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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地下儲槽系統貯存之汽油、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之物質」與「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公告事項

第一項附件」3 項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二、 地點︰本署 4 樓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簡執行秘書慧貞                     紀錄︰張富傑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簡報︰略 
七、 與會意見︰ 
（一）台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 

1.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公告事項第一項附件修正草

案： 
(1)行業類別 64.(5)容積管制標準應指定標的物，且考量材料

疲勞、劣化、鏽蝕、風化或物理撞擊破壞之可能性，「不

含密閉、未拆封或倒置後不會洩漏之罐、槽、桶」應刪

除，條文內容建議修正為：64.(5)貯存設施：作業環境內

設置地上、地下儲槽系統或貯存容器，貯存水污染防治

法第 33 條第 1 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物質，其設施

容積合計達 200 公升以上之事業。 
(2)新增 10 項油品及 27 項土水管制標的，以及地上儲槽系

統納入列管，公告後之相關許可申請作業是否必須增加

技師查核簽證項目（含製程槽體）。 
2.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建議第 2 條一、（三）「貯存容器」之定義，不需限制「單

一容器容積未達 200 公升者」，以避免單一容器容積 200
公升以上者之類別歸屬不明確。 

(2)考量材料疲勞、劣化、鏽蝕、風化或物理撞擊破壞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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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建議第 2 條一、（三）內容之「但不包括密閉、未

拆封或倒置後不會洩漏者。」應刪除。 
(3)建議第 2 條第 9 款「新設」之定義，加入原列管事業既

有非公告指定物質之貯存設施，改貯存”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物質”之情狀。 
(4)貯存容器之存放場所，建議應有定期監測之規範及監測

設施之規劃設置。 
(5)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外部及內部檢查”係引用自”儲存

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自主定期檢查行政指導綱領”，但

該綱領尚要求”地盤基礎沉陷檢查”，該項目涉及底部及

基礎洩漏污染，建議增列納入”地盤基礎沉陷檢查”。 
3. 地下儲槽系統貯存之汽油、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

之物質修正草案： 
建議參照「毒性化學物質一覽表及運作管理事項」及「禁

止注入地下水體水質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限值」項次二、

（五），增列必要管制項目（例如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二）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依「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簡報資料第 10 頁，針對地下水監測：每年 1 次

委外檢測 VOC、每月檢測浮油，建議分為主要檢測物，即

以該儲槽儲存物質為主，次要檢測物為該儲槽儲存物質可

能分解產生之中間化合物。 
2. 地下儲槽系統貯存之汽油、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

之物質修正草案： 
(1)依「地下儲槽系統貯存之汽油、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之物質」簡報資料第 5 頁，本次新增列管事業達

6,910 家、儲槽增加 14,200 座，如按目前加油站執行定期

監測申報狀況，偶而會發生檢測單位業務飽和，無法再

接受委託執行監測，因此，建議貴署能了解環境檢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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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測量能，是否足以因應新增事業定期監測之需求，

另外是否可以規劃採分批公告，錯開所有事業在同一時

間執行定期監測申報。 
(2)本次針對水污染防治法第 33 條第 1 項公告指定之物質從

汽油、柴油增加為 37 種指定物質，然實務運作上許多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案例，往往是工廠的廢液儲槽洩漏所導

致；現有法令針對原料儲槽之設置及管理有嚴謹之管控

流程，況且原料是製程最前端之控管要素，為營業成本

之一，事業必定錙銖必較，做好儲槽操作管理，因此，

其洩漏之比例相對較低，反而是廢液儲槽之管理法令闕

如，就立法精神而言，更應就可能之洩漏源進行預防管

理。 
（三）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 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 條

已明訂事業單位用地須辦理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之

情境。故若新設貯存設施過程無涉及土污法第 9 條規範

內容，則應毋須再檢附土壤檢測主管機關查核可之公文。 
2. 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連續製程之地上儲槽其加注口其

形態為槽內注料者毋須再設置防濺溢設施；儲槽裝卸料

站設置防液堤其高度是否要求為其底部至加注口下緣高

度二分之一以上，根據現行規範「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規範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設備防溢設

