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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義 1、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撰寫注意事項 

申請表 

1 畜牧業種類 確認其畜牧業種類與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者登記證書影本所登載之家畜禽種類具一致

性。 

2 厭氧發酵天數 確認厭氧發酵天數是否與檢附水污染防治許

可證(文件)所登載之天數具一致性，或為個

別計畫審查結果核定天數。 

3 沼液沼渣 確認沼液、沼渣之來源程序(經厭氧發酵後/

經厭氧發酵後再經曝氣處理後)是否與計畫

書所說明之來源程序一致。 

4 沼氣收集方式 確認其沼氣收集方式(紅泥沼氣收集袋/其他)

之合理性。 

5 施灌農地 確認施灌農地為自有土地或非自有土地，倘

為非自有土地，其計畫書應檢具共同執行沼

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之合約或同意書影

本。 

6 施灌方式 確認施灌方式(溝灌/漫灌/其他)是否與計畫書

所說明之施灌方式一致。 

7 應變緩衝天數 確認倘計畫書登載之沼液沼渣施灌申請量為

全量施灌，其應變緩衝量應至少為10天。 

8 水污染防治許

可證(文件)管理 

確認倘計畫書登載之沼液沼渣施灌申請量為

全量施灌，其應變措施是否採行排放廢污水

於地面水體，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是否

有意願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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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壹、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基本資料 

一、 沼液沼渣農地

肥分使用者 

1. 確認「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名

稱」、「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登記

證書編號」、「負責人」、「通訊地址」、

「聯絡人」、「聯絡電話」、「傳真」、「E-

mail」等是否有完整填寫。 

2. 確認「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名

稱」、「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登記

證書編號」、「負責人」等等內容是否

與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登記證書

影本所載之內容具一致性。 

二、 農地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名稱 

確認「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名

稱」、「登記證編號」、「負責人」、「通訊地

址」、「聯絡人」、「聯絡電話」、「傳真」、

「E-mail」等是否有完整填寫。 

 

一、畜牧場基本資料 

1-1 畜牧場登記證

書影本 

確認與計畫書「壹、畜牧場、農地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及沼液沼渣農地肥分

使用基本資料」欄位填寫資料一致。 

1-2 沼液沼渣檢測

報告 

檢測項目之檢測值及檢測單位與附件檢測

報告一致。 

 

二、申請施灌農地資料 

2-1 共同執行沼液

沼渣農地肥分

使用計畫之合

約或同意書影

本  

1. 確認「場名」、「負責人」、「地址」等內

容是否與畜牧場登記證所登載之內容一

致。 

2. 確認是否有蓋大小章，且大小章名稱與

畜牧場登記證所登載「場名」、「負責

人」一致。 

3. 填寫簽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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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灌農地資料 1. 確認地下水流向及所擇定之地下水上

游、下游監測點位置及井深。 

2. 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水流方向不明確或施

灌農地區域位址之民井地下水位太低，

代表性不足者，得以附近環保主管機

關、水利主管機關、地方農田水利會或

專家學者所屬監測井之監測資料為佐

證。 

2-3 地下水水質背

景值檢測 

1. 確認地下水流向及所擇定之地下水上

游、下游監測點位置及井深。 

2. 井深不超過50公尺。 

3. 說明偵測極限。 

4. 檢測項目之檢測值及檢測單位與附件檢

測報告一致。 

5. 採樣日期為申請日之前半年內。 

6. 同一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施灌於

二以上之鄰近農地，其地下水水質得以

一施灌農地之監測值為之。 

2-4 土壤品質監測 1. 採樣深度0~20公分。 

2. 檢測項目之檢測值及檢測單位與附件檢

測報告一致。 

3. 土壤品質得採個別施灌區域內之土壤個

別樣品混合物代表此區域之土壤平均濃

度值。 

2-5 示意圖 1. 標示地下水水位高度。 

2. 標示地下水/土壤採樣點。 

3. 標示地下水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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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沼液沼渣輸(運)送方式及路線 

