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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關係企業麥寮廠工業局 107年上半年環評書面意見回覆 

 審-1 

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1. 表格 A 

(1) P.2，未蓋開發單位大小章。 
 

感謝委員指導。 
1. 將加蓋開發單位大小章。 
 

2. 表格 B 
(1) P.8，有關執行生態工業區之執行方式成果
中，對於能源回收之成效，除以供熱鏈結

圖呈現外，建議應有量化之數據與成果，

以彰顯具體之成效，同時逐年檢討成效，

並求精進做法。 

感謝委員指導。 
1. 已彙整至 106 年麥寮廠節水節能專案分類明
細表如審附圖一所示，另整統計至 106年麥寮
廠單位產品之用水、用汽及用電變化趨勢圖如

審附圖二~四所示，顯示麥寮廠區原單位用
水、用汽及用電並無增加趨勢；本廠將持續針

對研究及規劃各項節水節能專案，同時參考在

節水節能領域執行成效突出的單位(如台塑企
業或其他同業)，以求精進節水節能績效。 

 
(2) P.14，CEMS部分目前僅流量自動監測，
原承諾是否包含 NOx、VOCs？ 

 

2. 原承諾 CEMS 部分僅針對廢氣燃燒塔廢氣流
量監測，目前已設置完成。 

 
3. 表格 D： 

(1) P.24有關空氣品質各廠排放口檢測結果辦
理情形，表格僅說明 103年度檢測結果，
請更新。 

 

感謝委員指導。 
1. 已於環評申報資料附件一中新增各廠排放口
檢測結果，檢測濃度均低於限值。 

 

(2) 附件一，各項空氣污染物之排放總量而言
，其中 VOCs 排放量有增加之趨勢，應
有檢討與說明。 

 

2. 關 於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的年排放量變化分析如下： 
(1) 空污總量申報自 105Q4起新增油漆、冷卻
水塔、製程歲修及儲槽清洗等 VOCs排放
量，使得 106年排放量明顯增加。 

(2) 自 104年起部分製程因配合許可異動內容
修正設備元件排放係數，造成 VOCs排放
量明顯增加。 

關 於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年排放量降低檢討如下： 
(1) 藉由維護保養 (如採用密封性較好的

tapseal 等)及設備更換(如單軸封更換為雙
軸封等)持續降低自主檢測時設備元件檢
測>1000ppm的比例(由 100年的 0.2%降至
106年的 0.1%)。 

(2) 減少因設備異常造成之 FLARE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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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2 

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4. 表格 F： 
表格 F，缺漏長春人造麥寮廠 106年 7月 20
日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
長春石油化學麥寮廠 106年 6月 27日違反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 20條第 1項之裁罰說明，請
補充。 
 

感謝委員指導。 
1. 已於表格 F中補充 106年 7月 20日及 106年

6月 27日之裁罰說明，各項改善說明如下： 
(1) 106年 7月 20日少量運作毒化物：再次針
對廠內相關人員進行法規內容說明，並不

定期查核其運作狀況。 
(2) 106年 6月 27日設備元件洩漏：再次針對
廠內相關人員進行法規內容說明，並於每

季例行性檢測期間，每日追蹤設備元件洩

漏及處理狀況。 

5.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共 15項：已改善/回覆
12項；改善中/尚須說明 2項；未改善/回覆 1
項： 
改善中/尚須說明： 

 

(1) P.審-2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3(4)，回覆意見
內容說明 NOx及 VOCs年排放量降低檢
討內容，請說明相關檢討成效(如增設
SNCR 改善結果、減少設備異常造成之
FLARE使用成效等)。 

 

感謝委員指導。 
1. NOx及 VOCs年排放量降低檢討內容如下： 

(1) 廠內目前針對燃油鍋爐進行增設 DeNOx
的評估作業，目前規劃於燃油鍋爐排氣端

增設 DeNOx設備(處理方式尚未定案)，以
減少氮氧化物(NOx)的排放，未來若六輕
完成設置天然氣接收站，亦評估將燃料改

為天然氣。 
(2) 藉由維護保養 (如採用密封性較好的

tapseal 等)及設備更換(如單軸封更換為雙
軸封等)持續降低每季委託檢測公司執行
定期檢測時設備元件檢測>1000ppm 的比
例(106 年第 4 季麥寮廠區>1000ppm 的比
例為 0.041%，107 年第 4 季麥寮廠區
>1000ppm的比例為 0.032%)。 