施設計為距地面高度在 15 公分以上而與草案有所不同。

若需更動防濺溢措施設置高度，應與業者研議實務防濺

溢設施設計後另訂之。 
3. 第 18 條，化工廠地上化學物質儲槽系統因為連續製程，

難以沿用地下油槽管理邏輯以液面計測得之容積變化作

為總量進出與異常洩漏判斷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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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9 條第 2 項，石油油品外管制物質之地上儲槽系統依

「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自主定期檢查行政指導綱

領」實施內外部檢查，儲槽容量達 1,000 公秉以上未滿

10,000 公秉之業者，目前主管機關尚未規範定期檢查期

程，石油油品外管制物質儲槽系統內部及外部定期檢查

規範應與業者研議後訂之。 
5. 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6 款，地下水之監測環保署已

規範「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作業原則」，應依其原則設

置地下水監測井，毋須再另行規範。 
6. 第 27 條，針對貯存設施，有疏漏污染物事故需要應變者，

水污染防治法第 28 條已明訂通報與緊急應變機制；而污

染土壤及地下水事實之查證與緊急應變於土污法第 7 條

及第 15 條亦明定主管機關之權責。環保母法已明訂之事

項應依循其規定辦理應變與通報，毋須於行政辦法另訂

應變處理規定。 
（四）台灣區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對公會會員影響太大： 
1. 公告指定物質由汽油、柴油增為 37 種，工廠使用現況有

柴油、燃料油、潤滑油…等基礎油品，儲存方式以地上

儲槽和 53 加侖鐵桶容器為主，本次修正草案將地上儲槽

和 53 加侖鐵桶也納入管制，比照地下儲槽管理方式，不

符合風險比例。 
2. 地上儲槽和管線有檢查標準，實際運作不易發生洩漏，

在台灣地區，由地上儲槽和管線造成的水污染案例很

少，而且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也有進行污染調查。 
請修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的監測規定，先取消草案

第 17 條～第 26 條的規定，重新研商。 
（五）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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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修正草案： 
1. 第 2 條第 1 項，建議地上、地下儲槽之定義明確化，原

先符合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不在此限情形：”儲槽在地

下室或隧道之地表上，且儲槽四周及其與鋼筋混凝土覆

蓋間空隙未填具其他物質，可目視檢查儲槽四周有無滲

漏狀況。”，修正條文後之認定是否為地上儲槽系統？ 
2. 第 2 條第 1 項，建議貯存容器之定義明確化。 
3. 第 4 章第 17 條： 

(1)有油氣或洩漏偵測設備者，建議每季或每半年巡檢一

次。 
(2)Epoxy 是否即符合”一、”？ 
(3)地下室型的地上儲槽，其地下室空間是否即可代表防

濺溢設施？ 
(4)加注口於戶外者，是否可於灌充時再放置防濺溢設

施，若否則下雨天貯存之雨水是否需往廢水排放。 
(5)若地上儲槽遇雨有積水狀況，是否可排放至雨排？ 
(6)若管路上方有覆蓋植披，是否不算直接接觸土壤及地

下水環境，不用設置二次阻隔？ 
(7)備足疏漏器材及物品之定義為何？定期維護的頻率應

為何？ 
(8)是否既設管線不涵蓋，可免施作二次阻隔層？ 

4. 第 20 條： 
(1)排除條款明確化。 
(2)需經由維修人孔進入目檢底部或加裝 CCTV 監視是否

可認定為符合第 20 條第 1 款？ 
(3)定著於建築物者，定義能否放寬為：地板為水泥及不

滲透構造，並有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施。 
5. 第 24 條，外部及內部檢查紀錄之定義？檢查紀錄之頻率

是否與同第 4 章第 17 條每個月至少 1 次？是否可提供檢

查紀錄表公版？ 
6. 第 31 條，是否不管有無變更，皆需於 6 個月內檢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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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備查？是否會搭配現勘確認現場符合度？ 
7. 第 3 條第 1 項，草案條文未提及既有事業需檢具貯存設

施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計畫書（以下

簡稱設置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建議釐清既有貯存設施除第 31 條需檢具改善計畫書外，