3-1 輸(運)送方式 1. 管線輸送：確認管線材質、尺寸、配管

方式、輸送量之合理性，並註明馬力型

式。 

2. 槽車輸送：確認車輛型式、最大載運

量、沼液沼渣最大裝載量、運送頻率

等，並提出運送車輛與容器照片。 

3-2 輸(運)送路線 1. 確認輸(運)送路線以產業道路為主，且

避開住宅密集區。 

2. 將畜牧場位置、施灌地位置，以及輸

(運)送路線以地圖繪製方式清楚標示。 

四、施灌作業 

4-1 沼液沼渣施灌

數量、方式、

頻度、用途  

1. 確認農作物生長期程、可收割次數、沼

液沼渣施灌頻度、施灌方式(灑施/漫灌/

溝灌)。 

2. 確認施灌地總面積、沼液沼渣總申請

量、每公頃施灌地之施灌量、每年可提

供作物之含氮量等，以及沼液沼渣申請

量之合理性。 

3. 施灌深度一般砂質地土壤不超過3公

分、中質地土壤不超過5公分、黏質地

土壤不超過7公分。 

4-2 施灌紀錄  確認是否製作紀錄表格式，其紀錄表是否

具可操作性。 

4-3 暫停沼液沼渣

作為農地肥分

期間之因應措

施  

1. 說明施灌的限制條件或必須暫時停止施

灌的狀況(如氣候及遇民眾抗爭等)，以

及停止施灌期間之處理方式，並確認其

合理性。 

2. 確認停灌標準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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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測事項 

5-1 地下水水質監

測項目及頻率  

1. 確認地下水監測項目，以及監測頻率

(監測頻率至少半年1次，即豐、枯水期

各1次)。 

2. 如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氨氮達地下水污染

監測標準時，應監測施灌農地範圍上下

游之地下水背景值。 

5-2 土壤品質監測

項目及頻率  

確認土壤監測項目，以及監測頻率(監測頻

率至少1年1次)。 

 

附件 

1 沼液沼渣基本

資料 

沼液沼渣特性與成分

分析檢測報告影本 

檢測項目之檢測值

及檢測單位與與計

畫書內容一致。 

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

衡圖  

平衡圖應包含完整

的廢水處理流程與

單元、廢水及污泥

流向及水量，以及

最終處理處置方式

與處理量。 

2 農地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基本資

料申請相關同

意書 

○○果菜生產合作社

登記證/農地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表格已簡化僅需取

得得所有權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簽名

簽名即可。 

施灌農地之地籍謄本

影本或土地建物查詢

資料影本或所有權狀

影本 

施灌農地編號、土

地所有權狀與計畫

書內容一致。 

非自有土地的土地使

用與地下水及土壤採

樣同意書影本 

1. 施灌農地編號、

土地所有權狀與

計畫書內容一

致。 

2. 簽名並填寫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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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運)送方式 輸(運)送車輛及容器

照片 

確認運送車輛與容

器照片與計畫書內

容之比對合理性。 

4 施灌作業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

用施灌紀錄表 

確認是否製作紀錄

表格式，其紀錄表

是否具可操作性。 

5 監測事項 施灌範圍之地下水背

景值檢測資料影本 

檢測項目之檢測值

及檢測單位與與計

畫書內容一致。 

施灌範圍之土壤特性

及背景值檢測資料影

本 

檢測項目之檢測值

及檢測單位與與計

畫書內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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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義 2、各縣市申請案之審查委員意見彙整 

一、土壤及水質監測 

1.1 水質、土壤監測背景數值合理性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由申請者所提供資料中，表 3 為使

用農地地下水質背景值項目，銨態

氮(NH4
+-N)在上、下游檢測結果，均

較污染監測標準值 (0.25 mg/L)為

高，請業者能加以改善，至於其他檢

測項目，皆符合污染監測標準之規

定。 

農場地下水背景值偏高，可能是地

下水質的關係，畜牧場將配合政府

做好監測合乎污染監測標準之規

定。 

下游井氨氮與上游井差異大，請再

確認。 

上游及下游井之地下水氨氮測值無

誤，皆小於污染監測標準限值

(0.25mg/L)。 

土壤銅、鋅全量測值偏低，請確認分

析方法? 

