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底稿-1 

土壤、地下水污染檢測、調查、評估、控制及整治計畫簽證 

工作底稿 

一、簽名及加蓋執業圖記：(環工技師依據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8 條第 2 項、應用

地質技師依據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20 條辦理) 

簽名： 

 
朱志雄 

執業圖記： 

註：簽證技師於製作工作底稿時，應查核相關資料確實及符合規定，於首頁簽名及加

蓋技師執業圖記，並於工作底稿兩頁間加蓋騎縫印章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其頁次為

連續。 

二、本人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1 條提出之調查、評估作業別及查核

結果： 
提出之調查、評估作業別 提出類別 查核結果 

▓依第 8 條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

及檢測資料 

▓土地移轉 所提資料符合法規規定，內

容正確及相關數據合理。 

□依第 9 條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

及檢測資料 

□設立許可、登

記、申請營業執

照 

□變更經營 

□變更產業類別 

□變更營業用地範

圍 

□歇業、繳銷經營

許可或營業執照 

□終止營業（運）、

關廠（場） 

□無繼續生產、製

造、加工 

 

□依第 13 條之□土壤□地下水

污染控制計畫 

□新提 

□變更，第   次 

□成果報告 

 

□依第 14 條之□土壤□地下水

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 

□新提 

□其它          

 

□依第 22 條之□土壤□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新提 

□變更，第   次 

□成果報告 

 

三、本人執行簽證業務，查核事項如下： 

1.1.1.1.基本資料完整性基本資料完整性基本資料完整性基本資料完整性。。。。    



工作底稿-2 

本次提送原由為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 條規定，由讓與人 XXX 及

XXX 提送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予受讓人 XXX，並須經主管機關備

查。該讓與人所持分之土地位於土城工業區，地址為大工路 142 號，基地三

筆丁種建築用地面積共計 1,455m(詳 p,XX 土地清冊)。讓與人所設立之「大成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從事金屬表面處理，運作時之製造流程與製程說明如

p,XX 所示，所查核之 SP-Z 申請表及 SP-ZA 檢核表，如評估方法、採樣點

數、行程、應檢項目、結果、聲明書等資料填寫完整，運作說明、評估人員

與檢測機構等證件、採樣方法等與報告書內容一致，且經調閱該場址地籍

圖、地籍謄本、使用分區證明、建物權狀、建物使照等佐證資料如附件一所

示，並經核對後正確無誤。由讓與人於 100年 1月 12日所提供之基本資料與

曾運作之內容中(詳 p,XX 所示)所填報之基本資料表，如機關核發證件、座落

位置，地號、面積、土地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運作時之工廠登記證(已

註銷)、公司登記等影本資料等資料，經核對後亦正確無誤。 

2.2.2.2.事業事業事業事業場址場址場址場址運作情形運作情形運作情形運作情形。。。。    

經初步訪談與上網查閱工商資訊得知，該基地原為一金屬品電鍍工廠「大成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該事業成立於民國 87 年 4 月，並於 97 年 11 月向所

屬環保機關辦理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備查完妥(停業中，詳附件X備

查公函)。經與讓與人及評估調查人員溝通討論，並提供所註銷之固定污染

源操作許可證與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許可證影本(詳附件三)等資料，查核製

造流程與製程屬性、原物料使用情況及原配置圖說等皆載記於 p,XX-p,XX 所

示，且經核對後無誤。 

讓與人之工廠於 97 年 11 月停業至今建築物並未改變，經查運作時可能之主

要污染源(高污染潛勢區)研判應在廠區西側廠房內，由於「大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所從事之金屬表面處理為金屬品電鍍作業，依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

測資料管理辦法中附件所指之應檢測項目、使用之源物料及經 100 年 1 月 16

日上午至現場勘查來判斷，目前可能污染之物質包括有鎘、鉻、銅、汞、

鎳、鉛、鋅(化成、電鍍程序)等，故本計畫進行採樣分析項目為鎘、鉻、

銅、汞、鎳、鉛、鋅等應為合理。 

3.3.3.3.調查調查調查調查評估方法及檢測分析結果評估方法及檢測分析結果評估方法及檢測分析結果評估方法及檢測分析結果。。。。    

本調查評估方法以環保署公告建議之網格法與土壤污染潛勢分區判定原則以

及本人專業判斷進行基地內採樣點之網格化及佈點(移點)，採樣點數為 10 點

次，佈點圖如 p,XX 所示，採樣深度為 20-30cm(不含 RC 地面)，且採樣計畫

書之人員、工具、方法、現勘記錄與樣品保存分析等內容(p39-57)，經查核

尚屬合理。 

本計畫由 XX 檢驗公司於 100 年 1 月 21 上午 9 點開始採樣，且會同評估調查

人員至現場監督查核，至當日下午 4 點 30 分結束，經查該評估調查人員陳

XX 資格證件與檢測機構合法之檢測資料(詳附件 X)與現場採樣照片均正確無

誤。經查核所評估調查之範圍及內容，以及本土壤檢測資料及結果顯示，該

場址目前並未發現有污染之情形，整體評估調查及檢測結果均尚屬合理。 

4.4.4.4.污染物污染物污染物污染物、、、、污染範圍及污染程度污染範圍及污染程度污染範圍及污染程度污染範圍及污染程度或對環境影響之評估方法或對環境影響之評估方法或對環境影響之評估方法或對環境影響之評估方法（提出調查及評估、控 