(2) P.審-3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4(2)，回覆意見
內容有關裁罰改善部分請補充說明改善

方式。 
 

2. 補充 106年 7月 20日及 106年 6月 27日之裁
罰說明，各項改善說明如下： 
(1) 106年 7月 20日少量運作毒化物：再次針
對廠內相關人員進行法規內容說明，並不

定期查核其運作狀況。 
(2) 106年 6月 27日設備元件洩漏：再次針對
廠內相關人員進行法規內容說明，並於每

季例行性檢測期間，每日追蹤設備元件洩

漏及處理狀況。 
(3) P.審-15，地下水監測趨勢圖中，MW-4有
較高的 NH4，最近一次MW-1的 NH4亦
有異常高的情況，應說明。 

 
 

3. 蒐集近年主管機關相關資料後，分析地下水氨
氮偏高原因如下： 
(1) 六輕麥寮園區位於濁水溪沖積扇沿海及河
川下游部份，由主管機關調查資料顯示，

濁水溪沖積扇沿海及河川下游部份地下水

氨氮測項之不合格率為 44.9 %~84.2 %，顯
示本區域地下水普遍存在氨氮偏高之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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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3 

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2) 由主管機關 92 年~102 年濁水溪沖積扇地
下水調查顯示，歷來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

普遍氨氮濃度偏高(如審附圖五)，其因為
畜舍污水、水田灌排水、民生污水等。 

(3) 再蒐集屬抽砂填海造陸而成之雲林離島工
業區附近地下水檢測結果，同樣有氨氮偏

高情形(如審附圖六)。 
(3) 監測井氨氮歷線圖如審附圖七。MW-1 歷
年氨氮濃度值介於 ND~7.6 mg/L；MW-4
歷年氨氮濃度值介於 ND ~ 1.69 mg/L。由
於MW-1最靠近新虎尾溪出海口，研判可
能受到河川水入滲影響較大，且MW-1及
MW-4 為間歇性測出高值未呈現持續上升
趨勢，將持續執行地下水檢測以監控水質

變化。 
未改善/回覆 1 項：P.審-1 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1(1)，本本次申報內容仍未蓋大小章。 
感謝委員指導。 
將加蓋開發單位大小章。 

 
6. 本次新增追蹤事項 2項： 感謝委員指導。 

(1) 有關未來對於水體水質惡化時，相關操作營

運之因應或減輕對策為何? 
 

1. 麥寮廠廢水放流管線排放口與六輕其他公司
共同集中於六輕工業區海豐放流口，經混和後

排放至大海，目前由台塑企業委託專業單位進

行海域水質監測，若發現海域水質監測監測結

果異常時，將邀集各公司討論後續因應作為。 
 

(2) 請補充說明廢水回收設備之運轉情形及成

效。 
 

2. 水回收工程目前已完成現場設備安裝，由廠商
進行各項測試中，目前水措核准試車中，已於

108年 1月完成功能測試，待正式取得核可後
即可正式運轉，預估最大處理廢水量為

2700CMD(評估回收率約 40~60%)，可回收
1600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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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4 

審附圖一、長春關係企業麥寮廠歷年節水節能執行成果 

 

 

審附圖二、麥寮園區節約用水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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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5 

審附圖三、麥寮園區節約用汽執行成效 

 

 

審附圖四、麥寮園區節約用電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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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6 

審附圖五、濁水溪沖積扇地下水氨氮濃度分布(a)92年(b)98年(c)102年 

 

註： 為水利署設置監測井； 為環保署設置監測井 

 

 

審附圖六、雲林離島工業區地下水氨氮濃度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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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7 

審附圖七、MW-1、MW-4歷年之氨氮濃度歷線圖 

 

 

 

 















































































































































































 
 
 
 
 
06. 歐欣環保－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

中心 
 
 
 
 
 
 
 
 
 
 
 
 
 
 
 
 
 



























































































































































































 
 
 
 
 
07. 台塑相關企業－麥寮六輕相關計畫 
 
 
 
 
 
 
 
 
 
 
 
 
 
 
 
 

 





































































































































































































































































































































































































































































































































































































































































































































































































































































































 

 

 

 

 

 

附件三、108年度「環境影響評估追蹤書面查核審查

會議」第 2次會議會議紀錄 

 

 

































 

 

附件四、108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書面審查意

見 

 

01. 水美工程－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觀音資源回收廠變更計畫 

02. 台灣鋼聯－電弧爐煉鋼業集塵灰資源再生廠設立變更計畫 

03. 日友環保－彰濱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理廠(中區事業廢棄

物綜合處理中心一、二期設施) 

