

環保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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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務部門與私人機構在風險的認知與承擔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模

2006

「2006年海洋污染防治管理訓練」

輔導組
李鍵和

本次展示器材配合講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新購
置除汙船，將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設施展示器材佈置

訓練成員包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

於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隊部，

員會漁業署、海岸巡防總局、海巡隊、國防部海軍左

充分講解國內現有除汙器材；隔日海岸線油污染應變

營後勤支援指揮部左營港務隊、經濟部工業局和平工

演練場地安排於國立中山大學西子灣海景沙灘會館前

業專用港管理小組、麥寮工業專用港管理小組、內政

沙灘，當日使用100公尺潮間帶攔油索，協請高雄市

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台中港務局環境保護

海上救難協會派船從沙灘佈放至海上，講解攔油索如

組、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地方環境保護局等各級海洋

何固定沙灘及判定海流及風向佈放攔油索方向等實際

我國四面環海，東

污染防治權責機關，本次訓練增加中國石油公司與台

作業程序；第四日利用於高雄港區進行實地進行海上

臨太平洋，西濱台灣海

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國內兩大石油生產公司，麥寮工

操作攔油索與汲油器的施放，實際操演新購置除汙船

峽，南界巴士海峽，各

業專用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港口管理公司，海歷企

及除汙器材搭配使用；訓練最後一日利用國立海洋科

式船舶往來頻繁，海洋油污染事件時有所聞，油污染

業有限公司、復成船舶機械工程有限公司、自在企業

技大學旗津專用碼頭區進行岸際攔油索佈放，使學員

事件發生後影響的範圍廣闊，牽涉的機構甚多，有賴

有限公司、元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油污染應變私人

了解船舶停靠碼頭發生事故預防油污染擴大之應變作

各單位橫向聯繫與分工合作，才能使災害損失降低。

企業，期能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一起分工合作，降低

為。過程中上述各單位通力合作，順利完成各項實作

於九十年一月發生阿瑪斯號貨輪擱淺漏油污染墾丁國

海洋油污染災害損失。

訓練。

家公園之災害，事發時正值農曆過年期間，大部分公

本訓練課程訓練對象為海洋油污染事故現場應變

上課中學員不僅專心聽講，更利用時間將平日遇

務機關人員休假；又逢「海洋污染防治法」剛頒布，

作業人員，訓練課程安排包括介紹 EARL/OSRL 全球

到問題請教講座，不同單位學員也分享個人經驗，課

其相關子法、防治機制、設備及人員等都尚未建立應

聯盟、溢漏油的性質、狀態與結果、圍堵及防護攔油

程中桌面演練集合各領域專業分工規劃石油溢漏應變

變機制，造成油污染應變處理反應遲緩而影響到生態

索、油污回收設備、海岸油污清理、回收油運送、貯

處理計畫，相互通力合作下完成作業並報告，相信經

敏感區，此一事件讓國人了解到建置海洋污染緊急

存及處置、分散劑之使用等石油溢漏應變處理原則課

過這次的新加坡觀摩與學習，日後對國內海洋油污染

應變能力重要性。台灣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如何保

程與桌面演練，並以案例錄影帶介紹油污染事件、專

事件，必定可以於第一時間內整合海洋污染相關權責

護海洋的環境與永續利用，已是未來發展的重要的一

題討論，這些室內講授課程讓學員獲得海洋油污染應

單位，有效並妥善處理相關溢漏污染問題達成任務。

環，尤其事前風險評估及事發時的聯繫與處理能力更

變知識。更安排2天半實作訓練，包括海洋污染緊急

自91年開始了五年海洋油污染防治及處理應變訓

是面臨油污染時所需的應變機制。

應變設施展示、海岸線油污染應變演練、岸際攔油索

練，訓練不少現場指揮官與應變設備操作人才，希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提升海洋油污染現場應變與

