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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生態、關懷人文 環評監督更周延
環境影響評估定義，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
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
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

環評監督為健全環評制度之重要後盾

23件違規業者，裁罰（含追繳不法利得）金額達新臺
幣1,907萬6千元。

環應依說明書或評估書之內容切實執行，主管機

境影響評估法明定開發單位於開發行為實施時，

關應負責監督追蹤其執行情形，使各項開發行為不致
對環境造成重大或不必要之破壞，具有事後監督之機
制。
開發行為許可後，開發單位是否依據說明書或評估書
記載之內容，切實執行，使對各項環境因素之考量，
確實成為計畫或規劃之一部份，為環評能否發揮預防
環境破壞或污染之前提。因此，對於評估後之設計、
施工乃至完成營運之後，針對開發行為建立有系統
之監督追蹤制度，隨時發現問題，提出改善建議與措
施， 可提昇環評制度之公信力，健全環評制度之預期
功能。
統計環保署針對經環評審查通過的1,100餘件開發案件
中，102年共計進行484件次之監督作業，並裁罰其中

守護環境 生態與人文關懷亦為監督重點
環評承諾通常涵括非常多項，除了空氣、水及廢棄物
的探討外，珍惜生態，關懷人文則呈現環評中感性與
柔軟的一面，為督促業者落實環評承諾，環保署嚴格
執行各項開發案的環評監督，守護環境，也一併珍惜
生態關懷人文。
在列管高達1千餘件案件中，開發內容影響層面廣泛，
不乏涉及文化遺址、生態維護等重大開發案，如高速
鐵路、高速公路、山區水庫開發或者位處偏僻地帶等
案件，環保署為強化監督效能，將涉及生態維護、文
化遺址等開發案，都列為環評監督重點，如高速鐵路
開發計畫列有水雉復育計畫、國道3號高速公路列有紫
斑蝶通過維護措施及台9線蘇花公路之文化遺址監看搶
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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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嚴格監督高鐵工程依據環評審查結論，於臺南
市官田區營造15公頃水雉棲地補償及進行復育計畫，
避免施工及營運階段影響繁殖生存，復育結果數量逐
年上升。另針對落墩恐影響水雉生存的葫蘆埤及德元
埤之生態環境監測結果，數量亦未見減少。該水雉棲
地已成為極為成功的保育物種復育案例，甚至成為臺
南地區優良環境教育場所。
此外，在每年清明時節，紫斑蝶北遷經過國道3號252K
附近，高速公路局依環評承諾架起防護網維護措施，
讓紫斑蝶高空安然通過，並在該處暫時封閉外側車
道，以利紫斑蝶北遷，避免及減少紫斑蝶「路死」情
形。
另在宜蘭花蓮山區，公路總局打造的蘇花公路改善計
畫中，該總局依環評承諾工程監看谷風隧道南口墩柱

高鐵開發案之水雉歷年復育成果

中華民國103年11月

附近，發現珍貴的漢本新生地文化遺址，搶救出土7個
石板棺、12具骨骸，發現千年前人們生活使用過的石
器、陶器、骨角器等工具，以及食物的殘渣、炭渣等
文化遺址。

持續為環境把關 監督開發單位不鬆懈
環保署強調，環評監督將持續扮演致力為環境把關的
角色，尤其是對環境生態維護、文化遺址保護之監督
議題也是不遺餘力，該署向開發單位呼籲，通過環評
審查並非僅是取得一張許可文件，而是必須依據環評
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一一落實執行，透過落實環評監
督，監督開發單位履行環評承諾，除了空氣等環境因
子之環保對策要妥善執行外，做好環境生態維護，文
化遺址保護，將可造成雙贏，達到珍惜生態、關懷人
文之成效。

第17卷第11期

環保政策月刊

3

廢棄物

擴大列管餐館、食品製造及旅館申報廢食用油
環保署將針對國內主要產生廢食用油之產源，包含西式連鎖速食店、餐館業、食品製造業及旅館業等對
象，研擬擴大其應以網路申報，並初步掌握約六千多家事業名單，規劃於今（103）年底完成公告修正
作業，強制要求該等事業應檢具清理計畫書及上網申報廢食用油清理流向。並與經濟部協調台灣中油公
司發展將廢食用油轉製添加燃料油原料，以促使廢食用油妥善去化。

