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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國內水質改善計畫

為全面向推動水質改善，環保署配合經濟部106-110年的「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以水岸環境作整
體規劃考量，改善河川水體水質，各部會共同營造67處水環境亮點，環保署所佔該計畫預算即達

64餘億元；另永續水質推動計畫（109-112年）則匡列37餘億元整治7條指定河川由嚴重污染改善為中
度污染，以提供民眾更有感的優質環境。
民眾對環境的關注與要求逐漸提高，國內當前環保施
政亦以維護健康及建構優質生活環境為出發點，以
「清淨空氣」「循環經濟」「改善水質」「永續世
代」「友善環境」「精進生活」為施政主軸，期結合
地方政府力量齊力改善，而水質改善是環保施政重點
之一。

(一) 全國水污染總量
全國水污染產生總量約為每日2,075公噸（以生化需氧
量B O D計），其中包括市鎮生活污水約每日1,044公
噸（占50.3%）、工業廢水每日470公噸（占22.2%）
及農業廢水每日571公噸（占27.5%）。經過污水下水
道系統或廢（污）水處理設施進行處理至符合放流水
標準後，再排放至承受水體，合計污染削減量為每日

1,442公噸，剩餘排放量為每日634公噸（亦即削減污
染產生總量之69.5%），其中又以生活污水排放之占比
最高。

（二）污染削減措施執行現況
1. 修正水污染防治法規
108年修正發布「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
則」部分條文、「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及附表與「放流水標準」部分條文；公
告修正「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
2. 水污染防治費徵收及運用情形
水污費自104年5月1日起開徵，徵收對象包括：事業
（含畜牧業）及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其他指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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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至109年4月底止，
累計徵收總費額約16億5,699萬元，其中40%（約
66,279萬元）分配環保署，60%（約9億9,419萬元）
分配地方政府。
改善河川水體水質
依全國河川每年平均河川污染指數(R P I)趨勢分析結
果，整體水質由90年之3.9降至108年之2.5，河川水質
仍呈現改善趨勢，108年平均RPI屬嚴重污染程度尚有
9站，少於107年、106年。
生活污水污染削減
持續協調內政部營建署等下水道主管機關，針對生活
污水污染量較大之嚴重污染河川（河段），優先加速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或家戶接管期程。
針對公共下水道系統短期未能到達或建置之嚴重污染
河川集水區範圍，持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污水截流、
河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等工程，累計至108年底已完成
全國151處場址，總計每日截流處理約123萬公噸生活
雜排水。
事業廢水污染削減
督促地方政府針對繞流排放、未經許可排放等情節重
大案件，勤查重罰，追繳不法利得。
針對事業密集地區或重大污染熱區者，以環檢警聯合
稽查，結合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內政部警政署環保
警察與地方主管機關，加強查察。