04. 可寧衛蘇伊士－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05. 長春石化－長春關係企業麥寮廠變更計畫 

06. 歐欣環保－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 

07. 台塑相關企業－麥寮六輕相關計畫 

 



 
 
 
 
 
 
01. 水美工程－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觀音資源回收廠變更計畫  
 
 
 
 
 
 
 
 
 
 
 
 
 
 
 
 



1 
 

1 0 8 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 

審 查 結 論 及 承 諾 事 項 申 報 表 」 書 面 審 查 意 見 - 

水美工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觀音資源回收廠變更計畫 

1. 表格 B，請補充說明歷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有關空污排

放、用水、排水、節水、節能等總量限制執行情形。 

2. 表格 D 

(1) 附件三之趨勢圖，部分圖面未列法規標準值，宜予加註，根

據圖面顯示，地面水 BOD、SS、鋅、銅等之 108年 6月測

值急遽升高(地面水銅為 108年 3月份)，且為近三年最高，

雖尚未超過標準，惟仍建議說明原因並提出對應策略。 

(2) 108.5底渣銅溶出濃度偏高，且 108.3與 108.6地面水體銅監

測濃度均超過水體標準，宜深入分析可能原因，並擬改善對

策。 

(3) P.14-16地面水水質監測結果中，下游之 BOD、SS、NO3-N

等較背景值為高，P.15-16地下水水質監測結果中，氯鹽亦

有相同情形，應探討其原因提出改善對策。 

(4) P.21，先前本案雨水放流口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而遭裁罰，相

關設施是否進行改善? 

(5) 空氣、地面水及地下水監測趨勢圖需引附件三，但附件三的

編排雜亂無章，應該依順序：空品、地面水及地下水，或依

初步審查意見置於表格 D後，趨勢圖附近三年即可，臭氧

圖未合規定，戴奧辛為哪一個監測點?趨勢圖中亦應說明個

項目檢測極限，如空氣汞。 

(6) 各監測數值所繪製之時間趨勢圖建議加上開發前背景值、環

境品質標準、以利了解營運之長期影響，並請注意圖背景、

線條、標示等宜妥善選配，以利清楚閱讀黑白印刷之文件。 

(7) 建請將底渣與飛灰之各項分析結果，依營運後時間序以折線

加標示圖呈現，並加上法規標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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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格 F，近 3年裁罰次數為 6件，主要違規為廢棄物申報及廠

區內存放未符合規定、空污防制系統操作維護疏失以及放流水

超標等，請加強廠內自主管理之作為，以善盡符合法規之基本

要求與責任，應有將裁罰原因內化為內部作業之 SOP。 

4. 表格 E，106.1.19 之陳情案，其辦理情形仍寫「目前正著手撰

寫相關操作程序」，是否迄今仍未完成，請加以說明。 

5.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共 16項；已改善/回覆 7項；改善中/尚

須說明 9項： 

改善中/尚須說明 9項： 

(1) P.44前次追蹤意見回覆二(1)內容回覆說明有關空氣中鎘監

測值偏高部分，將再與檢測公司了解能否提供更精密之檢測

儀器，請再更新相關分析結果。 

(2) P.44前次追蹤意見回覆二(4)內容回覆說明有關地面水生化

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硝酸鹽氮等監測項目，自

107年第 3季以來均呈現上升趨勢，請於下次申報時說明與

工業區服務中心比對結果。 

(3) P.45前次追蹤意見回覆二(5)內容回覆說明有關相關數據顯

示海水潮位對地下水質並無明顯影響或相關聯性，請提供相

關數據佐證說明。 

(4) P.45前次追蹤意見回覆二(6)，請於後續監測趨勢圖中補充

背景值資訊。 

(5) P.45前次追蹤意見回覆二(7)，附件一之監測報告書(P.14-15

及後續相關頁次)法規未更新。 

(6) P.45前次追蹤意見回覆二(8)，有關附件二分析與探討底渣

中銅溶出濃度偏高問題，請再更新相關分析結果。 

(7) P.46前次追蹤意見回覆四(1)，請說明目前增設 SNCR 

De-NOx系統是否有採用超重力流提升 NOx處理效能。 

(8) P.46前次追蹤意見回覆四(2)，有關操作許可證變更之進度，

請於下次申報時更新相關進度及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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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46未改善(回覆)項 1之初期雨水收集仍是以人工方式操作?

