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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採1，550個概況調查資料（以1，600公頃採20個樣品混成一代表樣品），以電腦計算其濃度分佈及統計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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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計畫收集民國81至86年度在台灣地區23縣市9，180個調查分析資料，以電腦計算其濃度分佈及統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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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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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文摘要： 

環保署為了解 81 至 86 年在台灣地區所作土壤中重金屬含量及其分佈，以建立土

壤重金屬含量監測值之建議值及修正目前土壤中重金屬含量五級區分表，特執行

此委託計劃。民國 71 至 76 年度在台灣地區 23 縣市近 110 萬公頃土壤中採 1,550

個概況調查資料(以 1,600 公頃採 20 個樣品混成一代表樣品)，以電腦計算其濃度

分佈及統計分析，以建立土壤重金屬含量「背景值」之依據。本研究計畫收集民

國 81 至 86 年度在台灣地區 23 縣市 9,180 個調查分析資料，以電腦計算其濃度分

佈及統計分析，以建立土壤重金屬含量「監測值」之依據。由於此項調查計畫當

初之目標即偏重土壤重金屬含量在第四級及第五級之地區進行之監測計畫，故有

部份土壤重金屬含量特別高(已可視為受污染之地區)之資料未納入此次統計中。



本研究中亦收集世界各國對不同土地用途之土壤重金屬含量之監測、清除及整治

標準，以為政府訂定土壤重金屬含量污染管制值之依據。研究結果指出﹕(1)目前

建立的重金屬含量五級區分表可修改為三級區分表，包括「背景值」、「監測值」、

與「污染管制值」即可。(2)建議農田土壤重金屬監測值為砷 16 mg/kg、鎘 0.

mg/kg、鉻 15 mg/kg、銅 60 mg/kg、汞 0.6 mg/kg、鎳 25 mg/kg、鉛 40 mg/kg、

與鋅 40 mg/kg，其中砷、汞為全量，其它元素為 0.1M HCl 萃取濃度。(3)建議農

田土壤重金屬污染管制濃度訂為砷 25 mg/kg、鎘 1.0 mg/kg、鉻 30 mg/kg 、銅

100 mg/kg、汞 1.0 mg/kg、鎳 40 mg/kg、鉛 120 mg/kg 與鋅 100 mg/kg，其中

砷、汞為全量，其他元素為 0.1M HCl 萃取量。(4)建議召開公聽會，針對此土壤

重金屬含量三級區分表及本研究中收集之各國對不同土地用途之土壤重金屬含量

之監測及整治標準，進行公開討論，以作為將來建立監測值及污染管制值之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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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英文摘要：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databases sampled from 1992 to 1997, 

(2) to establish the monitoring level of heavy metals in rural soils, 

and (3) to modify the five categories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More than 1550 representative soils, sampled from 1982 to 1987, 

were sampled from 1.1 million ha of Taiwan rural soils to be analyzed 

the upper background level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A 

representative soil was mixed from 20 soil samples randomly sampled 

from 1,600 ha. In this study, more than 9180 soil samples selected from 

23 counties (or cities) in Taiwan rural soil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monitoring level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collected in this project are almost 

belong to the 4th and 5th categories of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oils which was announced by EPA of ROC. Therefore,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of some samples are very high which was 

regarded as polluted soils and not included into the database of this 

analysis. This project also collect the monitoring, cleanup, and 

remediation levels of heavy metals in different land us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se 

levels can be used as the our guidelin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1) the five categories of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used in Taiwan rural soils can be modified as only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background level, monitoring level, and polluted-controlled 

level; (2) the monitoring levels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are proposed as As 16, Cd 0.6, Cr 15, Cu 60, Hg 0.6, Ni 25, Pb 40, and 

Zn 40 mg/kg in soils, in which the As and Hg content are total content 

and other six elements content are 0.1 M HCl extracted content; and (3) 

the polluted-controlled levels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are proposed as As 25, Cd 1.0, Cr 30, Cu 100, Hg 1.0, Ni 40, Pb 120, 



and Zn 100 mg/kg in soils, in which the As and Hg content are total 

content and other six elements content are 0.1 M HCl extracted content. 