環保署水質保護網 (https://water.epa.gov.tw/）

將全國地面水體，依污染程度（河川）、重金屬超標情
形（河川、各類用水取水口）篩選關鍵水質測站，整合
中央及地方資源，作為優先整治對象。針對嚴重污染河
段或特予保護水體，持續督導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污染總
量管制或加嚴放流水標準工作。
畜牧廢水污染削減
為加速執行力道及目標達成速度，環保署106年12月27
日及108年3月8日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
報管理辦法」，規定畜牧廢水資源化處理（沼渣沼液作
為農地肥分、依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糞尿個
案再利用、符合放流水標準作植物澆灌）比率，及鼓勵
小型畜牧業採行資源化處理措施，簡化飼養豬隻未滿
200頭之畜牧業申請審查程序等。累計至109年4月底畜
牧糞尿資源化利用畜牧場已達1,278場。
收集處理其他畜牧場糞尿資源化利用
環保署107年2月23日下達補助地方政府設置資源化設
備處理其他畜牧場畜牧糞尿計畫，協助畜牧糞尿集中
處理並資源利用，至109年1月底已核定9案，共集運
處理30場畜牧場，計79,117頭豬、697頭牛之畜牧糞
尿。
減輕畜牧業運輸沼液負擔及增加施灌靈活度
107年5月10日下達補助地方政府購置畜牧糞尿集運車
輛、施灌車輛或機具、農地貯存槽計畫。至109年1月
底，計補助地方政府35輛沼液沼渣集運施灌車輛及64
個農地貯存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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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推動計畫
1.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配合經濟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以水岸環境作
整體規劃考量，經濟部統合各部會資源能量，共同推
動水域環境營造、污水截流、下水道改善、水質淨化
及污水處理設施工作，第一階段（106-110年）以各部
會共同營造67處水環境亮點，305公頃以上親水空間為
目標。環保署優先推動在中度污染以上河川（河段）
污水下水道系統未到達或短期內未能完成家戶接管區
域，補助地方政府設置礫間工法或自然曝氣淨化工法
等水質改善設施，加強生活污水截流處裡，改善河川
水體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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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建設計畫第一階段為106年9月至110年8月，環保
署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共計64億6,500萬元，其中
資本門預算為55億300萬元，占85.1%。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108-109年）環保署109年匡列
共計17億元。
2. 永續水質推動計畫
本計畫以南崁溪、新虎尾溪、二仁溪、老街溪、北港
溪、東港溪及急水溪等7條指定河川氨氮由嚴重污染程
度(>3mg/L)改善為中度污染程度(≦3mg/L)測站次比率
為目標。氨氮小於3mg/L比率由53%提升至70%。本
計畫期程109年至112年，共計4年，總經費37億2,712
萬7,000元。

廢棄物

破獲中部廢棄物非法處理案

環保署、臺中地檢署、保七總隊與臺中市環保局等單位，共同合作查獲廢鋁再利用機構，將處理產
生的廢（鋁）爐渣和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收集的集塵灰，為節省廢棄物處理費用，委託未領有廢棄

物清除、處理許可的業者非法處理，案經偵查終結，相關事業及人員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47條
非法處理及第48條申報不實等行政刑罰規定，已提起公訴。
107年至108 年期間，廢鋁再利用機構事業將其所產出
廢（鋁）爐渣、集塵灰，假廠內再利用之名，未妥善
處理，而委託不肖人士送到臺中市沙鹿、大肚區，由
未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業者處理，總計自107年7月起

空氣

至108年11月止，前後共將700公噸之廢（鋁）爐渣及
集塵灰等廢棄物，交由非法業者棄置處理，並因此減
省共計1,256萬元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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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鋁）爐渣、集塵灰遇水易發生化學變化，產生具
刺激性、對人體有害之氨氣，影響支氣管跟呼吸系
統，長期吸入體內則會損及肺部健康，如棄置掩埋將
嚴重污染環境。環保署強調，業者應將產出之事業廢
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委託合法業者清理，
避免造成環境污染，該署後續也將持續透過檢警環各
機關合作打擊不法，以遏阻環保犯罪、維護環境品
質。
再利用機構煉鋁產出廢爐渣

廢棄物
環保署、臺中地檢署、保七總隊與臺中市環保局等單位，共同至人豪公司搜索

廢棄物

片片有登記 廢棄太陽光電板回收處理機制上路

積極發展綠能發電的同時，因應未來廢棄太陽光電板處理問題，環保署已建置完整回收清除處理體
系，並在日前完成第一批廢光電板的清理工作。這批廢光電板為澎湖一處太陽光電設置所所淘

汰，共50片。

環保署與經濟部能源局所聯手推動的回收清除處理體
系，由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者預繳回收清理費用，
再委由專業處理機構負責進行回收，目前由「台灣太
陽光電產業協會」負責。
大規模進行太陽光電發電的業者，在設置時即需向經
濟部能源局登記每一片太陽能板的序號，並繳交太陽
光電板回收清理費用，當太陽能板需淘汰時，經上網
登錄、按規範收集，由清除業者收運處理。而家戶甚
空氣
至露營車等民眾少量使用者，仍可撥打專線電話，獲
得協助處理。
此舉不但可防止廢光電板遭任意棄置恐造成環境污
染，更將積極促進資源化的發展，創造出綠能循環經