分析方法為 NIES S301.60B 土壤中

重金屬檢測方法-微波輔助王水法，

而檢測數據經再次檢核，已將土壤

重金屬測值補正。 

計畫書第 7 頁表 3，下游井的導電

度、氨氮、總磷都遠低於上游井，從

圖 1 看施灌地相對位置，也顯示下

游井方位看比較不適合，如有更好

的位置可考慮更換。 

參考環保署於 105年 11月頒布之法

令最新監測點採樣原則，單案可於

澆灌農地附近取一處具代表性點位

作未來監測之用，遂本案依地下水

流向，改以環保署監測井(○○國小)

作為後續沼液沼渣施灌監測點位。 

缺土壤質地分析之檢測報告，農地

為砂質壤土之依據為何?(P.9) 

參考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土壤資料庫

系統擴展與在國土保安應用網站之

土壤 GIS 查詢系統資訊，下為網站

資訊：http://taiwansoil.tari.gov.tw/ 

Web.Net2008/index_1/main1-1.aspx 

附件中，土壤電導度測定方法，統計

表與檢驗報告不一致，應予以修正。

(附件 P.14、P.15) 

目前環檢所未訂有土壤導電度檢測

標準方法，故以農委會建議之學術

上常用測定方法進行測定，相關資

訊已補充至附件 P.15。 

申請書 P.7 有些無土壤質地，請補

充。 

已補充土壤質地。 

附件中，土壤電導度之測定方法。統

計表與檢驗報告不一致，應予以修

正。(附件 p.15、p.16~p.18) 

土壤導電度樣品係以土水比 1：5之

比例加入去離子水進行測定，已比

對報告內文及附件報告數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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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牧場與○○牧場(二)兩案之下

游監測井水採自不同地號，但監測

值完全相同，請確認。 

已更正報告名稱。 

P9 地下水下游之 EC 值較上游高約

3-4 倍，銨態氮高約 10 倍，請敘明

原因。 

參考雲林縣口湖地區土壤鹽化現象

的研究(97 年)及鹽度對厭氧氨化反

應之研究，雲林口湖地區經歷年研

究顯示，土壤鹽度空間分布大致以

內陸向海岸遞增，本場區距海岸線

僅 6公里，地下水上、下游之 EC值

差異越明顯，地下水的鹽度亦會影

響氨氮轉化為硝酸氮鹽的轉化效

率，故呈現 EC值高，銨態氮值亦高

之情況。 

土壤導電度係飽和液或 1:5 測出？

查統計表與檢測報告並不一致

(p10、附件 p14、p15~p17) 

土壤導電度樣品係以土水比 1：5之

比例加入去離子水進行測定，已比

對報告內文及附件報告數據一致。 

 

1.2 水質監測井位置、監測項目及採樣頻率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地下水水質監測應註明含上、下游

井。 

已註明於五、監測事項。 

P.6 表 3 中地下水質背景值中之

NH4
+-N偏高以外，下游井之井深 96 

m 應屬地下抽水井，可尋找附近之

監測井取代。 

經本公司農場與檢測中心討論，目

前並無合適的監測井，所以仍用該

井。 

地下水水質監測頻率宜 1 年 2 次，

並含豐、枯水期各 1次。 

地下水水質監測頻率已修正為 1 年

2次，並含豐、枯水期各 1次。 

由申請者所提供資料，沼渣沼液農

地肥分使用農地地下水質背景值

(表 3)和農地土壤特性及背景值(表

4)，均初步符合污染監測標準。 

無 

請業者能於規定期限內，仍要確實

做好農地地下水水質及農地土壤特

性背景值等項目之監測。 

本場將確實依規定頻率進行地下水

水質及農地土壤監測。 

上游井未提停灌標準，下游井之停

灌標準值計算錯誤。 

已修正為區域水井之氨氮檢測結果

超過區域監測井背景值之 1.5 倍(即

為.32 mg/L)。 

 



