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五月七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土字第０九二００三一九二

五號令訂定發布全文七條 

中華民國 95年３月 29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土字第 0950023629 號令修正發

布全文八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後，具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所在地主

管機關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公告為整治場址： 

一、控制場址之單一污染物最高濃度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

標準二十倍。 

二、依土壤污染評分(Ts)及地下水污染評分(Tgw)計算污染總

分 P值達二十分以上。 

三、控制場址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飲用水取水口之

一定距離內或水庫集水區內。 

四、控制場址位於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敏感性自然生

態保育地或稀有或瀕臨絕種之動、植物棲息地。 

五、控制場址位於風景特定區或森林遊樂區。 

六、控制場址位於學校、公園、綠地或兒童遊樂場。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重大污染情形。 

前項初步評估之評估表如附表一。 

第三條   本辦法之土壤污染評分(Ts)為土壤污染物濃度達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之倍數總和（ΣTsi），其計算方式如下： 

Ts=ΣTsi=C1/S1+ C2/S2+……+ Cn/Sn 
Ci：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第 i種污染物濃度，i=1,2⋯⋯n 

Si：第 i種土壤污染物管制標準，i=1,2⋯⋯n 

前項計算方式如附表二。 

第四條    本辦法之地下水污染評分(Tgw)為地下水污染物濃度達地下水

污染管制標準之倍數總和（ΣTgwi），其計算方式如下： 

T gw=ΣTgwi =C1/S1+ C2/S2+…… + Cn/Sn 



Ci：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第 i種污染物濃度，i=1,2⋯⋯n 

Si：第 i種地下水污染物管制標準，i=1,2⋯⋯n 

前項計算方式如附表三。 

第五條      本辦法污染總分Ｐ值之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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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控制場址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者，所在地主管機關得通知場

址污染行為人及土地使用人、管理人或所有人申請辦理健康風險評

估。 

受通知人於通知送達後二週內，得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辦理

健康風險評估，並於核准後四個月內提送健康風險評估報告送請審

查。所在地主管機關應於受理後三個月內完成審查，並將審查結論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控制場址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適用前項之規定： 

一、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其總酚、硝酸鹽氮或亞硝酸

鹽氮任一污染物濃度達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二十倍

。 

二、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或第七款規定。 

健康風險評估之危害鑑定、劑量反應評估、暴露量評估、

風險特徵描述等方法及報告撰寫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審查健康風險評估，所在地主管機關應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審

查委員會，邀集相關單位、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其中專家學者人

數不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七條    健康風險評估報告經審查其致癌風險低於百萬分之一且非致

癌風險低於一者，所在地主管機關無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整

治場址。但該場址仍應依本法控制場址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一 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表 

場址名稱：                    

場址地址：                                                      

 

評估控制場址污染狀況 是 否 

一、控制場址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內、飲用水取水口之一定距離內或水

庫集水區內。 
□ □ 

二、控制場址位於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敏感性自然生態保育地或稀有

或瀕臨絕種之動、植物棲息地。 
□ □ 

三、控制場址位於風景特定區或森林遊樂區。 □ □ 

四、控制場址位於學校、公園、綠地或兒童遊樂場。 □ □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重大污染情形。 □ □ 
六、控制場址之單一污染物最高濃度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二十倍以上

。若勾選是，請列出污染物名稱及其倍數值。 

土  壤 地 下 水 

污染物名稱 倍數 污染物名稱 倍數 

 

 

 

   

□ □ 

七、依下述方式計算污染總分 P值。P值是否達二十分以上？ □ □ 

依附表二計算土壤污染評分(Ts)。Ts＝_______（土壤污染物濃度未達管制標準時，則 Ts以 0 分計） 

依附表三計算地下水污染評分(Tgw)。Tgw＝_______（地下水污染物濃度未達管制標準時，則 Tgw以 0 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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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結 果 
一、上述評估項目中任一項有勾選＂是＂者，此場址勾選為＂整治場址＂。

二、上述評估項目中皆為＂否＂者，此場址勾選為＂控制場址＂ 

□ 控制場址 □ 整治場址 

評估單位：      審核單位：       

評 估 人：      審 核 人：       

註：本表 Ts、Tgw及 P 值須四捨五入後取至小數點第一位。 



附表二 土壤污染評分表 

場址名稱：                                                 

污染物項目 

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 

Si（mg/kg） 

達管制標準

之土壤污染

物濃度 

Ci（mg/kg） 

達管制標
準之倍數

i

i
si S

C
T =

As(砷) 六○   

Cd(鎘) 二○(食用農地為五)   

Cr(鉻) 二五○   

Cu(銅) 四○○(食用農地為二○○)   

Hg(汞) 二○(食用農地為五)   

Ni(鎳) 二○○   

Pb(鉛) 二○○○(食用農地為五○○)   

重金屬
類 

Zn(鋅) 二○○○(食用農地為六○○)   

苯(Benzene) 五   

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五   

氯仿（Chloroform） 一○○   

1,2-二氯乙烷（1,2-Dichloroethane

） 
八  

 