濟。反之，若任意棄置廢棄太陽光電板，或透過不合
法的管道清除處理，違者將依廢清法，最高處300萬元
罰鍰。
我國綠能政策規劃，設定在5年後太陽能發電量預估將
達到20GW，以太陽光電板生命週期為20年計算，推估
124年起廢板數量每年將超過10萬公噸，另每年可能產
生因天災造成年設置量0.5%的廢棄物，若非法棄置，
電路板恐釋出重金屬造成環境污染，故環保署「超前
部署」預先規劃回收體系。
太陽能光電板主要成分玻璃占74.16%、鋁10.30%、矽
3.35%、銅0.57%、貴重金屬及其他塑膠，經適當分類
拆解後具有回收再利用價值。目前業者將採用熱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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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熱熔法或熱刀法）將玻璃與電池片分離後，分別
進行再利用。
環保署所建置回收機制，從設置及廢棄排出都必須進
行登記，來確保每一片太陽能板都將落實回收。光電
板的序號資訊108年12月18日以前完成設備登記者，
鼓勵由業者自行至「廢太陽能板回收服務管理資訊系
統」登錄；12月18日後則由能源局提供電子檔資料，直
接匯入資訊系統。

5

發電使用後廢棄太陽能板的排出，也採以線上申請，
稽核以模組序號為主，個別逐一案場總量管制為輔，
確保每一片排出都對應到個別案場設備登記。
廢太陽光電板回收4步驟為「問」、「填」、「集」、
「收」，光電設置者或民眾有廢棄光電板時，可選擇
自行或委託合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或至「廢太
陽光電板回收服務管理資訊系統」（https://pvis.epa.
g o v.t w）登記相關廢棄物排出資訊，當數量累計達約
50片，將啟動專案由清理機構清理。不只是發電業
者，民眾小規模架設的家戶使用廢太陽光電板，也可
經過登記，協助回收處理。

廢棄太陽能板的排出，採以線上申請，稽核以模組序號為主

空氣

環保署專案處理卸貨污染

進

口水泥熟料等逸散性物質於港區卸貨時，易因疏於防制造成污染，環保署特別於108年秋冬空品
不良季節時，要求港務公司於水泥熟料船進港前主動通報環保單位，環保署及環保局則加強派員
進港查核，期間共執行40次專案稽查，並查獲3件裝卸揚塵污染，皆已依法告發處分，整體污染已有明
顯改善。
回收
環保署表示，由於港區裝卸作業遠離民眾，容易
讓業者有僥倖心態，做出疏於污染防制的卸貨行
為，導致空氣污染情形發生，且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亦相當重視港區裝卸污染問題，請環保署
加強督察。本次環保署特別結合中央與地方稽查
量能，組成水泥熟料裝卸污染改善專案小組，以
行動力展現遏止港區違規裝卸作業之決心，並促
使業者及管理單位加強重視及改善力度。
配合水泥熟料裝卸污染改善專案，臺灣港務各分
公司也與地方政府緊密合作，各出奇招輔導業者
加強污染改善，高雄港便率先辦理水霧防塵機示
範觀摩，帶動各商港完成50台以上高效水霧機
設置，加強裝卸作業期間之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防