收集時間以約莫方式回答，顯示並未切實管理。 

本次新增追蹤項目 4項： 

(1) 請具體回應日常操作過程之氮氧化物排放狀況，同時新增

De-NOx設備/系統之操作成效，亦請併同檢討與說明。 

(2) 請補充說明本案各項營運管理及改善成效，尤其是近年來投

入於污染物控制之成本，以及達成之污染物減量之效益，應

可具體呈現與說明。 

(3) 前次書面審查意見提及，各項環境監測或檢測數據，除以符

合法規標準為檢討依據外，應可考量以妥適之統計分析方

法，探討趨勢變化及與開發前之變化差異，並可檢視減輕對

策之合宜性，不知本案執行之成果為何? 

(4) 請加強節能、節水或回收水等環保措施。 



 
 
 
 
 
 
02. 台灣鋼聯－電弧爐煉鋼業集塵灰資源再生廠設

立變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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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 

審 查 結 論 及 承 諾 事 項 申 報 表 」 書 面 審 查 意 見 - 

電弧爐煉鋼業集塵灰資源再生廠設立變更計畫 

1. 表格 D 

(1) P.28-P.30一號窯 P001煙道重金屬鋅 0.345mg/Nm3及重金屬

鉛 0.0252mg/Nm3，濃度為近 3 年記錄最高值，雖尚未超過

排放標準，惟似與廠區周界空氣中之鉛、鋅所監測到的異常

濃度相關，應說明原因(TSP亦反應煙道排放與周界的影響)

並提出改善對策。 

(2) P.33 下風空氣品質 TSP 監測數據近 3 年冬季從 144μg/m3

至超過 250μg/m3呈現連續上升趨勢，P.35下風空氣品質重

金屬鋅亦同，應說明原因及後續因應措施。  

(3) P.59一號窯爐碴 pH值 108年上半年監測數據 12.49，已接近

法規標準 12.5，應說明原因及後續因應措施。 

(4) P.40-P.43雨水監測數值、P.46-P.52地下水監測數值相關監測

趨勢圖座標時間軸過長，不易判讀資料，請調整。 

(5) P.65監測異常狀況僅針對近 3年說明即可。 

(6) 各監測趨勢圖說請置於表格 D 後，另部分趨勢圖仍未標註

開發前背景值、環評承諾值及法規限值，請補充，若該監測

項目無相關限值，則請於圖下標註說明。 

(7) 建議衍生廢棄物、煙道、放流水、環境監測結果以時間折線

圖表示，並附加相關法規標準或開發前基準值，以利了解長

期營運之影響。 

2. 表格 F，近 3年裁罰次數 3件，應有將裁罰原因及其解決方案

內化為內部作業之 SOP。 

3.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和現地追蹤查核意見)共 41項；已改善

/回覆 32項；改善中/尚須說明 9項： 

改善中/尚須說明 9項： 

(1) P.109 前次追蹤意見回復(2)、P.115 前次追蹤意見回復(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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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7現地追蹤查核意見 2，有關改善酸性製程氧化鋅產品中

之戴奧辛含量規劃辦理環評變更一案，請再持續更新辦理進

度供未來追蹤查核。 

(2) P.116前次追蹤意見回復(6)及 P.119現地追蹤查核意見 8，請

於下次提報說明 108 年下半年執行煙道中可冷凝粒狀物

(CPM)測試結果。 

(3) P.120現地追蹤查核意見 13，請提供近 3年集塵灰含氯量資

料供佐證含氯量變動不大。 

(4) P.121現地追蹤查核意見 19，應說明落塵戴奧辛自開始每月

檢測以來，近 3 年的測值與開發之前的結果有無明顯的差

異，以評估管制的成效。 

(5) P.121 連續降雨超過逕流廢水貯留池時，持續流入之逕流廢

水是繞流排放至雨水排放系統(人工或自動操作?)或以溢流

排放方式有所不同。辦理情況說明是以溢流方式顯然不合法

規。 

(6) P.122，未見地下水質與海水漲退潮相關的說明。 

本次新增追蹤項目 7項： 

(1) 請補充說明氧化鋅產品中戴奧辛含量降低之具體成效，同時

對於煙道氣中活性碳噴注量之最佳化條件之測試，亦請一併

檢討與說明。 

(2) 請補充說明收受水洗飛灰、污染土壤及棄置集塵灰等非高含

量氧化鋅之廢棄物，對產品品質之影響，以及污染物排放濃

度檢測之結果。 

(3) 建議彙整廠區周界之戴奧辛濃度，並分析季節對濃度變化之

影響，另對排放特徵與本案排放源有關之地點，亦應加強監

測與研析可行之因應對策。 

(4) 由於本案收受水洗飛灰或污染土壤，宜訂定合理之允收標

準，其中含氯量有助於增加形成戴奧辛之潛勢，故請提供進

廠集塵灰含氯量之分析結果，並評估是否將含氯量納入允收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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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酸性製程添加石灰/消石灰方案在未獲環評通過前，是否有

其他管理或改善方案，控制酸性製程戴奧辛生成的問題? 