9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地下水水質監測，應註明含上、下游

井採樣 2 次含豐、枯水期，且監測

項目宜完整列出。 

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同表 3 背景值

之檢測項目，如導電度(EC)、銨態氮

(NH4
+-N)或氨氮；此外，監測採樣為

1年採樣檢測 2次(含豐、枯水期)。

已補充於計畫書 5-1 地下水水質監

測項目及頻率。 

由申請者所提供資料，沼渣沼液農

地肥分使用農地地下水質背景值

(表 3)和農地土壤特性及背景值(表

4)，均初步符合污染監測標準。 

無 

請業者能於規定期限內，仍要確實

做好農地地下水水質及農地土壤特

性背景值等項目之監測。 

本場將確實依規定頻率進行地下水

水質及農地土壤監測。 

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水質狀況引用○

○國小之監測井資料可以接受，但

業者聲稱施灌地點下游無監測井則

不符法規。審查者並不知道施灌地

點下游是否真的無任何井可借用，

惟恐申請施灌者規避監督而未吐

實，建議主管機關協助搜尋可用作

監測之任何井(民井也可)，以利此案

之通過。 

本牧場及施灌農地區域的地理位

置，因右側(下游處)鄰近卑南溪、左

側鄰近關山大排等，南側亦有關山

人工濕地，本區域水圳系統發達，取

水便利，現址周遭確實無相關地下

水井(含民井)的設置，絕無隱瞞；將

依委員意見，取距離本牧場最近之

地下水井監測數值修正計畫書。 

地下水採樣井是在施灌地的上游，

無法反應沼液沼渣施灌對地下水的

影響。建議尋找一個位於下游的地

下水採樣井。 

依據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理辦法第 70條之 2第五項，其地下

水井得以施灌農地區域位址之民井

或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為之，且施灌

地點下游緊鄰卑南溪，水圳系統發

達，鄰近地區無地下水井可作為監

測井；惟將依委員意見，取距離本牧

場最近之地下水井監測數值。 

地下水監測井只有一口，且無法評

估施灌後對地下水質之影響。 

因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氨氮未達地下

水污染監測標準，故無需監測上下

游兩口地下水井之地下水背景值。 

請確認地下水採樣井的位置是在施

灌地裡，從計畫書第 11頁看是沒在

施灌地裡面。 

因附近地區水圳系統發達，無以地

下水澆灌農田之需求，且地下水採

樣井沒有限制須在施灌地中，故選

擇牧場內之地下水做為地下水監測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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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D-2、D-3灌施點距離瑞祥牧場的監

測井較遠，但地下水背景值以它為

參考基準尚屬合理。惟 D1、D2、D3

之地下水下游處因已接近卑南溪幹

流，申請此案之業者便聲稱此範圍

無地下水監測井可採用。建議主管

機關應協助協尋可能之民井以配

合，否則此案之申請不符合法條之

規定。 

地下水部分已新增一民井做為D-2、

D-3農地之下游監測井。 

申請施灌農地資料缺第 2-3 節，無

法瞭解施灌區地下水水質情形。 

該區域無地下水井資料可供參考，

亦無合適民井可供監測。 

缺地下水流向及採樣點的圖示。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附件第 22 頁至第 27 頁之同

