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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整體計畫書面審查會議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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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委員駿明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1.畜牧廢水澆灌農地，共學營委

員提出，監測土壤允許承受澆

灌限制，訂定進、退場機制。

因水污染防治措施第十章之一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已有

明文規定，將按建置背景值、

合理化澆灌規劃及監測應變等

三步驟控管，流程勘稱嚴謹，

執行成功應可預期。 

感謝委員肯定。 

2.評估周邊畜牧業氨氮濃度，應

避免河川大水量，稀釋而導致

失真，而無法呈現實際污染改

善成效。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針對畜牧

區監測數據與畜牧區上下游環保

署河川測站數值進行比對，河川

監測點氨氮濃度均低於畜牧區溝

渠且屬未受污染狀態。應屬委員

所述遭河川大水量稀釋所致，因

此本案藉由提升沼渣沼液澆灌與

區域水質監測建構畜牧區環境改

善監測架構，以落實改善成效之

呈現。 

3.因計畫名稱貫有洄瀾水清魚現

願景，建議以美崙溪(非秀姑

巒溪)國富橋下游養豬專戶，

做為典範工程予以推動，以彰

顯執行績效。 

感謝委員建議，依照委員建

議納入規劃。 

4.簡報提供花蓮、屏東及雲林三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整體成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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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現有執行情形，目前只有屏

東縣政府已完成申請及澆灌階

段全部工作。本次提列經費

3278萬元，表內應註記，預定

完成工作目標及成果，以利參

考。 

污染減量與監測減量成效，於本

文”預期成果與效益”中針對污

染減量之量化為每年可減少

439,073噸廢水排放，減少化學

需氧量(COD) 排放 263,444公

斤、減少生化需氧量(BOD)排放

35,126公斤、減少懸浮固體(SS)

排放65,861公斤、減少氨氮

(NH3-N)排放 103,11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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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委員寶珠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1.計畫書裡提到美崙溪已進行澆

灌成效不錯，請補充美崙溪澆

灌資料養殖戶、面積、隻數、

監測資料、成效。提供類似

p13玉里相關表格、監測相關

資料。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於 P14

表2-7 澆灌農地土壤銅鋅值變化

中呂德和牧場與清風牧場即為美

崙溪上游畜牧業。 

P9新增表2-3 澆灌農地地下

水監測表，詳列澆灌量、澆灌面

積及導電度、氨氮濃度等資料。 

2.目前是申請監測計畫應補充生

態檢核、美崙溪設測站點位的

資料。 

1.本案依據花蓮縣水環境改善輔

導顧問團委託專業服務工作

(第二期) 生態檢核成果報告

書作為相關生態檢核資料之背

景資料。 

  本案主要為澆灌體系建置與監

測，相關工作均非位於生態敏

感區，且未有影響生態關注區

之狀況。 

2.P26圖4-6移動式感測器布點規

劃已先規劃各區域之感測器布

設位置。 

3.美崙溪是否有有設澆灌地下游

監測井、地下水氨氮與澆灌量

變化、地下水導電度與澆灌量

變化，因為這關係到澆灌選點

是否成選場址，尌是所謂的背

景值。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已於 P9

新增表2-3 澆灌農地地下水監測

表，詳列澆灌量、澆灌面積及導

電度、氨氮濃度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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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11提到，105-108年八號牧場

土壤導電度雖有隨澆灌量上

升，惟上升幅度不明顯，澆灌

量與飽和導電度相關係 數為

0.28，109度卻大幅上升，澆

灌量與飽和導電度相關係數為

0.76，推測109年業者因澆灌

量提升後未確實稀釋後進行澆

灌。 

根據美國鹽性研究所的規定灌溉

水電導度（EC）在750μS／cm 

時， 鈉吸著率允許至六比

值；電導度在1,500μS／cm，

SAR 之限值只能有五。 超過

此規定，便不適於灌溉。因

此，判斷灌溉水質時，不但要

測定 EC 值， 同時還要測定

計算 SAR 值，才能全盤瞭解

鹽分之為害。請問本案會進行

分析嗎? 

希望建立背景值的原因，怕未來

不知道超標是否因為澆灌原

因。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依水汙染防

治法相關規定，澆灌農地之土壤

檢測項目為電導度、「鈉吸著率

SAR」、銅與鋅，地下水檢測項目

為電導度與氨氮。 

畜牧業者申請牧糞尿沼渣沼液作

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時，即應針

對欲澆灌農地進行土壤及地下水

檢測，作為澆灌前之背景值，並

依據澆灌量每半年至2年間進行

監測，以觀察土壤與地下水是否

受澆灌影響。 

5.本案提出三項分案經費，需要

跟水利署爭取多少經費 

感謝委員意見，本整體計畫總經

費3,278萬元，由「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第三期預算及地方分

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2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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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地方分擔款：3,278千