(6) 目前廢水、雨水回收再利用之現況應分開說明。 

(7) 請加強節能、節水或回收水等環保措施。 

 



 
 
 
 
 
 
03. 日友環保－彰濱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資源回收處

理廠(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一、二期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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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
承諾事項申報表」書面審查意見-彰濱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資
源回收處理廠(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一、二期設施) 

1. 表格 D 

(1) P.21表格 D，廢水再生處理產生之固體廢棄物，辦理情形敘

「除砷外，餘未超出……」之監測數據為何?未有相關附件

說明。 

(2) 第一期設施申報表 P.85 周界外戴奧辛監測項目，近 3 年監

測 值 呈 現 上 升 趨 勢 (0.0008pg-TEQ/g-d.w0.054 

pg-TEQ/g-d.w)，雖尚小於管制標準，建議持續加強追蹤及

管理，並研提改善對策。 

(3) 第一期設施申報表 P.112至 P.114附件八底渣監測結果，重

金屬鎘、鉻及砷，為近 3年記錄最高值，雖尚小於管制標準，

宜持續監測觀察分析可能原因。 

(4) 建議檢測分析結果圖加註圖表名稱並編碼，以利閱讀 

(5) 各監測趨勢圖說請置於表格 D 後，另部分趨勢圖仍未標註

開發前背景值、環評承諾值及法規限值，請補充，若該監測

項目無相關限值，則請於圖下標註說明。。 

2. 表格 F：未註明 107-108年度無遭受環保法令處分。 

3.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共 18 項：已改善/回覆 14 項；改善中/

尚須說明 4項： 

改善中/尚須說明 4項： 

(1) P.67前次追蹤意見回覆(6)，由於土壤檢測頻率為 1年/次，

請於下次申報時提報 108年土壤重金屬砷之監測結果，持續

關注其變化情形，並建議宜加強檢測頻率，必要時應採取相

關因應措施。 

(2) P.69 前次追蹤意見回覆(3)，有關固化體超出自主管理標準

回復內容，請補充說明固化體之自主管理成果(如 QA/QC結



2 
 

果)，如說明有關增加抽驗之比例為何?另前次超過自主管理

之試體，後續追蹤管理作為為何? 

(3) P.69 前次追蹤意見回覆(4)，附件 4 所列之潮汐時間無法對

應地下水與採樣時間所造成的氨氮水質變化，水位紀錄也無

法得知採樣當時屬何種潮位，故無法說明潮位造成氨氮濃度

高低的關聯。 

(4) P.69前次追蹤意見回覆(15)，超過貯留池的雨水是以繞流或

溢流方式導入雨水口排放?人工或自動操作繞流? 

本次新增追蹤項目 5項： 

(1) 請補充說明歷年(近 3年)收受之處理廢棄物種類、性質及數

量，並藉以分析物化、焚化及固化處理程序間之營運狀況。

另對於含有 POHCs(主要有機有害物質)廢棄物來源種類之

處理狀況為何，亦請一併敘明。 

(2) 請說明是否以添加低污染性土壤，作為掩埋場覆土?相關使

用時間?使用量?以及相關監測結果(107 年現地追蹤之意

見)。 

(3) 請補充說明無機鹽廢水再生製程，相關回收再利用之處理

量，以及處理成果等營運管理資料。 

(4) 請具體彙整及檢討說明二期設施營運期間之各項監測或檢

測結果。 

(5) 目前防風設備改採水車灑水，其水源為何?是否可用再生水?

又灑水後如何收集廢水? 