水泥熟料卸貨作業常易致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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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效率，環保局亦派員駐港巡查，以即時掌握實際粉
塵防制情形。
臺中港除以科技監控設備(CCT V)，即時掌握碼頭作業
現況，預防裝卸揚塵發生外，亦與環保局召開「臺中
港區碼頭裝卸污染改善說明會」，共同推動污染改善
工作；臺灣港務公司為督促裝卸業者強化污染管理能
力，會同交通部航港局執行不定期港區陸域裝卸聯合
稽查，並訂定裝卸標準作業程序，配合定期召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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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會議，進行滾動式檢討，要求裝卸業者改良既設
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且逐步導入密閉式裝卸設備，
澈底解決空污。
環保署重申，未來仍將不定期進港稽查，且持續追蹤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改良進度，並強調稽查處分並不是
環保單位的目的，但依據空污法規定，各級防制區內
逸散粉塵的污染行為最高可處新臺幣500萬元。

廢棄物

違反廢清法 上市櫃業者罰鍰擬加重

為促使廢棄物產生者負起產源責任，環保署預告修正「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
條，將違規受罰者的資力，納入計算罰鍰額度的審酌因素。
環保署表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於
108年5月28日訂定發布，依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行
為態樣，分別於附表一至附表四，明定其罰鍰額度計
算方式，供裁處機關依循裁罰。
環保署說明，現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
則第2條第1項規定，罰鍰額度除依規定裁處外，得考
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為提升環境正義、杜絕違規業者
僥倖，並考量上市或上櫃事業因其資力而享有相對

較多的社會資源，且往往因其營業規模較大而產生大
量的事業廢棄物，允宜負起對環境保護更高的相應責
任。
因此本次預告新增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
則第2條第2項，將違規行為人是否屬上市或上櫃事
業，納入罰鍰額度計算的審酌因素，據以計算其應裁
處罰鍰之數額。

回收

鼓勵業者精進篩分效率，廢車變黃金

環

保署修正公告「廢機動車輛回收拆解及粉碎分類補貼費用」，以經濟誘因引導廢車處理業提高資
源回收再利用比率，以減少廢棄物產出量，並能提高有價物料（如碎鐵、廢塑膠…等）之回收成
效。未來廢車再生料越多，資源回收再利用比率愈高者，費率愈高。
為強化業者廢棄物處理能力，優化提升技術及設備效
能並提升回收品質，故調整廢車處理業粉碎分類補貼
費率。環保署表示，民眾報廢車輛後，會將廢車交予
回收業者，由其拆解有價零組件及應回收物品，廢車

殼則送至處理廠粉碎分類處理。為鼓勵處理廠提高分
選能力，環保署以「資源回收再利用比率」（以下簡
稱資再比）及碎鐵產生量為核算稽核認證量基礎，視
資再比達成程度核發補貼費用予處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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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近年處理業執行成效，業者均已達資源再利用率
76%以上的最高級距。為促使粉碎分類處理廠分類出更
多的再生料供資源循環使用，該署將自109年5月1日起
修正公告生效「廢機動車輛回收拆解及粉碎分類補貼
費用表」，新增2項補貼級距，鼓勵業者透過提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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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選技術或優化處理流程，提升資再比。增加誘因，
另亦設置落日條款，促使業者強化設備分選成效，提
高再生料產量，讓廢車產業朝向高值化發展。修正處
理業補貼費率詳如上頁附表。

空氣

再修「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

為持續強化固定污染源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監測管理制度，環保署於109年4月8日再次修正發
布「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提升監測數據之

品質與可靠度，強化查核管制措施，俾使污染源管控及監測管理制度更臻完善。
本次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109年1月13日修正公告「公私場所應設置連
續自動監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連線之固定污染源」，
新增廢氣燃燒塔性能規範及連線傳輸格式，使公私場
所參照依循。
二、再次強化數據採擷與處理系統(DAHS)管理，新增
DAHS系統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第三方審查機構，
完成技術性測試程序，確認是否暗藏違法程式，執行
規範將另定之。
三、提升監測數據查核管制措施，新增訊號平行比對
測試程序，地方環保局可自行或要求公私場所於監測
儀器後端安裝儀器訊號收集設備，同步比對雙方訊
號，確認監測數據計算正確性。
四、持續強化C E M S防弊管制措施，針對公私場所申
報不實且涉及刑責經判決確定或符合情節重大者，規
範其監測設施應每2年送第三方認證或驗證單位進行審
查，強化管制之量能。
五、落實全時監測管理制度，分階段提升監測設施每
季有效監測時數百分率至95%以上，並給予公私場所
每月一定時數執行校正、維護與保養所需時間。