元)。 

7.預期成效在汙染減量美崙溪、

秀姑巒溪請分別論述。 

污染減量之量化為每年可減少

439,073噸廢水排放，減少化學

需氧量(COD) 排放 263,444公

斤、減少生化需氧量(BOD)排放

35,126公斤、減少懸浮固體(SS)

排放65,861公斤、減少氨氮

(NH3-N)排放 103,116公斤。 

其中美崙溪可減少72,522噸廢水

排放，減少化學需氧量(COD) 排

放43,513公斤、減少生化需氧量

(BOD)排放5,802公斤、減少懸浮

固體(SS)排放10,878公斤、減少

氨氮(NH3-N)排放 17,032公斤。 

秀姑巒溪可減少366,551噸廢水

排放，減少化學需氧量(COD) 排

放219,931公斤、減少生化需氧

量(BOD)排放29,324公斤、減少

懸浮固體(SS)排放54,983公斤、

減少氨氮(NH3-N)排放 86,085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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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委員煌喬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1.畜牧廢水減污循環 洄瀾水清

魚現推動計畫：本計畫推動畜

牧廢水減污循環，透過沼渣沼

液運輸體系統的建立，載運沼

渣沼液澆灌農地，從源頭污染

減量，來減輕水環境的負荷，

降低溫室效應，降低生產成

本，進而提升民眾環保意識及

資源化觀念，符合當前循環經

濟的政策方向。問題是經費申

請的對應部會是誰？環保署建

議由經濟部(水利署)與環保署

採「共同補助」方式執行。如

客觀地考量本計畫三項分項案

件的屬性，由農委會(畜牧處)

及環保署擔任對應部會更為恰

當，惟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農

委會預算是由漁業署(非畜牧

處)主導；更傷腦筋的是，無

論是農委會及環保署，第五批

次皆面臨預算有限，而各縣市

政府提案熱烈的窘境，呈現僧

多粥少的現象。因此，5月12

日共學營時，本人才建議可考

慮循農委會及環保署既有計畫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委員意見

回復如下: 

1.因環保署相關預算，除前瞻者

外，包括公建預算、水污基金

均已分配完畢，已無餘額，因

此無法支應新計畫。 

2.藉由行政院農委會「因應貿易

開放養豬產業全面轉型升級計

畫」（110-113年） ，其中輔

導養豬場現代化轉型升級分配

預算34.81億元，環保署將與

農委會合作，輔導養豬場導入

新式節水畜舍及高效廢水處理

之整合型設施（備）。惟上述

相關預算不符「花蓮縣-畜牧

廢水減污循環洄瀾水清魚現推

動計畫」之用途。 

3.本次提案主旨均為降低污染物

流入河川與相關因應對策，畜

牧廢水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即可

排入河川水體，環保署相關單

位補助之經費旨在使其符合放

流水標準後排放，但廢水中仍

有部分污染物之存在，本案為

將符合放流水標準之畜牧廢水



 

14 

申請辦理，或許獲得補助的機

會更大。當然啦！第五批次預

算如可容納，建議農委會及環

保署可優予考量。 

完全由源頭阻絕，減少污染物

進入河川水體，因此無法由環

保署進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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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委員禮淳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1.畜牧事業廢水收集以避免進入

河道，對於當地河川水質應有

正面改善功能，惟事業廢棄物

宜由生產單位自行集資將廢棄

物轉換利用，由政府(全民)買

單，似為不妥。 

  感謝委員意見，依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

應由事業單位妥善清除處理，

惟因本計畫推動之畜牧糞尿沼

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係將畜牧業者所產生之污染物

轉化為能資源進行再利用，為

瞭解畜牧業者是否妥善進行資

源化，避免河川水質遭受污

染，故爭取本計畫經費進監

測，本計畫著重環境監測，以

確認水環境之憂化為目標。 

2.澆灌地區不宜選擇公有地或緊

鄰河川地區，避免失控或豪大

雨時仍然迅速流至河川，有失

美意(P30.計畫書)。 

原說明之用地為針對區域河段水

質監測計畫所述，經委員提醒後

已修正如後。 

區域河段水質監測計畫主要用地

皆於河川區，需依照規定辦理河

川公地申請外，第九河川局亦願

意配合協助，故無用地問題。 

建置沼渣沼液澆灌體系計畫與沼

渣沼液農地監測計畫均為畜牧業

者自有或租用之農地，且經用地

所有權與使用聲明審查，故無用

地問題。 

3.本案計劃書 P29備註經費不得 本計畫申請內容係以針對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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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人事費、設備等，似與經

