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防治基金管理會第 7 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0 分
貳、地點：本署 4 樓第 5 會議室
參、主持人：蔡召集人鴻德

記錄：洪立羣

肆、 出（列）席委員及人員：
出席委員：葉副召集人俊宏、李委員公哲、莊委員順興、
溫委員清光、張委員靜貞、張委員瓊芬、
黃委員文琦、黃委員良銘、廖委員惠珠、
鄭 委 員顯 榮、 歐 陽委 員嶠 暉、蘇 委 員銘 千、
闕委員蓓德、錢委員玉蘭
請假委員： 郭委員翡玉、溫委員麗琪
列席人員： 劉執行秘書瑞祥、儲副執行秘書雯娣、水質保
護處林宏達科長、陳俊融科長、林建芬技正、
洪立羣視察、彭詠綺環境技術師、呂郁雯稽查
督察員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柒、報告事項：
一、 水污費徵收、水污基金收支運用暨績效指標(KPI)執行情
形（略）
二、 畜牧糞尿資源化工作推動情形（略）
捌、綜合討論及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鄭顯榮委員
（一） 水污費自 104 年徵收以來，績效卓著，予以肯定，且
事業及工業區專用下水道 COD 及 SS 排放量呈略減趨
勢，雖然目前水污費費額仍小於污染防治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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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逐漸呈現水污費經濟誘因，抑制污染減量效果。
（二） 畜牧業自 106 年徵收以來，亦有略為減量趨勢，爾後
擴大推動沼液沼渣肥分利用或廢棄物再利用，勢將減
少水污基金收入，請預為因應。
（三） 水污費徵收相關法規亦已完成修正，將中央對家戶徵
收排除在外，由地方徵收下水道使用區內未接管之家
戶，更能促成接管率的提升。建議爾後視情況再調高
中央分配比例，尤其基金用途也將下水道建設移至第
11 條第 3 項第 2 款，水保處更能專注於第 1 款的 6 項
法定用途，請擴大執行面，盈餘數不宜過高，維持在
一期之週轉金即可。
（四） 水 污 基 金 歷 年 來 在 整 體 水 污 染 預 算 中 占 比 都 在
15~16%左右，顯示不因基金徵收而減少公務預算，且
與地方充分合作，更顯示基金的加乘作用。107 年對
分配數之支出執行率高達 99.9%，惟今年所剩時間不
多，執行數僅為預算數之 45%左右，請加強執行。
（五） 各項 KPI 達成度均予肯定，水質改善面向，粗看之下
大都為公務預算之績效，建議再篩選特殊河段或測
站，評估其水污費造成之排放減量績效。
（六） 畜牧廢水突破瓶頸，107 年已突破 481 場畜牧糞尿再
利用，整體逾 11%之資源化比率，而不排放至地面水
體，予以高度肯定。
二、 歐陽嶠暉委員
（一） 畜牧業水污費收費占總徵收費額最高，目前略具有稍
降之趨勢，惟協助該最大排放縣市輔導經費之比例分
配不均。
（二） 畜牧業收費是以 COD 及 SS 為收費指標，但做為績效
卻為 RPI，能否針對該排放比最大的雲林、屏東，尤
其是東港溪，以 COD 作為 KPI 指標，較為直接，也
較能明確呈現效益。
三、 溫清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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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廢水是中南部農業縣最大污染源，是這些縣市政
府最困擾的污染源，自推行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後，每年削減大量之 BOD、SS 等污染物排放到河川，對
河川水質改善很大，此政策值得鼓勵。除此之外，有些豬
農或酪農沒有適當農地可施灌，以前曾考慮過之糞便收集
與堆肥化，還是需要推動。
四、 李公哲委員
（一） 未來環資部成立後，有關水污基金 KPI 占比之合理
性，勢將有些變動，宜未雨綢繆，建議研析之。
（二） 畜牧糞尿資源化工作推動中，有關沼氣發電或燃料似
未有具體統計數字，宜收集之，並瞭解在全國能源配
比中是否計入本項之貢獻值；如有，則建議追蹤之。
五、 蘇銘千委員
（一） 畜牧業資源化的推動確實達到污染減量氮循環回收再
利用，達到環境友善及永續發展的目的，建議未來推
動施灌時應注重污染削減及氮回收量或化學肥料減
量，而非以排放量及家數為 KPI 的指標。
（二） 此外，媒合施灌農地及協助申請書撰寫，應確實要求
代撰寫單位對申請書內容的品質、正確性，並應避免
造成特定水體水質的衝擊，以 100%的需肥量計算施
灌量，應再檢討。施灌是補充辦法，其吸收再利用率
仍需再討論。
（三） 建議除目前施灌模式之外，加強鼓勵由業者設置規模
化沼氣再利用的設施，提升畜牧資源化的氮再利用率
及能源再利用率，也就是資源化技術的提升。
六、 錢玉蘭委員
（一） 簡報 p.11，107 年度水污基金用途，監測、水質改
善、污染防治、執行收費、環教的比例約 29：6.5：
16：1：2.6：2.9，主要用於監測，建議日後朝向提高
