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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富國技術工程公司  

地工技術第三十七次座談會 

【土污法與地工技術】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89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00～5:00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國立台灣大學應用力學館國際會議廳 

主主主主 持持持持 人：人：人：人：鍾毓東  協理 (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人及講題：引言人及講題：引言人及講題：引言人及講題： 
    范致豪  博士 (明志技術學院環境與安全工程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行政管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行政管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行政管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行政管制    

    張丕宇  經理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現況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現況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現況國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現況    

    賈儀平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系) 

                                土壤土壤土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監測與評估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監測與評估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監測與評估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監測與評估    

    陳家洵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與實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與實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與實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與實例————國內及國外實例國內及國外實例國內及國外實例國內及國外實例    

高秋振
＊  

整理 

綜合討論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大家好！聽完剛才四位引言人

精彩的內容後，接下來進行今日座談會的討

論，請各位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相關

議題踴躍發言，提供寶貴的意見。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調查、監

測與評估是具有較高不確定的因素，請問在

國外是否有一套標準的程序，比如以統計的

觀點去訂定出在多大基地面積下調查污染源

所需要的採樣數量。  

陳家洵教授陳家洵教授陳家洵教授陳家洵教授：在回答這問題前，我先作

幾點背景的說明。首先，一般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的對象多半是已被污染的地下水，

而土壤則是污染的受體。以美國為主，從

1980年代開始至今，大概20年間有超過四

分之三的時間，主要是花在處理受污染的地

下水及土壤的問題，這方面很多的技術發展

出來後已不是太大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污

染源殘留相的問題。一直到1995年才開始

把一些過去石油工程運用在找石油的技術轉

用到找殘留相方面，所以這幾年才開始有一

些比較可行的技術對污染源區作整治，觀念

也由「控制」轉變到「整治」，控制是比較

被動的，比如對淺層污染的土壤採用直接挖

除，比較深的污染則採用圍堵的方法。像剛

才問的，打多少監測井去找污染源？在過去

的確有由地下水濃度推測其周圍某部份有無

殘留相的存在，但這都是無法確定的。所以

用統計的觀點去規定要多少採樣數量去尋找

殘留相或污染源，這是沒有被直接採納的，

因為這太花時間，而最大的問題是假如找不

到污染源或殘留相時，是否就可證明無污

染？所以最主要的問題是怎樣去找污染源，

以及如何徹底的去除掉這污染源。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土污法第八條「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之事業所使用之土地移轉時，讓與

人應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料」，請問這公告

事業及檢測資料的範圍為何？是否有施行細

則去規定？  

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指定這公告事業目前仍未

公佈，不過環保署在每個法都有一些不同的

公告事業，將來這土污法的指定公告事業是

那些？我不曉得，不過我猜想環保署所管制

的污染物相關之生產與儲存的事業將來就有

可能變成公告指定事業，這範圍可能相當

廣，很多工業區或工業界廠房的土地都有可

能被列入。至於檢測的項目範圍，目前也仍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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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規定清楚，其實我認為無論環保署如何規