環則」，要求各地方環保局訪查轄內夜市/商圈、餐

保署於103年9月15日函頒「廢食用油訪查作業原

廳、小吃店、攤販等小型餐飲業者，並宣導廢食用油
交由清潔隊或合格的清除機構進行清除。第一階段已
全數訪查完畢517處夜市/商圈，小型餐館業4萬136家
廢食用油產生量約2.8萬公噸。目前正進行第二階段複
查輔導作業。
訪查結果顯示，由夜市、小吃店、攤商每年產生的廢
食用油約有41%交由回收個體戶(小蜜蜂)回收，在廢食
用油回收及流向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環保署請各
地方環保局積極於本（103）年12月底前輔導回收個
體戶(小蜜蜂)申請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或以同業結
盟方式，促使其合法化並納入管理，以利追蹤廢食用
油流向。104年起，對於查獲之非法小蜜蜂進行告發處
分，將處新臺幣6萬至30萬罰鍰。
為拓展廢食用油回收去化管道，除了肥皂原料、硬脂
酸原料或生質柴油原料等再利用用途之外，環保署近
期並多次與經濟部及台灣中油公司研商，台灣中油公
司發展將廢食用油轉製作為生質燃料油原料，去化量

預估每年可達7萬公噸。環保署亦將持續督導地方環保
機關依規劃期程辦理稽查，以促使廢食用油進入合法
回收體系。
環保署表示，近期因劣質豬油事件，將加強管理廢食
用油之產出量及清理流向，目前已著手檢討相關公告
草案，擬將前述需申報廢食用油清理流向之列管對象
門檻，下修為「總公司資本總額達新臺幣2,500萬元以
上之連鎖速食店或餐館業（含其分店及加盟店）」、
「從事將農、林、漁、牧業產品處理成食品後產生廢
食用油，且資本總額達新臺幣250萬元以上之行業」及
「產生廢食用油之旅館業且客房數達100間以上之旅館
業」，期藉以透過合法管理的機制，降低廢食用油非
法流用影響人體健康及環境風險。
環保署再次強調，本次擴大列管之廢食用油產生源，
除要求其須依規定定期檢具清理計畫書及申報各項資
料外，亦將督促地方環保局加強勾稽稽查管制。另呼
籲新列管之中、西式餐館業、食品製造業及旅館業配
合依規定申報廢食用油之清理流向，一起為環境保護
及人體健康把關。

環境衛生

補助高市登革熱防治 中央地方通力合作
今年高雄市登革熱疫情嚴峻，環保署非常重視及關心高雄市民健康，除督促地方環保機關依「清除孳
生源為主，緊急噴藥為輔」防治原則，加強辦理戶外孳生源清除及依法查處外，並再補助高雄市政府
環保局登革熱緊急防治工作經費，也在網頁設置宣導專區，籲請民眾積極主動檢查及清除住家內外及
周圍環境。

依

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資料，今年高雄市
登革熱疫情為近年最嚴重的一年，環保署關注並
協助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登革熱防治需求，本年度除已
補助登革熱防治經費新臺幣360萬元，另為因應高雄市
登革熱嚴峻疫情，因此再補助高雄市政府環保局登革
熱緊急防治工作經費640萬元，以加強辦理戶外孳生源
清除及緊急防治噴藥工作。
環保署自6月起持續派員至高雄病例主要集中地區協助

辦理戶外孳生源清除巡查、宣傳及協助清除孳生源，
發現常見的戶外孳生源包括廢輪胎、帆布、水桶、花
盆容器等，也立即將缺失函送提供環保局改善。為防
堵登革熱疫情，請民眾務必主動清理，每週至少執行
一次家戶內外孳生源檢查，清除積水器物、巡檢居家
戶內外周圍及屋頂等易忽略角落。經統計103年1月至
10月全國地方環保局孳生源清除計動員84萬餘人次，
清除容器292萬餘個，廢輪胎69,000餘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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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署長視察高雄市登革熱防疫情形