We recommend that EPA of ROC should organize an open discussion meeting 

to discuss on the topics of three categorie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heavy metals for different land uses of soils. 

These discussion and communication will be very useful to establish the 

monitoring level and polluted-controlled level in Taiwan soils and to 

keep the soil quality for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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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保署為了解 81 至 86 年在台灣地區所作土壤中重金屬含量及其分佈，以建立土壤重金屬含量監

測值之建議值及修正目前土壤中重金屬含量五級區分表，特執行此委託計劃。民國 71 至 76 年度在台灣

地區 23 縣市近 110 萬公頃土壤中採 1,550 個概況調查資料(以 1,600 公頃採 20 個樣品混成一代表樣品)，

以電腦計算其濃度分佈及統計分析，以建立土壤重金屬含量「背景值」之依據。本研究計畫收集民國

81 至 86 年度在台灣地區 23 縣市 9,180 個調查分析資料，以電腦計算其濃度分佈及統計分析，以建立土

壤重金屬含量「監測值」之依據。由於此項調查計畫當初之目標即偏重土壤重金屬含量在第四級及第

五級之地區進行之監測計畫，故有部份土壤重金屬含量特別高(已可視為受污染之地區)之資料未納入此

次統計中。本研究中亦收集世界各國對不同土地用途之土壤重金屬含量之監測、清除及整治標準，以

為政府訂定土壤重金屬含量污染管制值之依據。研究結果指出﹕(1)目前建立的重金屬含量五級區分表

可修改為三級區分表，包括「背景值」、「監測值」、與「污染管制值」即可。(2)建議農田土壤重金

屬監測值為砷 16 mg/kg、鎘 0.6 mg/kg、鉻 15 mg/kg、銅 60 mg/kg、汞 0.6 mg/kg、鎳 25 mg/kg、鉛 40 

mg/kg、與鋅 40 mg/kg，其中砷、汞為全量，其它元素為 0.1M HCl 萃取濃度。(3)建議農田土壤重金屬

污染管制濃度訂為砷 25 mg/kg、鎘 1.0 mg/kg、鉻 30 mg/kg、銅 100 mg/kg、汞 1.0 mg/kg、鎳 40 

mg/kg、鉛 120 mg/kg 與鋅 100 mg/kg，其中砷、汞為全量，其他元素為 0.1M HCl 萃取量。(4)建議召開

公聽會，針對此土壤重金屬含量三級區分表及本研究中收集之各國對不同土地用途之土壤重金屬含量

之監測及整治標準，進行公開討論，以作為將來建立監測值及污染管制值之依據。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databases sampled from 1992 to 1997, (2) to establish the  monitoring level of heavy metals in rural soils, and (3) 

to modify the five categories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More than 1550 representative soils, 

sampled from 1982 to 1987, were sampled from 1.1 million ha of Taiwan rural soils to be analyzed the upper 

background level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A representative soil was mixed from 20 soil samples 

randomly sampled from 1,600 ha. In this study, more than 9180 soil samples selected from 23 counties (or cities) 

in Taiwan rural soil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monitoring level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collected in this project are almost belong to the 4th and 5th categories of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oils which was announced by  EPA of ROC. Therefore, the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of some samples are very high which was regarded as polluted soils and not included into the 



database of this analysis. This project also collect the monitoring, cleanup, and remediation levels of heavy 

metals in different land us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se 

levels can be used as the our guidelin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1) the five categories of 

concentration of heavy metals used in Taiwan rural soils can be modified as only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background level, monitoring level, and polluted-controlled level; (2) the monitoring levels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are proposed as As 16, Cd 0.6, Cr 15, Cu 60, Hg 0.6, Ni 25, Pb 40, and Zn 40 mg/kg in soils, 

in which the As and Hg content are total content and other six elements content are 0.1 M HCl extracted content; 

and (3) the polluted-controlled levels of heavy metals in Taiwan rural soils are proposed as As 25, Cd 1.0, Cr 30, 

