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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環境日發表「一個地球一個機會」影片 邀友邦植樹
環保署於世界環境日當天(6月5日)舉辦「2014世界環境日One Earth, One Chance；一個地球,一個機
會」影片發表會，說明我國人民在生活中落實，對抗氣候變遷，同時也介紹我國與南太平洋小島嶼友
邦國家過去及未來的合作計畫，呼應聯合國呼籲國際社會採取行動，對抗氣候變遷。6月8日環保署魏
國彥署長並與吐瓦魯國、吉里巴斯共和國、美國在台協會、美國夏威夷州政府駐台北辦事處及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等各國大使或代表、其他部會首長進行「減碳護地球」宣言儀
式及植樹儀式。

發表「一個地球一個機會」影片
展現我減碳成果與決心

環帶來的環境威脅下，國際間共同合作保護環境，
保署表示，在全球氣候變遷、海平面持續升高所

已刻不容緩。環保署署長魏國彥在會中致詞指出，聯
合國大會宣布2014年，為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國際年，提醒世界
各國重視這些小島嶼國家因天然條件限制將遭遇的氣
候變遷災難，並期望藉由今年世界環境日主題「升高
聲浪，而非海平面」（Raise your voice, Not the Sea
level），呼籲國際社會採取行動，幫助小島嶼發展中
國家對抗不斷增長的風險，尤其是氣候變遷。

此外，這次發表會也邀請了包括諾魯、吐瓦魯、吉里
巴斯、帛琉等各國大使，以及美國夏威夷州代表共同
出席，齊聲呼籲國際社會正視小島嶼國家所面臨的危
機。而國際知名環保藝術家黃瑞芳先生、臺灣女婿加
拿大籍著名藝人夏克立先生也特別受邀參與影片拍
攝，並在這次會場作心得分享。
環保署指出，2014世界環境日主要有四項行動主軸，
包括：「節約能源」、「減少糧食足跡」、「鼓勵綠
色產業」及「清除塑膠製品」，而我國國民早已把這
些環保行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當中。因此環保署在世
界環境日這一天，推出「One Earth, One Chance；一
個地球，一個機會」影片，讓國際社會更加認識我國
民眾環保的生活態度。影片中也特別邀請吐瓦魯大使
及環保藝術家黃瑞芳先生與海外環保志工吳郁娟小姐
接受訪問，暢談面對氣候變遷，小島嶼國家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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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抵抗；而在片中擔任主要角色的藝人夏克立先生，
則是以一個臺灣女婿的眼光，介紹在臺灣各個角落所
發現的環保能量。
除了發表影片之外，環保署也指出，未來臺灣將和6個
南太平洋小島嶼國家友邦，持續進行各項合作計畫，
包括：潔淨能源：讓每一個社區都以綠能照亮；食物
安全：一個國家一個農業技術團；醫療衛生：一個國
家一個行動醫療團；教育增能：與每一個國家都建立
夥伴關係。此外，魏署長也邀請與會的各國大使、代
表或是地區代表，以「以愛發聲對抗氣候變遷」合作
祝福儀式，呼籲「升高聲浪，而非海平面」，積極對
抗氣候變遷！

與友邦齊植樹
世界環境日宣誓「減碳護地球」

中華民國103年6月

環保署於103年6月8日至桃園縣辦理世界環境日活動，
環保署魏署長與吐瓦魯國、吉里巴斯共和國、美國在
台協會、美國夏威夷州政府駐台北辦事處及印度尼西
亞共和國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等各國大使或代
表、農委會陳保基主任委員、林務局李桃生局長及桃
園縣環保局陳世偉局長等，進行「減碳護地球」宣言
儀式及植樹儀式。
每年的世界環境日，亦為我國環境教育法施行週年的
日子，環保署指出，環境教育法自100年施行起迄今已
屆3週年，全國各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所有
員工、教師及學生，均以戶外學習、課程、活動及參
訪等多元化方式進行環境教育，統計至今年4月30日為
止，累積參與環境教育活動時數將近9,000萬小時，另
外已有84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19所環境教育機構及
3,125位環境教育人員經認證後，積極投入推廣環境教