定，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買主為解除疑慮

會要求賣主提供超出環保署規定更詳細的資

料。  

與會者：我們公司目前有一個公共工程

的案例，環保署在南部有一新建焚化爐的工

程，其場址過去是垃圾掩埋場，所以焚化爐

預定場址有四分之一的面積下五公尺深度內

全是垃圾，在它北側也還有個三十餘公尺高

的垃圾山，可能會有一些垃圾滲出液滲入焚

化爐場區內，依土污法請問環保署這角色如

何去扮演，在污染防制技術上又如何處理？  

范致豪博士范致豪博士范致豪博士范致豪博士：其實這法令的訂定最主要

是讓一般民眾與工業公司等團體有一遵循的

標準與依據，致於後面的罰則其實是比較次

要的。在這很多細則還沒有訂定之前，遇到

問題還是要繼續處理，現在很多配套措施的

訂定都是參照以前採取的行政慣例為依據。

剛才提的這案例，我覺得如果你們是開發的

單位，這整個污染的責任必須先去澄清，然

後協調去進行整治。現在因為施行細則還未

訂定要處理到怎樣的程度，所以這案例可以

當作以後標準的訂定與修正所參採的重要依

據。另外，在這法令的編訂過程中，我們有

參考美國的經驗，因這污染整治的經費非常

的大，一年假如要花五佰萬，沒有一個事業

體會自己從口袋內拿錢出來，而全部都是向

銀行貸款的，一年的利息可能是10%，則一

年要付五十萬的利息，他們會去評估如果花

費不多於五十萬則就會請律師針對整治的程

度去與政府打官司，這一拖就可能五～十

年。所以目前我們的配套措施還未訂定，就

是因為考慮這些問題，希望不會重蹈覆徹，

這些問題是很複雜的，需要整體的考慮。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我也有一個類似的問題請教，

根據土污法第六條「民眾發現土壤或地下水

有污染之虞時，得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檢舉；

各土地或地下水使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土地

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於發現土壤或地下

水有污染之虞時，應即通知所在地主管機關。

所在地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檢舉及通知或依職權

主動進行查證及採取必要措施」，目前高雄捷

運工程即將動工，大家都曉得高雄地區過去曾

是重工業地區，尤其前幾年陸續有中油苓雅寮

洩漏油事件及不明廢棄物的掩埋等，捷運工程

施工時必然進行很多開挖與隧道鑽掘的工程，

如果碰到一塊被污染的土壤，施工單位是否應

該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檢舉，然後所在地主管機

關就要依職權主動進行查證及採取必要措施。

對施工單位（營造廠）來講，其工期與管理是

最重要的，那他是否要停工？依照土污法的精

神，這施工單位還應該去作甚麼事情？ 

范致豪博士范致豪博士范致豪博士范致豪博士：這又是另外一個法規方面

的問題。先向各位解釋這第六條「民眾發現

土壤或地下水有污染之虞時，得向所在地主

管機關檢舉……」，檢舉時必須要提供相當

的證據，比如從民井抽地下水送驗而有發現

濃度過高的結果，或者提出別人有非法灌注

傾倒廢棄物的照片，環保局才會受理，這是

有標準在，並在擬訂中。剛才主持人提出的這

個問題，我認為當發現了污染源時，當然要向

所在地的主管機關檢舉，檢舉後主管機關就要

主動去查證，在這查證的過程中，大概是無法

再繼續施工的，工期必然會受影響，所以在訂

合約時最好加上這一項但書。依照土污法的程

序，待主管機關調查釐清責任歸屬後，如果找

不到污染者（無主的），則由政府成立的相關

基金去承擔處理後續的工作。 

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關於剛才垃圾掩埋場的問

題，我認為如果面積很大的話，現在不太可

能把它移除掉，而且移除後這二次污染的問

題仍然存在。所以依土污法這問題涉及到所

有人或地主是誰，是國有財產局或是環保局

自己？不管是那一單位都有一部份的責任，

就像台糖有很多土地被別人傾倒垃圾，傾倒

者雖不是台糖，可是他沒有善盡地主的責

任，所以他有關係而必須負責。如果垃圾掩

埋場是國有財產局的，那他就有一部份的責

任，可是國有財產局花的錢是全民的錢，如

果隨便花錢就很不合理，所以這就一定要有

合理控制的機制，以使用相當有限的錢去控

制這地方的污染使不致擴大或有危害，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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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也能夠繼續進行，這要環保署自己來作決

斷，我只是從猜測的觀點來說明。致於施工

中遇到有污染的土地問題是否會停頓，這就

像台北捷運遇到圓山先民遺址的問題，工期

就得耽擱一陣子，這就只好認了。遇到這種

問題，怎麼解決就要看當地的環保機關之協

調，不見得完全是土污法的事情。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剛剛的問題，我以前在紐澤西