Cu 100, Hg 1.0, Ni 40, Pb 120, and Zn 100 mg/kg in soils, in which the As and Hg content are total content and 

other six elements content are 0.1 M HCl extracted content. We recommend that EPA of ROC should organize 

an open discussion meeting to discuss on the topics of three categorie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heavy metals for different land uses of soils. These discussion and communication will be very useful 

to establish the monitoring level and polluted-controlled level in Taiwan soils and to keep the soil quality for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前   言 

行政院環保署為了解台灣地區土壤中重金屬濃度之分佈情形，曾委託國立台灣大學農化系整理並

分析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及宜蘭縣等十縣

市 民國 80-84 年度土壤中砷、鎘、鉻、銅、汞、鎳、鉛、鋅等八種重金屬細密調查資料，做為各縣市

建立土壤污染濃度背景值、管制值及監測值之依據之一，並提供評估土壤環境品質的參考。 

本研究將繼續就台灣地區二十三縣市民國 81-86 年度八種重金屬細密調查資料做更進一步的整理

與分析，透過電腦軟體及統計分析工具，以求客觀地了解台灣地區土壤重金屬的分佈現況，並以科學

方法評估土壤環境品質。 

土壤品質係指土壤在自然生態系下所具特別的能力，維持植物之生產力，減少環境污染物且能確

保環境中之土壤品質，以及確保動植物與人類生活與人體健康的品質，促使農業能永續發展，保護土

壤與水資源。而評估土壤品質的指標因子主要包括土壤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含污染物濃度)、生物性質

與土壤沖蝕等。這些因子的測定方法及監測臨界值經過有系統性的規劃，將其數值加以分級後並予以

累加，即可用來評估土壤是否可被永續地使用程度。依此觀念，為瞭解這些土壤因子的時間變化，需

建立監測之頻率與準則，以為評估土壤品質之依據。 

有關土壤污染評估在環境影響評估中的定位，以往僅引用一些簡略的土壤調查報告資料，如 

pH、質地、有機物含量及陽離子交換能力等，並未在擬開發的地區實際進行土壤調查工作 (陳尊賢，

1995)。因此，有必要對土壤品質加以定義並建立其指標因子，同時因應土壤污染防治之社會需求，對

於土壤污染評估之依據及項目在參考世界各國對不同土地利用之要求標準後，建立土壤污染評估之監

測方法及其作業準則。 

本研究按進度在收集資料後定義所謂土壤品質，建立土壤品質之指標因子，並依序完成下列事



項：(1). 收集世界各國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標準。(2).收集世界各國對土壤污染物之評估項目及方

法、負荷量之計算、監測、清除及整治標準之訂定與討論。 

本計畫之目的為:  