是否仍需檢具設置計畫書。 
8. 第 17 條第 1 項第 3 款： 

(1)草案中加注口位於槽體正上方且開口朝上者，其防止

濺溢設施之高度應為底部至加注口下緣高度二分之一

以上應如何計算？ 
(2)建議以圖片輔助來說明此項規定，因為以文字敘述的

方式上很難理解該規定之方式。 
(3)需考量既有加注口增設困難問題，現場已無適當地點

可增設狀況，另通常充填過程會於銜接處進行防噴濺

包覆及與底部放置臨時性防漏盤預防，管路亦有逆止

閥設計，並不會有大量洩漏問題，建議對已採取相關

預防管理措施者與加注口設置於室內且地面已屬水泥

或不滲透材質鋪面可免設置說明。 
(4)儲槽已要求設置防止濺溢設施，可有效預防濺溢問

題；且有大多數業者使用之柴油為緊急發電機用途，

並不會有常態之充填行為，且單一次充填量已控制小

於儲槽容量，已考量過量溢出風險，建議刪除高液位

警報設備項目。 
9. 第 18 條第 1 項： 

(1)草案條文所述液面計範圍須涵蓋儲槽內底部至頂部，

是否為 0%（底部）～100%（頂部）？因以一般市售

或油箱本體之液面計量測範圍均會在底部與頂部間仍

有些許距離，故量測範圍無法完全涵蓋到儲槽內底部

至頂部。 
(2)如採人工量測記錄者，其原有所設液面計是否仍需涵

蓋儲槽內底部（0%）至頂部（100%）的範圍？因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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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要求，將造成事業單位之工程改善成本及營運影

響甚大，故建議刪除之。 
10.第 31 條第 1 項，草案條文的改善計畫書是否有制式格

式可提供事業單位遵循，如有制式格式建議於本辦法修

正公告時一併公告給事業周知。 
（六）中華民國石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公告事項第一項附件修正草

案： 
(1)第 64 項定義(5)貯存設施，若設置於臨海工業區或港區碼

頭等受潮汐影響區域者，其於申請設置許可階段，對於

各項防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設施之法令規定事項，石油

管理法與消防法各項防災規範均已遵照辦理；各項污染

指標監測亦如常依法執行，並受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事項

之監督稽核。是以在管理事權上實毋須再適用於本項公

告定義與納管之列。 
(2)其次，復就所在區域地形、地質而言，臨海工業區及港

區碼頭多屬海埔新生地，其填海造陸之土石料源多元，

所含雜物甚多；且自始至終浸漬於海水之中，並無所謂

的原生土層與地下水系統。即使造陸完竣受雨水溶淋滲

入地面之下，其水質與土壤仍受海水潮汐之作用，並受

高鹽度海水入滲影響，其水位變化與水質指標值實一日

多變。 
(3)本項定義修訂納管，其實不具法效之增益，反有法令競

合之弊，是以本公會建議第 64 項定義(5)排除適用。 
2.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本次新設辦法關於地上儲槽管理與經濟部能源局石油管

理法及內政部消防署消防法之子法，公共危險物品及可

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重疊，並超過環境影響評估法所規範要求，業者無所

適從，是推翻前造或遵循新辦法？國家法令規定標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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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2)關於地上儲槽相關管理，3 年前消防署亦進行修正能源局

法案，因能源局還是專業機構，相關檢測最終還是參照

既設辦法，管制 1,000 公秉以上儲槽進行檢測，修正

10,000 公秉以上由消防機關指定專業機構檢測，1,000 公

秉至 10,000 公秉，由廠商自行委託檢測機構，而非管制

200 公升。 
(3)經濟部與內政部關於地上儲槽設置管理已有相當嚴謹法

規，對設置與滲漏等設施之規定已訂有明確法規，業者

已遵循，新增規定僅係將增加檢測廠商之業務量，地上

儲槽滲漏污染造成最大因素，恐係人為與管理因素，絕

非新增辦法可防止。 
(4)地下水與土壤污染應排除符合國家法令規定設置之地上

儲槽廠商，並予以豁免，若需進行相關檢測，請機關編

列預算，業者配合辦理。 
（七）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 第 2 章申請程序，因客運業有不少修理廠、檢修班、及