水質管理

水污染防治費中央與地方分配辦法出爐
為使中央分配予各縣市機關之水污防治費程序與標準於法有據，環保署公布水污染防治費中央與地方
分配辦法，未來將依水污染防治績效考核計畫之考核結果與水污染防治執行計畫等需要來分配。

環方分配辦法全文共六條，已自即日起實施。本辦
保署於10月31日訂定發布水污染防治費中央與地

法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11條第5項規定
訂定。該辦法主要內容包括：
1。水污染防治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下列水污染防治工作需求予以分
配：
一、水污染防治績效考核計畫之考核結果。
二、水污染防治執行計畫。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工作需求。
2。中央主管機關於每年四月依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前一年水污染防治績效考核結果核算分配百分
比，乘以當年提報水污染防治執行計畫之重點工作預
算編列情形評定之係數，據以計算次一年水污染防治
費撥交比率。

3。中央主管機關於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徵收水污
染防治費總額乘以前項撥交比率核算結果，即為該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得之款項。
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三月提送當年
度水污染防治執行計畫，其內容應包含重點水污染防
治工作項目及執行方式、預期效益、經費明細、預算
書等，供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5。中央主管機關除依第三條核算外，得依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報之水污染防治執行計畫，另行分
配核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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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OECD專家蒞臺交流永續物料管理經驗
「第三屆永續物料管理 (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SMM) 國際研討會」10月13日至17日舉行，
本次研討會並首度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專家蒞臺演講與分享各國SMM相關經驗。

環

保署為促進資源循環，兼顧資源使用與經濟活
動，將廢棄物管理轉型為永續物料管理，特延續
並舉辦第三屆永續物料管理研討會，期透過國內外專
家學者、業界、學術及民間力量，共同擘劃S M M十年
藍圖。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創造資源效率社會」，該署邀請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專家親赴臺灣演講各國
推動發展永續物料管理現況與經驗，包括歐盟奧地利
環境部代表Andreas Moser、日本環境部官員Shunichi
Honda博士、南韓國家環境研究所資源再循環研究處處
長Sun Kyung Shin博士、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資

源節約與環境保護司李靜副司長及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廢棄物及資源管理部主任Carrie WONG Hou Jih。
本次活動側重各國廢棄物管理制度轉型至資源管理經
驗，並就國內永續物料管理制度規劃現況及產業推動
工作進行交流。研討會，安排奧地利、日本、南韓、
新加坡、中國及我國分享推動永續物料管理現況與經
驗；座談會，邀請官產學研界及民間單位，共同就我
國推動永續物料管理之挑戰，進行深度座談；產業
交流，安排榮獲臺灣綠色典範獎的歐萊德公司、推
動資源回收工作斐然的慈濟內湖回收站及參與歐盟
ZEROWIN計畫的友達光電等，以顯示我國民間在資源
管理推動之成果。

國內外專家學者分享永續物料管理經驗

水質管理

2014海洋污染應變實務國際研討會
為提升我國政府機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單位對於海運油及化學品污染應變知識與技術，並了解國際發
展趨勢，環保署於10月14日舉辦「2014海洋污染應變實務國際研討會」。

本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次活動邀請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T h e

N O A A)、法國國家水域意外污染事故研究調查中心
(Centre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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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ccidental Water Pollution, CEDRE)、日本海上災難
預防中心(Maritime Disaster Prevention Center, MDPC)、
美國應用科學公司(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 ASA)、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及國立中央大
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之專家學者，就國內外應用衛
星遙測技術、油污染模式模擬於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
變實務案例及蒐證調查，與各國專家學者廣泛進行海
洋污染應變技術交流。
環保署表示，據統計，每天有約200艘運輸船舶進出
臺灣的國際商港，近2,500艘各型船舶經過臺灣附近海
域。該署為保護我國海洋環境，永續利用海洋資源、
每年除定期辦理海洋污染防治及人員訓練養成外，並
督導第一線環保同仁辦理污染應變處理處置演練，建
置跨行政區域之海洋污染應變機制，以達資源共享並
有效提升海洋污染防治成效。 如何有效運用高科技提