的經驗是不管承包商或是業主在開挖施工過

程中遇到污染物，如果發現了把它蓋回去則

沒有事，可是把它散播出去就有責任。我建

議地下施工簽約時一定要注意到土污法這一

條規定，遇到污染物時要停工等待主管機關

確定污染範圍與整治之評估等，曠日廢時，

絕對會影響工期。另外，土污法目前已箭在

弦上，你們業界是否已準備好了？  

張丕宇經理張丕宇經理張丕宇經理張丕宇經理：這個問題可分幾個方面探

討，其實這個法令在民國79年就送到立法

院去了，也有些業者有看到這樣的市場而慢

慢的逐步往這方面作。當然這整個工作要作

是需要一些技術與人力的，但是技術與人力

也是要跟著法令走，如果沒有適當的法令出

來，就沒有市場，則要維持這人力及發展技

術就有限了。就我所知，國內有幾家公司於

最近幾年在土壤與地下水的調查與監測方面

有一直在作，這可能有十幾年的歷史了。而

剛才引言介紹的整治技術之應用，在國內只

有幾個比較大的場址有真正用過，比如RCA

委託西圖公司，監督及後續整治工作則由瑞

昶公司來作；另外比較大戶的就是中油公

司，因為幾處老舊煉油廠當初操作時有一些

污染，像高雄的幾個廠都有做一些細密的調

查，也做了一些整治工作，這過程除了引用

國內幾家公司（包括中鼎公司）作過一些調

查，主要的整治則由幾家外國公司來作。當

初，有很多外國公司有興趣，引進了一些人

力過來，但是一方面成效不是相當好，另一

方面沒有嚴格的執行，市場有限，所以有一

些公司後來也慢慢退出了。剛剛問是否已準

備好？事實上國內確實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但是可以從國外引進一些有實務經驗的人

員，而相關的技術方面，國內與國外的交流

也是很快的。所以比較重要的是這子法與細

則訂得夠不夠完備，我想是要等它出來以後

才能進入真正準備好的狀態，目前是有些人

在進行這樣的工作。  

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與會者：對這土污法的執行，我是一則

以喜，一以則以憂，喜的是我們的主管單位

終於重視台灣的污染問題；憂的是當這些子

法訂出來後開始執行時，我們根本沒有兵可

用。就像921大地震，很慶幸內政部之前很

積極的辦理訓練技師為地震後修建物危險評

估人員，總共訓練了三千多名，然後剛好大

地震來了而派上用場，如果沒有這提早的訓

練，這大地震發生了以後狀況就不知會變成

如何了。比如在美國的一個經驗，我1981

年在美國的Dames & Moore公司，在紐澤

西分公司有四百多人，後來因核能電廠停建

了，至 1982年時只剩 13人，可是 1983～

1984年因為「超級基金」的成立，分公司在

兩年之內又馬上擴充至兩百多人，但是這些

人員的素質很差，大家都在瞎子摸象不知如

何去執行工作，所以這「超級基金」與環境

資源保護法令一公佈後，讓大地與地質界起

死回升，其實像國內目前大地工程界也差不

多是奄奄一息了，也許這土污法公佈後就能

枯木逢春了，可是我仍很擔心，因為這工作

與我們傳統的大地工程還是有很大差異，而

其QA、QC的procedure誰去訂？訂了後能

否嚴格執行？光是調查來說，它是很昂貴的

工作，但是如果這前面的調查不確實的話，

後面的整治就根本是徒勞無功！今天地工技

術基金會花了很多努力，請了四位專家來引

言，可惜大家還沒有看到這大餅與其嚴重

性。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其實據我所知，國內是有幾家

公司有一直在作土壤與地下水污染評估的工

作，不過誠如你所說的，等到這施行細則通

過後，勢必會有很大的市場，到時大家若沒

有作好準備就投入，良莠不齊，很可能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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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整個市場的品質混亂，所以是有必要