影片發表會邀請了包括諾魯、
吐瓦魯、吉里巴斯、帛琉等各
國大使或代表，以及美國夏威
夷州代表共同出席。

環保署魏署長與各國代表及其他部會首長，發表「減碳護地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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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鼓勵大眾經由環境教育深化環保意識，並進而以
實際行動共同面對氣候變遷。
環保署也利用6月8日的活動機會，特別邀請各國駐臺
使節及代表，共同造訪改善後的老街溪，體驗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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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維護居住環境的成果，現場也邀請各國使節及代
表以自己國家的文字許下愛護地球的宣言種子，並透
過植樹儀式具體落實，展現我國與國際間共同攜手面
對氣候變遷的決心。

環保標章

綠色費率促生環境友善產品
為穩定基金收支平衡，促進物品朝環保化設計，環保署導入綠色費率概念，並於102年即預告修正資
訊與電子電器類產品之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費率較同型商品優惠3成，期藉此等經濟誘因，進而促進
業者與民眾的綠色設計、綠色消費風潮，為環境再盡一份努力。

自的進口業、製造業課以資源回收清除處理費。各

率，則視基金收支實際狀況，分3年逐年檢討。

進口業依其進口量、製造業則依其實際銷售量，按規
定費率在單月份30日前，透過銀行、郵局等通路繳交
回收清除處理費予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目前公告應回收資訊物，包含可攜式電腦、機殼、主
機板、顯示器、硬式磁碟機、印表機、電源器及鍵盤
等（詳如附表），最近一次修正，並新增可攜式的平
板電腦費率，每台課徵25.3元；硬式磁碟機增列外接式
硬碟，費率比照硬式磁碟機；修正監視器名稱為顯示
器，列管範圍為螢幕對角線尺寸27吋以下影像輸出裝
置，費率維持不變。

民國87年起，環保署便陸續針對不同容器、物品

而隨著近年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消費性電子產品漸趨
多元與複雜化，如廢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經處理後，
易產出特殊性質物質如冷媒、螢光粉、汞及液晶等，
對環境造成污染。為了鼓勵業者生產與引進對環境更
友善的產品，環保署特於去年修改相關法規，將綠色
費率融入現行資訊與電子電器類產品的回收清除處理
費標準裡，使綠色產品得享更多的費率優惠。

優惠費率 擴及各環保標章綠色產品
順應國際加強含汞物質管理及回收趨勢，同時因應資
訊產品推陳出新，環保署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第
5項，修正資訊物品類回收處理費率，只要有國內環保
標章或節能標章使用證明的業者，相關產品可享7折優
惠綠色費率，已自今年三月起生效。
環保署說明，自102年即公布資訊物品類回收清除處理
費費率修正草案，通盤檢討該類各項目之回收清除處
理成本、稽徵成本、再利用價值、對環境之影響、基
金財務狀況等因素，進行調整。此外，為鼓勵業者配
合綠色消費導向，發展有利於環境的產品，修正特別
針對取得國內任一相關綠色標章規格的產品，使適用
範圍更擴大。
以電子電器物品類而言，其綠色費率優惠對象，以具
有環保標章、節能標章、省水標章，或符合經濟部能
源效率分級基準一級或二級產品規格之物品。另，資
訊物品類之綠色費率，優惠對象為具有環保標章、節
能標章產品規格之物品。而資訊物品類之印表機費

促回收業者提升技術 分級補貼是趨勢
國內廢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的處理體系已建立相當完
整的制度，處理技術亦日趨成熟。未來如何提升處理
廠技術，逐步提昇可再利用廢棄物的再利用率，為後
續重要議題。廢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經處理後產出特
殊性質物質，如冷媒、螢光粉及汞等，各廠回收率差
異性頗大。如何提升處理業者對於這些特殊有害物質
的處理效率，避免對環境所造成影響，亦為重要目
標。
為健全回收處理體系運作，國內學者建議訂定受補貼
機構分級管理指標，採用分級差別補貼做為工具（如
綠色費率），促使處理廠提升電子電器處理量能，使
受補貼機構能於經濟規模下運轉，並逐步要求提升其
技術、降低成本，降低回收處理成本。
由於綠色費率的政策僅上路三個月，效果與民眾反應
有待觀察，環保署表示，責任業者及其所屬公會或環
境保護相關團體得隨時提出具體科學性數據、資料，
提供作檢討修正之參考。而該署得據以提交資源回收
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依廢棄物清理法規相關規定，
再進行修正公告，使該措施更符合民眾期待與推動要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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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表