水質改善用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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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簡報 p.7，針對各期排放量統計中有污染排放量提高
的情形，可進一步瞭解原因。
（三） 書面資料 p.9，108 年公務預算（約 5.3 億）較 107 年
之 7.4 億減少許多，原因為何？
（四） 簡報 p.21，109 年目標值為何較 106 年低？包括 BOD
濃度由 2.7 mg/L 增加至 3.6 mg/L，重金屬合格率
97.7%降至 96%以上，輕度及未（稍）受污染濃度比
率由 78.4%降至 73.5%以上，請說明原因。
（五） 畜牧糞尿資源化工作，沼液、沼渣、肥分各分項工作
推動的比例（成效）為何？持續推動的困難點為何？
（六） 簡報 p.9，畜牧糞尿資源化的比例，其他國家推動狀
況可資借鏡之處？
（七） 簡報 p.17，推動肥水施灌土地，畜牧場及農民團體滿
意度高達 9 成以上，但需留意肥水水質及病菌的檢
測；評估製作堆肥與直接施灌肥水的成本效益，何者
為佳？
（八） 簡報 p.19，全國畜牧糞尿資源化 11.6%（施灌總量估
算），其他應用方式的效益如何？
（九） 簡報 p.9，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比率，宜參考國外情
形，5%、10%是否過低？
六、 莊順興委員
（一） 水污費徵收及各項工作執行落實，值得肯定。
（二） 畜牧業徵收之水污費占總水污費費額之 25%左右，且
集中 於 4 縣 市（雲林 縣、屏東縣、 彰化縣及 臺南
市），建議強化該些縣市之輔導。
（三） 「水污基金支用項目於水污染總量管制區水質改善」
工作項之預算占 4%，建議提高。
（四） 畜牧業者沼液沼渣資源化利用達 11%，值得肯定，計
算其利用量為 1,116 噸/年∙公頃，是否超過負荷，建
議水污基金可投入研究，確保避免二次污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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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污基金執行績效指標目前均為量化指標，建議增加
質化指標，將水質改善情形貼近民眾之感受。
七、 闕蓓德委員
（一） 書面資料 p.34 所提 105 年、106 年嚴重污染關鍵測站
數分別為 40 站、47 站，似與簡報 p.21 所述不一致，
請更新說明。
（二） 比較書面報告 p.35 及 p.36，可看出 106 年度執行工作
多顯著提升，可看出水污基金補助地方發揮效能，特
別是針對海洋垃圾、河面垃圾清理為關注議題，建議
可將成果、最後清理去處整理，作為績效宣導。
（三） 建議將簡報 p.19 所提之資源化成果，細部作一分析；
如養豬場頭數與施灌面積，供後續施作參考。又 p.11
所提周界 3 公里增加施灌面積不需重新申請，建議在
變更時注意其適當性。p.14 提到補助集運車，請教推
動計畫對於集運及施灌範圍後勤的最佳建議。
八、 張靜貞委員
（一） 水污費開徵已完成 7 期，收支狀況成果良好，值得肯
定。建議把徵收情形的統計表加上與上年同期以及今
年之成長率，並按行業別及縣市地區別說明成長（正
負）之原因。
（二） 在基金使用及績效部分，目前統計表無法展現出中央
及地方的分工，建議比照徵收面顯示出基金補助地方
執行稽核之支出及成效，也建議研擬投入在研發廢水
處理技術或導入新技術之適當比率，以提升基金運用
之中長期績效。
（三） 畜牧業糞尿資源化之工作推動非常辛苦，目前成果實
屬珍貴，主要是台灣小型畜牧場居多，經營者人力不
足，對沼液沼渣處理可能被認為增加其負擔及成本，
配合度不高，建議除透過養豬協會進行宣導外，也可
透過農委會與大型畜牧業者合作成為主導力量（如台
糖、大成等），透過契養合約來提升小型畜牧場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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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處理技術及導入循環經濟之概念。
（四） 農地施灌沼液沼渣之推動成果值得肯定，惟畜牧業者
在飼料中添加銅鋅添加物，是否有造成農地及地下水
之重金屬污染之疑慮？建議宜予以分析說明。
九、 黃良銘委員
（一） 有關事業及工業區下水道系統污染物減量成果績效
佳，包括 COD 及 SS；另是否針對氮系污染物有相關
資料？針對 8 項有害健康物質（重金屬），未來是否
有減量目標之規劃？以降低都市污水廠放流水及污泥
再利用之風險。
（二） 有關畜牧糞尿資源化之規劃，目前沼液沼渣回用於農
地，雖可削減排放至河川之污染量，但並非長久之計
（包括可負荷 C、N 之農地與導電度問題等），仍應
進行較長遠之循環利用規劃。
（三） 目前畜牧場之厭氧消化系統大多效率不佳，有機碳污
染物若未能於厭氧消化系統轉化成甲烷，仍只是藉由
沼液沼渣利用，將有機污染物轉至農地，針對此部分
是否有追蹤計畫？因此 p.44 之績效是否有高估情形？
（簡報 p.24）（污染削減、節省電費等）
（四） P.45，表 2-2 東港溪水質改善情形所呈現資料，缺乏
統計分析資訊，並不具說服力，濃度值較低之原因很
多，包括流量、樣品數等，建議可以用污染物削減量
