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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水標準第二條、第二條之ㄧ、第五條」修正草案 
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5 日下午 2 時 00 分 
二、地點：本署 4 樓第 5 會議室 
三、主席：葉處長俊宏                       記錄：鄧志夫 
四、出席（列）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業務科簡報：（略） 
七、綜合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1. 有關第二條附表十五總量管制區銅等 6 項重金屬加嚴限

值，屬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應特予保護農

地水體之排放總量管制區，若主管機關無公告總量管制

區，此標準管制限值則無其意義。 
2. 附表二保護區外氨氮管制限值是否有放寬之問題。 
3. 基於環境保護的立場，有污染疑義的對象、項目及限值，

皆應予以納入，而非於公聽會後再研議。 
4. 砂石碎解洗選業者若可承諾回收污泥，則可再研議是否

加嚴放流水標準。 
5. 請補充說明附表十二之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之適用對

象。 
6. 關於附表十五管制限值區分一級及二級總量管制區，因

涉及灌溉用水問題，建議一級總量管制區重金屬限值應

再更加嚴格。 
（二）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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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本次放流水標準加嚴，是否影響水污費徵收費額認

定基準。 
2. 加嚴放流水標準，是否影響裁罰準則計算？建請大署合

理化裁罰依據之計算。 
（三） 彰化縣醫療界聯盟 

1. 關於附表一重金屬管制項標準加嚴，針對既設事業區分

水量予以管制，對於新設事業是否有水量區分門檻。 
2. 彰化農地多有汞的污染問題，惟放流水標準未見汞金屬

的管制限值，請大署說明。 
（四） 經濟部工業局 

1. 本草案管制對象屬中小型企業，其資本額與廠房用地面

積通常較小且廠房空間多已使用完畢，業者多採傳統廢

水處理方式，因應此次加嚴無論增設處理設施，現有空

間不足及用地取得均不易，非給予業者緩衝期即可解決。 
2. 目前雖有重金屬或其他物質新技術，然其可行性尚待長

期實務運作驗證，多數業者不敢貿然嘗試，建議大署宜

再評估加嚴管制對產業之衝擊及其技術可行性（包括管

末處理技術或是否有可廣泛使用之原物料替代等）。 
（五） 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 

1. 針對附表五中氨氮標準中之敘述，「金屬表面…許可核準

之排放水量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文字敘述不易判別何種

業者將會受到管制，再者排放非屬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

外者中卻只有寫到金屬表面處理業或電鍍業，另金屬基

本工業及印刷電路板製造業，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外，是

否無須列管? 
2. 此條法規後續修正務必與執行單位確認，公告後執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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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否有窒礙難行之處。 
3. 針對既設工廠因加嚴而投入之提升效率設備之資金，或

因需增加設備所需更大之土地空間等實務問題，主管機

關是否可制定相關補助方案，或可申請因提升設備而減

免土污費、水污費等基金之方案，現階段固定污染源已

有相關之扣抵空污費之方式，是否可比照制定。 
4. 加嚴之放流水標準將於 109 年 7 月 1 日公告施行，既設

工廠若無須新增設備，即符合加嚴標準，但原許可中核

準之放流水質仍在舊標準之範圍，其既設工廠有必要於

加嚴標準公告前，自行提出許可變更嗎？ 
5. 氨氮管制問題：電鍍廢水中氨氮來源為銨基磺酸鎳槽

液，雖然可以應用硫酸鎳槽液替代，但因硫酸鎳電鍍之

工件品質較軟。另為削減廢水氨氮濃度，也可使用氯化

鉀替代氯化銨。但氯化鉀成本約高出 3~5 倍，且鍍層不

光亮、品質較不穩定，同時需搭配硼酸為緩衝液（另產

生含硼離子廢水），技術上仍難以完全取代氯化銨。 
6. 放流管制標準硼離子為 1 mg/L，不合理。硼酸為電鍍製

程重要之酸鹼度緩衝劑，目前無替代化學品，管制標準

過於嚴苛，影響廠商營運。據悉，目前日本放流水硼之

管制標準極為寬鬆，而飲用水之管制標準為 1 mg/L。 
7. 中小型工廠幾無廠區土地再增設廢水處理設施。 

（六） 景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附表五的新增氨氮管制限值方面，保護區外管制對象是

