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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畜牧資源轉綠能 沼到循環新價值

環保署自105年與農委會合作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政策，包括沼液沼渣肥分施用、農業廢棄物
個案再利用及符合放流水標準回收施灌植物等方式，迄今全國已達1,500家畜牧場申請，可回收氮

肥，創造綠能，提升河川水質，改善空氣中臭味問題，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背景
環保署自104年11月24日起，以「沼液沼渣還肥於田」
為主軸，進行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10章之1專章之訂定，推動過程滾動檢討，並協調農
委會暨地方農政單位協助審查，另與地方政府及產業
團體合作免費協助畜牧業檢測沼液沼渣成分、土壤及
地下水背景值、媒合施灌農地、撰寫申請計畫書及送
審。沼液沼渣肥分使用除申辦手續簡單且政府免費協
助外，豬糞尿經過厭氧發酵後可降低臭味，產生沼液
沼渣回收肥分施灌農地、沼氣發電利用，糞尿再利用
後可減少繳納水污費，減少化學肥料使用，並提升環
境品質。
環保署自105年與農委會合作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
政策，為協助小型畜牧場廢水處理並資源利用，環保
署補助地方政府推動畜牧糞尿大場代小場之分戶收集

處理或集中處理計畫，目前已有6縣市共13案完成核定
補助，可處理53場畜牧場、約12萬頭畜牧糞尿。
為彰顯肯定全國地方政府推動成果，環保署109年11月
3日於雲林縣台西鄉全民畜牧場聯合舉辦「畜牧資源
轉綠能 沼到循環新價值」記者會，環保署副署長蔡鴻
德，水保處長吳盛忠、雲林縣副縣長謝淑亞、雲林縣
環保局長鄭育麟等，現場近200人共襄盛舉。
為宣示中央地方共推畜牧糞尿資源化的決心，澈底改
善畜牧污染，達到田肥水清之目標，活動中由環保署
副署長帶領下進行畜牧糞尿資源化推動成果破冰儀
式，此外，環保署補助雲林縣綠野能源公司畜牧糞尿
資源化處理計畫(大場代小場處理)宣示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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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效

落實畜牧業循環經濟

環保署表示，自105年推動畜牧資源化至今，全國已達
1,500場畜牧場採行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措施，包含沼
液沼渣肥分使用、個案再利用及符合放流水標準回收
澆灌植物，共核准施灌量每年達678萬公噸，可取代18
萬8,578包化學肥料，節省6,411萬肥料錢，施灌水量最
多可減少繳納水污費5,224萬元，相當於773座礫間處
理設施削減污染量。

環保署指出，藉由畜牧糞尿資源化，經厭氧發酵還肥
於田，收集處理過程產生的沼氣轉化成綠電後售電給
台電，將畜牧資源有效轉換為氮肥及綠能，落實畜牧
業循環經濟，同時改善承受水體水質及空氣臭味，大
場代小場及集中式處理場的推動模式能成為畜殖產業
中資源循環利用領導者，畜殖產業得以汲取相關經
驗，改變傳統經營模式，朝向更經濟與能源推動方
向。

另考量小型畜牧場廢水處理及資源化技術不足，環保
署於107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設置畜牧糞尿資源化設
備處理其他畜牧場糞尿（簡稱大場代小場處理或集中
式處理），全國已核准補助13案，總處理頭數約12萬
頭，每年共可減少約12萬公噸溫室氣體排放量，發電
機裝置容量共計1,391KW，其中雲林縣就申請7場，包
含當日簽約之綠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由綠野能源規劃於台西鄉全民畜牧場設置畜牧糞尿資
源化處理設備，引進德國連續攪拌式厭氧發酵槽、丹
麥製脫硫系統、美國製微渦輪沼氣發電機設備及義大
利製沼氣壓縮機等，並利用管線集運鄰近4場畜牧場
共計7,979頭豬隻，總處理頭數為17,239頭，斥資1億
8,200萬餘元，環保署核定補助2,899萬，每日總處理
水量為172.4公噸，並將75%廢水進行資源化利用(符合
放流水標準之回收水澆灌植物)，每年減少4.7萬噸畜牧
廢水排入新虎尾溪，沼氣發電利用後每年共可減少約
1.9萬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活動當天亦進行沼液沼渣施灌參訪，月光下友善農場
種植過程不須使用農藥、無除草劑，堅持友善糧食，
與自然共生共存，採行零農藥及傳統工法，保留小麥
最初的香味。此外，花生是雲林重要的作物，全台有7
成花生是從雲林縣生產，當天也參觀沼液沼渣施灌花
生田，象徵政策從政府機關到民間的合作，共創畜牧
業、農業、環境保護等多贏效益。

