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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化學局 建立源頭控管機制：

 透過科學化、專業化及合理化的制度，掌控工業性化學產品，發現異常流向，立即

主動查核預警。

 源頭管理掌握生產製造流程，預防工業性化學產品不當流用

前 言
• 成立化學局 建立源頭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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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奧辛為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管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POPs)之一，為展現保護環境意願，我國
已主動依公約規定，制訂「國家實施計畫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Plan，NIP)」，
戴奧辛為重點項目之一

環保主管機關：依據相關空氣、水體、廢棄物、
土壤及地下水等環境保護法規，進行排放減量
與環境介質管制，亦執行污染源查察與環境介
質監控管理

農業主管機關：依據漁業法、動物用藥品管理
法、飼料管理法，辦理農畜水產品及飼料檢
(監)測，並加強宣導禁止稻草或果樹殘枝等露
天燃燒

衛生主管機關：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
品含戴奧辛及戴奧辛類多氯聯苯處理規範，辦
理市售食品、人體血液監測、人體總攝入量估
算及相關案件之通報、處理流程、產品處置及
健康風險溝通等機制

經濟主管機關：以「產業創新發展條例」、
「工廠管理輔導法」，協助並輔導工廠進行相
關污染防治、減量及替代品運用措施

跨部會合作 管控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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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戴奧辛管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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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管制

95年1月2日發布「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所有
固定污染源之戴奧辛排放均已納入管制

 排放標準研訂

 排放清冊建立

 環境空品監測

 加強稽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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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排放量推估分析

 104年排放量與91年相較，減量達84%→標準逐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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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電弧爐第一階段標準生效

94煉鋼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標準生效

95燒結爐第一階段標準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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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管制標準生
效、加強稽查，
排放量逐年下降



8

空氣品質監測→自民國96年開始執行迄今

一般空品站：歷年平均為0.029~0.051 pg I-TEQ/Nm3 ，105年年
平均濃度0.031 pg I-TEQ/Nm3，均低於日本環境空氣戴奧辛環境品
質基準-年平均值 (0.6 pg I-TEQ/Nm3)



土壤

101-104年辦理全國土壤戴奧辛含量調查工作，皆低於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1,000 ng I-TEQ/kg d.w.)

飲用水

101~105年本署及地方環保局抽驗自來水淨水場清水中
戴奧辛共計84處次，檢測結果為N.D.~0.043864 pg-
WHO-TEQ/L，遠低於飲用水水質標準3 pg-WHO-
TEQ/L

放流水

101年追蹤事業（含紙漿製造業、一般垃圾焚化、事業
廢棄物焚化、氯乙烯製造、鋁冶煉、鋁合金鑄造、煉鋼
業）或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戴奧辛濃度，均符合管制限值
10 pg I-T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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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泥
我國河川底泥戴奧辛濃度檢測始於民國85年，其戴奧辛毒性當量濃度約

0.03-4.7 pg WHO-TEQ/g

88年起，針對全省21條主要河川進行水體污染情形調查，底泥戴奧辛毒
性當量範圍自0.22-14.2 pg WHO-TEQ/g

98年-99年持續進行河川底泥監測，戴奧辛毒性當量濃度含量在0.16-
25.5 ng WHO-TEQ/kg 乾重

104年於嘉南地區45個河川監測點（包含三疊溪、朴子溪、八掌溪、頭前
溪、白水溪、六重溪、鹽水溪及二仁溪），檢測底泥戴奧辛濃度範圍為
0.152-10.0 ng I-TEQ/kg 乾重

101年辦理高雄縣小港、大樹區及部分工業區污水放流口底泥戴奧辛含量
分析，小港區之平均底泥濃度（17.4 ng I-TEQ/kg 乾重）高於無固定污
染源之大樹區平均底泥濃度（0.395 ng I-TEQ/kg 乾重），工業區則介於
1.89-74.6 ng I-TEQ/kg 乾重。

100-103年針對12處濕地，進行底泥中戴奧辛及呋喃毒性當量濃度含量
檢測，平均值在0.064- 4.10 ng WHO-TEQ/kg 乾重。

整體而言，底泥中戴奧辛毒性當量濃度皆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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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類、魚貝類、乳品類、蛋類、穀類及菜類等食品