佈放、近海油污染圍堵及回收演練等課程讓學員熟知

未來近一步規劃師資培訓，培訓優良講師，辦理油污

執行能力並加強各級海洋污染權責機關及業界之聯繫

海洋油污染應變操作技巧，並可實際體驗我國清除油

染防治及處理應變訓練，落實國內訓練計畫並建立最

機制，向經濟部工業合作推動小組申請辦理「2006年

汙船隻作業環境，讓海洋油污染事故第一現場之應變

適合國內應變機制與人才庫。

海洋污染防治管理訓練」，本所95年5月8日至12日於

作業人員及督導者，可以依據當時海洋油污染狀況，

2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八
○

性發展藍圖及願景；希望能擴大社區的參與，借重社

八
○

區營造模式，已成為一股新的社會運動風潮，因此，

育宣導，進行清淨家園、環境污染處理、建立環境資

｜
○○

行政院94年2月提出「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動

源循環型社會目標努力。
為了協助各社區幹部了解社區發展之方向重點，

的「健康社區」，其中環保生態部分，著重於推動清

並嫻熟工作推展之方式，環訓所特別於95年5月18

六六六六六
○
三一五三一
○

區的力量，積極朝組訓環保義(志)工隊，推動環境教

戶外訓練活動和冒險性
學習的安全管理評估
了各種體驗危險、挑戰和冒險的機會，有些人想藉

的領導管理能力，且針對可能發生危機之細

世界經濟越來越發達，人口愈來愈多，人類慾

由這類活動滿足自己的慾望，來讓日後留下回憶和經

節，皆能鉅細靡遺的加以註記，提醒參與活

望又是多元且多樣化，追求新鮮、刺激、冒險的活動

歷，因此戶外冒險活動，對人們來說絕對是正面，而

動及協助支援活動人員。

快感，蓬勃而生，故戶外訓練活動與冒險性的學習行

且可以提高自我評價的事，所以會一直不斷的去做。

一、前言

理及綠美化工作，推動發展「綠色社區」，加強自然

練」，藉由訓練課程對「社區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的預

為，有逐年增加趨勢，且其危機與風險亦屢見不鮮。

例如：一位從來沒有試過自己耐力和體力是多大的女

生態保育，推動社區零廢棄，宣導社區資源回收再利

防及處理」、「廢棄物零廢棄、全分類」、「環境整

而危機處理及風險管控的能力，經常考驗著負責管理

性，在其爬山之後，她了解到如果她能在壞天氣中爬

潔」、「病媒蚊、紅火蟻防治」及「綠色消費」等問

和指導戶外訓練活動和冒險性學習的人們，各式各樣

完非常陡峭的山坡，那麼就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難倒

題與推動社區工作之重要幹部進行經驗交流與意見交

的教育訓練或娛樂層次活動的安全性普獲重視，對戶

她的，不知不覺的，她已經擁有力量和決心。故冒險

環境保護工作的推展要有基層社區的參與，才

換，讓清淨家園工作的推動，結合社區力量更為順利

外訓練活動和冒險性學習的安全管理評估課程，需求

經驗可以：

能落實、紮根，甚至永續發展；社區民眾願意關心，

與落實，同時安排學員前往新竹縣湖口鄉「信勢別墅

擴增，參與該課程訓練的人們亦越來越多，且越感興

環境保護的觀念才能植種，社區民眾願意參與，從改

社區」進行觀摩，汲取實務經驗，「信勢別墅社區」

趣，國內相關訓練機構應及早規劃因應。

2.提高自信力；

善自己生活周遭的環境一步一步做起，環境保護的工

在總幹事陳文通先生及社區義工多年的努力下，將荒

作才能產生成果；環保署近年來陸續推動的幾個重大

草叢生之地改造成景觀秀麗的綠地公園，將枯燥單調

二、戶外訓練、冒險性娛樂和危機

4.有成就和健康感。

環保政策如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環境清潔、

之堤防結合社區眾人之力彩繪的美侖美奐，整理後之