項次
項目
電子電器物品類

費率（新臺幣）
(一)

非液晶類

生效日期
103年3月1日

1.超過27吋:371元/台(綠色費率:260元/台)
1

2.27吋以下:247元/台(綠色費率:173元/台)

電視機

(二)液晶類
1.超過27吋:233元/台(綠色費率:163元/台)
2.27吋以下:127元/台(綠色費率:89元/台)

2

電冰箱

3
4

洗衣機
冷暖氣機

5

電風扇

電腦

7

超過250公升：588元/(綠色費率：412元/台)

(二)

250公升以下：392元/(綠色費率：274元/台)

          307元/台(綠色費率：215元/台)
          241元/台(綠色費率：169元/台)
(一) 超過12吋：34元/台(綠色費率：24元/台)
(二)

資訊物品類
6

(一)

12吋以下：19元/台(綠色費率：13元/台)

筆記型電腦

39元/台(綠色費率：27元/台)

平板電腦

25.3元/台(綠色費率：18元/台)
(一)

非液晶類：127元/(綠色費率：89元/台)

8

顯示器

9
10

主機板
硬式磁碟機

(二) 液 晶 類：127元/台(綠色費率：89元/台)
47.6元/台(綠色費率：33.4元/台)
47.6元/台(綠色費率：33.4元/台)

11

機殼

7元/台(綠色費率：5.6元/台)

12

電源器

7.9元/台(綠色費率：5.6元/台)

13

噴墨式
印

14

表

雷射式

機
15
16

點矩陣式
鍵盤

101/台(綠色費率:96元/台)
121元/台(綠色費率：115元/台)
144元/台(綠色費率：137元/台)
155元/台(綠色費率：137元/台)
151元/台(綠色費率：143元/台)
159元/台(綠色費率：151元/台)
152元/台(綠色費率：144元/台)
153元/台(綠色費率：145元/台)
155元/台(綠色費率：147元/台)
14元/台（綠色費率：10元/台）

103年3月1日

103年3月1日
104年1月1日
105年1月1日
103年3月1日
104年1月1日
105年1月1日
103年3月1日
104年1月1日
105年1月1日
103年3月1日

氣候變遷

各國專家齊聚交流碳捕存減碳技術
5月19日環保署舉辦之「2014年碳捕存環境影響評估暨風險管理國際研討會」， 來自臺灣、美國、
英國、法國、日本、荷蘭、澳洲、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及歐盟等12國專家代表共襄盛舉，
成功開創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之區域夥伴關係新局，國際組織如國際能源總署(I E A)及全球碳捕存協會
(GCCSI)亦相當肯定臺灣碳捕存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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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國在臺協會馬啟思處長擔任致詞貴賓， 共同強
會在環保署魏國彥署長致詞揭開序幕， 並邀請到

調國際環保合作重要性，到場聽眾近250人， 不僅成
功吸引政府及學界人士到場， 更有許多關心全球暖化
及減碳技術之產業界、一般社會大眾及媒體朋友們參
加，對於臺灣減碳技術之發展與願景，表達關注和興
趣。
大會主席馬小康教授在研討會閉幕致詞時，特別感謝
國際能源總署(I E A)、全球碳捕存協會(G C C S I)、日本
CCS調查公司(JCCS)、英國學者、荷蘭Ecofys專家及來
自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及國內專家學者對
於本次研討會的支持及貢獻，並表示透過國內外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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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經驗分享與深度的交流，我們更確切掌握成功
推動碳捕存技術之必要條件，在於技術開發、獎勵政
策、配套法規及公眾參與，與會者也和專家就碳捕存
環境影響及碳封存風險管理上進行熱烈討論，激發出
許多不同的思考，但可以確定的是，碳捕存在未來具
有顯著的減碳潛力，完備的地質調查及監測技術，配
合妥善的風險管理及緊急應變措施，將有助於確保碳
捕存之安全與有效性，相關細節於第二天邀請專家於
臺灣碳捕存論壇進行討論。最後，馬教授表示臺灣需
與國際碳捕存技術發展國家進行合作，並再次強調成
立中華民國碳捕存協會，將有助於區域夥伴合作與碳
捕存示範計畫，穩健推動臺灣碳捕存發展。

