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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 

環署水字第 1101004362 號 

主  旨：預告修正「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4 條、第 49 條之 1、第 71 條草

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 修正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第 19 條準用第 18 條、第 20 條第 3 項、第 22 條、

第 31 條第 2 項及第 32 條第 4 項。 
三、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 

egFront/index.do）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之眾開講（https://join.gov.tw/index）。 
四、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44 條、第 49 條之 1、第 71 條草案修正具

急迫性質，且修正後衝擊影響輕微，將本次預告陳述意見期間調整為 14 日，對於本草

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

詢： 
(一) 承辦單位：水質保護處 
(二)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83 號 
(三) 電話：(02)23117722 轉 2824 
(四) 傳真：(02)2389-9860 
(五) 電子郵件：fhliu@epa.gov.tw 

署  長 張子敬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

五年十月十六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八

年三月八日修正發布，已奠定各項水污染防治措施之管理制度，並維

護我國水體環境。 
因應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公告

修正，整合地上、地下貯槽及貯存容器，增訂為貯存設施業別，同時

將貯油場業別統一納入貯存設施管理，並配合貯油場管理措施移列至

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條授權之「防止貯存系統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

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貯存系統管理辦法）」規範，爰修

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貯存系統管理辦法已納入貯油場管理措施規定，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四十四條。 

二、 明確貯存設施貯存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指定物質者，應依貯存系統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四

十九條之一） 

三、 配合「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公告修正，將貯油場業別

統一納入貯存設施管理，爰配合修正免辦理檢測申報之事業名稱

。（修正條文第七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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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七十一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四條  （刪除） 第四十四條 貯油場設置

之地上油品貯存設施，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底部應為水泥或不滲

透材質舖面。 

二、四周應設置防溢堤，

其高度為五十公分

以上，圈圍容量為油

品貯存設施容量的

百分之一百十以上。

但設置困難，經主管

機關同意者，得以替

代方式為之。 

前項事業應依油品

貯存設施容量，備足預防

疏漏污染之器材及物品。 

前二項設施、器材及

物品應定期維護。 

第一項貯存設施洩

漏之油品，應妥善收集及

處理。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條現行規定已移

列至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授權

訂定之防止貯存系統

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

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貯存系統

管理辦法），爰予刪除。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至第三

項移列於貯存系統管

理辦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一

目、第七款、第二項第

二款、第三款、第五款

及第三項。貯存設施

未符合上述貯存系統

管理辦法規定者，屬未

依規定設置防止污染

地下水體之設施及監

測設備，依違反本法第

三十三條處分。 

四、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於

貯存系統管理辦法第

二十九條第四項。貯存

設施洩漏之油品，未依

上述規定妥善收集及

處理，涉及水體或土壤

之情事，未採取維護及

防範措施或緊急應變

措施，依違反本法第二

十八條處分或依違反

第五條處分。 

第四十九條之一 事業運

作之物質為地下水污染

管制標準污染物項目中

之有機物者，其貯存與輸

第四十九條之一 事業運

作之物質為地下水污染

管制標準污染物項目中

之有機物者，其貯存與輸

一、第一項事業屬貯存設

施，貯存地下水污染管

制標準污染物項目中

之有機物，如屬本法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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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七十一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送前述物質之設施，應視

滲漏潛勢，選用足以防止

滲漏之適當材質，並定期

巡查檢視，以預防污染土

壤、地下水。 

前項定期巡查檢視

應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

備查。 

第一項事業屬貯存

設施，且貯存本法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之有機物

者，應依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辦

法辦理。 

送前述物質之設施，應視

滲漏潛勢，選用足以防止

滲漏之適當材質，並定期

巡查檢視，以預防污染土

壤、地下水。 

前項定期巡查檢視

應作成紀錄，並保存三年

備查。 

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物質者（如苯等），其

設施材質選用規定，已

另定於貯存系統管理

辦法，爰新增第三項。

非屬前述對象及貯存

非前述有機物者，應依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辦

理。 

二、第一項屬貯存設施之適

用規定，已另定於貯存

系統管理辦法第十八

條第一項及其第一款、

第二項及其第一款。貯

存設施未符合上述貯

存系統管理辦法規定

者，屬未依規定設置防

止污染地下水體之設

施者，依違反本法第三

十三條處分。 

第七十一條 下列事業或

污水下水道系統免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檢測申報： 

一、未附設洗車場之加油

站。 

二、營建工地。 

三、飼養豬未滿二百頭之

畜牧業。 

四、貯存設施。 

五、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廢（污）水納入公

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者。 

六、洗腎診所。 

七、水庫總磷削減總量管

制區之事業，且非屬

本法公告之其他事

業。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

系統廢（污）水納入前項

第五款以外之污水下水

第七十一條 下列事業或

污水下水道系統免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檢測申報： 

一、未附設洗車場之加油

站。 

二、營建工地。 

三、飼養豬未滿二百頭之

畜牧業。 

四、貯油場。 

五、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廢（污）水納入公

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者。 

六、洗腎診所。 

七、水庫總磷削減總量管

制區之事業，且非屬

本法公告之其他事

業。 

八、作業環境內設置貯存

設施，貯存本法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經中

一、配合一百零九年七月一

日修正公告「水污染防

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

將業別六十四（二）貯

油場，自一百十年一月

一日納入業別六十四

（五）貯存設施管理，

爰修正第一項第四款

文字。 

二、基於「水污染防治法事

業分類及定義」業別六

十四（五）貯存設施之

定義已包含現行第一

項第八款規定內容，爰

整併其至第四款規定

管理，並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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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系統者，應先向污水下

水道系統管理機關（構）

申報，再由污水下水道系

統管理機關（構）彙整後，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 

央主管機關公告指

定物質，其設施容積

合計達二百公升以

上之事業。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

系統廢（污）水納入前項

第五款以外之污水下水

道系統者，應先向污水下

水道系統管理機關（構）

申報，再由污水下水道系

統管理機關（構）彙整後，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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