 97年-104年檢測之1,201件自產食品，均符合我國食
品規範

成人的戴奧辛終生平均日暴露劑量

 102年-105年逐年推估我國北部、高屏地區、雲嘉南
地區及中部地區為 0.304-0.433 pg WHO-TEQ/kg 
BW/day

 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值(1~4 pg WHO-TEQ/kg 
BW/day)

 可見我國近年對戴奧辛/呋喃源頭控管成效顯著

11



河川環境流布調查資料趨勢分析

第１階段(90-99年) 調查結果

調查項目 物質名稱 調查結果

鄰苯二甲酸酯類(PAEs)
DEHP、BBP、DNOP、DEP、
DMP、DBP

環境中濃度不容忽視，且欲觀察毒化物管制層級提升後之
成效，持續進行第２階段調查

多溴二苯醚類(PBDEs)
十溴二苯醚、八溴二苯醚、五溴
二苯醚、BDE-47、BDE-153、
BDE-154、BDE-175、BDE-183

環境中濃度不容忽視，為研擬因應管制策略之佐證資料，
持續進行第２階段調查

汞 總汞
環境中濃度不容忽視，且欲觀察限汞政策後之成效，持續
進行第２階段調查

有機錫類(OTCs) 三丁錫、三苯錫
擬建立單一河川至少兩個年度之時序性資料，且欲觀察加
強禁用農藥走私查緝後之成效，持續進行第２階段調查

有機氯(OCPs) 可氯丹、毒殺芬
擬建立單一河川至少兩個年度之時序性資料，持續進行第
２階段調查

98年始啟動調查 壬基酚、雙酚Ａ 環境中濃度不容忽視，持續進行第２階段調查

其他
多氯聯苯(PCBs)、地特靈、滴滴
涕、安特靈、阿特靈、靈丹、飛
佈達、六氯苯、環氧氯丙烷

環境中濃度極低，多數樣本未檢出，擬暫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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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流布背景調查 持續監控



河川環境流布調查資料趨勢分析

第２階段(100-105年) 調查結果

調查項目 物質名稱(第２階段新增物質) 調查結果

持續調查項目 PAEs (DEHP、BBP、DNOP、DEP、DMP、
DBP、DINP、DIDP、DIBP)、PBDEs (十
溴二苯醚、八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
BDE-47、BDE-153、BDE-154、BDE-175、
BDE-183)、壬基酚、雙酚Ａ、三價砷

1. 根據第2階段調查結果，欲持續觀察政策推動
後之成效，故持續進行調查

2. 針對第2階段新增物質，擬建立單一河川至少
兩個年度之時序性資料，故持續進行調查

有機錫類(OTCs) 三丁錫、三苯錫
環境濃度降低至多數樣本未檢出，進行至102年
暫緩調查

汞 總汞
經限汞政策觀察環境濃度有降低趨勢，進行至
101年暫緩調查

有機氯(OCPs)及
揮發性有機物(VOCs)

可氯丹、毒殺芬、四氯化碳、三氯甲烷、
甲醛、鄰-二氯苯、1,2-二氯乙烯、氯苯

環境濃度偏低，多數樣本未檢出，進行至101年
暫緩調查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OPs)

工業級安殺番、α−安殺番、β−安殺番、安
殺番硫酸鹽、六溴環十二烷(HBCD)、
α−HBCD、β−HBCD、γ−HBCD、滅蟻樂

環境濃度偏低，惟屬POPs，擬持續完成30條河川
調查後即暫緩調查(除滅蟻樂預計至107年完成，
其他物質已於105年完成30條河川調查)

13



以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為例

第1階段(90-99年)有19條河川年平均濃度曾超過
DEHP底泥品質指標下限值，其中有1條河川超過底泥
品質指標上限值。

本署於100年啟動鄰苯二甲酸酯類加強管制，在100-
105年期間，年平均濃度曾超過下限值之河川數已降低
為9條河川，且皆未超過上限值。

90-99年河川底泥DEHP平均
濃度分布

100-105年河川底泥DEHP
平均濃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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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總汞為例

 測值較高之淡水河系， 99 年平均濃度介於 0.195-
0.513mg/kg，101年平均濃度介於0.108-0.316mg/kg。

 頭前溪等 25條河川， 92-96年平均濃度介於 0.010-
0.203mg/kg ， 94-101 年 平 均 濃 度 介 於 0.017-
0.161mg/kg。

 顯示本署於97年加強限汞政策，環境中總汞平均濃度範圍
有逐漸下修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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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中污染物環境流布調查
第96年開始進行監測，並於松山、新竹、大理、南投
、崙背、嘉義、新營、楠梓、宜蘭等9站持續監測