各外站，都需存放機油、轉向機油等維修用油，每桶約

200 公升均屬於貯存容器，數量多且分佈各場站，若站上

只有存放 1 桶也要提出申請，貯存設施申請需檢附文件

包含：設置計畫、儲槽及容器數目、容量及儲存物質外，

尚有地理位置圖與水文地質資料、平面配置圖、核准設

置文件、建照執照影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新設或

設置文件…等等，申請資料繁瑣，建議「貯存容器」的

申請資料可簡化。 
2. 第 4 章地上儲槽系統、貯存容器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

與監測設備設置及管理，貯存容器之防濺溢設施設置上

的困難有，第一點是防溢堤的高度較高，油桶等貯存容

器搬運不易；第二點是圈圍容量，有的場站較小或是大



9 
 

站存放機油桶較多，站上空間不足，可否都以設置困難

為由來使用替代方案，各主管機關評定標準是否一致。

可否明訂一些替代方案，例如：將油桶架高，可目視檢

查油桶底部有無滲漏或截油溝（業者場域已有完善 RC
鋪面）。 

（八）中華民國加油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 有關修正條文第 31 條規定既設貯存設施自 110 年起陳報

改善計畫，是否表示既設加油站將於 110 年強制更新，

如因資金問題無法於 2 年內完成，是否涉及處罰？ 
2. 地下儲槽系統是否包括在貯存容器定義之範圍內？ 
3. 有關刪除現行條文第 15 條第 6 項，逾期申報由原先 10
日內補正，改為立即處罰，似不合理，建議保留 10 日內

補正規定。 
（九）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1.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有關第 3 條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劃

文件，與地上儲槽部分有一些差別，例如地上儲槽須規

劃警報設備，但地下儲槽則無，差異管理之理由為何？ 
(2)修正條文第 18 條規定容積大於 1,000 公秉之儲槽設置自

動液面計，為何不針對 200 公升以上者統一規範？ 
2. 地下儲槽系統貯存之汽油、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

之物質修正草案： 
(1)指定物質修正僅納入與水污染有關物質，建議增加管制

貯存瓦斯、天然氣等儲槽，以防止其危險性。 
（十）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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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修訂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貯存設施」定義，

應指於作業環境內地上儲槽，貯存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 33 條第 1 項公告指定之物質之儲槽、罐、桶，及與

儲槽相連接之管線或輸送系統，其容積合計達 1,000 公秉

以上。 
(2)建議修訂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地上儲槽系

統」定義，應指工廠（場）上儲槽，或地上儲槽及與其

相連接之管線或輸送系統，但不包括廠區外或跨縣市長

程管線。 
(3)建議修訂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1 款「復用」定義，應指

地上、地下儲槽系統之儲槽、管線或輸送系統停用 1 個

月修訂為 1 年以上（但不包括管線或設施維修期間）後

再度使用。 
(4)建議刪除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4、5 目，要求檢附「地

上儲槽加油機底部防止滲漏設施規劃說明」、「管線二次

阻隔層設計圖」等文件，由於該設備應屬加油設備或地

下儲槽才會設置，建議註明非必要文件或予以刪除。 
(5)建議第 17 條地上儲槽屬密閉式儲槽（固定頂/內外浮頂

槽）者，或屬於底部進料者，建議無須於儲槽加注口處

設置防止濺溢設施。 
(6)建議刪除第 19 條要求地上儲槽系統第 1 項第 2 款儲槽應

實施外部及內部檢查，及第 24 條申報內外部檢查紀錄等

規定，由於前述作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能源局或消防署

已有相關管制，避免重複管制。 
(7)建議明訂第 23 條地下水標準監測井口數，以儲槽底面積

之用地認定，應設監測井口數，相鄰儲槽之監測井合併

設置之原則，另明確規範訂土壤氣體監測作業。 
(8)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 條

已明訂事業單位用地須辦理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之

情境。故若新設貯存設施過程無涉及土污法第 9 條規範

內容，則應毋須再檢附土壤檢測主管機關查核可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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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款，連續製程之地上儲槽其加注口其