未來方向
環保署目前仍有相關補助，包含畜牧糞尿大場代小場
或集中處理，並補助沼液沼渣集運車輛、施灌車輛或
機具、農地貯存桶等，農民可洽詢地方環保局，也期
望透過成果宣導，能使更多的農友、畜牧業加入「畜
牧糞尿資源化利用」的行列，共同參與響應環保，於
法規年限114年所有畜牧戶可達5%資源化、118年可達
10%資源化目標，達到友善環境，減少畜牧糞尿排入河

畜牧糞尿資源化記者會破冰儀式，由環保署副署長蔡鴻德（右五），水保處長吳盛忠（右三）、雲林縣副
縣長謝淑亞（左五）、雲林縣環保局長鄭育麟（左三）等共同主持，現場近200人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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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讓居民擁有優質的水環境及生活品質，共同找到
循環經濟新價值。

活動當天也參觀沼液沼渣施灌的花生田，徵政策從政府機關到民間的合作，共創畜牧業、
農業、環境保護等多贏效益。

廢棄物

預告修正「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環保署於109年7月23日預告修正「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部分條文，經邀請
各界召開研商會徵詢意見，因應社會對於掩埋場滲漏預防之關切，經評估後調整預告草案，109

年10月22日辦理第2次預告。

為強化最終處置掩埋場管理，預防掩埋處理對於鄰近
區域環境之影響，故新增相關環境監測等管理規範 。
環保署表示，前次預告草案內容，包括增訂掩埋場應
定期監測地下水水質及增進掩埋場終止使用後之管
理，明定業者應提出封場復育計畫，並依核可內容執
行復育、設施維護及各項監測，且對於環境監測執行
成果應登錄於政府相關網站並予以公開，以使資訊透
明。
本標準自78年5月8日訂定發布，迄今13次修正，最近
一次於109年2月修正發布。 本次修正重點，主要為參
考美日掩埋場規定，修正衛生掩埋場之底部為複合阻
水層，強化掩埋場設施功能，有效阻絕掩埋場滲漏發
生，並考量既有衛生掩埋場阻水層已設置無法調整，
新增排除條款。此外，為掌握掩埋場對環境之影響，
調整封場復育之環境監測頻率及環境監測執行成果登
錄之時限。

一、新增新設衛生掩埋場阻水設施規範。（修正條文
第34條）
二、修訂衛生掩埋場及封閉掩埋場之覆土及監測規
定。（修正條文第35條、第39條）
三、新增掩埋場依封場復育計畫辦理、封場復育計
畫內容、封場復育期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41條之
1）
四、新增掩埋場封場後環境監測及終止執行之條件相
關規定。（修正條文第41條之2）
五、配合本次規定調整，新增新設及既設掩埋場之
封場復育計畫提出時間之規定。（修正條文第41條之
3）
六、掩埋場之環境監測執行成果紀錄、登錄及公開規
定。（修正41條之4）

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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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測

治理技術發表–無人機水質監控及污水除磷回收技術

環保署為開發創新前瞻水質治理與監測技術，109年10月21日於高雄澄清湖水庫舉辦「無人機水質
採樣及生活污水電解除磷技術」成果發表，現場示範無人機吊掛水質儀及採樣袋，進行水庫水質