2014年碳捕存環境影響評估暨風險管理國際研討會

環境教育

首次臺丹水資源及環境教育交流
環保署與丹麥商務辦事處5月15日於台北舉辦臺丹水資源暨環境教育研討會。有來自環保署、經濟部
水利署等我國水資源相關政府機關、臺灣自來水公司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等供水機構、學者、研究人
員，以及業界人士2百多人參加。

研天丹麥專家分成2組，分別前往高雄市旗津勘查

多的協助，但是相信未來在暴雨防治、都市防洪等方
面，臺灣將可以提供丹麥相當多經驗。

無收益水量(Non Revenue Water)（註）與自來水滲漏問
題，以及宜蘭縣礁溪鄉地下冷熱溫泉的經濟開發與環
境保育。環保署葉欣誠副署長於開幕致詞時表示，兩
處實地場勘的初步結果相當正面，對未來兩國的技術
交流充滿信心，雖然此階段似乎丹麥專家提供臺灣較

丹麥外交部國際關係司司長SvendOlling與丹麥環境部
自然資源處副處長MikkelHall遠道出席。Olling司長表
示，丹麥政府將水資源保育視為國家發展最高指標，
對水價課徵高達25%的稅使水價可以充分反映處理成

討會是此次邀請丹麥專家來臺的第4天活動；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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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外部性，且對水資源的重視，不因政黨輪替而改
變；丹麥自來水完全來自地下水，可生飲，但法律規
定自來水不得消毒；如此高的要求與標準，造就了丹
麥引領全球的、具有高能源效率的水資源產業與相關
技術。
Hall副處長則表示，丹麥與臺灣均無石油、無燃煤等天
然資源，但卻都有傑出的人力資源，過去2天的場勘結
果，丹麥專家團隊認為丹麥技術可快速應用在臺灣，
且將很快可有顯著成效。丹麥駐臺商務辦事處季安昇
處長表示，該辦事處與環保署的合作起自2年前的綠島
大象環境教育案，到如今辦事處很榮幸介紹皇室背書
的教育機構，INDEX: Design to Improve Life，希望能將
丹麥環境教育的人本導向哲學和實作訴求，與臺灣環
境教育結合。
丹麥無核電廠、不產石油、再生能源發展領先全球、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是童話之父安徒生的故鄉。
但曾於2001年代發生地下水污染，威脅生飲自來水的
安全；2011年哥本哈根市也因一場暴雨，面臨400億元
新臺幣的損失。面臨上述問題，丹麥政府不分黨派均
以「對環境的尊重」作為最高原則，自1981年代起，
從不曾因政黨輪替而改變發展再生能源的決心，政府
的目標為2050年全國發電100%來自再生能源。

中華民國103年6月

丹麥經過產、官、學、研各界多年來持續的斡旋、溝
通與合作，在水資源污染防治、地下水探勘與監測、
供水滲漏偵測與追蹤、暴雨防治與都市防洪等方面，
都發展出全面且整合性的技術。近幾年，丹麥各個政
府部門與政府自來水公司更積極與教育界和設計界合
作，從以人為本的概念為出發，將水資源問題融入環
境教育課程中，把人本設計導入校園。
丹麥商務辦事處與環保署和經濟部水利署於今年5月
12日至5月16日共同合作為期一週之臺丹水資源暨環
境教育實務交流。為加強臺灣與丹麥水資源界的技術
交流與商務合作，我國政府除跨部會合作之外，亦邀
請地方政府參與準備，並由丹麥The Trade Council of
Denmark, Taipei Office丹麥商務辦事處國家級的工程
顧問團隊於臺灣進行實地場勘以進行診斷、建議適宜
的解決方案，同時也將把臺灣防洪經驗習得分享給丹
麥。種，物種多樣且生態系穩定，並逐漸轉型成兼具
生態、教育、休憩等多元化的場所。
註：
無收益水量率(%)＝未收到費用之供水量/總供水量
×100％。所謂未收到費用之供水量，包括漏水、自來
水水量不準確性、消防用水、竊水及自來水抄表誤差
等。