環境綠化及美化、海岸淨灘、清溝、河川守護、污染

溪流水清魚游，使得整個社區顯的活潑而生機勃勃；

源舉發及環境生態的保護或復育，透過社區組成環保

社區義工的巧思與巧手將廢棄之瓶瓶罐罐重新賦予新

媽媽、環保義工隊、巡守隊以及專業人士的參與和努

生命，成了一個個可愛的造型娃娃、擺飾和庭園造景

力，再再獲得至為可觀的成效，社區影響力的重要性

的藝術品，而這些經驗都毫不保留的傳遞給每位造訪
用觀念，教育居民進行零廢棄及全分類等基礎工作，

的學員，在義工詳細解說及熱切討論中，學員獲益良

標和願景重要的關鍵。

同時強化社區污染防治，加強社區空氣及河川等污染

多。

因此，環保署每年定期舉辦全國模範社區遴選，
目的即在激發社區居民，運用社區自有特色及自有資

防治工作，輔導成立河川污染防治志工巡守隊，使生
活污水減廢及活化。

環保問題與我們平時的生活息息相關，環境的改
善與環保工作的落實，最大的推動力量就在於民眾能

源，結合眾人的力量，自立營造自己生活的家園，只

環保署為了達成為「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的

夠珍惜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與生活空間，環境保護與

要社區民眾願意多付出一些關懷，多用一點點巧思，

政策目標，擬定了清淨家園工作及強化社區污染防治

改造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有這麼多社區的加入，民眾

就能將生活所在的社區塑造出獨特、與眾不同的人

的施政策略，也在今年推動「清淨家園工作」專案計

熱心的參與落實環保行動，相信創造一個清淨寧適的

文、生態及環境特色；台灣社區的生命力在多年的努

畫，鼓勵社區自主提案，透過基礎調查工作瞭解社區

居家生活環境指日可成。

力下逐漸蓬勃而富於色彩，一個美好的生活環境，讓

之文化、歷史、社區發展現況、優勢與困境，利用自

後，TPH之整體削減率已可提升至94.4%至98.0%。

族碳氫化合物。(二)工廠(場): (1)台南縣煜林電鍍廠，

來就油品(LNAPL)及溶劑(DNAPL)污染場址，同時或

綜合以上結果，可發現整合型復育技術確實能彌補單

主要污染物為地下水鉻；(2)台南市中石化安順廠，主

分階段結合兩種或兩種以上整治技術之整治技術列車

一整治技術之缺陷，另可提升難分解有機污染物之去

要污染物為土壤戴奧辛及汞；(3)苗栗縣台灣氯乙烯頭

(Treatment train)概念逐漸受到污染行為人、關係人

除率，此初步實驗之可行性評估結果，應可作為未來

份廠，主要污染物為地下水氯化碳氫化合物包括四氯

及執行者之採納及重視。在單一整治技術不易處理受

現地整治之參考依據。此外，經前兩序列處理後之

乙烯、三氯乙烯及可能地下水環境降解產物1,1二氯乙

污染場址時，整治列車的觀念應被列入考量。舉例而

污染場址殘存之有機污染物可接續以監測自然衰減

烯、氯乙烯，並包括單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苯。(4)桃

言，如在一同時受有機物及重金屬污染場址，先以生

(Monitored natural attenuation , MNA)；以現地地

園縣RCA廠，主要污染物為地下水四氯乙烯、三氯乙

物整治復育受有機污染土壤，再以固化/玻璃化處理重

下環境吸附、揮發、微生物降解等機制持續降低污染

烯及可能還原脫氯之降解產物1,1二氯乙烯、氯乙烯。

金屬污染土部份。

擴散之程度。

(三)非法棄置場址：屏東縣萬丹鄉(大鼎飼料廠) ，主
要污染物為土壤重金屬鎘、鉻、銅、鎳、鉛及鋅。
(四)儲槽：高雄市中油高雄煉油廠p-37油槽區，主要
污染物為土壤總石油碳氫化合物。針對此整治場址大
國內實有需要建立可據以推定整治技術(Presumptive
remedy)，將國內成功整治經驗加以彙整，歸類污染