(1).整理並分析民國 81-86 年度台灣地區二十三縣市土壤重金屬細密調查資料及其含量分佈, 

(2).收集世界各國對土壤重金屬含量之評估、監測、清除、及整治標準之訂定與討論， 

(3).建立土壤重金屬含量監測值之建議值，及 

(4).修正目前土壤中重金屬含量五級區分表。 

 
研究方法 

土壤品質評估 

(1).收集各國有關土壤環境品質之定義及重金屬含量標準。 

(2).依民國 81-86 年度台灣地區二十三縣市土壤重金屬含量分析結果，評估各縣市土壤環境品質。 

研究材料 

以民國 81-86 年台灣地區 23 縣市土壤中八種重金屬 (砷、鎘、鉻、銅、汞、鎳、鉛、及鋅)之調查

數據為本研究之研究資料。將每年各種重金屬的濃度資料依不同元素種類及表裏土分別給予累計，組

合成一組新的樣本，故每一縣市共有 16 組。依組別將數據做敘述統計後，以直方圖表示各種重金屬濃

度在表、裏土分佈之頻率。 

分析工具 

調查資料統計分析所使用之電腦軟體為視窗下之 Excel 5.0 版，執行所有資料之統計分析與圖表之

製作。 

分析步驟 

(1).將每一縣市之八種重金屬分類，再將表、裏土分開。 

(2).表、裏土資料分開後，依上所述之分組方式將各組資料累計在一起，以原數值或 100 倍重金屬濃

度的對數值轉換，而 N.D.或 0 值視為 0.01，轉換後為 0。為使數據分佈圖不致於產生偏歪，部份

特別偏高之數據從統計資料中移除，此部份之資料示於表 4-1 至表 4-2 中。 

(3).在 Excel 的 worksheet 視窗下，選擇工具列中資料分析的敘述統計，求出各種統計介量。 

(4).將算出之統計介量以 Sturges method 之公式求出組幅，其過程如下： 

Subrange=Range/【1+3.322×(logN)】 

(5).算出組幅後，選擇工具列中資料分析的直方圖功能，將各組界所含樣本數的相對頻率與累積頻率

求出，並以直方圖表示重金屬於該土層各濃度組界的分佈。 

(6).處理分析後之資料以 Excel 之檔案型式存檔。 
 

報告分冊說明 

本研究之彙總資料(9,180 樣品)之結果示於第一冊，其他 23 縣市之結果示於第二冊及第三冊中。 

 



結   果 

針對目前已制訂的土壤重金屬含量等級區分表，經過近 10 年來在台灣地區之調查及資料之統計分

析後，發現有以下缺點： 

(1)第 4 級之濃度範圍太廣，其下限濃度太低而其上限濃度卻太高。 

(2)由於第 4 級濃度下限太低，易造成需監測的區域太大而實際受潛在污染的區域沒監測區大，

易造成人力及財力上之浪費。 

(3)第一級僅鋅、銅元素有數據，其他六元素則無，亦造成困擾。 

(4)此含量等級區分表之濃度是針對作物生產及作物品質來考慮，不完全考慮重金屬濃度對土

壤、地下水、及環境之品質之影響來綜合考慮，易受質疑與討論。 

(5)未考慮實際可能受污染之區域及面積，及將來在人力、經費預算時程上之考慮，不易與施政

方向及進度配合。 

(6)不符世界各國家訂定土壤中重金屬標準之趨勢，各國大都訂定背景值、監測值、與污染管制

值之三級制來考量及管理土壤的環境品質。 

 

基於以上這些理由，本研究擬將目前的五級區分表改為三級區分表，即訂定背景值、監測值、與

污染管制值之三級制來考量及管理土壤的環境品質。 

 