資源回收

國人研發PVC替代品 環保健康更安心
由於聚氯乙烯（PVC）的使用對環境衝擊甚大，社會非常關切含PVC的容器商品附件，是否能以環保友
善的材質取代？去(102)年在環保署與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為期一年的產官合作下，旋即
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已研發出新的PVC替代材質--液態矽膠（LSR），產品安全性也符合食品衛生管理
法規定，可用於玻璃容器商品的瓶蓋內墊。

逐國際趨勢，自民國94年起逐步提高容器附件使用

向大量生產技術繼續進行探討。

P V C材質之回收清除處理費；至民國97年後，容器附
件使用PVC材質者，將連同瓶身重量加重100%回收清
除處理費，以誘導業者改用不含PVC之容器附件。但迄
今，市售玻璃容器金屬爪蓋商品，並無任何廠商有開
發PVC替代材質的成果。

環保署也表示，經改質後的液態矽膠不但可改善P V C
長久以來食品安全與環保的顧慮，在加工的基本物
性和機械性質上，也符合P V C原有的功能要求（如拉
伸、旋蓋扭力測試）。矽膠本身未添加任何塑化劑與
重金屬，因此在毒性化學物質鄰苯二甲酸酯類（如
DEHP...等）溶出、重金屬溶出、食品安全規範試驗，均
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之檢
測範圍。另外，一般矽膠材料的耐熱可達200℃，在充
填食品所需的高溫滅菌環境要求(125℃、90分鐘)下，
墊?也不致於剝落、老化，能滿足玻璃瓶裝食物製造業
者的需求。

漸減少P V C的使用量已是國際趨勢。環保署順應

環保署表示，為解決上述瓶頸，並協助國內業者使用
PVC替代材質製造玻璃容器的瓶蓋內墊。去年特別委託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執行創新研究開發計
畫，成功開發出環保無毒的液態矽膠（LSR）作為墊片
材料。液態矽膠可推廣應用至現行爪蓋製造業者，並
導入食品包裝產業，逐漸取代現行之金屬爪蓋PVC材質
墊片。103年經濟部工業局已依本計畫之研究配方，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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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管理

水質監測資訊化 掌控廢水護河川
為積極管控污染源，環保署透過科學工具掌握污染排放資訊，推動大型排放源的廢水水質水量自動監
測與即時連線，目前已有8處工業區提前完成設置。

保

護家園河川水環境，除了靠環保單位對污染源的
稽查管制及熱心志工巡守河川外，為強化對廢
水排放的監控，環保署透過科學工具掌握污染排放資
訊，積極推動大型排放源的廢水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與
即時連線，目前已有8處工業區提前完成設置，為污
染源的管控跨出了一大步。經由監測發現排水道水質
異常，環保局與工業區服務中心已合作查獲4家偷排
業者，顯示廢水自動連續監測確實發揮監控警示的功
能，有效阻止污`染物的非法排放。
環保署表示，以往水污染管制需靠稽查人員到現場採
樣，送至實驗室檢驗後才知道是否超過標準，不僅耗
時費力，而且受限於時間人力，無法加重稽查頻率，
讓不法業者有機可乘。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施，環保
機關可藉由科學工具，進一步主動連續掌控並記錄污
染源排放狀況，發掘不法及異常情形，嚇阻污染的發
生。

依照法令規定，應於7月14日前完成設置的36處工業
區，目前已有桃園觀音工業區、新北產業園區、南投
南崗工業區、彰濱工業區（鹿港區）、雲林科技工業
區、高雄臨海工業區（臨海廠）、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及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8處超前完成，其餘
28處現正進行測試，另有60家業者應該在今年12月底
前完成設置作業。
以桃園觀音工業區為例，103年1至3月，自動監測發現
4次雨水下水道水質酸鹼值異常，服務中心發揮委託查
證權，協助環保局查獲區內4家廠商違法排放廢水至雨
水下水道，即為水質自動監測成效的展現。
環保署強調，全民共同監督參與為水質保護工作重要
的一環，102年經由民眾巡守檢舉查獲暗管高達174
處，對於打擊不法，已發揮明顯成效。此外，為鼓勵
民眾共同守護河川，在水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中，新
增罰款的一部分可提撥作為檢舉獎金。