趕快訂好相關的規範、規則等，並且可能地

工界與環工界要有人出來對話，因為這是跨

領域的工作。另外，請教陳教授，依你的經

驗與觀察，我們地工行業有那些切入點可作

土污法的工作，並對顧問界有何建議？  

陳家洵教授陳家洵教授陳家洵教授陳家洵教授：這個問題可以用簡短的例

子回答，現在於土壤與地下水內找污染源分

佈範圍與整治的技術，實際上是三十多年前

石油工程界所採用的，可是用了一段時間後

可能是經濟效益不大而未再採用。一直到

1995年，這些技術被作地下水污染調查的

人員從論文中找到而加以採用，現在變成了

非常熱門的技術，也帶動了污染源由控制而

達到整治的技術能力。以這例子來看，地工

方面有很多的技術，實際上處理的對象是一

樣的，都是土地，但是重點與方向稍有不

同。比如用版樁圍堵，這工法在台灣已很成

熟了，但是怎樣讓它達到真正不透水，其接

縫處的止水技術基本上也就是一個地工的技

術，所以這應該是可以互通的。台灣這方面

的技術人才的確是很缺乏，而要重新訓練培

養這些人才已經沒有這些時間與經費，所以

一個比較可行的方法就是把諸位已經具有的

地工知識與技術很快轉移過來。我們籌組成

立協會，就是看到將來的問題，現在這個法

通過了，法令本身雖不能解決問題，但它可

以定義出問題。我們與美國有很大的差異，

美國的 super fund有一百多億元拿出來成

立基金，而台灣目前土壤與地下水整治的基

金並沒有那麼大；目前要讓台灣企業界在沒

有壓力下主動出來作這工作，這機會也不

大。倒是利用土地買賣與轉移方面去規定比

較有機會，但是這個法令出來以後，往這方

面走可能至少還需要2～3年的時間，現在

種子已經埋下去了，需2～3年才會出現生

長點，這段時間應該是我們專業人員準備的

時間，所以要好好把握，否則等這市場出來

以後就已經進不去了；也不要仰賴國外的技

術轉移，國內有一些實際的例子，引進了國

外的技術人員，工作完成後就走了，國內本

土並未真正培養出甚麼。反而是國內現有各

領域的專業，比如環工、地工、地質、化工

等，都可以跨進來，我也希望諸位在這認知

上對這協會積極參與，協會也提供這交流的

管道。  

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賈儀平教授：美國地質界於1982年因油

價跌下來而與地工界都一樣投向新起的super 

fund相關工作。美國立法的super fund與我

國的是有點不一樣，他們是由政府出經費作整

治的工作，而我國政府提出的經費不多，主要

是要求污染的業主去作整治。美國當時也是沒

甚麼人才，可是後來他們不同行的人員經過在

職訓練而逐漸摸索出來，這與我們目前的情況

相似，而美國當初失敗的經驗其主要之原因是

他們花錢太厲害了，我國的收入不及美國的三

分之一，沒有這個本錢可以玩，所以我們只能

考量到適可而止，就是用兩成的錢作八成的事

情。這個法表面上看是清除污染或控制污染，

其實最大的目的是嚇阻未來的污染，讓大家對

污染的防制工作投注更大的資產，以避免以後

的污染。另外，我覺得這過程中還是要注重本

身的專業，各行業各有各的專長，要互相的合

作去作這事情，比如地工的人作一些調查的工

作會很專業與精緻。目前國內的公司及實驗室

都很小，假如這市場規模夠大，美國大公司會

設分公司在台灣，他們的成本可以降得很低，

因為都自動化了，所以他們會吃掉我們很大的

市場，像這情況我們要如何抗拒呢？我想這需

要慢慢摸索的，也許經過2～3年就摸索出一條

路來，美國當初也是如此，開始時花了很多經

費，訓練了一批政府人員的RPM（Remedied 

project manager），也開了很多的seminar，

讓其他的人員瞭解如何去作這事情，這都是可

以努力的方向。至於可以作到甚麼程度就要看

這塊餅有多大。我覺得這塊餅應該是 slow 

start，而不是突然暴發出來的東西， slow 

start對大家都好，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主持人：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很謝謝

四位主講者的介紹，也謝謝各位的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