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重要政策
109 年 12 月

建構安全化學環境

1.

為建構安全化學環境，環保署持續推動毒化物證件整併、推動產官學合作
登錄化學物質資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列管評估、強化政府縱橫向應變
量能、完備毒化物災害防救訓練能量等工作，並公告笑氣為第一個關注化
學物質，分年逐項落實相關規劃與工作。
背景
自107年4月28日桃園敬鵬事故發生後，環保署即依據行政院「國家化學物
質管理政策綱領」，擬定「建構安全化學環境計畫」（109-112 年)，並經
行政院108年5月17日核定通過。
近期成果
配合聯合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新增列管制事項，環保署於
109 年 9 月 8 日公告大克蟎為第一類及第三類毒化物，並修正加嚴現行
列管全氟辛酸、全氟辛烷磺醯氟、全氟辛烷磺酸、全氟辛烷磺酸鋰鹽及多
溴二苯醚之管制濃度及禁限用用途等，以與國際接軌並強化我國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
依毒管法授權新增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規定，109年7月21日將笑氣預告為第
一個關注化學物質，並已於10月30日正式公告，跨部會與經濟部、衛福部
及警政機關等聯手管制，除要求製造、輸入、販賣、使用及貯存業者應取
得核可、申報運作資料外，同時禁止於網購平臺交易，以強化對笑氣的流
向管理，遏止不當流用吸食。
依循 109 年 1 月 15 日發布修正之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調整運作證
件核發方式， 由「一物質一證」改以「多物質一證」，以簡化需重複提交
與審查運作人及運作場所基本資料，及解決證件有效期間未統一、繳交多
筆證書費等問題，可實質減少運作人申 辦證件之行政負擔及簡便地方環保
機關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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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日起啟動證件整併作業，截至109年12月15日，已完成換證
4,176家（總列管家數4,224 家，約完成99.7%）、核發新證4,827張證件
（原列管有效證件數共26,388張）。
因應 109年新增實施「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作業，指定 106 種國內
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性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的化學物質，要求製造或
輸入達1公噸以上業者，應於 2 或 3 年提交標準登錄資訊。
環保署自108年10月即設立個案輔導櫃檯，截至109年12月底，除辦理3場
次線上說明會及8場次實體說明會，另輔導107家業者及6家公（協）會，
且已有4家業者完成提交標準登錄資料。
重點工作
1.賡續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列管評估，強化流向管理
109年10月底已公告笑氣為第一個關注化學物質，將持續與經濟部（工業
局、國貿局）、衛福部（食藥署）、內政部（警政署）、財政部（關務署）、
勞動部（職安署）及地方政府等聯手執行稽查，共同防堵笑氣不當濫用。
此外，也持續推動氟化氫（氫氟酸）公告為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列
管事宜，強化源頭管理及流向管控。
除上述 2 項關注化學物質，就各界關切的「具食安疑慮化學物質」「毒品
先驅化學物質」「爆裂先驅化學物質」「對健康或環境危害等級較高」及
「歐盟與其他國家或國際公約列為高關注或管制物質者」等，也將持續列
管評估作業。
預計至 110 年底，累計將完成超過1,000 種化學物質之物理化學性質、
使用用途、暴露途徑、於我國國內運作現況，及國外或國際公約之管制情
形等資料之初步調查，逐步推動後續公告列管事宜。
2.整併毒化物證件，落實簡政便民
預定109年底完成所有「一物質一證」改為「多物質一證」之證件整併，
證件數將由現行 26,388 張減少剩約 5,000 張，僅原來 19%的數量，有
效降低運作人及地方政府管理證件的行政成本。
因同一項化學物質可能分由不同部會同時列管，環保署將評析建置化學物
質運作紀錄單一申報入口的可行性，藉統整各機關申報資料定義、申報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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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申報頻率等資訊，提供予應定期申請運作紀錄之業者運用；而各相關
部會則定期至該申報資料庫提取資料。
環保署與經濟部、勞動部、教育部及內政部等已達成初步合作共識， 將持
續調和單一申報入口之法規規定及進行系統規劃。
3.啟動輔導機制，產官學合作登錄化學物質資訊
109 年賡續化學物質登錄輔導櫃檯(Help Desk)個案輔導外，也將與相關
公（協）會合作逐步完備 106 種既有化學物質資訊；另 (COVID-19) 疫
情影響，對全球及我國產業均有重大影響，故將蒐集利害關係人意見，以
檢討評估延長完成登錄之指定期限及調整執行方式，同時增加優惠費率
等，鼓勵以非動物替代測試方法提交資料。
4.精進與維運中央毒化災技術諮詢中心，及各區毒化災技術小組
技術小組增設方面，雲林麥寮技術小組自 109 年 4月起已全時 2 人值
勤，並自 10 月起全時 3 人值勤；另雲林縣環保局已於 109年 1 月起派
員與技術小組合署辦公。桃園技術小組已於109 年起增設。
5.強化政府縱橫向應變量能
北區資材調度中心建置工程預計 110 年竣工、進駐及申請建物使用執照
等相關事宜，並持續規劃後續所需資材。
6.完備毒物及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訓練能量
「南區專業訓練場暨資材調度中心新建工程」已於109 年 1 月 22 日竣
工，5 月 19 日驗收合格，營運後每年可提供約 2,000 人次訓練課程，
為我國首座毒化災訓練場，有效提升國家毒化災應變能力。另「中區專業
訓練場暨資材調度中心新建工程」已完成石化災害洩漏情境訓練設施採
購，並於109 年 10 月 26 日完成，11 月 13 日驗收合格，110年將先
行辦理政府單位示範訓練。
展望
透過逐年的推動，期望達到「全面建構管理能力」「智慧完備災防系統」及
「科技整合應變體系」願景，達到「強化化學物質管理、稽查及檢驗能
力」及「提升環境災害應變人員之職能及專業能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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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笑氣為關注化學物質記者會