水質管理

政院通過「水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嚴懲偷排
行政院院會6月5日審查通過環保署所報之「水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除大幅提高罰鍰上
限，並增訂刑責規定，將於近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鑑遍反映目前罰則不足以制裁非法業者，有檢討修
於近來陸續發生數起重大環境污染事件，輿論普

正必要，環保署因此提出本修正草案。本次罰則修正
的重點，包括將罰鍰上限由現行六十萬元提高至二千
萬元、增訂繞流排放廢水及排放廢水致人死、傷等刑
責規定，及明定追繳不法利得之法源依據等，將可嚴
懲及遏阻不法，並有助於環境水體之保護。

除了罰則以外，其餘的修正重點還包括增訂提撥部分
罰鍰作為民眾檢舉獎勵金、企業內部員工揭發雇主不
法（吹哨者）保護條款，及明定追繳所得利益與部分
罰鍰作為水污染防治費特種基金之來源，並優先用於
受污染水體整治等，相關措施將可鼓勵及促使全民監
督不法，並加速受污染水體之整治。

土壤與地下水

臺美土壤、地下水研習 技術交流
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會於103年5月21日舉辦「臺美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研習會」，本研
習會共有「底泥技術應用」與「地球物理探勘」兩組分會場舉行，邀請美國環保署D. Dale Werkema博
士與Donald Hayes教授，Upal Ghosh教授，Edward Buchak先生，Harry Zahakos先生及國內學者進行專題
演講與經驗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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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污染調查及整治評估之案例分析與研究，藉
地球物理探勘技術應用」內容首重於新穎方法應

此互動精進雙邊技術，增進友好關係，同時開闊產官
學界視野，提昇專業競爭力。「底泥技術應用」內容
首重針對不同的水體，透過模式設風險評估建立適合
我國水體特性的底泥復育技術。
環保署近年來積極推動高潛勢污染場址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調查作業，除了應用新穎技術掌握地下污染潛勢
之外，同時發展本土化調查標準作業程序與專業整治
技術，有效偵檢出各高潛勢污染場址的污染問題並
加以改善及預防，有效阻絕污染擴散，保護土水資
源。

中華民國103年6月

截至民國102年，環保署已完成全臺灣90間高污染潛勢
工廠的調查作業，除了場址內部調查，亦對於不肖業
者私埋暗管與非法棄置掩埋的行為進行稽查，所使用
的新穎地球物理探勘技術是利器，本次研討會並邀請
美國環保署地球物理專家Werkema博士來臺交流。
另「底泥技術應用」，環保署特邀請4位國際專家來
臺，根據其專業領域提供研習課程，包括生物有效性
及其評估方法、水質模式在底泥復育期間與完成後的
應用、最新底泥復育技術與應用時的挑戰，藉交流機
會提升與會人士專業經驗。

空氣品質

補助西螺果菜市場電動運輸車正式啟動
為徹底改善西螺果菜市場800輛柴油蔬果運輸車造成的嚴重空氣污染及噪音問題，環保署5月28日於
西螺果菜市場內舉辦「綠色運輸啟動記者會」，宣布已有廠商取得電動蔬果運輸車補助資格，即日起
改裝或新購電動蔬果運輸車，即可獲得該署新臺幣12～14萬元及為期5年每個月3,500元的電池租金補
助。

環心，供應全臺1/3的蔬果需求，但每天有超過800
保署表示，西螺果菜市場是全國最大蔬果運銷中

輛的柴油蔬果運輸車在市場內來回穿梭，產生大量懸
浮微粒與一氧化碳等空氣污染物與噪音，嚴重影響市
場內作業人員的身體健康。電動蔬果運輸車使用過程
中，不會產生空氣污染物，具有污染減量及低噪音的
優點。

為澈底解決該市場內空氣污染及噪音的問題，該署自
99年起即積極評估以電動蔬果運輸車汰換柴油蔬果運
輸車的實施方案，並與多家車廠合作開發適合在地化
需求的電動蔬果運輸車，透過實際在市場內測試及收
集使用意見，確定電動蔬果運輸車可符合當地使用需
求後，已於102年7月3日訂定發布「西螺果菜市場電
動蔬果運輸車補助辦法」，希望透過補助的方式，鼓
勵原柴油蔬果運輸車使用者踴躍將柴油車汰換成無污