 
 
 
 
 
 
04. 可寧衛蘇伊士－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1 
 

108 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
承諾事項申報表」書面審查意見-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1. 表格 A，P.4未蓋填報機構印鑑，請於下次補蓋。 

2. 表格 C，P.30有關空污總量管制削減因應內容，請再說明 NOx

及 VOCs目前指定削減辦理情形。 

3. 表格 D 

(1) P.50地下水質監測結果，砷的監測濃度 0.0277mg/L，為近 3

年記錄最高值，應說明原因及後續因應措施。 

(2) 請說明 P.52固體物、灰渣(或飛灰)鉛超過認定標準之因應作

法。 

(3) P.38-P.54近 3年監測趨勢圖，部分仍未標註開發前背景值、

環評承諾值及法規限值，請補充，若該監測項目無相關限

值，則請於圖下標註說明。趨勢圖應說明所在的頁次，

P.38-P.54為後附件 1-108環境監測資料擷取出來，應與表格

D的說明作對照，而本次申報表出現 2個附件 1，前一附件

1為 107年環境監測資料造成混淆。 

(4) 圖表標示與顏色選配宜注意黑白印刷之可區辨性。 

(5) 宜補充歷年環境監測數據，以供比較。 

4. 表格 F，近 3年裁罰次數為 5件，主要違規內容為空污及水污

等情形，應有將裁罰事件之原因與其解決方案內化為內部作業

之 SOP，另外 107.8.10工廠固態廢棄物進料區堆放之廢棄物自

燃發生火災遭環保局停止固定污染源之操作，後續檢討雖已於

表格 G說明，惟請一併修正更新表格 F內容。  

5.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含現地追蹤查核)共 49項：已改善/回覆

35項；改善中/尚須說明 14項： 

改善中/尚須說明 14項： 

(1) P.76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1，本次申報資料仍未蓋填報機構印

鑑，請於下次補蓋。 



2 
 

(2) P.76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2，請再釐清所謂濕式滲出水由何處

產生，如何收集及相關監測數據及監測頻率。 

(3) P.78 改善中/尚須說明(5)、P.80 新增追蹤事項(2)、P.83 李委

員現勘意見 8、P.84 官委員現勘意見 1、2、4、P.85 馮委員

現勘意見 2請持續更新改善情形，並建議量化相關改善成果

以利後續向外界說明。 

(4) P.81新增追蹤事項(3)，請於下次申報時提供 108年秋季歲修

後相關藥劑實際使用情形及 NOx排放改善成果。 

(5) P.84官委員現勘意見 3，後續如需辦理環評變更，請再持續

更新辦理情形。 

(6) P.85 官委員現勘意見 6、7，如現場已有改善，請檢附相關

照片佐證。 

(7) P.87 顏委員現勘意見 3，有關 PM2.5監測規劃，請再更新說

明第三方監測公司提建議方案結果。 

(8) 請於各項查核意見編號，以利後續比對追蹤改善情形。 

本次新增追蹤項目 4項： 

(1) 本案自更換開發營運主體迄今，已完成之改善事項包括那些?

那些歷年之缺失事項尚未完成，請重新盤點有關環評追蹤事

項之改善缺失，並訂定合理之改善期程，設備汰舊更新規劃

宜列出項目、預定完成時間以及實際完成時間，以利追蹤管

考，若已完成宜檢附照片。 

(2) 有關廠內自主管理事項，尤其是針對 VOC逸散、臭味逸散

及廢氣污染物排放等自主管理事項，應訂定完善管理或警示

指標，以作為落實管理之依據。 

(3) 重新檢視歷年之追蹤改善事項，另對於擬辦理處理量增量之

合理性，宜先予以合理評估相關之必要性。 

(4) 空污問題宜有更精進之作為，以降低污染總量。 



 
 
 
 
 
 
05. 長春石化－長春關係企業麥寮廠變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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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 