工作底稿-3 

   制、整治計畫者）    

(無此項目者免填寫)  

5555....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整治整治整治整治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提出控制、整治計畫者）    

(無此項目者免填寫) 

6666....污染污染污染污染防制防制防制防制、、、、污染污染污染污染監測監測監測監測與安全衛與安全衛與安全衛與安全衛生生生生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提出控制、整治計畫者）    

(無此項目者免填寫)  

7.7.7.7.自行自行自行自行驗證驗證驗證驗證、、、、採樣檢測規畫採樣檢測規畫採樣檢測規畫採樣檢測規畫及成果報告及成果報告及成果報告及成果報告（提出控制、整治計畫者）    

(無此項目者免填寫)  

8888....計畫執行期程與經費計畫執行期程與經費計畫執行期程與經費計畫執行期程與經費預估預估預估預估（提出調查及評估、控制、整治計畫者）    

(無此項目者免填寫)  

9999....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事項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事項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事項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事項或補充說明或補充說明或補充說明或補充說明    

本人於100年1月16日現場勘查、訪談照片，以及100年1月21上午現場採樣監

督查核照片（包括場址大門口、採樣點、採樣照片及樣品之照片）均註明日期

完妥，且一併檢附於本工作底稿中無誤。 



工作底稿-4 

簽證技師現場查核照片： 

1.查核日期： 100 年 1 月 16 日及100 年 1 月 21 日 

2.現場查核照片： 

 

 

 

 

 

 

 

 

 

 

 

 

 

 

 

(照片說明) 

 

※現場查核照片數量請依需要自行檢附。 

 

 

  

 

 



簽證報告-1 

土壤、地下水污染檢測、調查、評估、控制及整治計畫申請 

簽證報告 

一、依據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12條應記載事項： 

1.簽證之法律依據簽證之法律依據簽證之法律依據簽證之法律依據：：：： 

(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1條 

(2)「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10條 

2.委託委託委託委託人姓名或名稱人姓名或名稱人姓名或名稱人姓名或名稱：：：： 

  明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委託人住居所委託人住居所委託人住居所委託人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宜蘭縣五結鄉明德路57號                                                    

4-1.委託事項委託事項委託事項委託事項：：：： 

▓第8條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第9條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第13條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 

□第14條之□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 

□第22條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4-2.委託日期委託日期委託日期委託日期：：：：99年12月15日  

5.簽證內容摘要簽證內容摘要簽證內容摘要簽證內容摘要：：：： 

本文件係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8條規定，由讓與人XXX及XXX提送土壤污染評

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予受讓人XXX，所提資料符合法規規定，內容正確及相關數據合

理。  

6-1.查核項目查核項目查核項目查核項目：：：：                      

項目 頁次 

▓基本資料完整性 XX ～ XX 

▓事業場址運作情形 XX ～ XX 

▓調查評估方法及檢測分析結果 XX ～ XX 

□污染物、污染範圍及污染程度或對環境影響之評估方法  ～  

□控制、整治方法合理性  ～  

□污染防制、污染監測與安全衛生計畫  ～  

□自行驗證、採樣檢測規畫及成果報告  ～  

□計畫執行期程與經費預估  ～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事項或補充說明 XX ～ XX 

▓附件 XX ～ XX 

▓其他 XX ～ XX 

  ～  

  ～  



簽證報告-2 

6-2.查核意查核意查核意查核意見見見見：：：：(請依據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13、14、15及16條規定填寫) 

▓無保留意見 

□保留意見，理由：                                                      

□否定意見，理由：                                                      

□無法表示意見，理由：                                                  

7.簽證日期簽證日期簽證日期簽證日期：：：：100年1月30日 

※※※※ 簽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簽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簽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簽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簽名： 

 

朱志雄 

執業圖記： 

 

二、其他 

1.簽簽簽簽證證證證技師資料技師資料技師資料技師資料：：：： 

姓名： 朱志雄    ；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1023   號  

所屬公會：  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公會會籍編號：    0711    

執業機構名稱：  興德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                             

通訊地址：  宜蘭市中正路99號6樓                                   

聯絡電話： (03)3415901          ；傳真：  (03)3413991            

2.簽證紀錄簽證紀錄簽證紀錄簽證紀錄上網申報期限上網申報期限上網申報期限上網申報期限：100年2月14日 

3.簽證簽證簽證簽證技師執業資格審查章技師執業資格審查章技師執業資格審查章技師執業資格審查章：：：： 

 

 

 

 

(公會核章處) 

 

 

 

委託人：                                                  

場  址：                                                    
簽證事項：▓第8條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第9條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第13條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 

□第14條之□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 

□第 22 條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簽證報告-3 

簽證技師切結書 
 

一、茲保證此申請書件在本人之監督下，按照法令之規定，進行資

料蒐集及評估。基於簽證技師之調查，本申請書件相關資料全

部屬實。 

二、本人知悉，提交虛偽資料應受法律制裁及負相關法律責任，並

依法懲處。 

 

 

簽證技師：   朱志雄      

簽署日期：100年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