費分析內容分析說明有所不

合，請澄清。 

之環境品質監測及河川污染削減

為主，相關經費補助單位應為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惟因該署相關

補助經費已用罄，故尋求環保署

與經濟部水利署共同補助。 

4.長期廢水澆灌的重金屬與肥

分，對土壤生物環境與地下水

影響，仍審慎監測與制定退場

機制。 

1.依據環境工程技師公會會訊

(108年7-8月號) 「整合工

業、畜牧及光電廢水土壤污染

植生復育之研析」中提及土壤

的微生物相極為複雜且數量

大，可抑制外來微生物之生

長。 

2. 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第70-6條沼

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期

間，地下水水質監測結果各項

污染物指標有明顯上升趨勢或

土壤品質檢測結果達土壤污染

監測標準之限值則暫停沼液沼

渣作為農地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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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中心 楊嘉棟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1.畜牧廢水循環利用是政策趨

勢，本案應注意土壤及地質狀

況，審慎施作及監測。 

感謝委員提醒，工作計畫依據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理辦法」相關規範進行施作與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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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河川局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1.請補充相關審查會議紀錄，及

委員意見參採情形回復表，以

利參閱 

邀請大漢技術學院許文昌老師與

胡紹華老師及花蓮環保局前副局

長饒瑞玲擔任委員，協助審查本

次計畫，相關意見與回覆內容如

附錄三。 

2.請補充說明後續維管單位及經

費編列情形。 

本計畫如獲相關經費補助，後續

維管部分，澆灌車輛將以委託畜

牧業者進行集運沼液作業，水質

監測儀器部分，計畫執行完畢

後，亦將編列相關經費維護管

理，以確認河川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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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河川局 曾國柱 副局長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1.本計畫經費組成，建置沼渣沼

液灌溉體系佔1/3，而區域河

段水質監測+沼渣沼液農地計

畫合計佔達2/3經費，意即大

部分經費都是用於人事費即監

測設備。 

本計畫主要計畫內容係針對河川

水質監測及污染減量，並以購置

河川水質監測儀器及成立灌溉體

系為主，爰此，相關經費確以購

置監測儀器及澆灌體系車輛為

主。 

2.承上，本計畫屬於常態性之水

質監測居多，較少屬於開創性

或前瞻性之水環境改善效益。 

本計畫之主旨為為降低污染物流

入河川與相關因應對策，畜牧廢

水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即可排入河

川水體，但廢水中仍有部分污染

物之存在，本案為將符合放流水

標準之畜牧廢水完全由源頭阻

絕，減少污染物進入河川水體。

後續更可藉由此種模式建置區域

污染削減規劃，可有效提升水體

品質，因此可屬具前瞻性之水環

境改善效益。 

3.建議提案單位可考量僅尌建置

沼渣沼液澆灌體系，爭取納入

水環境改善計畫，其餘之監測

由環保署水質監測部門之常態

性相關計畫經費辦理。 

1.因環保署相關預算，除前瞻者

外，包括公建預算、水污基金

均已分配完畢，已無餘額，因

此無法支應新計畫。 

2.藉由行政院農委會「因應貿易

開放養豬產業全面轉型升級計

畫」（110-113年） ，其中輔

導養豬場現代化轉型升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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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34.81億元，環保署將與

農委會合作，輔導養豬場導入

新式節水畜舍及高效廢水處理

之整合型設施（備）。惟上述

相關預算不符「花蓮縣-畜牧

廢水減污循環洄瀾水清魚現推

動計畫」之用途。 

3.本次提案主旨均為降低污染物

流入河川與相關因應對策，畜

牧廢水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即可

排入河川水體，環保署相關單

位補助之經費旨在使其符合放

流水標準後排放，但廢水中仍

有部分污染物之存在，本案為

將符合放流水標準之畜牧廢水

完全由源頭阻絕，減少污染物

進入河川水體，因此無法由環

保署進行補助。 

4.本案是否已依「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提

報作業程序十二(一)2.，是否

已辦理審查與現勘，並裝成紀

錄即依意見修正後，於縣府內

排列優先順序函送第九河川

局，請補充說明。 

本次審查未辦理現勘，書面審查

邀請大漢技術學院許文昌老師與

胡紹華老師及花蓮環保局前副局

長饒瑞玲擔任委員，協助審查本

次計畫，相關意見與回覆內容如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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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河川局 招集人 謝明昌局長 

審查意見 意見處理情形說明 

有關洄瀾灣流水清魚現計畫部

分，應補充說明本計畫對洄瀾

灣流水質改善的效益，並評估

沼渣沼液土壤澆灌對環境之衝

擊。 

1. 本案整體成效為污染減量與

監測減量成效，於本文”預

期成果與效益”中針對污染

減量之量化為每年可減少

439,073噸廢水排放，減少化

學需氧量(COD) 排放 

263,444公斤、減少生化需氧

量(BOD)排放 35,126公斤、

減少懸浮固體(SS)排放

65,861公斤、減少氨氮(NH3-

N)排放 103,116公斤。 

2. 本案沼渣沼液澆灌主要目的

為將原本排放至水體中之污

染物移置作為農地肥分，並

藉由植物吸收作為肥分後，

降低污染物對環境之影響，

整體而言沼渣沼液土壤澆灌

對環境之衝擊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