順-1,2-二氯乙烯 

（cis-1,2-Dichloroethylene） 
七   

反-1,2-二氯乙烯 

（trans-1,2-Dichloroethylene） 
五○   

1,2-二氯丙烷（1,2D-ichloropropane

） 
○‧五   

1,2-二氯苯（1,2-Dichlorobenzene） 一○○   

1,3-二氯苯（1,3-Dichlorobenzene） 一○○   

3,3＇-二氯聯苯胺 

（3,3＇-Dichlorobenzidine） 
二   

乙苯（Ethylbenzene） 二五○   

六氯苯（Hexachlorobenzene） 五○○   
五氯酚（Pentachlorophenol） 二○○   

有機化
合物類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一○   

 



附表二 土壤污染評分表(續) 

場址名稱：                                   

污染物項目 

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 

Si（mg/kg）

達管制標準

之土壤污染

物濃度 

Ci（mg/kg） 

達管制標準

之倍數 

i

i
si S

C
T =  

甲苯（Toluene） 五○○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 

（Total petroleum hydrocarbons） 
一○○○   

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六○   
2,4,5-三氯酚 

（2,4,5-Trichlorophenol） 
三五○   

2,4,6-三氯酚 

（2,4,6-Trichlorophenol） 
四○   

氯乙烯（Vinyl chloride） 一○   

有機

化合

物類 

二甲苯（Xylenes） 五○○   
阿特靈（Aldrin） ○‧○四   
可氯丹（Chlordane） ○‧五   
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DDT)及其衍生物（

4,4'-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 

三   

地特靈（Dieldrin） ○‧○四   
安特靈（Endrin） 二○   
飛佈達（Heptachlor） ○‧二   
毒殺芬（Toxaphene） ○‧六   

農藥

類 

安殺番（Endosulfan） 六○   

戴奧辛（Dioxins） 

一○○○

(ng-TEQ/kg) 
  其他

有機

化合

物類 
多氯聯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九   

土壤污染評分(Ts)等於上列達管制標準之倍數總和              Ts＝________

註：本表 Tsi及 Ts須四捨五入後取至小數點第一位。 



附表三 地下水污染評分表 

場址名稱：                                   

污染物項目 

第二類地下

水污染 

管制標準 

Si（mg/L）

達管制標準

之地下水污

染物濃度 

Ci（mg/L） 

達管制標準

之倍數 

i

i
gwi S

CT =  

砷(As) ○‧五○   
鎘(Cd) ○‧○五○   
鉻(Cr) ○‧五○   
銅(Cu) 一○   
鉛(Pb) ○‧五○   
汞(Hg) ○‧○二○   
鎳(Ni) 一‧○   

重金屬類 

鋅(Zn) 五○   

苯（Benzene） ○‧○五○   單環芳香族

碳氫化合物

類 
甲苯（Toluene） 一○  

 

多環芳香族

碳氫化合物

類 

萘（Naphthalene） ○‧四○  

 

四 氯 化 碳 （ Carbon 

tetrachloride） 
○‧○五○   

氯苯（Chlorobenzene） 一‧○   

氯仿（Chloroform） 一‧○   

氯甲烷（Chloromethane） ○‧三○   
1,4-二氯苯 

（1,4-Dichlorobenzene）
○‧七五○   

1,1-二氯乙烷 

（1,1-Dichloroethane）
八‧五○   

氯化碳氫化

合物類 

1,2-二氯乙烷 

（1,2-Dichloroethane）
○‧○五○   



附表三 地下水污染評分表(續) 

場址名稱：                                 

污染物項目 

第二類地下

水污染 

管制標準 

Si（mg/L）

達管制標準

之地下水污

染物濃度

Ci（mg/L） 

達管制標準之

倍數 

i

i
gwi S

CT =  

1,1-二氯乙烯 

（1,1-Dichloroethylene） 
○‧○七○   

順-1,2-二氯乙烯 

（cis-1,2-Dichloroethylene）
○‧七○   

反-1,2-二氯乙烯 

（ trans-1,2-Dichloroethylene

） 

一‧○   

總酚（phenols） ○‧一四○   
四氯乙烯（Tetrachloroethylene

） 
○‧○五○   

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

） 
○‧○五○   

氯化碳氫
化合物類 

氯乙烯（Vinyl chloride） ○‧○二○   
2,4-地（2,4-D） ○‧七○   
加保扶（Carbofuran） ○‧四○   
可氯丹（Chlordane） ○‧○二○   
大利松（Diazinon） ○‧○五○   
達馬松（Methamidophos） ○‧二○   
巴拉刈（Paraquat） ○‧三○   
巴拉松（Parathion） ○‧二二○   

農藥類 

毒殺芬（Toxaphene） ○‧○三○   
硝酸鹽氮(以氮計)(Nitrate as 

N) 
一○○   

一般項目
類 亞硝酸鹽氮(以氮計)(Nitrite 

as N) 
一○   

地下水污染評分(Tgw)等於上列達管制標準之倍數總和     Tgw＝________

註：本表 Tgwi及 Tgw須四捨五入後取至小數點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