本研究案定義之背景值是根據 Chen (1992)及 Chen and Lee (1995)之研究結果，意指在自然條件下

土壤經自然風化後所形成之各類型土壤中，其中重金屬含量之上限值。而所謂的污染管制值，是指土

壤中重金屬含量達到此污染管制值後，會對環境之地下水、作物及人體健康產生危害時，政府必需進

行管制行動或進行清理整治的工作。所謂的監測值，是指土壤中重金屬含量已超過自然含量的上限，

表示土壤有可能有外來的污染物，但未達到污染管制值。此值可有以下含義：(1)有可能有外來污染

物；(2)此值為介於背景值與污染管制值之間，可依人力及財力作彈性調查；(3)政府應查明可能之污染

源，並且管制污染源，防止惡化等。因此，本研究案對監測值之訂定主要考量以下原則： 

(1)介於累積百分比達 85%至 97%之間為原則。 

(2)考量過去 10 年之背景值資料。 

(3)不可超過規劃中之污染管制值。 

(4)考量未來監測人力、頻率及財力可支應條件下。 

依此原則，表 4-21 建議之監測值訂定之原則說明如下： 

(1)砷之監測值，不管表土(0-15cm)或裏土(15-30cm)，均設為 16 mg/kg，此為大家一致之共識。 

(2)鎘與汞的毒性較強，背景值的上限已分別達 0.43 與 0.49 mg/kg，根據表 4-19 之結果，建議為 0.60 

mg/kg。 

(3)銅是動植物的必需元素，自然界中含量豐富，依表 4-19 如訂在 27 mg/kg 顯然太低，故依監測人力、

頻率及財力，建議為 60 mg/kg。 

(4)鋅是動植物的必需元素，自然界中含量豐富，依表 4-19 如訂在 33 mg/kg 顯然太低，故依監測人力、

頻率及財力，建議為 40 mg/kg。 



(5)鉛在土壤中屬於難移動性的元素，較不易被植物體吸收，但可經由皮膚接觸而危害人體健康。依表4-

19的結果，可在累積百分比達97%附近設為監測值，應為40 mg/kg左右，但若該地區為受風影響較大

的住宅區，則可再降低。 

(6)鎳之累積百分比達 85%時已達 12 mg/kg，而累積百分比達 97%時為 28 或 48 mg/kg，故建議監測值為

25 mg/kg。 

(7)鉻之監測值為 15 mg/kg，與原委託案之規劃值一致。 

根據第三章所收集的世界各國土壤中重金屬之污染管制值，大都以”全量”作為管制依據。但臺

灣地區之監測分析資料大都以 0.1M HCl 萃取為依據。依陳尊賢等人(1993)之研究指出，要將 0.1M HCl

萃取量轉換為全量，以作為行政執行之依據，其原則大概可依下列公式轉換： 

(1)鎘全量 = 4×0.1M HCl 萃取鎘量 

(1)鉻全量 = 8×0.1M HCl 萃取鉻量 

(1)銅全量 = 2×0.1M HCl 萃取銅量 

(1)鎳全量 = 5×0.1M HCl 萃取鎳量 

(1)鉛全量 = 3×0.1M HCl 萃取鉛量 

(1)鋅全量 = 5×0.1M HCl 萃取鋅量 

 
結   論 

1、研擬土壤品質之評估項目分為三個層級： 

(1)「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必備項目，包括土壤類型 (或分類) 及分佈、pH、Eh、土壤質地、有機

物含量、陽離子交換容量、比導電度、重金屬分析 (Cd、Cr、Cu、Ni、Pb、Zn 以 0.1M HCl 

溶出分析，As、Hg 為全量分析等八種元素)。 

(2)建議增列之污染物分析包括重金屬全量分析 (As、Cd、Cr、Cu、Hg、Ni、Pb、Zn、Mo、Se 

等)、分配係數分析、半致死濃度 ( LC50 ) 分析、及吸附常數等分析。 

(3)特別分析項目之增列，如公告毒性化學物質等，並附帶相關分析方法以供評估時之參考。 

2、提出世界各主要國家及台灣地區所訂定之污染物監測值或最大容許限值，以為評估土壤品質之依

據。 

3、提出世界各主要國家及台灣地區所訂定之土壤施用污泥及堆肥之容許施用量及污染物容許值。 

4、土壤污染危害性分析，應考慮: (1) 判定是否對環境及人體健康有立即之危險，是否應採取緊急應變

措施。(2) 劃定污染管制區，限制特定土地利用之行為。(3) 根據污染程度，選擇土壤復育技術。(4) 

評估復育方法之成效。(5) 藉由評估程序建立土壤品質標準及清除標準。 

5、就台灣地區可能提出之開發案中，有關土壤品質評估時之準則及評估項目作概要性的說明，這些開

發申請案，包括受污染農地區之再利用開發案、污水施灌綠化案、空氣污染物排放核准案，及工商

綜合區開發案等。 

6、整理並分析全省 23 個縣市 81 至 86 年度土壤重金屬含量細密調查資料後，將原五級含量等級區分表

修正為三級區分表(背景值、監測值、與管制值)。針對現有濃度分佈提出監測值之建議。建議之監

測值為砷 16mg/kg，鎘 0.6mg/kg，鉻 15mg/kg，銅 60mg/kg，汞(全量)0.6mg/kg，鎳 25mg/kg，鉛



40mg/kg 與鋅 40mg/kg，其中砷、汞為全量，其他六種元素為 0.1M HCl 萃取量。另本研究建議污染

管制值訂為砷 25 mg/kg，鎘 1.0 mg/kg，鉻 30 mg/kg，銅 100 mg/kg，汞 1.0 mg/kg，鎳 40 mg/kg，

鉛 120 mg/kg 與鋅 100 mg/kg，其中砷、汞為全量，其他六種元素為 0.1M HCl 萃取量。 

 
建議事項 

建議召開公聽會，針對此土壤重金屬含量三級區分表及本研究中收集之各國對不同土地用途之土

壤重金屬含量之監測、清除及整治標準，進行公開討論，以作為將來建立監測值及污染管制值之依

據。 



「期末報告」 

 

一、基本摘要內容： 

 