六、鼓勵公私場所落實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減量措
施，新增空氣污染物減量達一定規定條件者，得以其
他可證明同等處理成效之替代監測方案執行。
七、強化數據計算管理，新增公私場所應傳輸每分鐘
原始數據之規定，並增修訂15分鐘與1小時監測數據
紀錄值之計算原則、量測範圍、全幅值、無效與遺失
數據之替代計算規定，以利確認監測數據計算之準確
性。
八、擴增起火、停車、歲修、停工與維護等狀態碼，
以及註記優先順序與應檢附證明文件之相關規定，掌
握每筆監測數據之固定污染源與監測設施操作狀態，
俾利主管機關後續比對查證。
環保署表示，為持續提升CEMS監測數據品質與強化相
關查核管制措施，採2階段方式完備整體CEMS監測管
制措施，108年4月12日已完成第1階段修正發布作業，
本次修正屬第2階段，公私場所需汰換或更新監測設施
與連線設施，且需重新提報文件與審查，故給予公私
場所1.5年至2年緩衝時間供配合因應。

環境管理

建築綠化降溫成果推廣巡迴活動

鑒於全球暖化仍持續長期影響生活環境，且為響應世界地球日50周年聚焦氣候行動主題，環保署特
別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於5月份增辦「地球日番外篇-建築綠化降溫成果推廣巡迴活動」，邀請

民眾在生活中落實氣候行動。

為落實民眾對低碳意識之認知，環保署自104年推動
「低碳永續家園評等推動計畫」，動員全民改造家園

環境，迄今已有4,374個村里響應參與，計881個村里
取得認證（包含銅級與銀級）因地制宜採取環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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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落實減碳工作。其中有382處村里採取屋頂綠
化、牆面植生及綠籬等多層次綠化降溫措施可運用綠
色植物提供遮陽、隔熱及其水分蒸散產生降溫效果，
另透過其帶動空氣循環的通風同時調節區域微氣候。
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屋頂綠化技術手冊」資料，
此類措施可以降低屋頂層室內溫度3~5℃，相當節省空
調用電18～30%。
環保署表示，另統計69處取得銀級認證的村里，年平

中華民國109年5月

均節電量是一般住宅的4倍，其中綠化降溫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可多加推廣，為使民眾進一步親身體驗前
述設施的好處，環保署特別與國內長期關注環境議題
之荒野保護協會合作，除原推動之氣候變遷課程活動
外，另擇定5個銀級低碳村里，自5月份起增辦地球日
番外篇活動，除邀請該協會專業講師深入淺出介紹建
築綠化降溫手法與知識外，並且有實地參訪強化低碳
設施印象，最後再透過手作課程親身感受綠色植栽之
美好。

簡訊
五一連假 全台加強公共區域防疫消毒
因應五一勞動節連續假期，環保署結合各地方政府防疫消毒大隊全力動員，4 月 29 日至 5 月 4 日，總計 1550 處加強進
行公共環境消毒，包括交通場站 320 處、商圈或人潮聚集熱點 550 處、公園或熱門景點等 680 處。環保署表示，各地方
政府會視人潮狀況，調整消毒頻率，消毒時間避開人潮進入時段，兼顧店家營業時間，並請民眾確實做好防疫。
環保署表示，全國防疫消毒大隊是由各地方環保局清潔隊員 3000 人組成， 3 月 25 日成立以來，全國共計完成 1 萬 6 千
場次公共環境消毒工作，清明連續假期期間完成近 1000 場次消毒，並且對於指揮中心發布提醒 11 處人潮多的觀光景點於
二天內完成消毒。

街道戶外環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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