遠端監測及採樣，展示無人機快速、安全、低污染及低擾動之水質監控優勢。也在遊憩區公廁展示電
解除磷回收槽，藉由電解結晶技術可去除污水中氮、磷營養物質，並回收為肥料。
現行水庫水質調查係以船運送人員前往採樣點，作業
時間長、成本高、具有較高人力風險及油污污染疑
慮，且船行位置常受地形與水深限制，而無法取得具
有水庫代表性的水樣。環保署委託成功大學，檢討現
行水庫水質取樣點與作業方式，在提高監測品質與維
持數據一致性的前提下，研發可行之無人機輔助取樣
技術。透過無人機輔助作業，管理單位能快速取得所
需水樣，正確評估水質狀態與污染熱區。

氮、磷營養物質是造成水庫優養與水質惡化的主因，
其來源包括過量施肥、農畜廢棄物、生活與遊憩污
水。目前水庫集水區生活、餐飲與廁所污水處理僅仰
賴化糞池，其對磷的去除效果非常有限。為削減入庫
營養物質污染，成功大學與高雄科技大學利用電凝或
加藥技術將公廁化糞池中的氮、磷回收，結晶成為具
有肥料價值之鳥糞石（磷酸氨鎂），不僅降低污水中
的營養鹽，回收之鳥糞石亦可製作成肥料再利用，以
達到資源永續循環。

噪音管制

確保公正廢棄物
環署「聲音照相」擬一月上路

為改善高噪音車輛擾寧、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環保署推動「聲音照相」科技執法，35套系統預計在
明年1月1日上路，於全台18縣市加入執法。未來由聲音照相系統紀錄到的噪音超標行為，將以噪

音管制法開罰，罰鍰為1800-3600元，不當改造車輛者據照片比對後，也要限期改善。
環保署於109年10月28日舉行聲音照相系統測試會，
分別向媒體與車友團體展示設備精確度及公正客觀，
環保署強調，原廠車、原廠特仕車、具高馬力的性能
車、與使用認證管改裝的汽機車輛，並不會輕易發生
噪音超標狀況，主要還是看駕駛是否有刻意低檔加速
等不當操駕行為，與過去的標準相同。
為完備聲音照相法律授權，環保署刻研修「機動車
輛噪音管制標準」及「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管制辦
法」。在先前2次法規研商會中，部分車友及車輛團體
提出相關疑慮，包含如何確保聲音照相系統準確與公
正性、如何避免環境噪音干擾等問題。為釐清疑慮，
環保署於國家級噪音法規實驗室實地情境演練，讓各
界瞭解聲音照相系統如何驗證、如何進行背景噪音修
正及如何篩選高噪音車輛等程序，強調與既有使用麥
克風收音的手動監測結果相同。
聲音照相系統由判別噪音的麥克風、校正風阻等環境
空氣
干擾的風速計、紀錄前後三秒周邊環境的魚眼攝影
機、與車牌辨識攝影、與控制箱體等設備組成。環保
署表示，新加入的監測系統經過嚴密調校，將有三重
認證，一再進行比測以確保系統的準確與公平。

1. 檢定認證：聲音照相系統所使用之噪音計必須採用
「度量衡法」所規範之「公務檢測用噪音計」(C l a s s1
等級)，應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定認證，並每2年檢
定1次。
2. 比測驗證：聲音照相系統應經由環保署認可之
噪音法規實驗室，依據環境檢驗所公告檢測方法
「機動車輛行駛噪音量測方法－影像輔助法（N I E A
P211.80B）」進行比測驗證，並每年驗證1次。
3. 校正查驗：聲音照相執法過程，應使用國家量測標
準實驗室驗證之聲音校正器，並每3天校正1次；聲音照
相系統每5分鐘與國家標準時間對時校正。
今次情境模擬以原廠重機、認證改裝重機、非認證改
裝排氣管摩托車、原廠特仕跑車分做時速50、60、70
全油門加速做比測。顯示不當操駕、不當改裝者顯示
結果超標，但使用原廠、認證改裝且正常駕駛者皆輕
鬆過關，使用獲認證的知名改裝排氣管「蠍子管」的
車輛亦安心過關。
未來由聲音照相系統紀錄到的噪音超標行為，經背景
音修正、比對前後三秒確認排除環境干擾、且氣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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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罰，罰鍰為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且若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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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辨認使用非原廠或認證排氣管等違法改裝者，地方
環保局將再要求到檢與限期改善。