形態為槽內注料者毋須再設置防濺溢設施；儲槽裝卸料

站設置防溢堤其高度是否要求為其底部至加注口下緣高

度二分之一以上，根據現行規範「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

法」，規範室外之製造或處理液體六類物品之設備防溢設

施設計為距地面高度在 15 公分以上而與草案有所不同。

若需更動防濺溢措施設置高度，應與業者研議實務防濺

溢設施設計後另訂之。 
(10)第 18 條，化工廠地上化學物質儲槽系統因為連續製程，

難以沿用地下油槽管理邏輯以液面計測得之容積變化作

為總量進出與異常洩漏判斷之標準，建議刪除本條規定。 
(11)第 19 條第 2 項，石油油品外管制物質之地上儲槽系統

依「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自主定期檢查行政指導

綱領」實施內外部檢查，儲槽容量達 1,000 公秉以上未滿

10,000 公秉之業者，目前主管機關尚未規範定期檢查期

程，石油油品外管制物質儲槽系統內部及外部定期檢查

規範應與業者研議後訂之。 
(12)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6 款，地下水之監測環保署

已規範「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作業原則」，應依其原則

設置地下水監測井，毋須再另行規範，建議刪除本條規

定。 
(13)第 27 條，針對貯存設施，有疏漏污染物事故需要應變

者，水污染防治法第 28 條已明訂通報與緊急應變機制；

而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事實之查證與緊急應變於土污法第

7 條及第 15 條亦明定主管機關之權責。環保母法已明訂

之事項應依循其規定辦理應變及通報，毋須於行政辦法

另訂應變處理規定，建議刪除本條規定。 
2. 地下儲槽系統貯存之汽油、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

之物質修正草案： 
(1)有關水污染防治法第 33 條第 1 項所稱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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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定之物質，建議標註各項油品與化學物質 CAS NO.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並以 CAS NO.作為最終認定，

方符合貴署化學局推動化學物質管理原則。 
(2)建議附件第 10 項：其他油品，應正面表列（例如：絕緣

油）。 
（十一）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1.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已停用關閉超過 1 個月以上柴油儲槽，是否要於槽區上

游與下游設置地下水質監測井每四個月監測，或進行土

壤氣體監測？ 
(2)本公司龍德廠區無環保署公告物質地下儲槽，但依法設

置之柴油、燃料油、潤滑油、二甲苯、液壓油…等地上

儲槽，屬水污染防治法第 33 條第 1 項所稱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指定之物質，須密閉測試及記錄或定期安排土壤

氣體監測或地下水監測，以現有之地上儲槽系統上游 1
口，及下游 2 口是否可作為監測井，檢測並申報苯、甲

苯、乙苯、二甲苯、萘、甲基第三丁基醚及總石油碳氫

化合物（TPH）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監測

之項目。 
(3)地上儲槽領有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者，已依公共危險

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

全管理辦法，應設置於儲槽專用室，其地板應為不滲透

構造，並有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施，且專用室出入口應

設置 20 公分以上之門檻，或設置具有同等以上效能之防

止流出措施，建議放寬至領有建、雜項使用執照之建築

物者免定期委外監測。 
(4)密閉測試，地下儲槽每 3 年 1 次，是否可修正為每 5 年 1

次，與消防法規一致，避免進行密閉測試時，10 年需執

行 4 次清槽，若修正 5 年 1 次，這樣 10 年即可執行 2 次

清槽作業，避免清槽時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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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氣體監測，有關監測點位置如何設定？因為地下水

監測很明確上游 1 口、下游 2 口，並且有面積規定，未

達 1 公頃需設置 3 口，1～10 公頃設置 5 口…等，但是土

壤氣體監測並無明確規範。 
(6)本公司 1 張工廠登記證下，可能有 5～6 個小廠，每個小

廠的儲槽區並未集中在同一區塊，地下水監測是否用工

廠登記證的範圍來界定工廠的面積大小，並於這範圍的

上下游設置即可嗎？ 
(7)第 21 條至第 23 條環境監測之方式，大部分場所可能無

相關監測經驗，建議有法規說明會供業者了解相關作業

內容。 
(8)變壓器使用絕緣油，其使用油量可能超過 200 公升，但

其用油貯存於散熱片，可能沒有儲槽設施，請確認是否

適用本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液壓聯軸器使用液壓油，其

設備有類似問題，也請確認。 
(9)設備使用潤滑油超過 200 公升，並無油量出入增減之問

題，但依規定要有防濺溢設施、高液位警報，規定並不

合理。 
2. 地下儲槽系統貯存之汽油、柴油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

之物質修正草案： 
附件修正草案之對照表項 10：其他油品，應正面表列（例

如：絕緣油）。 
（十二）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 監測設施分級，以設施容積 1,000 公秉為門檻，但就管理