否僅針對金屬表面處理業或電鍍業的特定製程予以管

制。 
2. 附表五針對部分重金屬管制限值加嚴，若業者廠內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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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可新設處理設施時，是否有相關法規可使業者遵

循，並解決無用地之困擾。 
（七） 台灣區皮革工業同業公會 

1. 皮革業的氨氮僅占事業氨氮污染總量之 4.64%，總排放

量僅占事業的 1.34%，未先控管高污染源而欲對非屬主

要污染源之其他業別進行氨氮加嚴管制，實在有失公允。 
2. 本會若要進行氨氮處理，從脫灰劑之更換成本會增加 5
倍以上，再加上生物曝氣池溶氧也需增加設備，連帶的

化料成本也會增加，最大的困難點是廠房已飽和無法再

增設氨氮硝化設備。依「興辦工業人使用毗連非都市土

地擴展計畫申請審查辦法」本業也排除於中，除非政府

能協助業者取得用地；要不，業者只得減產及資遣員工

才能留出處理空間。相信這削足適履、殺雞取卵的處理

方式是政府不願見到的。 
3. 請政府從環境經濟角度整體考量，轉化 1 kg NH3-N需要

5kg氧氣，會耗用 5 度電產生 3.185 kgCO2，轉化 1kg 
NH3-N需要 7.2 kg 鹼度（約需 12.095 kg NaHCO3），會

增加 278.185 元的處理成本；請大署評估提供每個產業

對氨氮處理可行技術範例與配套措施，而不是一昧管制

要廠商依循。 
4. 臺灣飲用水和污排水已分流（飲用水大多由水庫取水），

河川短，氨氮對水體影響小。 
（八）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

工業同業公會 
1.  本業屬代工業，代工產品複雜，依據纖維別之染整流

程，可分為棉纖維、羊毛纖維及合成纖維，其製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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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污染源各不同，每種纖維特性及其使用染料均不同，

棉纖維使用反應性染料、羊毛纖維使用反應性染料及酸

性染料，合成纖維使用分散性染料；反應性染料吸盡率

較差約 70 ~ 80%，分散性染料吸盡率較佳將近 100%。

（吸盡率將影響色度，吸盡率愈高，殘留色度愈低，反

之，吸盡率愈低，殘留色度愈高。） 
2.  近年來面對中國及東南亞國家之低價競爭，我國業者努

力轉型，朝附加價值高的產品發展，如抗菌防臭、抗

UV、吸濕排汗等，機能性布料，爰產品經過一次加工

二次加工等多次加工，其產品流程愈來愈長且複雜，因

此廢水特性亦相對複雜且難處理。 
3.  以目前色度 ADMI（下同）550 的管制值雖大部分廠商

可符合，大署若將放流水標準真色色度修正為既設

400，為符合該標準平常值需控制於 350 左右或更低（考

慮水質變化需控制於標準值 85%），經調查結果以添加

次氯酸鈉方式應可達成，惟若同步管制水中有效餘氯濃

度，將限用業者藥劑使用量，恐造成部分業者因廢水中

有色成分或製程特殊而無法於藥劑限量添加下有效降

色度至加嚴標準。 
4.  綜上，依據本會等調查統計分析，若真色色度既設訂為

400，則 83%廠商可達標，若訂 450，約 85%廠商可達

標，若訂 500，則約 96%廠商可達標。由於染整廠加工

布種複雜且大都是代工廠，檢測值有低於 100，亦有高

至 600 左右，而且可能發生在同一廠商，尤其是紅色及

短纖維、印花等更難處理，此部份廠商約占 30%。 
5.  關於本次放流水標準加嚴，本會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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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1) 請先取締不處理及非法排放的廠商，而非處罰已合