審 查 結 論 及 承 諾 事 項 申 報 表 」 書 面 審 查 意 見 - 

長春關係企業麥寮廠變更計畫 

1. 表格 B，請補充說明歷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有關空污排

放、用水、排水、節水、節能等總量限制執行情形。 

2. 表格 D 

(1) 附件一排放管道 104~107年檢測結果明細表，部分監測項目

近 3 年監測數值呈現上升趨勢且已達法規限值 80%之預警

值，包含 P.審-1 長春石化醋酸廠排放管道 P102 監測項目

TSP(1.6ppm5.5ppm)、P103監測項目 TSP(1.3ppm4ppm)、

NOx(61.4ppm86.3ppm)、 排放管 道 P104 監 測項 目

NMHC(11ppm84ppm) 及 P106 監 測 項 目

NMHC(3ppm16ppm)，P.審-2 長春樹脂甲醛/三聚甲醛廠

SOx(2.7ppm3.8ppm)，雖未超過許可標準，惟建議宜進一

步分析原因並規劃相關因應作為。  

(2) 附件一排放管道 104~107年檢測結果明細表，部分監測數值

為近 3年記錄最高值，包含 P.審-3大連化工聚四亞基醚二醇

廠 P301NMHC(61ppm)及 P.審-4大連化工 1.4丁二醇廠一廠

P406NMHC(161ppm)，雖未超過許可標準，惟建議宜進一步

分析原因並規劃相關因應作為。 

(3) P.26廢水處理監測僅有 pH、COD及 SS檢測項目?應確認，

另此廢水檢測為長春人造樹脂股份有限公司廢水廠放流

口?(P.56)或有其他放流口? 

(4) 各監測趨勢圖說請置於表格 D 後，另部分趨勢圖仍未標註

開發前背景值、環評承諾值及法規限值，請補充，若該監測

項目無相關限值，則請於圖下標註說明。另報告中部份圖標

文件過小，無法區辨閱讀，請改進。 

3. 表格 F，有關 107年 5月 15日放流水 COD超標受罰一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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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原因及具體改善內容，應有將裁罰原因及解決方案內化為

內部作業之 SOP，避免後續再度發生，另未註明 108年度是否

未受處分。 

4.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共 13項：已改善/回覆 8項；改善中/尚

須說明 5項： 

改善中/尚須說明 5項： 

(1) P.79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1，同意於申報表格中彙整歷年節能

與節水成果，並每年持續更新實際執行結果。 

(2) P.79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2(2)，由於煙道檢測頻率為 1年/次，

請於下次申報時提報 108年之監測結果，持續關注其變化情

形，建議必要時應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以避免超標，另請將近

3年監測數值製成趨勢圖以利掌握變化趨勢。 

(3) P.81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5(1)，請詳細說明廠內 CEMS系統品

保品管機制。 

(4) P.81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5(2)，請於下次申報時更新說明廢氣

燃燒塔 NOx與 VOCs即時監測裝設後續評估之進度。 

(5) P.81 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5(3)，請於下次申報時更新說明

DeNOx設備裝設之進度。 

本次新增追蹤項目 3項： 

(1) 建議本案仍應針對環境監測數據之變化趨勢，以妥適之統計

分析方法探討差異性及趨勢變化，同時進行減輕對策合宜性

之檢討與改善，以落實環境監測執行之意義。 

(2) 對於 CEMS 監測數據之有效性與管理機制宜有妥適之

QA/QC管理之改善作為。 

(3) 請說明本案回收水之使用狀況，彙整歷年回收水使用成果並

分析成果供主管單位參考。 



 
 
 
 
 
 
06. 歐欣環保－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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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 

審 查 結 論 及 承 諾 事 項 申 報 表 」 書 面 審 查 意 見 - 

南 區 ( 龍 崎 廠 ) 事 業 廢 棄 物 綜 合 處 理 中 心 

1. 表格 B，請補充說明歷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有關空污排

放、用水、排水、節水、節能等總量限制執行情形。 

2. 表格 D， 

(1) 已檢附近 3年各監測數據的變化趨勢圖於附件。 

(2) P.16-P.17，辦理情形中推測 108年第 2季部分地表水河川水

質未符標準之原因可能為採樣前降雨之雨水沖刷影響，然又

敘明採樣日前之降雨量係符合採樣作業指引之規範，則水質

不良是否另有原因，宜予探究。 

(3) P.25有關地面水體水質超標之異常狀況之說明，請提供有關

環保署二仁溪二層橋之監測數據以供佐證。 

3.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共 5 項：已改善/回覆 4 項；改善中/尚

須說明 1項： 

P.49 前次審查意見回復 3(3)，請再具體說明有關水土保持

計畫場址裸露地植栽綠化之內容。 



 
 
 
 
 
 
07. 台塑相關企業－麥寮六輕相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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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8 年度上半年「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 