意書，請敘明地下水、土壤採樣監測

位置，並請地主簽名。 

已按意見補於 P.12、P.13。 

地下水流向未標示，且僅有一口上

游監測井，將難以監測施灌對地下

水質之影響。 

地下水流向係以水利署地理資訊倉

儲中心內之地下水井水位高度進行

判斷，已按意見修正。 

地下水監測井只有一口不足。土壤

監測點未明確說明，本案施灌農地

達 4.23公頃，監測點建議以 3點或

以上為宜。 

該地區並無使用地下水井之習慣，

且亦缺乏相關單位監測井；另本案

採樣採該農地之混樣，已補充說明。 

本案建議能增加下游監測井，並參

考上列意見修正後再審。 

該地區並無可用民井，且缺乏相關

單位監測井。 

由圖示之地下井水位，無法判斷地

下水流向。 

已按意見修正，補充說明地下水流

向。 

p.6 表 3銨態氮NH4
+-N上游井高達

1.93%除偏高，是否可另尋監測井，

否則同下游差異太大。 

已另取水利署地下觀測井-○○鄉

公所代替。 

申請書第 9 頁，表 3 中銨態氮超過

0.25mg/L。 

目前僅針對超過地下水中氨氮濃度

超過 0.25 mg/L做監測，並訂定監控

目標作為未來年度執行規劃，本計

畫案已訂定如超過背景值 1.5 倍將

列入停灌之標準。 

地下水與土壤之監測採樣點希能以

較適當比例尺標示清楚，以利了解

其與畜牧場所在地及施灌農地之相

關位置與合理性。另監測頻率請考

量於豐枯水期各監測一次。 

1.已針對計畫書地下水與土壤之監

測採樣點之圖示進行比例尺標示。 

2.已修正地下水之監測頻率為半年

一次(豐、枯水期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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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p.11 上游井(○○國小)未標示於圖

上，請補充。 

已補充於計畫書。 

申請書 p.11地下水監測井離施灌地

至少有 3 km，請修正較近之距離。 

已補充地下水上游點位○○段○○

○地號採樣結果。 

 

地下水與土壤之監測採樣點示意

圖，希能以較適當比例尺標示清楚，

以利了解監測採樣點與畜牧場所在

地及施灌農地之相關位置與合理

性。另地下水上下游監測點請盡可

能擇在施灌範圍外，且不宜距離過

遠，以具代表性。還有，依地下水流

向，大○國小及仁○國小之地下水

流似不會流經施灌區域，則失其代

表性，請再擇適當水井監測。 

已補充比例尺及指北針，已增加一

處上游採樣點(○○段○○○地號)

數值作為背景值，以符合實際所需。 

地下水與土壤之監測採樣點示意

圖，希能以較適當比例尺標示清楚

並標註圖例及圖號，較為清楚並利

了解監測採樣點與畜牧場所在地及

施灌農地之相關位置與合理性。另

地下水上下游監測點請盡可能擇在

施灌範圍外，並標註所在地經緯度，

以利爾後監測位置之確認。 

已補充適當比例尺標示清楚並標註

圖例及圖號至圖 2.3-2、圖 2.4-1、圖

3.2-1。 

表三中，地下水井○○國小，何以與

圖面之測站不符？(p.11) 

已修正計畫書 P.11。 

地下水水質監測，宜註明上下游水

井及其位置(p18)。 

已補充於計畫書 P.8。 

 

1.3 土壤監測點位置、監測項目及採樣頻率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土壤品質監測未說明監測點數量及

地點，本案施灌農地有 7 地號，達

36.95公頃，故規劃之監測點不宜過

低。 

土壤已監測點為 3 點，土壤特性與

背景值之檢測資料列於 2-4 土壤品

質監測，並已於施灌地標註土壤監

測點。 

土壤質地未檢測。 經查詢自然環境資料網站，周遭土

壤為壤土質地，已補充說明於計畫

書 2-3土壤品質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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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土壤監測點有幾處?位置?且監測項