搭配河川採樣點的污染物貢獻量之削減量進行討論比
較合理。簡報 p.22、p.23 數據顯示，目前以濃度來看
並不具說服力（從 104、105、106、107 各年資料來
看）。
十、 廖惠珠委員
（一） 目前多項水污指標多有改善，水污基金的功效確有所
發揮，成效良好。
（二） 一些疑問或可持續精進之意見，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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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27/p.59 水污費徵收相關法令在附件 2(p.59)，免繳水
污費者包括多類措施（如餐飲業廢水分流），不知有
無事後查核，確保免繳水污費者有真正落實水質管
控。
2. P.32/簡報 p.18，建議「深度稽查，有效裁罰」若已是
常態作法，建議納入 KPI 指標，除了比較公平顯示執
行成效外，也可鼓勵後續同仁持續執行「深度稽查」
的措施。
3. P.45 目前在河川水質改善成效特佳，多項污染指標都
有明顯改善，惟未來因氣候變遷，常有暴雨過度集中
而沖毀設施之現象，建議考量氣候變遷調適方案，例
如注意既有或未來「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場地」是否
會因為設施過於簡陋而易被沖刷毀損，又惡化了河川
水質，若有這樣的情形，應注意強化設施。
十一、 張瓊芬委員
（一） 污染項目之總排放量下降，對水體水質之改善具助
益，值得肯定。
（二） 針對畜牧糞尿資源化工作推動成效良好，值得肯定。
（三） 深度稽查次數增加且罰鍰金額提升，可進一步分析其
違法情事，如家數、違法廠商名單、違法項目等，以
降低違法情事之輔導角度來看，水污基金著力點為
何，可進一步說明。
（四） 針對日益加嚴的排放水標準，水污基金對水處理控制
技術及削減技術之提升，建議應投入預算進行研究，
以協助廠商水污染處理技術之提升與精進。
十二、 水保處綜合回應
（一） 考量水體水質改善情形受到地方政府政策及氣候影
響，使得各年度達成值產生波動；慮及水污費開徵迄
今徵收期數尚屬有限，針對水污基金績效指標目標值
之訂定，將持續追蹤來年達成情形，據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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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水污費收費辦法第 23 條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
免繳納水污費之查核情形，地方環保局會依據申報系
統中勾選免繳納水量之事業名單，進行查核事宜。
（三） 水污染稽查及裁罰績效為本署中央對地方常態性績效
考核項目之一，因此地方辦理深度查核之績效得以展
現於年度考核成果。
（四） 本署辦理畜牧糞尿資源化政策，補助地方政府之經費
包括水污基金、公務預算、前瞻計畫及其他環保基金
挹注，並根據各縣市預期達成目標值之高低進行分
配，針對雲林、屏東、彰化、嘉義、台南及高雄等畜
牧業較多之縣市，酌予提供較多之經費補助，以利推
動。
（五） 為鼓勵大型畜牧業設置集中集運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
場，本署已於 107 年下達「補助地方政府推動設置畜
牧糞尿資源化設備處理其他畜牧場畜牧糞尿計畫」，
推動迄今已有 5 座集中式處理場提出申請，預計可處
理約 3 萬 8 千頭豬之畜牧糞尿。
（六） 有關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比率之訂定，考量政策推動
初期對於國內畜牧業衝擊較大，經過多次法規研商
會，與畜牧業者及相關單位溝通，以單一畜牧場 5 年
達成資源化比率 5%、10 年達成 10%為法規目標值。
（七）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經過農委會專家審查，以
確保沼液沼渣施灌量符合農地負荷及作物需求；過去
曾有相關農地面積與施灌量之研析，如種植每公頃水
稻可容納 73 頭豬每年產生畜牧糞尿量，每公頃狼尾
草可容納 237 頭豬產生量。
（八） 研析沼液沼渣含有重金屬銅、鋅含量對於長期施灌農
地影響評估，經檢測畜牧場之沼液平均銅濃度約為
0.2 mg/L，據此濃度推估須長期連續施灌數百年後，
方有可能達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此外，沼液沼渣農
地肥分使用計畫須配合地下水豐枯水期每年須檢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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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土壤每年檢測 1 次，施灌期間應每日記錄施灌情
形，對於土壤地下水之影響均有進行監控。
玖、結論
一、 報告事項洽悉。
二、 委員意見請納入後續工作參考辦理。
壹拾、散會（下午 12 時 50 分）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