環保單位、工程顧問單位及學術機構，積極建
立國內成功整治技術經驗及資料庫，以提供污染整

有效降低地下環境受重油污染之程度。經過介面活

治執行者之參考，未來除可參考美國環保署CLU-IN

性劑充排70孔隙體積(PV)後，TPH已可削減74.7%

網站，提供污染場址成功整治技術之彙整及介紹。未

危機被視為可以幫助個人或團隊成長發展和建

機產生，這些因素和活動場地人員、設備和環

立團隊之媒介，故在社會上期待戶外訓練、冒

境有關，並包含了領導者之裁定或決定，好的

險性娛樂活動之領導者，能於危機發生時，能

決定帶來安全；壞的決定常導致不安全的結

把危機妥為處理，並化為大家可接受和容忍的

果，戶外冒險活動的複雜性，應審慎評估而不

範圍內。

應被低估或錯估。

（二） 沒有危險，機會自然消失：危機處理的概念，

（二） 意外事故處理：首先應課與領導者責任，必須

並不是一個新的想法，而是中國人表達稱為

做好萬全的準備，並應有一套完善的意外事故

“危險”，其指的是遇到危險的機會，這就

發生後之處理計畫，計畫應含：

3. 減少並杜絕可能隨之而來的嚴重事故。

代冒險者想藉由戶外活動之冒險和挑戰，滿足

業的來處理他們所進行的每一場所活動，同時也要有

其刺激感、快感和成就感，並且該活動是安全

意外處理計畫（IMP）當意外發生時使用。

無慮的，不希望有意外受傷情事發生，他們極
為期待戶外領導和管理者能保護他們而不致發
生意外受傷害。

八、評估戶外活動危機的方法
有許多方法，可幫助機構或領導者來評估活動是
否有存在的危機，下列5個重要流程，可以幫忙決定

三、提供安全的、好的戶外活動品質

導致事故發生的關鍵因素：

（一） 戶外活動之領導者必須注意和處理各層面的危

（一） 戶外領導者的能力領導者能力愈高，危機發生

機，如心理的、感情的、體能的、文化的和社
會化的危機。
（二） 領導者除應具有處理危機專業知能外，必須要

率愈少。
（二） 安全性回顧（反省）自我、同儕和外界，藉由
安全性不斷的檢討、反省、改進，則危機發生
率因而隨著不斷檢討改進而遞減。

動危機，法律上要求領導者必須提供一個標準

（三） 所有戶外活動的領導者或機構都必須要有合法

的、安全的活動課程，確保活動中能有最佳的

性，事故發生後，提供活動的公司或活動領導

練習品質。

者，都有責任去妥善處理並負法律責任。
（四） 不管活動在那裡舉行，領導者都有責任和義務
讓參與活動者不受傷害。

(2) 危機發生時應立即依緊急應變系統應變，使
災（危）害減至最低。
3.參與活動者：

(1) 參與活動者既經核定，不可擅自更換。

(2) 應遵照領導者的口令，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逐一完成各階段活動。
(3) 應知道整個訓練活動過程與內容，及可能發
生危機（險）之地方。
4. 協助支援活動者應服從領導者指揮，奉命行
事，不可擅自作為或更動。
（二）事的方面：
1.戶外訓練活動應具合法性。

2. 應於事前至活動場地實地踏勘。

3. 應訂定安全而妥適且周詳的戶外訓練活動計
畫。
4.應訂有危機時緊急應變系統。
5.應訂有危機分析處理系統。

6.應有檢討改善缺失，避免事故發生的機制。

7. 訂定各種戶外訓練活動之個別限制條件或應
行注意事項。
（三）時的方面：
1. 訂定整套戶外訓練活動之標準流程及時間。

2. 活動開始前，領導管理者、參與活動者、協
助支援者應統一對時，以便準時進行各項活
動。
3. 配合生理時鐘，該吃就吃，該休息就休息，
該睡就睡。
4. 季節性特殊天候，應列入考量。
（四）地的方面：
1. 應有戶外訓練地點之位置圖（含活動地點、
廁所、餐廳、公共電話等）。
2.訓練活動空間是否足以容納。