目未完整列出。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同表 4 背景值之

檢測項目，如導電度(EC)、銅(Cu)、

鋅(Zn)；監測點為○○段○○及○-

○○地號兩處農地混合採樣，每 1

年於施灌地之表土(0~20 公分)採樣

檢測 1 次。已補充於計畫書 5-2 土

壤品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表 4 中，「土壤飽和萃取液 EC」宜

修正為「土壤 EC」。 

土壤飽和萃取液 EC 為水污染防治

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70 條

之 2 第六項之規定施灌農地土壤品

質檢測項目。 

土壤監測方面，D-2、D-3因鄰近，

可以等量混樣後送測一次/每年，D-

1則需單獨送測一次/每年。 

無 

土壤總磷之測值偏低，而檢驗報告

所引用文獻包括總磷與有效性磷等

分析方法，請確認測值是總磷還是

有效性磷? 

土壤檢測測值確認為總磷測值，而

非有效性磷。 

農地土壤共五處，面積差異大，宜注

意混樣之代表性。 

本案申請之施灌農地共 5 處(A, B, 

C, D, E),土壤監測點 1 為施灌農地

A、B之混樣，土壤監測點 2為施灌

農地 C、D、E之混樣，詳計畫書 P.6、

P.7。 

農地土壤樣本 B 之採樣深度 15~30 

cm，與所附報告不符。 

採樣深度為 0~20 cm。 

農地土壤 EC，宜註明土水比 1：5。 已按意見修正。 

土壤監測點未明確說明。本案施灌

農地達 4.37 公頃，監測建議能有 3

點或以上為宜。 

本申請案件土壤監測共有三點。 

計畫書第 15 頁所列之土壤品質監

測項目包括「pH」、EC、「TP」、Cu、

Zn、土壤質地，與表 4 實際之背景

值檢測項目不一致。 

已按意見修正。 

施灌第二區，土壤特性背景值是否

同意採用混成樣品分析或採樣法，

詳述在申請書中。 

土壤採樣:依土地大小比例分配 A-1

採 2 點、A-2 採 8 點、各約 1 公

斤，混合後取約 5 公斤送交○○有

限公司採樣人員。 

土壤地號多，共 21處，宜將鄰近地

號整合為幾區(如 4區)，並說明每次

本案以簽屬同意施灌面積最大之三

塊施灌地作為土壤監測位置，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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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之採樣點數。 達到最大監測比例，並於每個採樣

地號分別採樣 5 點進行混樣，強化

監測效果。 

 

二、沼液沼渣成分分析與施灌量計算 

2.1 沼液沼渣檢測方法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沼渣沼液分析，TN測值<0.01%，不

宜以 1000mg/L作為施灌之依據，宜

採用環保署廢水分析標準方法重測

TN及 NH3-N，並修正施灌計畫。 

已 重 新 以 廢 水 方 法 (NIEA 

W423.52C)檢測本場沼液總氮量，檢

測值為 79.8 mg/L，詳計畫書 P. 3。 

計畫書第 3 頁表 1，總氮應填入實

測值，請確認樣品是沼液還是沼液

沼渣混合，名稱勿混淆。 

已重新以廢水檢測方法 (NIEA 

W423.52C)檢測本場沼液總氮量，檢

測值為 79.8 mg/L。 

本案之施灌僅以沼液部分，未有沼

渣混入，已修正。 

廢水水質分析報告的樣品名稱，如

果只是沼液，就不要寫成沼液沼渣，

如為兩者混合，請註明比例。 

本案申請僅為沼液澆灌，並無沼渣

部分，已修正。 

 

2.2 沼液沼渣成分及產生量合理性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沼液全氮濃度僅 69.4 mg/L，採樣之