計畫名稱：臺灣地區土壤環境重金屬背景值調查分析 審議編號：EPA-87-H104-03-03 
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計畫主持人：陳尊賢 聯  絡  人：陳尊賢 

聯絡電話：(02) 2363-0231 ext. 2495 傳真號碼： (02) 2392-4335 
期 程：86 年 7 月 1 日起 87 年 6 月 30 日止 

經 費：（全程）：800 仟元 

執行情形：全年報 

一、執行進度：預定  100 % 實際  100 % 比較  0 % 
 8７年度    100% 
  總進度    100 % 
 

二、經費支用：預定  800,000 元 實際  800,000 元 支用比率  100.0 % 
 年度經費      800,000 元 

 總經費      800,000 元 

 

三、主要執行內容： 

3.1 計畫之目的為:  
(1).整理並分析民國 81-86 年度台灣地區二十三縣市土壤重金屬細密調查資料及其含量分

佈, 
(2).收集世界各國對土壤重金屬含量之評估、監測、清除、及整治標準之訂定與討論， 

(3).建立土壤重金屬含量監測值之建議值，及 

(4).修正目前土壤中重金屬含量五級區分表。 

 

3.2 研究方法 

以民國 81-86 年台灣地區 23 縣市土壤中八種重金屬 (砷、鎘、鉻、銅、汞、鎳、鉛、及

鋅)之調查數據為本研究之研究資料。將每年各種重金屬的濃度資料依不同元素種類及表裏土

分別給予累計，組合成一組新的樣本，故每一縣市共有 16 組。依組別將數據做敘述統計後，

以直方圖表示各種重金屬濃度在表、裏土分佈之頻率。調查資料統計分析所使用之電腦軟體為

視窗下之 Excel 5.0 版，執行所有資料之統計分析與圖表之製作。 

   分析步驟: 
(1).將每一縣市之八種重金屬分類，再將表、裏土分開。 

(2).表、裏土資料分開後，依上所述之分組方式將各組資料累計在一起，以原數值或 100 倍

重金屬濃度的對數值轉換，而 N.D.或 0 值視為 0.01，轉換後為 0。為使數據分佈圖不致

於產生偏歪，部份特別偏高之數據從統計資料中移除。 

(3).在 Excel 的 worksheet 視窗下，選擇工具列中資料分析的敘述統計，求出各種統計介量。 

(4).將算出之統計介量以 Sturges method 之公式求出組幅，其過程如下： 



Subrange=Range/【1+3.322×(logN)】 

(5).算出組幅後，選擇工具列中資料分析的直方圖功能，將各組界所含樣本數的相對頻率與

累積頻率求出，並以直方圖表示重金屬於該土層各濃度組界的分佈。 

(6).處理分析後之資料以 Excel 之檔案型式存檔。 

報告分冊說明：本研究之彙總資料(9,180 樣品)之結果示於第一冊，其他 23 縣市之結果示

於第二冊及第三冊中。 

 