面，在石油管理法及消防法中，考量儲槽有預留 5%～10%
空間容積，故在容積計算上其容積管制，係以內容積的

90%或 95%，作為判斷依據，建議應有一致性。 
2. 貯存容器定義中，有提到「不含密閉、未拆封或倒置後

不會洩漏者」，爰就實務上應如何認定？例如貯存區內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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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侖桶雖已拆封，但出料口已有鎖固，應如何認定？ 
3. 既有設施是否仍須提出設置計畫？若現有防止污染或監

測設施已可符合草案要求，應如何提報改善計畫？或僅

須發文備查？ 
（十三）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1. 第 19 條，儲槽容積達 1,000 公秉以上者，其儲槽並應實

施外部及內部檢查，說明：勞動部所管理的危險性設備

（鍋爐、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及壓力容器等），相關法令

原規定每 2～3 年需開槽內部檢查，早已同意延長開放，

在業者提出管理措施及佐證資料後，地方主管機關可以

同意不開放或者延長開放檢查年限。 
內政部消防署鑑於 107 年 4 月 28 日敬鵬工業平鎮廠發生

火災造成數名消防員殉職，消防署於當年 6 月 19 日召開

公聽會，討論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比照石油管理

法每五年開槽檢查，結果發現開槽的風險、業者的損失

等均超過其所預期，最終以折衷方式，訂定本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所引用「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自主定期

檢查行政指導綱領」，輔導業者對於容積 1,000 公秉以上

儲槽實施自主定期檢查，本綱領為輔導性質，並無強制

性。 
勞動部及內政部消防署最主要的考量與業者的訴求相

同，就是目前已經有許多不須開槽就能檢測的方法可以

瞭解有無洩漏的技術，不須再冒以下的風險及停工損失： 
(1)內部檢查從準備工作到完成檢查、儲槽回復使用，至

少需 1 個月，儲槽容積越大所需時間越久，對業者營

運而言，國內地狹人稠幾乎沒有備用槽、設置儲槽困

難度甚高，這段時間將面臨沒有儲槽可用、營運中斷，

與國外業者相比營運上處於劣勢。 
(2)相關的檢測技術已大幅進步，即使設備不開放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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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檢查，例如本草案所提到的土壤氣體監測及地下

水監測，都可以達到目的卻不會影響業者營運。 
(3)開停俥、開槽、清槽等非例行性作業的風險非常高，

而且是遠高於平時正常操作的風險，例如進入未清洗

的槽內搭架、高架作業洗槽，槽內如果又是儲存有危

害性的物質（毒性、易燃性…等），會有人員缺氧、中

毒的風險，設備也可能有火災爆炸風險，不可不慎。 
(4)開槽到洗槽這段時間會有儲槽內容物、高濃度 VOC 逸

散污染，沸點越低的物質逸散會越嚴重（如汽油、苯、

甲苯）；洗槽時有大量洗槽廢水產生，這些污染以目前

技術均很難避免。 
本草案第 19 條如果只是為了檢查而進行儲槽內部檢查，

在經濟發展及工安環保會付出相當高的社會成本。以目

前可行的技術，建議比照容積未達 1,000 公秉儲槽以三擇

一方式進行所需的檢查或監測，則業者可選擇土壤氣體

或地下水監測，以達到環保及經濟兼顧、雙贏的成果。 
2. 如現有地上儲槽限於土地或者其他因素，無法依照第 17
條設置最大儲槽容量 1.1 倍以上的防止濺溢設施（防溢

堤），請問該條所說「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替代方式

為之」，替代方式為何？業者希望明確知道此替代方式是

可行的。 
（十四）增誠科技有限公司： 

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

辦法修正草案： 
廢棄物處理業、軍方油庫、光電業、半導體業可能均有大

署提到的 37 種物質及置於桶槽（53 加侖），雖然不一定為

100%純物質，但是否可透過自主管理方式，使用固定式之

連續監測設施，達到預防或補足檢測人力不足之疑慮。 
八、 結論︰ 

本次研商會各單位所提意見，將納入後續草案修正之參考。 
九、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