法處理且達標的廠商。 
(2) 競爭對象國家並無管制餘氯，因此建請在尚無更經

濟有效的方法前，暫緩訂定自由有效餘氯限值，若

使用脫色劑，則會增加污泥量，導致污泥廢棄物無

處可去之困境。 
(3) 真色色度依據調查研究數據，以 85%檢測值可達

標，若與韓國及中國大陸管制標準相對應，均顯示

450 做為管制標準是合理。若貴署執意管制 400，則

建議採用 31 波長法。 
(4) 紡織品為我國最重要之創匯產業，而染整業是紡織

業鏈重要之一環，以現況而言染整業己很難在台灣

生存，若再加嚴管制只是加劇染整廠外移及關廠，

此值政府拼經濟之際，將加速失業人口增加，亦將

造成國內經濟嚴重萎縮。 
(5) 制定法規除了環境考量外，還要有經濟考量，台灣

目前仍需工業，嚴格制定標準工廠必須耗費更多的

成本營運，建議貴署應尋求經濟可行的廢水處理方

案，減少產業面的衝擊，再來加嚴法規，以利業者

生存，並達到經濟與環保雙贏的局面。 
(6) 真色色度應所有行業標準一致，非僅針對印染業。 

（九） 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廠商 
1. 放流水真色色度加嚴，恐影響混凝劑加藥量增加，污泥

產生量增加，臺灣現行使用的混凝劑效能較差，懇請業

界協助引進國外新穎的混凝劑，以提升混凝沉澱移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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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度的效能。 
2. 環保主管機關針對業者新處理技術開發，要求應先報備

核准許可文件才可施行，有礙業者執行新處理技術的意

願，請大署檢討及緩解。 
3. 關於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規範員工人數大於 50 人時，許可登載負責人不得兼任廢

水專責人員，若員工人數小於 50 人，負責人得兼廢水處

理專責人員，但需設有 2 名代理人之相關規定不合理。 
（十） 台灣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會 

砂石碎解洗選業廢水主要污染物僅有 SS，此 SS 來自於

河川水體並無有毒之虞，洗選後 SS 濃度高達 30,000 mg/L，
需有大面積的沉澱單元及添加混凝劑方式進行處理，若要處

理到符合現行 50 mg/L 之標準，非對環境生態及經濟上為最

有利措施，懇請大署協助公會以下訴求。 
1. 現行土石加工業中之碎解洗選製程獨立為「砂石碎解洗

選業」，納入為水污染防治對象。 
2. 放流水標準中「SS 為 50 mg/L」，本行業類別得依照廢水

排放承受水體中 SS 的環境背景平均值當作排放標準。 
3. 罰則輕重的制定是根據污染源對環境影響程度的比例作

依據，砂石碎解洗選業所產生污水對環境影響微乎其

微，懇請大署減輕現行放流水標準的罰則。 
（十一） 科技部 

支持本次放流水標準修正內容，區內廠商已無相關意

見。 
（十二）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書面意見） 

附表十三公共下水道系統已管制總氮，建議刪除氨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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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項目減少操作複雜性。 
（十三）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事業增修加嚴觀光旅館的 BOD、COD、SS 及大腸桿菌

菌，排放於保護區內新增總氮和總磷，增修原因為何？ 
2. 加嚴觀光旅館而旅館沒有加嚴的原因？ 

（十四） 台灣電路板協會（TPCA） 
1. 審酌產業技術與設備提升能力，建請貴署是否能就實施

階段時程再予評核有否緩實施（或推遲）之可能（或階

段性下修標準）。 
2. 是否能有相關補助（設備）或獎勵措施，以鼓勵更多業

者能主動積極及早準備。 

（十五） 本署水質保護處 

1. 放流水標準及附表中之「水質水源水量保護區」將予以

明確化。 
2. 目前桃園市、臺中市及彰化縣等直轄市、縣（市）政府

已有公告農地重金屬總量管制區，其餘地方政府會視轄

區內農地受廢污水重金屬污染情形持續檢討公告。 
3. 放流水標準發布後，對於衝擊事業皆有 3 年緩衝期，期

間本署將再研議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修正之必要性。 
4. 放流水標準重金屬管制限值加嚴，新設事業者無水量門