審 查 結 論 及 承 諾 事 項 申 報 表 」 書 面 審 查 意 見 -  

台 塑 企 業 － 台 塑 關 係 企 業 麥 寮 六 輕 相 關 計 畫 

1. 表格 C，請補充說明於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之虞時，配合各級主

管機關採取之緊急防制措施依據，及空污排放量削減規劃因應

內容。 

2. 表格 D 

(1) P.D1-7 由空品測站監測項目 NMHC 及 THC 之趨勢可知，

麥寮站及台西站於 107 年後有明顯改善，可嘗試探究其原

因，並持續進行，或可連帶改善土庫站至今未見好轉之情

形。 

(2) P.D1-11逸散性氣體平均濃度變化趨勢，氨氣趨勢圖顯示麥

寮中學監測值常態性高於六輕行政大樓及台西國中監測

值，宜分析可能之原因。 

(3) P.D1-13台西光化站丙烯月平均濃度變化趨勢圖，107年 12

月監測數值大於 6ppb，為近 3年最高值，宜持續監測並分

析可能之原因。 

(4) 表格 D附件，彙整 3年地下水水質監測資料即可。 

(5) 部分監測項目趨勢圖仍未標註開發前背景值、環評承諾值

及法規限值，請補充，若該監測項目無相關限值，則請於

圖下標註說明。 

(6) 放流水及雨水大排之水質檢測項目，應不只 pH、COD 及

SS，其餘項目皆未說明或以趨勢圖說明近 3年趨勢。 

3. 表格 E 

(1) 請補充有關 108年 4月 7日台化芳香烴三廠爆炸相關陳情

紀錄說明。 

(2) 相關陳情紀錄請保持近 3年資料即可。 

4. 表格 F 

(1) 108.2.21裁罰之說明，如該油水分離池為停止無使用，應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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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並不該有污染狀況，應再釐清。 

(2) 相關裁罰紀錄請保持近 3年資料即可。 

(3) 歷年裁罰事件之原因與解決方案應內化為內部作業之

SOP。 

5. 表格 G，前次監督事項共 24 項：已改善/回覆 16 項；改善中/

尚須說明 8項： 

改善中/尚須說明 8項： 

(1) P.107 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1，前次審查意

見 2(2)，請持續監測底泥之砷監測值變化趨勢。 

(2) P.107 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2，前次審查意

見 2(3)，請持續監測麥寮沿海浮游植物平均密度變化趨勢。 

(3) P.107 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5，前次審查意

見 3(2)，有關進行異味排放預測評估與模擬部分，請於下

次申報時更新回覆說明異味地圖建置進度。 

(4) P.107 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7，前次審查意

見 4(4)，指設備元件洩漏率由 103 年 0.12%下降至 108 年

0.06%，意味本廠區全部的設備元件在過去 5年已逐一檢測

洩漏並更新或修繕? 

(5) P.107 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7，前次審查意

見 4(5)，請於下次申報時更新有關項次 3 中，無法密閉收

集之 10個釋壓裝置改善評估之後續處理結果。 

(6) P.107 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9，前次審查意

見 5(3)，請於下次申報時更新有關循環式流體化床鍋爐後

段新增乾式排煙脫硫設備之進度。 

(7) P.107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12，前次審查意

見 5(6)，未列明 FPM與 CPM排放特性，宜再補列。 

(8) P.107年下半年工業局審核意見辦理情形 G12，前次審查意

見 6(3)，請於下次申報時更新有關循環式流體化床鍋爐增

設選擇性觸媒還原設備(SCR)，及進行觸媒活性檢測結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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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 

本次新增追蹤項目 8項： 

(1) 有關底泥中砷之監測與檢測頻率，為釐清其污染來源，宜

建議其進行環境差異分析及檢討報告，以作為底泥污染來

源與判定之參考依據。 

(2) 灰塘之監測項目及結果為何，是否與開發前環境背景值互

相比較，以利釐清灰塘對海域水質之影響。 

(3) 歷年違反法規事件之彙整，雖已有相關缺失改善之說明，

然為善盡及符合廠內自主管理之精神，建議宜重新檢視與

彙整，並回應相關具體之作為。 

(4) 對於 CEMS 監測數據之有限性與管理機制，宜有妥適之

QA/QC管理之改善作為。 

(5) 除節水改善外，應再說明歷年回收水使用成果。 

(6) 已規劃設置 12座異味站，宜列出預定完成時程表與分析檢

測項目及方法。 

(7) 108.4 液化石油氣管線破裂之原因分析與後續改善作為規

劃與執行情形宜補充說明。 

(8) 請補充 RDF使用狀況。 

6. 追蹤申報表格格式已有更新，請於下次申報時使用更新的表格

進行填報，以利後續審查。 



 

 

附件五、108年下半年度環境影響評估現地追蹤會議

紀錄 

 

01. 台塑企業－麥寮六輕相關計畫 



 

 

 

 

 

 

01. 台塑企業－麥寮六輕相關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