北區資材調度中心建置工程開工典禮

2.

聲音照相元旦開拍 噪音車輛無所遁形
4

為強化高噪音車輛執法效率，有效嚇阻噪音車擾寧問題，環保署宣布「聲音照
相-科技執法」將於 2021 年元旦上路，針對高噪音車輛超標直接開罰，搭配經
「三重認證」品管合格的取締設備以及「雙重把關」案件品保管控機制，未來
高噪音車輛超標即拍即抓、無所遁形！
環保署表示，針對高噪音車輛擾寧問題，目前採搭配攔查檢測或通知車主到指
定地點進行原地噪音量測，原地噪音量測主要係管控不當改裝排氣管製造噪音
問題，但偶有在路上很吵、但原地噪音卻合格狀況，係駕駛人在行駛過程中因
不當操駕製造高噪音所致，有鑑於此，環保署特參考超速照相執法模式，推動
聲音照相直接開罰措施，為完備法令，環保署已完成三項法規修訂工作；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公告「機動車輛行駛噪音量測方法-影像輔助法」、另於 12
月 1 日會銜交通部修正發布「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及「使用中機動車輛噪
音管制辦法 」。
環保署指出，參酌先前區間測速的相關經驗，為確保聲音照相系統之公正客觀
性，該署特別針對硬體設備訂定「三重認證」，另針對違規案件判定流程規範
「雙重把關」，以確保執法公信力：
1、硬體設備三重認證：噪音計須通過標準檢驗局檢定認證(每兩年檢定 1 次)、
聲音照相系統通過環保署比測驗證、硬體設備每 3 天校正 1 次及每 5 分鐘對時
1 次。
2、違規案件判定雙重把關：扣除背景環境干擾(執行背景音量修正、確認風速
及降雨氣象條件)及釐清其他音源干擾(保留紀錄事件前後 3 秒影像或音檔，確
認事件噪音來源)。
另有關民眾關切聲音照相設備是否數量太少？環保署說明聲音照相科技執法目
的係為抓吵，為求設備效率最大化，未來將精準執法，即優先針對民眾陳情熱
區之特定路段設置固定式系統長期監視取締；另針對民眾檢舉特定時段的部
分，則採移動式系統，以提升聲音照相設備應用成效。

3.