中華民國103年11月

升整體海洋污染應變能量，是世界各國努力的方向；
受惠於科技進步及電腦技術發展，各種數值模式計算
結果很快完成，大幅縮短判釋海上溢油及廢棄物擴散
趨勢所需時間，讓決策者能夠更即時掌握污染範圍及
移動的變化。
本次研討會主題包含法國在油污染應變現階段面臨之
挑戰、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在海洋污染監測計畫
之海上油污染及海事意外殘骸廢棄物偵測分析、日本
油污染及有害有毒物質應變處理系統、溢油事件模擬
與緊急應變管理線上整合系統之介紹、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船舶自動辨識系統）的船舶污染
相關應用及我國應用衛星影像及無人駕駛航空器系統
於海洋污染防治監測實例等，各國與會專家學者均為
此領域的翹楚，也分享了相當多寶貴的經驗。

土壤地下水

持續推動地下儲槽污染監測及查核作業
環保署已於102年發布修正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增列MTBE為管制項目，且為保民眾健康，並訂定相關
辦法，要求業者針對地下儲槽系統進行定期監測工作，以防止其洩漏而污染土壤與地下水，該署亦同
步展開定期查核。

環市轄內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忠孝東路加油站受

水污染管制標準增列為管制項目，以提早預防地下水
污染及維護民眾用水安全。

污染，101年責請臺北市政府環保局依法妥處，該局隨
即於101年2月4日將該站公告為控制場址，同步劃定污
染管制區，限制使用該區域地下水，且經評估，因加
油站有完整之水泥鋪面，揮發性污染物藉由土壤或地
下水蒸散出影響民眾健康的可能性低。該站控制計畫
亦經專家學者組成之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刻正依法執
行控制計畫中。

環保署表示，為確保土壤及地下水資源的永續利用與
民眾健康，已訂有「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
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要求業者針對地
下儲槽系統進行定期監測工作，以防止其洩漏造成污
染。

環保署於100年執行加油站污染調查時發現臺北

甲基第三丁基醚 (Methyl tert-butyl ether, 以下簡稱
MTBE) 屬於汽油含氧添加物之一，為最被廣泛使用的
含氧添加劑，近年來環保署調查各加油站土壤及地下
水有明確檢出之情形，雖其對人體致癌性證據不足，
但若其地下水濃度高，恐代表存在其他油品類污染，
為順應國際趨勢，故於102年12月18日發布修正地下

環保署並同步針對前開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
設備定期進行查核，以確認符合該辦法相關規定，如
查核結果列為高污染潛勢者，後續則進行污染查證，
檢測項目為總石油碳氫化合物及揮發性有機物，其中
包含加油站常見的污染物，苯、甲苯、乙苯、二甲苯
及MTBE藉由上述工作的進行，以督促業者做好自我管
理工作，避免發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情事。

水質管理

礫間接觸淨化成效斐然 阿公店溪水質進化
水質淨化工法包括礫間接觸、人工濕地及截流設施等。其中礫間接觸式工法已應用於臺北市、新北
市、桃園縣、高雄市，對於像阿公店溪等污染河段水質改善，成效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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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普及，部分河段受生活污水影響水質有待提升，
保署鑑於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短期難以全面

自91年起推動仿效自然工法淨化設施改善河川水質，
截至103年9月全國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設施共完成設置
114處。
以高雄市為例，阿公店溪為高雄地區內重要河川之
一，主要流經高雄市岡山區，隨著高雄市人口與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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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蓬勃的發展，大量的生活污水及事業廢水，影響阿
公店溪水質。鑑於其它流域設置水質淨化現地處理設
施之經驗及成效，環保署於101年補助高雄市政府辦
理「岡山河堤公園礫間淨化工程」，工程內容主要以
削減岡山區生活污水為目標，截流岡山區聖森橋至仁
壽橋間10處排水至河堤公園地下礫間淨化場處理，每
日可處理污水8,000公噸，處理後的水再排入阿公店
溪。