檻，無區分規模皆以加嚴限值予以管制。 
5. 重金屬具累積性，且造成農地污染，有其加嚴管制的必

要性；放流水標準草案銅、鉛兩項金屬加嚴幅度為現行

限值 50%，其餘鎘、總鉻、六價鉻、鋅、鎳、硒和砷等

七項加嚴幅度為現行限值 70%；標準加嚴規劃係以管制

20%事業，達到控管 80%廢水排放，予以評估加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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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依據歷年定檢及稽查水質數據，90%以上事業均

可符合加嚴限值，衝擊影響有限。 
6. 附表二適用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該標準限值為 101
年所訂定，保護區外既設事業氨氮區分兩階段管制，第

一階段管制限值為 75 mg/L，因管制時程已屆，故予以刪

除，僅列第二階段管制限值 30 mg/L，保護區外新設事業

管制限值為 20 mg/L，相關限值係自原標準移列並未修

正。 
7. 依本署調查結果，金屬表面處理或電鍍業之螺絲螺帽製

程會使用氯化銨，排放廢水具有較高濃度之氨氮，故附

表五針對金屬表面處理業及電鍍業螺絲螺帽製程增定氨

氮管制限值，認定方式為螺絲螺帽製程作業廢水水量占

放流口核准排放水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時，放流水新增

氨氮管制限值；本署後續將研議修正許可表單，以新增

欄位方式，協助判別標準適用性。 
8. 本署考量灌溉用水水質標準及飲用水水質標準皆定有鉬

的管制限值，分別為 0.01 及 0.007 mg/L，故依據事業原

物料使用情形，針對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化工業、

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表面處理業、電鍍業和印刷電路板

製造業、農藥、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及其他工業等事業

增加鉬的管制限值，依據本署歷年調查結果，前述事業

在廢水處理設施妥善運作下，放流水可符合新增管制限

值。 
9. 總汞已屬放流水標準管制項目，限值為 0.005 mg/L，非

屬本次草案重金屬加嚴項目。 
10. 關於事業廢污水處理新技術研究或投資的試驗計畫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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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署已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修正「水污染防治措施

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 27 條之 1 已說明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以試驗提升廢（污）水處理設

施功能之技術或措施者，得於試驗前檢具廢（污）水處

理技術試驗計畫書，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後，依備查內容及期間執行。 
11. 關於許可登載負責人兼任廢水專責人員部分，依據「廢

（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員工人數 50 人以下

者，負責人得兼任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另考量負

責人尚須兼負營運管理，依據同辦法第 9 條規定，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員工人數 50 人以下者，負責人兼任廢

（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時，應至少設置 2 名代理人。 
12. 依據本署稽查數據顯示，印染整理業或紙漿製造業的真

色色度於廢水處理單元穩定操作的情形下，皆可符合加

嚴限值，若處理效能有疑慮者，現行真色色度處理技術，

除混凝沉澱外，尚可採用次氯酸鈉氧化、高級氧化或活

性碳吸附等技術；另外，關於污泥處理成本高之問題，

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的量能已持續恢復增加，預期未來

處理成本可降低。 
13. 污水下水道系統區分為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專用污

水下水道系統，專用則又區分工業區專用（含工業區、

石化專區、科學園區等）、社區專用（屬戶數達營建署規

範規模者）及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包括大賣場或學校

等）。 
14. 關於附表十五總量管制區放流水標準，本署採許可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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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標準管控措施，以降低污染總量，第一級總量管制

區係指該區域內特定承受水體水質不符合灌溉用水水質

標準，故放流水標準要求新設廠商銅等 6 項重金屬項目

為不得檢出，既設廠商部分則須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

準，且不再核發區域內新設事業許可文件；第二級總量

管制區，係指該區域內特定承受水體水質符合灌溉用水

水質標準，故放流水標準要求新設事業銅等 6 項重金屬

項目須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既設事業部分則加嚴為

放流水標準的二分之一。 
八、結論 

放流水標準修正草案附表七之印染整理業、製革業及砂

石碎解洗選業等業別標準限值將擇期再議；其他業別與會者

所提意見將納研修參考，並據以辦理法制化作業程序。 
九、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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