國際議題環教工作坊 16 國青年學子參與

環保署為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臺灣為出發點，瞭解在地環境問題與全
球所面臨的各項環境威脅，進而啟發人們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與行動，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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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針對在臺就學的國外學生辦理 3 天的「2020 年國際議題環境教育工作
坊」（2020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EDUCATION WORKSHOP）。來自世界 16 國的 30 名學生及青年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在臺南進行經驗交換與分享。
自 2014 年起，臺灣環保署與美國環保署即共同推動全球環境教育夥伴計畫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GEEP)，致力於區域及全球的
環境教育推廣工作，促進合作網絡，因應共通性的環境挑戰。更於 2019 年於
臺灣成立 GEEP 亞太中心，由臺灣扮演領頭羊，推動亞太各國環境教育工作的
交流與合作。2020 年全球因受新冠疫情影響，國際交流受限，環保署轉變方
式，透過國際工作坊，跨越國界藩籬及地域界線，發揮影響力，讓世界看見臺
灣卓越的環境教育經驗與創意行動。
工作坊以「環境行動 原力覺醒」為主題，透過結合理論與實務的課程，從環境
素養、環境倡議到環境行動，提升學員對永續發展之知能與技能。工作坊邀請
擔任 GEEP 計畫秘書處的北美環境教育學會執行長 Judy Braus 透過預錄影片，
向所有學員說明 GEEP 的核心理念及目標，並鼓勵所有學員「相信教育的力
量，將可以為未來創造改變」。
來自不同國家的 30 位青年學生或環教工作者，藉由認識臺灣環境教育的發展
經驗以及環境行動創新策略，透過分組討論，啟發學員發想和分享解決家鄉環
境議題的行動方案。工作坊更設計讓學員攜帶環保餐具，實際參與「無塑夜
市」的綠生活行動；並帶領學員前往台江國家公園和橋南社區親身體驗環境教
育課程、欣賞社區傳統偶戲中傳達的環保理念、感受地方的環保實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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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家鄉的環境議題尋找解決方案

至台江國家公園進行沙洲淨灘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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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全民護土水，土壤生生不息

慶祝大地的母親土壤生日，環保署為感念土壤對糧食、水資源和能源安全的貢
獻以及在保育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中對人類的福祉。特別自 109 年 12 月 5
日起，展開保護土壤及地下水的系列活動，從教育、宣導、專家呼籲及人才培
育等，播下珍貴的保育種子，讓土水保護變成全民共識。
聯合國訂每年的 12 月 5 日為「世界土壤日」，2020 年世界土壤日的主題是
「土壤生生不息，呵護萬物生靈」(Keep Soil Alive, Protect Soil
Biodiversity)，環保署為加強民眾對土壤及地下水保護的認知，並響應聯合國
的號召，與世界同步展開各種活動，透過宣傳，提醒民眾土壤的重要性。除在
當日首播「大師話土壤」影片，同時於粉絲團及網路社群，舉辦有獎問答贈綠
點。
為強化民眾保護農地的觀念，及提升及培育國內土水人才素質，環保署近期也
陸續在全國電臺播放宣導農地污染預防，節目中與主持人暢談「巡農地」要注
意的狀況，及預防污染與農地買賣租賃等事項；另訂於 110 年 1 月舉辦 4 天 3
夜「土水青年創意與產業潛力開發活動培訓」，課程內容包含土壤及地下水技術
與應用、實際採樣操作及污染場址參訪等，使青年學子與土壤及地下水相關產
業接軌。
環保署強調 2020 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舉辦「兒童土壤生物多樣性競賽」，除將「保持土壤生命，
保護土壤生物多樣性」列為座右銘外，亦指出土壤和生物多樣性在維持人類福
祉，確保未來農業生產力和環境可持續性方面有重要作用。
環保署已擬訂永續的管理策略，並擴大結合國際專家及各國做法，研議跨國合
作及研討，強化對土壤污染預防的工作及提升土壤環境功能及利用，也一起號
召國人疼惜「土壤」—大地之母，共同保護珍貴的土壤資源，以「促進健康永
續土壤」為終極目標。

5. 中南部聯合稽查 60 架次無人機遏阻露天燃燒
為因應臺灣中南部秋冬空品不良，環保署於 109 年 11 月 9-11 日結合中南部
10 個縣市環保局共 213 人次稽查能量展開聯合稽查。此次行動是以近期的指
標污染物（PM2.5)為目標，共針對 25 處營建工地與 59 處露天燃燒熱區等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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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逸散性污染的地點進行稽查，合計查獲 14 件違規情事，預估處分 42 萬餘
元。
環保署表示，臺灣在東北季風期間除因地形條件導致擴散不良外，中南部部分
地區逢稻作收割，農民露天燃燒的行為也可能導致空氣品質更差，因此環保署
特別規劃了這次聯合稽查行動，並以總計 60 架次的無人航空載具(UAV)來加強
稽查效果。
行動 3 天下來，南投縣針對疏濬、區域開發等工程加強巡查；高雄市除執行露
天燃燒及營建工地稽巡查，亦執行河川裸露地面積調查；臺南市以新吉工業區
營建工地為對象進行稽巡查，發現車輛未有效清洗、防塵布未捆緊、工地圍籬
未涵蓋全部區域等缺失；雲林縣查獲豆皮製造廠未取得許可及廢棄物露天堆置
等違規情形；屏東縣在 10 處露天燃燒熱區域以 UAV 進行稽查，共查獲 6 件違
規；其餘嘉義縣、臺南市、臺中市、苗栗縣、雲林縣、彰化縣等縣市以及環保
署督察大隊也分別合作完成相關稽查。
環保署表示，這次稽查行動共發現 12 件違法露天燃燒，顯示仍有部分民眾未
能捨棄這種陋習。環保署強調，正值空品不良季節，希望民眾減少露天燃燒，
也希望工區及工廠業者依規定做好空污防制，使空氣品質不致惡化，共同維護
你我的健康。