阿公店溪經礫間接觸淨化，污染河段水質大幅改善

簡訊
公告廢食用油為應回收項目
鑑於民眾排出之廢食用油去化受到重視，環保署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5 條第 6 項規定，將食用油納入「執行
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並自即日起實施。家戶及非家戶（如學校、機關團體等）所產出之廢食用油可
交由環保局或鄉（鎮、市）公所清潔隊清運，清潔隊不得拒收。
環保署強調，食用油納入「執行機關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後，清潔隊不能拒收家戶及非家戶之廢食用油，
該等執行機關還需每月 15 日前至「中央各部會及各縣市政府廢食用油申報系統 (http://waste1.epa.gov.tw/oil/
Index.asp)」填報前月所轄廢食用油回收量及再利用使用量，以掌握自行清運之廢食用油之流量及流向。

機動車輛噪音稽查三萬餘輛次
環保署公布執行交通高噪音機動車輛稽查成果，本年度截至 9 月止共完成路邊攔車稽查 686 場次、稽查各式
車輛 3 萬 4,069 輛次，現場檢測音量共 1,521 輛，告發 837 輛次，檢測告發率達 55%，使高噪音機動車輛無
所遁形。該署表示，為取締因車主不當改裝車輛或疏於保養愛車，造成高噪音妨礙環境安寧。本（103）年
度持續啓動環保、警察及監理機關的「環警監聯合稽查」機制，藉由專業分工，加強改裝店周邊巡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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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道路攔檢，經與去（102）年度相較，在稽查場次及輛次均成長至少兩成，噪音檢測不合格告發率也
增加 9％，顯示聯合稽查已累積更良好的經驗及技巧，使不當改裝高噪音排氣管車輛無所遁形。其中所告發的機
車測試音量最高達 115 分貝，相當於 41 輛符合標準機車發出的聲音，嚴重影響環境安寧。
8

車用液化石油氣價補助續延兩年 最高每公升 2 元
環保署於 10 月 20 日預告「降低車用液化石油氣售價補助辦法」修正草案，重點是延長補助期限 2 年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另補助方式及金額均未修正，補助金額以維持 99 年 12 月 31 日之 95 無鉛汽油與車用液化石油
氣（含該署補助）售價之價差（即每公升 12.7 元）為基準浮動調整，每公升最高補助 2 元。
該署指出將持續提供氣價補助維持穩定油氣價差，以保障油氣雙燃料車車主加氣使用者權益。

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延長 1 年
環保署為配合共通電池之推動期程及持續補助民眾購買使用電動（輔助）自行車，預告修正「新購電動自行車補
助辦法」第 5 條及「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補助辦法」第 5 條，將補助期間延長 1 年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
環保署表示，節能減碳議題日益重要，受到各方重視，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等低污染車輛的民眾顯著增加，
為配合共通規格電池之推動期程及持續鼓勵使用低污染交通工具，環保署決定延長民眾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
的補助期間 1 年，原 103 年執行民眾購買使用共通規格電池車輛增加補助，延長執行期限 1 年至 104 年底；原
104 年所規定購買之車輛應採用共通規格電池始有補助，則順延於 105 年執行，其餘補助方式及金額未修正。

認識好鄰居之旅 首站於八里起跑
「垃圾焚化廠，環保魔法師 ~ 認識好鄰居」之旅，首場於 10 月 16 日在新北市八里焚化廠舉行。環保署副署長張
子敬指出，102 年垃圾焚化廠總發電量就占全國發電量 1.47%，可供 69 萬戶小家庭使用。新北市八里廠因廢棄
物進廠檢查執行確實，發電效益全國最佳，是今年評鑑兩座特優焚化廠之一，也是全國唯一利用廠區內發電後之
餘熱蒸汽加熱，建造溫水游泳池提供居民使用的焚化廠。該署今年舉辦認識好鄰居之旅，在八里廠起跑，接著陸
續在宜蘭縣利澤廠、新北市新店廠、桃園縣廠、苗栗縣廠、嘉義市廠、嘉義縣鹿草廠、臺南市城西廠等 102 年度
評鑑績優的焚化廠進行。
小朋友參訪八里廠區-中
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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