聲音照相系統由判別噪音的麥克風、校正風阻等環境干擾的風速計、紀錄前後三
秒周邊環境的魚眼攝影機、與車牌辨識攝影、與控制箱體等設備組成。

化學局

修正毒化物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環保署修正發布「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名稱並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
環保署說明，本次修法，除針對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擴大管制範圍，納入已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
注化學物質外，並要求運作多物質之運作人，應考量
整廠風險與應變量能後，合併訂定廠（場）危害預防
及應變計畫及經風險計算較高者應另補充運作廠場之
外部通報等相關內容，並新增主管機關得考量運作風
險要求發生重大事故之運作人補充相關內容後重新提
送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環保署表示，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35條
第2項資訊公開規定，在不涉及個人資料、國家安全或

國防機密及一定條件下之工商機密，公開運作人提送
之計畫內容於指定網站。另為維護施行前已完成備查
之運作人權益，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並考量本次修正
幅度較大，給予2年緩衝期，使運作人有充分時間以整
廠運作風險角度，依本次修正規定重新製作及提送危
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環保署提醒，於平時做好災害預防準備，強化整備相
關資料、研擬妥適之應變措施並定期演練，除可於事
故第一時間採取應變作為，以有效降低事故規模之
外，並維護生命財產安全，亦能降低環境污染危害之
可能。

空氣品質

鎖定揮發性有機物 首波跨縣市稽查完成

為因應臺灣西部地區秋冬季節空品不良到來，環保署於109年10月12-14日間結合彰、雲、嘉、
臺、高、屏縣等7縣市辦理今年度第一波的聯合稽查。此次聯合稽查主要考量10月容易發生臭氧

超標情形，特別針對臭氧前趨物的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放源進行查核。這一波聯合稽查共在7縣
市31處公私場所執行，共計查獲違規情事3件，預估處分金額16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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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表示，在東北季風以及地形條件導致擴散不良
的狀況下，秋冬季節本就是台灣西部空氣品質不良的
好發期，而這段期間的指標污染物就是懸浮微粒與臭
氧。今年環保署先由臭氧的前趨物VOCs著手，首波以
石化等行業為主要稽查對象。
在這次的稽查行動中，嘉義縣環保局針對台塑公司新
港廠等業者加強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查核；雲林縣
環保局針對六輕工業區進行V O C s洩漏檢測，以及配
合工業總體檢執行深度查核；高雄市環保局以中油等
國營事業為對象進行VOCs洩漏檢測，並開出2張罰單
（最高測值67,571ppm，標準為2,000ppm）；台南市
環保局則在8個區展開各種稽查行動，其中在善化區某
工廠發現有高濃度VOCs從未經許可的管道排放，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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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處分；其餘嘉義市、彰化縣、屏東縣以及環保署督
察大隊也分別合作完成多項稽查。
環保署表示VOCs洩漏檢測向來是石化工廠最容易超標
被罰的項目，但這次在31家工廠執行3400餘點次的洩
漏檢測後，只有1家有超標情形。顯示近年來在環保機
關不斷的督導查核下，業者已確實進行VOCs的洩漏改
善，也逐漸獲致成效。
環保署呼籲業者要持續深化落實污染減量，也應妥善
安排歲修期程、使用低洩漏型設備元件及優化設備
維修管理等面向努力，以降低石化製程各種洩漏機
會。