3. 地點遠近應與訓練活動課程密切配合。
4.活動地點有無不安全之處。

5. 應訂定整個訓練活動中各單項活動移動路線
圖。
6.場地特殊人文應列入考量。
（五）物的方面：
1. 所有活動訓練設施或設備應妥為檢查。
2. 該定期維修者有無定期維修紀錄。

3. 整個訓練活動設施及設備是否足以應用。
4. 新設施或設備有無試俥或試用安全。

不知不覺的危機，一定要隨時提高警覺，各個機

（五） 不論參與者願不願意一起活動，領導者和機構

構一定要有此強烈的信念，確保他們的設備和活動，

都有責任告知可能存在的危機，所以不能不評

有著高標準安全性。而通常危機或災害發生原因如

估可能的危機，就讓人參與活動，如此魯莾等

整個戶外訓練活動計畫，所涉及之人、事、

下：

於是為活動打開了危險的大門！

時、地、物，雖各自分離，惟係環環相扣，息

作方式或訓練方式。
（二） 專業領導者輕視或忽略了參與者之安全。
（三） 專業的標準備而不用或活動時未嚴格要求參與
活動者，依標準模式練習或操作。
（四） 參與者沒有被告知會有那些可能的危險，提醒
參與者應多加注意。
（五） 設備或設施不良，沒有定期維修或檢修。

來針對污染場址之創新技術評估亦應有相關制度加以

場址中，往往會以pump-and-treat方式作為先期整

technology evaluation)program，其執行方式應可提

究報告，顯示意外發生的比率，在美國這個高標準危

供國內相關技術規範制度建立之參考。

機處理的國家，其受傷率僅有0.11人／天，和一般正

輔導鼓勵，美國環保署SITE(Superfund innovative

2.意外處理手冊及作業流程。

戶外活動領導者，必須要有明確的事故策略及專

至 9 3 . 0 % 。 此 外 ， 根 據 U S E PA 及 國 內 業 界 從 事 土 壤
/地下水現地整治之經驗得知，於一高濃度有機污染

1.緊急應變系統（ERS）。

（三） 參與戶外訓練活動者期望活動是安全無傷：現

（一） 參與活動者不熟悉活動之過程與內容，以及操

○

都陸續依法提出整治計畫並執行污染改善工作，然而

本研究團隊利用技術序列包括生物可分解之介面
活性劑沖排，地下水沖排及Fenton-like氧化技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員會