6. 邁向無汞家園 跨部會發表執行汞水俣公約成果
環保署偕同衛福部、農委會、勞動部等部會，於 109 年 12 月 2 日舉辦「執行
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跨部會成果發表會」，邀集學者專家、業界及 NGO
齊聚一堂，由相關部會分享汞減量執行成果及進行交流。
汞俗稱水銀，相當濃度下會對大腦及神經系統造成損害，並且損傷器官，為保
護人類和環境免受汞危害，聯合國訂定汞水俣公約，並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生
效。而我國環保署在公約生效前，即已推動跨部會「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
動計畫」，於 2016 年 6 月 27 日由行政院核定，協力減少環境汞含量。
環保署表示，公約規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加強 9 類含汞產品管制，包
括：特定電池、開關及繼電器、普通照明緊湊型螢光燈、普通照明直管型螢光
燈、普通照明高壓汞燈、電子顯示螢光燈、化粧品、殺蟲劑/殺菌劑/局部抗菌
劑、非電子測量儀器等，針對這 9 項產品，在跨部會共同努力下，已全數完成
修訂相關法令，規範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製造及進口，與公約期程一致。
本次跨部會成果發表會，首先由環保署介紹執行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拉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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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並由衛福部、農委會、勞動部，分別針對民眾關切的牙科用汞合金及中藥
汞管理、農業相關管理檢測及職業安全有關汞的管理分享成果，最後由環保署
針對含汞產品源頭減量、整治場址、固定污染源排放與減量、環境監測、檢測
方法研發及放流水與環境水體管理成果進行報告。
環保署最後表示，聯合國 2015 年設定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中含括評
估全球化學品管理發展趨勢，我國執行汞水俣公約已具初步成果，後續將持續
透過跨部會及產學研合作，促進化學品安全，請見汞水俣公約網站
https://topic.epa.gov.tw/hg/mp-3.html。

化學局局長於邁向無汞家園跨部會記者會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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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聯合國汞水俣公約推動計畫跨部會成果發表會」

7. 愛地球外送啟動 外送環保新選擇
環保署首次與外送平台 foodpanda、臺南市環保局及循環容器供應者合作，於
109 年 11 月 9 日至 110 年 1 月 4 日於臺南市中西區、東區及北區試辦環保外
送服務，消費者可於 foodpanda 訂餐頁面選擇使用循環容器出餐，用餐後歸
還至循環容器歸還點，即可取得消費優惠碼。

餐飲外送服務興起，依聯合信用卡中心統計資料，餐飲外送平台營業額 109 年
上半年已達 50 億元，約使用 670 公噸免洗餐具，對環境造成不小的負荷。為
減少免洗餐具用量，建立外送平台餐具使用的循環模式，環保署與民間嘗試循
環容器的可行性與適用性。
為宣示環保外送起跑，11 月 9 日於成功大學辦理「愛地球外送 零廢棄生活」
記者會，消費者於試辦的活動區域，先於 LINE 官方帳號搜尋好盒器並加入會
員，即可於配合的 22 家餐廳使用 foodpanda 訂餐時，選擇以循環容器盛裝餐
飲，消費者用餐後清除廚餘並簡單沖洗餐具後，3 日內歸還至 30 處歸還點即
可，容器將經過專業洗淨及消毒，再次循環使用，衛生又環保。
本次活動消費者為自願性參與，使用循環容器民眾無須負擔額外費用，為鼓勵
民眾支持環保，凡歸還餐具的消費者，可取得 foodpanda 30 元優惠碼。