化學局

公告第一個關注化學物質「笑氣」上路

環保署於109年10月30日公告「笑氣」為第一個列管關注化學物質，並將跨部會與經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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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祭出重罰，未來查緝發現民眾未依規定持有笑
氣，依法可處新臺幣3萬起到30萬元罰鍰，若致人於死
或危害人體健康更可最高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併科罰金最高新臺幣1000萬元。
環保署指出，笑氣是第一個加強管理的關注化學物
質，並提出「4要2禁止」管制措施，「要核可、要
標示、要逐日逐筆網路記錄、要按月申報、禁網路交
易、禁無照運作」從紀錄、申報加強流向管理，以管
制笑氣流向。同時，除特定用途經政府同意，笑氣必
須添加具有惡臭味的「二氧化硫」，藉此遏止目前不
當流用吸食情形。
環保署說明，工業用笑氣，在公告前已運作者，自今
日起需要立即逐日逐筆記錄、網路傳輸、按月申報、
禁止網購，公告日起半年，也就是在明(110)年5月1日
前，則必須取得核可文件、完成標示「限工業用、禁
止吸食」字樣、備妥安全資料表及依規定添加二氧化
硫。
此外，為捍衛國人健康，落實規定施行，環保署訂於
109年11月1日起，會同經濟部、衛福部及警政單位等跨
部會聯手管制，積極展開聯合稽查並加強輔導業者，
希望透過跨部會主動出擊，全力防止笑氣遭不當濫
用。

環保署人員臨場輔導業者，照片中為工業用笑氣1噸
鋼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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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三部會高峰對話 擘劃臺灣綠色復甦願景

環保署主辦的「2020臺灣循環經濟高峰會」於109年10月16日舉行，環保署與經濟部、農委會三
部會副首長與荷蘭、以色列、法國、盧森堡、捷克、芬蘭、印度、泰國、丹麥、越南、馬來西亞

等11國駐台代表人員齊聚隆重開幕，並邀請多位重量級學者專家，就塑膠、營建、農業等議題進行對
話，點亮循環經濟新價值，更呼應國際間齊探討綠色復甦議題。
「2020全球面對疫情下，各國紛紛推出綠色復甦方
案，循環經濟是很重要的一環，本次政策高峰對談由
環保署沈志修副署長、經濟部曾文生次長、農委會黃
金城副主委針對國內推動循環產業動靜整合，探討法
規鬆綁、跨部會合作、社會溝通及產業轉型，以逐年
達成國家循環經濟目標，邁向物質全循環的社會。
塑膠議題邀請國內環保紡織二大產業力麗及遠東新進
行分享，如何成功將臺灣產業打入國際供應鏈，在全
球供應鏈重組、環境交流等領域，尋求更多合作空
間；海湧工作室分享其針對小琉球如何完成整合民眾
一起響應，從淨灘開始實踐無塑島。

分享，福壽實業則以全方位的農業產業，從農場、食
品、肥料、水產等跨領域推動循環經濟，剖析農業全
循環應用，激盪不同火花。
循環經濟需跨部會合作，環保署推動循環經濟不遺餘
力，訂定「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強化整體政策
推動力道，產業面更不斷交流分享如何進行產業轉
型，交換彼此的經驗，創造新的產業鏈與價值，除了
減少廢棄物處理的問題，同時也降低自然資源的開採
與使用，最終希望產業能一同履行對環境永續的責
任，邁向綠色復甦，臺灣也能成為亞洲循環經濟熱點
國家。

營建議題部分，環保署與經濟部、公共工程委員會就
民眾所關心的營建再生粒料應用進行探討，如何克服
底渣爐碴去化問題，同時針對國內建築如何做好循環
設計與模組化建置，減少大量營建資源浪費，成功大
學因應疫情，透過模組化重建病房即是成功案例。

本次「2020臺灣循環經濟高峰會」場場精彩，呈現塑
膠、營建及農業循環經濟轉型成功契機，活動當中有
中英文雙語直播，讀者們可透過活動連結一窺這一年
一度循環經濟的盛事。