環保署於西螺果菜市場內舉辦「綠色運輸啟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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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低噪音的電動蔬果運輸車，在107年前將800輛柴
油拖板車全數淘汰。
環保署已於今年5月初核定兩家廠商（恆智重機公司
及貝力科技公司）的改裝電動蔬果運輸車具有補助資
格，另外尚有數家廠商亦正進行測試中。該署說明，
該署推動的是「車電分離」模式，改裝或新購電動蔬

9

果運輸車將不隨車購買電池，電池是由電動蔬果運輸
車改裝廠或製造廠提供並租給使用者，車電分離優點
在於電池是由業者維護保養，業者必須確保電池的性
能，使用者不必擔心電池壽命問題，永遠有好的電池
可以用，環保署則補助每個月最多3,500元的租金，最
長補助5年，搭配改裝或新購電動蔬果運輸車的補助，
以鼓勵踴躍汰換為電動蔬果運輸車。

簡訊
加油站污染預防與調查工作 十年有成
環保署於 5 月 6 日舉辦「加油站污染調查整治及預防
管理研討會及成果展」，除發表歷年執行全國加油站
污染調查與污染防治的成果外，另邀集國內 14 家廠
商進行設攤展覽，提供加油站業者關心的產業資訊與
政策規劃，同時展現加油站在土壤及地下水預防管理
及整治技術之領先。除了參與本次研討會來賓座無虛
席外，展覽會並吸引超過約 400 人次參觀。
環保署表示，加油站污染防治從早期偏向工安層面之
管理手段，轉變為污染預防與自主管理並重的思維模
式。該署推動加油站污染預防與地下環境調查工作十
年有成，除了應用新穎調查技術掌握加油站地下環境
污染潛勢外，同時引進國外先進專業技術，改善並提
升加油站污染整治及預防管理，大幅降低加油站污染
地下環境機會。

發布修正「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
為增進全民環境教育之落實，環保署特依環境教育法
第 20 條規定，訂定「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並
依該獎勵辦法辦理「國家環境教育獎遴選表揚」，已
修正完成部分條文，並於 103 年 5 月 12 日發布。
本次修正內容為個人獎勵項目包含「環境教育志工」，
新增法規授權依據、明確規範「社區」及「個人」等
2 類獎勵項目定義，明確規範個人獎勵項目獲獎者優
良事蹟、增列「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 50% 之財團法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報
名文件，增列「民營事業」及「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 之財團法人」初審結

果報名額度、修正初審、複審及決審作業期程，及明
確規範已獲獎者再次參選之限制等。

隨地吐檳榔 處罰鍰及接受講習
環保署提醒嚼食檳榔的民眾不要隨地吐檳榔汁渣，以
免受罰並強制上戒檳班講習！廢棄物清理法於 102 年
5 月 29 日修正規定隨地吐檳榔汁、檳榔渣者除了要
處罰新臺幣 1,200 元至 6,000 元罰鍰外，還必須要接
受 4 小時戒檳班講習。
環保署 103 年 3 月 14 日訂定發布「戒檳班講習執行
辦法」，戒檳班講習課程內容由衛生主管機關協助規
劃，受處分人於接獲戒檳班講習通知單後，應依指定
時間及地點報到參加講習。

開放資料下載 空品即時資料使用最高
配合行政院推動開放資料政策，環保署自 102 年底完
成開放資料平台 (http://opendata.epa.gov.tw) 以來，目
前累積 67 項資料集 (datasets)，總計逾 54 萬筆資料。
截至 103 年 4 月底，瀏覽人次已逾 11 萬，另以程式
直接讀取 (machine to machine, M2M)，引用下載次數
更超過 100 萬次以上，根據連結隨機抽樣調查資料，
使用滿意度逾 8 成。
該署指出，目前開放的資料集包括各類環境監測資料
、列管污染源基本資料、環境影響評估案件摘要等。
其中被讀取下載運用最多的排名依序為：空氣品質即
時污染指標、紫外線即時監測數據、10 分鐘雨量資
料、空氣品質預報資料、環保專案摘要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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