8. 環保署結合芬蘭與民間

共推固體再生燃料

環保署為推廣「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l，簡稱 SRF），11/27
日辦理「固體再生燃料 轉廢為能」記者會，環保署沈志修副署長、芬蘭商務辦
事處米高代表等產官學研各界出席，展現推動決心。
環保署指出，推動廢棄物燃料化政策，可解決高熱值廢棄物處理、減少化石原料
及燃料開採。以發電為例，廢棄物於焚化爐發電效率僅約 20％，若製造成為 SRF
並於專燒爐燃燒發電，其發電效率可高於 30％，更具能源與經濟效益。
SRF 由塑料與生質物(如廢紙、木材)等無害且適燃性物質回收轉製，具有低環境
衝擊、低燃料成本、並可應用於高能源效率鍋爐及燃燒設施等優勢，相較煤炭，
SRF 作燃料更能減碳。此外，將適燃性廢棄物分離製成 SRF，也可減少焚化爐負
荷。因此，環保署制訂「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以確保 SRF
11

品質，也同步訂定「廢棄物燃料化推動目標」，預計於 110 年達到廢棄物燃料化
39 萬公噸。
目前我國 SRF 產業以造紙業、紡織業及水泥業為主。本次記者會除經濟部工業
局、工研院綠能所、臺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及東海大學張瓊芬教授等專家共同
出席外，更邀集永豐餘、正隆、廣源造紙、達清環保、力鵬等陸續加入推動行列
的企業代表參與。

目前國內 SRF 產業包括產源、製造端、使用設施(鍋爐/電廠)及衍生灰渣再利用
機構，打造 SRF 產業供應鏈，創造商機。造紙業如永豐餘、正隆、廣源公司，紡
織業如力麗公司、水泥業如台泥公司等，其原產業原本即具備高熱值的適燃性廢
棄物與鍋爐需求，或是具備水泥窯及燃燒後灰渣再利用方便特性。除自製自用外，
也有專業的 SRF 製造業者，例如達清環保公司導入芬蘭 BMH 科技公司 SRF 廢
棄物處理設備、隆順綠能、萬積科技、永茂環科等，鏈結臺灣汽電及大園汽電公
司等業者，亦為可行案例。
環保署表示，為提升國內業者使用 SRF 作為燃料的意願，積極推動灰渣再利用、
產業使用再生能源等獎勵措施，也期盼透過記者會拋磚引玉，鼓勵企業加入綠色
轉型，共同打造兼具資源循環及降低環境衝擊的產業環境。

9.

污染新竹油羅溪元凶

砂石場負責人送法辦

環保署與新竹地檢署、保七總隊及新竹縣環保局、警察局等單位歷經 6 個月努
力，11 月初查獲污染新竹縣橫山鄉油羅溪的砂石場元凶，也同時破獲該砂石場
非法棄置及掩埋廢棄物的環保犯罪案。
新竹地檢署接獲民眾檢舉，在新竹縣橫山鄉的砂石場 違法傾倒廢棄土、石、廢
棄物於油羅溪行水區內，影響河水流暢，恐危害居民生命、財產安全。109 年
5 月 5 日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現勘，發現油羅溪畔的砂石場堆置及回填大量營建
廢棄物與廢玻璃纖維樹脂粉等，新竹地檢署啟動檢警環聯合查緝專案，展開追
查不法行為。
環保署北區環境督察大隊及保七總隊經長期追查發現，該砂石場以經營合法砂
石場之名，對外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實，並提供土地供不特定人士堆置
及掩埋事業廢棄物與營建廢棄物，牟取不法暴利。11 月 3 日由新竹地檢署發動
搜索發現，該砂石場將添加混凝劑的無機污泥 用卡車載運至場外曬乾處理，該
砂石場未經主管機關同意，即提供堆置廢棄物，除涉犯廢清法第 46 條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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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亦發現有無機污泥滲出廢水流至油羅溪造成污染，亦涉犯第 46 條。
另於砂石場場區開挖 8 處，除回填掩埋營建廢棄物（含廢塑膠、廢木材、廢磚
石瓦、廢鋼筋等）之外，也將堆置在場區內的混凝土塊經破碎發現內含廢印刷
電路板碎片、廢塑膠及玻璃纖維樹脂粉，屬於事業廢棄物非法處理行為，涉違
反廢清法，最重將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及 1,500 萬元以下罰金。

10. 服務業者響應環保作為 為環保標章撐腰
環保署為表揚服務業者對綠色消費的支持及努力，109 年 11 月 2 日於「2020
ITF 台北國際旅展」主舞臺辦理「109 年服務業環保標章業者表揚典禮」，由環
保署張子敬署長親自頒獎，表揚 108 年 10 月 1 日至 109 年 9 月 30 日取得服
務業環保標章業者，共 18 個獲獎單位，包含 16 家環保標章旅館、1 家環保標
章旅行社及 1 家環保標章餐館。環保標章業者除落實基礎環保設施外，亦自主
將環保作為全面性導入經營策略，致力於降低服務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衝擊。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