3.3 結果 

針對目前已制訂的土壤重金屬含量等級區分表，經過近 10 年來在台灣地區之調查及資料

之統計分析後，發現有以下缺點：(1)第 4 級之濃度範圍太廣，其下限濃度太低而其上限濃度

卻太高; (2)由於第 4 級濃度下限太低，易造成需監測的區域太大而實際受潛在污染的區域沒監

測區大，易造成人力及財力上之浪費。(3)第一級僅鋅、銅元素有數據，其他六元素則無，亦

造成困擾。(4)此含量等級區分表之濃度是針對作物生產及作物品質來考慮，不完全考慮重金

屬濃度對土壤、地下水、及環境之品質之影響來綜合考慮，易受質疑與討論。(5)未考慮實際

可能受污染之區域及面積，及將來在人力、經費預算時程上之考慮，不易與施政方向及進度配

合。(6)不符世界各國家訂定土壤中重金屬標準之趨勢，各國大都訂定背景值、監測值、與污

染管制值之三級制來考量及管理土壤的環境品質。基於以上這些理由，本研究擬將目前的五級

區分表改為三級區分表，即訂定背景值、監測值、與污染管制值之三級制來考量及管理土壤的

環境品質。 

本研究案定義之背景值是根據 Chen (1992)及 Chen and Lee (1995)之研究結果，意指在自

然條件下土壤經自然風化後所形成之各類型土壤中，其中重金屬含量之上限值。而所謂的污染

管制值，是指土壤中重金屬含量達到此污染管制值後，會對環境之地下水、作物及人體健康產

生危害時，政府必需進行管制行動或進行清理整治的工作。所謂的監測值，是指土壤中重金屬

含量已超過自然含量的上限，表示土壤有可能有外來的污染物，但未達到污染管制值。此值可

有以下含義：(1)有可能有外來污染物；(2)此值為介於背景值與污染管制值之間，可依人力及

財力作彈性調查；(3)政府應查明可能之污染源，並且管制污染源，防止惡化等。因此，本研

究案對監測值之訂定主要考量以下原則：(1)介於累積百分比達 85%至 97%之間為原則。(2)考
量過去 10 年之背景值資料。(3)不可超過規劃中之污染管制值。(4)考量未來監測人力、頻率及

財力可支應條件下。 

 

3.4 結 論 

1、研擬土壤品質之評估項目分為三個層級：(1)「環境影響評估法」之必備項目，包括土壤類

型 (或分類) 及分佈、pH、Eh、土壤質地、有機物含量、陽離子交換容量、比導電度、重金

屬分析 (Cd、Cr、Cu、Ni、Pb、Zn 以 0.1M HCl 溶出分析，As、Hg 為全量分析等八種元

素)。(2)建議增列之污染物分析包括重金屬全量分析 (As、Cd、Cr、Cu、Hg、Ni、Pb、
Zn、Mo、Se 等)、分配係數分析、半致死濃度 ( LC50 ) 分析、及吸附常數等分析。(3)特別

分析項目之增列，如公告毒性化學物質等，並附帶相關分析方法以供評估時之參考。 

2、提出世界各主要國家及台灣地區所訂定之污染物監測值或最大容許限值，以為評估土壤品

質之依據。 



3、提出世界各主要國家及台灣地區所訂定之土壤施用污泥及堆肥之容許施用量及污染物容許

值。 

4、土壤污染危害性分析，應考慮: (1) 判定是否對環境及人體健康有立即之危險，是否應採取

緊急應變措施。(2) 劃定污染管制區，限制特定土地利用之行為。(3) 根據污染程度，選擇

土壤復育技術。(4) 評估復育方法之成效。(5) 藉由評估程序建立土壤品質標準及清除標

準。 

5、就台灣地區可能提出之開發案中，有關土壤品質評估時之準則及評估項目作概要性的說

明，這些開發申請案，包括受污染農地區之再利用開發案、污水施灌綠化案、空氣污染物

排放核准案，及工商綜合區開發案等。 

6、整理並分析全省 23 個縣市 81 至 86 年度土壤重金屬含量細密調查資料後，將原五級含量等

級區分表修正為三級區分表(背景值、監測值、與管制值)。針對現有濃度分佈提出監測值

之建議。建議之監測值為砷 16mg/kg，鎘 0.6mg/kg，鉻 15mg/kg，銅 60mg/kg，汞(全
量)0.6mg/kg，鎳 25mg/kg，鉛 40mg/kg 與鋅 40mg/kg，其中砷、汞為全量，其他六種元素

為 0.1M HCl 萃取量。另本研究建議污染管制值訂為砷 25 mg/kg，鎘 1.0 mg/kg，鉻 30 
mg/kg，銅 100 mg/kg，汞 1.0 mg/kg，鎳 40 mg/kg，鉛 120 mg/kg 與鋅 100 mg/kg，其中

砷、汞為全量，其他六種元素為 0.1M HCl 萃取量。 

 

3.5 建議事項 

建議召開公聽會，針對此土壤重金屬含量三級區分表及本研究中收集之各國對不同土地

用途之土壤重金屬含量之監測、清除及整治標準，進行公開討論，以作為將來建立監測值及

污染管制值之依據。 

四、計畫變更說明：無變更 

五、落後原因分析：無 

六、解決方法：無 

七、主管機關管考建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