農業議題，除環保署與農委會進行政策說明外，並邀
請台糖、兆映豐公司，針對農業剩餘資材再利用進行

中文直播：https://youtu.be/jTAdZVuWqTg
英文直播：https://youtu.be/tIfUN7Tf4oQ。

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循環 發展多邊合作新契機

為持續對外擴充國際資源回收合作夥伴，延續我國與新南向國家交流活動，環保署於今年10月
22-23日及28-29日辦理「從資源回收邁向資源循環」國際交流實務推動系列活動，邀請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澳洲、紐西蘭、南非、西班牙、瑞典及丹麥駐臺辦事處等超過20人以上參加，分享
交流及推廣臺灣資源回收的技術及經驗，共同實踐環境永續的理念。
臺灣地狹人稠，垃圾掩埋場地難尋，垃圾不易處理，
環保署發展資源回收系統，從86年推動「資源回收四
合一計畫」，造就現在一年數百億的商機，創造上萬
個就業機會。多年的推動下，臺灣以基金收費補貼建
構資源回收處理體系的成功經驗，更讓臺灣的資源回
收成果在世界名列前茅。
環保署表示，廢棄物是放錯位置的資源，臺灣有良好
的資源回收產業，翻轉廢棄物的循環模式，開啟另一
片天空，如過去把廢玻璃鋪路是資源化，但現在看到

新創公司把廢玻璃變成藝術，那更是加值化。
環保署進一步表示，這次的活動，讓臺灣可以跟更多
的國際友人分享交流自己的技術及他們的經驗，也是
用實際行動踐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17 的精神，建立
多元夥伴關係。更重要的是，我們很願意把臺灣這樣
優越的資源再生技術持續推廣出去，讓全世界有需要
的國家都知道「Taiwan can help」。在持續推動的區
域合作工作上，期望未來建立更多的合作計畫與商務
關係，展現豐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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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源回收邁向資源循環」國際交流活動，邀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澳洲、紐西蘭、南非、西
班牙、瑞典及丹麥駐臺辦事處等超過20人以上參加

環境督察

向海致敬、健康海洋無國界 環保署與歐洲經貿辦事處攜手淨灘

環保環保署與歐洲經貿辦事處提倡健康海洋無國界，再度攜手以實際行動為大海盡一份心力，109
年10月17日於新北市萬里海岸共同舉辦淨灘，由環保署張子敬署長、歐洲經貿辦事處高哲夫處長

(Filip Grzegorzewski)共同帶領歐洲經貿辦事處、歐洲駐臺外館、外交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海巡
署及環保署等單位同仁一起進行淨灘，共近200人參加。
張子敬署長說，為使海岸維持乾淨，行政院推動「向
海致敬」政策，全國海岸每吋土地均有人管，由環保
署統籌各部會、縣市權管單位針對所轄海岸建立「定
期清」、「立即清」、「緊急清」機制，截至109年9
月底，在各部會通力合作下，全國已清理約7萬公噸廢
棄漁網具及垃圾等廢棄物，清理次數達1萬7,383次，
清理長度計1萬598.8公里。
歐洲經貿辦事處高哲夫處長表示，為致力於維護一個
健康、永續的海洋環境，歐盟透過響應國際淨灘日，
每年在9月到11月期間會串聯其全球駐外代表團辦理淨
灘活動，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本場更是少數

歐盟駐外代表團得以在全球辦理的實際淨灘行動。
當日共清理一般垃圾約404公斤，資源回收物36公斤。
環保署表示，本次是第三度與歐洲經貿辦事處共同合
作舉辦淨灘活動，透過淨灘不僅達到撿垃圾的目的，
更重要是對於環境教育的實踐，當然環保署亦將持續
與各部會共同投入資源清理海岸，呼籲民眾除了淨灘
行動外，更應由生活中落實減塑減容行動，實行源頭
減量，解決海岸廢棄物問題，並期達到「淨海（潔淨
海洋）」、「知海（知道海洋）」、「近海（親近海
洋）」及「進海」（進入海洋）」目標，還給大自然
一個乾淨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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