砷、鎘、錳、汞、鉛及鎳尚符合歐盟及WHO環境空氣
品質基準

後續將持續監測，了解環境空氣重金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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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農地重金屬調查歷程及污染現況

桃園

臺中

彰化

高雄

 以農委會農試所土壤資料評估80萬公頃農
地，其中因長期引灌水質不佳，致系統性
高污染潛勢農地約2.1萬公頃，本署已於
106年2月完成調查。

 受污染面積占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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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商 化工/食品添加
物工廠(國產)

化工原(材)料行
(兼賣食品添加物)

食品製造廠
(原料/分裝/成

品)

盤商/商家

 建立食安夥伴、稽核盤問管報、輔導四要管理

 篩選2,196家化工原料行擴大查核輔導

公會意見交流

輔導訪查教育訓練

業者自主管理

化學局
各部會

化工原料
業者

地方政府

食安第一環
源頭管控

列管化工原料業者 全面查核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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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 400 600 800 1000

食品業者

毒化物業者

運作57種業者

 完成輔訪2114家，額外新增並完

成輔訪873家，共計輔訪2987

家。

 運作中業者數1667家

 已歇業業者711家

 未運作化學物質業者538家

 名單重複業者71家

 運作中業者數1667家中：

 食品業者156家

 毒化物運作業者378家

 有運作57種化學物質業者

930家

已歇業業者
運作中業者

名單重複業者

未運作化學
物質業者

18.01%
2.38%

23.80% 55.81%
9.36%

22.68%

55.79%

 訪查進度  業者型態

 執行成果統計(至11月27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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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員量能(至11月27日止)

全國各縣（市）環保局動員
人力合計70人，化學局及
技術小組動員人力合計58
人，合計動員人力128人。

各縣（市）環保局動員合計
1,249人次，化學局及技術
小組動員合計247人次，合
計動員1,496人次。

動員單位 人力 人次

全國各縣市環保局 70 1,249

化學局 58 247

合計 128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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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業者家數 百分比

1 1,667 100.00%

2 930 55.79%

3 309 18.54%

4 165 53.40%

5 715 42.89%

6 632 37.91%

7 964 57.83%

備註：分區貯存業者百分比=分區貯存業者家數/化工原料兼營食品添加物業者家數

統計日期至106年11月27日

化工原料業者四要管理分析

化工原料業者實際運作家數

有運作57種化學物質業者家數

化工原料兼營食品添加物業者家數

一要_分區貯存（化工原料與食品添加物分區貯存）

二要_明確標示（化工原料外包裝都有或部分有標示）

三要_用途告知（業者主動向購買者告知風險）

四要_流向記錄（業者有記錄並保存販賣相關資料）

四要分析

22



106年9月26日公告為第四類毒化物

優先列管13種具食安風險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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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輔導說明 違法嚴辦 落實食安

目的
杜絕化工原材料流入食品，加強管制強度，辦理輔導說
明會，使相關業者明瞭並遵循法規及配合登記申報等工
作

對象

• 化學雲系統中登錄輸入、製造13種新公告毒化物之業
者。

• 化工原材料行
• 化工原料相關業者，如絲織染整、棉布染整、皮革染
整、印刷、化學材料製造、塑膠及橡膠製造業等。

期間 106年11月至12月共19場

重點

• 使相關業者熟悉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相關法規、許
可審查制度重點、登記申報系統之操作及相關規定期
程與罰則等。

• 同時輔導業者落實四要管理等自主管理觀念與具體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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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06年12月7日完成12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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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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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評估及公告食安疑慮物質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107年推動化學物質使用自主管理升級計畫

 修法後新增「關注化學物質」，並增訂專章規範，擴大評估化學物
質之範圍及其流向，並進行分級管理，以妥適分配管理資源。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目前已由立法院院會交付社福衛環
委員會審議。

 禽畜養殖業者化學物質使用自主管理升級
 化工原（材）料行販售業再複查
 禽畜、水產、農產批發販售業及飼料、飼料添加物製造、販售業自

主管理升級
 團膳業者化學物質使用自主管理升級

 針對具食安疑慮之化學物質，持續評估及公告列管為毒性化學物質，
並推動跨部會聯合稽查。

 持續透過跨部會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等相關會議，強化跨
部會間化學物質之管理作為。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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