及時程，且可選取更具環境永續之污染改善技術。近

本所身心障礙者服務專線：

南加油站，主要污染物為地下水苯及甲苯等單環芳香

（一） 危機評估：是指各種不同的因素，可能導致危

四、災害或危機的發生

○

15.7%之移除率。在第二階段Fenton-like氧化處理

一九五

attenuation 三階段，依此大可減低所有污染整治經費

防災救急演習等等，通常隱藏著危機，而這種

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責任，且有效的處理戶外活

電 話 ： (○
三 四) ○
二 ○
七八九轉五六
消保會消費者服務專線：

特性有七處整治場址分別為，(一)加油站：台南縣嘉

八五七一七
○

純使用自來水沖排之結果相比較，約可提升13.5%至

｜
○○

及(3)Diffusion controlled 如 monitored natural

45至70PV間，TPH移除率確實有下降趨勢，其與單

八
○

污染控制場址暨整治場址公告事宜。目前依污染場址

advective movement如 SVE, pump and treat

接續介面活性劑沖排之轉換點。自來水沖排系統於

資源回收專線：

址，亦積極進行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評估，及必要法定

free product extraction；(2)Removal relied on

45 PV後，TPH削減已有平緩趨勢，故此點即可做為

3.勇於面對成功或挑戰；

七、危機評估與意外事故處理

了。

回收項目：

界逐漸重視台灣地下環境資源。針對相關污染潛勢場

治實施大可區分為(1)Mass removal如excavation,

1.提高自尊心；

跳、漆彈場模擬警匪槍戰、大型的防恐演練及

個危險是真是虛，沒有了危險機會自然就消失

廢容器、乾電池、汽機車、廢輪胎、廢潤滑油、廢鉛蓄電池、

處理受油品污染場址概述

高雄大學 葉琮裕
中山大學 高志明、蔡在唐

（一） 冒 險 性 為 主 的 訓 練 和 娛 樂 活 動 ， 諸 如 高 空 彈

是為什麼要設定人是處在危險的狀態，不管這

電腦、洗衣機、冰箱、電視、冷暖氣機

整治技術列車概念

自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實施後，國內產官學

信箱：台北郵政三九一八四五號信箱
※
本所廉政信箱專線：

日至5月26日規劃了3期「社區推動清淨家園專業訓

電 話 ： (○
三 四) ○
二 ○
七八二
※
信 箱 ： 中 壢 郵 政 第 ○○
三九一號信箱
※

淨家園工作，鼓勵社區成立環保志工隊，進行環境整

可見一斑；所以有效的結合社區力量將是達成環保目

環訓所簡任秘書 江世顯

｜
○○

社區組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透過由下而上的社

全面性的社區改造運動，目標即在打造一個安居樂業

一( 全) 國 環 保 報 案 服 務 專 線 ：

有休戚與共的認同情懷。

二( 環) 保 署 文 宣 品 及 諮 詢 服 務 ：
環保署廉政信箱專線：

有的社區資源，運用社區營造技巧，規劃出社區整體

二 二) 三 一 一 八 二 三 二
(○

居民對自己居住、生活的土地產生舒適感、榮譽感，

電話：
※

推動清淨家園，社區積極參與

教務組 曾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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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大的危機是可以被接受的
一份由12所紐西蘭戶外教育訓練團體所出版的研

物整治場址之可據以推定之整治技術，進而縮短場址

治，再由污染物之移除率評估，是否接續介面活性劑

污染整治可行性評估之花費及時程。

等物化處理，作為第二階段之整治工作，故研究以自

常生活時是沒有兩樣的，這個表示，不斷學習和辨識

污染場址之整治根據污染事件發生後污染物污染

來水沖排接續介面活性劑沖排受燃料油污染之土壤，

危險，可以減少受傷機率在戶外活動時發生。

濃度、污染程度及地下環境氣、液、固分佈特性，整

加以模擬上述之處理流程。結果顯示，當自來水沖排

六、危機好比是個創造者
戶外冒險活動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因為它提供

九、如何做好安全管理評估：
戶外訓練活動和冒險性學習、娛樂，既然潛藏者
不確定的危機，為減少或使危機不致發生，在事前做
好安全管理評估，是極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工作，吾人
認為安全管理評估應從人、事、時、地、物及訂定妥
善活動計畫，六個層次逐一考量綜合評估。

（六）戶外活動計畫：

息相關，必須個別考量、綜合評估，使整個活
動計畫周詳、可行且安全，做到不可有絲毫的
間隙，讓不安全的情事發生，確保並提供參與
活動者，不致發生傷害之戶外訓練活動。

十、結語
任何活動難免都有潛藏著危機或危險，但如果於

（一） 人的方面：涉及戶外活動機構之負責人、領導

事前均經實地踏勘，妥為規劃，訂定周詳、可行、安

者、參與該項活動者及協助支援活動者（場地

全的計畫，據以執行，於事中又將可能發生危機的地

教練、助手、工具管理、交通駕駛者等）。

方標示或提醒參與活動者，且按部就班，照著標準作

1.機構負責人：

業活動流程操作或進行，於事後又針對整個活動作廣

(1) 應建立各類戶外訓練活動領導者名冊（含職
務代理人員）。
(2) 指定具有各該戶外訓練活動專業人員擔任領
導者。
2.活動領導者：

(1) 應具有該戶外活動之專業規劃、掌控與高度

泛的檢討以謀改善，相信不安全的情事發生應可控制
與一般正常生活沒兩樣，甚至更低，則戶外訓練活動
必定是正面的且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