代表性堪慮。 

本場採用牛舍乾式清潔處理，以鏟

裝機加掛橡皮刮糞斗方式，刮除牛

糞尿，再配合墊料式及牛床設計，廢

水來源主要為搾乳室之少量糞尿

水，因此沼液全氮濃度偏低。已於計

畫書中補充相關說明。 

本場養牛數大於 200頭(246)，沼液

量僅 1 CMD，請說明合理性。 

本場採用牛舍乾式清潔處理，以鏟

裝機加掛橡皮刮糞斗方式，刮除牛

糞尿，再配合墊料式及牛床設計，更

佳省水省工，故廢水量較少。已於計

畫書中補充相關佐證資料如報導資

料、照片及說明。 

計畫書第 3 頁表 1 沼液沼渣成分中

之 TN只有 69.4 mg/L，除非水量多

否則尿量多時，含氮量應會較高。 

本場採用牛舍乾式清潔處理，以鏟

裝機加掛橡皮刮糞斗方式，刮除牛

糞尿，再配合墊料式及牛床設計，廢

水來源主要為搾乳室之少量糞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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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水，因此沼液全氮濃度偏低。已於計

畫書中補充相關說明。 

廢水中之 TN 濃度偏高，採用管線

施灌需注意廢水濃度與污泥問題。 

 

未來採用管線施灌會注意此問題。 

沼液沼渣中之 TN 高達 1000 mg/L

之可能性不高，除非用水量非常少，

因未說明豬舍型式，一般沖洗式豬

舍難達此濃度；本案之沼液沼渣成

分與○○畜牧場一樣，何者有誤。

另，銅及鋅之單位為 mg/L。 

此兩案因檢測作業同時進行，且沼

液部分之檢測方式係採肥料檢測方

法，因此檢測數據多有低於偵測極

限之情形，數據呈現上多有類似，並

非誤植。 

且因是以肥料檢測方法檢測，因此

依此方法之檢測結果單位為mg/kg。 

另為後續之澆灌量計算，針對總氮

項目已進行重新檢測，總氮為 52.0 

mg/L。 

本案僅使用厭氣池之上澄液(即沼

液)，建議申請書第 4頁之分析表說

明為沼液。 

已更正為「養豬廢水經厭氧發酵後

之上澄液」。 

本案係申請「沼液」再利用，p.4之

表 1 請修正為「沼液」特性與成分

分析表。 

已按意見修正。 

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衡圖，請參考

水措許可之處理流程圖繪製，尤其

是污泥迴流與廢棄部分，另豬糞尿

452.8CMD 及堆肥 135.8CMD 之估

算依據，請補充說明。 

已更正附件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衡

圖與許可證核准內容一致，豬糞尿

估算每日每頭產生 0.02m3廢水。 

以每頭豬產生 20公升計算，3900頭

應為 78CMD，經固液分離後應低於

78CMD才是，水量平衡圖部分請再

檢視修正。 

已修正水量平衡圖。 

以每頭牛產生 100公升計算，240頭

應為 24CMD，經固液分離後應低於

24CMD 才是，另請補充水量平衡

圖，以為完整。 

已補充水量平衡圖於計畫書附件-

4，經調查歷年定期申報數值後，建

議以許可核准值及定期申報值最大

值進行計算，作為申請基準。 

附件 4 廢水處理流程之水量平衡圖

中固液分離階段之固體(堆肥)可減

少廢水量(3%以上)，可考量總廢水

量之減少。 

已補充水量平衡圖於計畫書附件-

4，經調查歷年定期申報數值後，建

議以許可核准值及定期申報值最大

值進行計算，作為申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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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作物施肥規劃與合理性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本場為規模較大的一貫化養豬場，

每日所排放之豬隻糞尿液亦較一般

豬場為多，該豬場之糞尿廢水，有經

15天厭氧發酵處理後，再將沼液沼

渣以管線輸送到種植原料甘蔗之農

地進行溝灌或漫灌，其施灌頻率乃

原料甘蔗收割後，每日再以管線及

溝渠輸送，可提供蔗田有機肥分之

使用。 

無 

本牧場為乳牛場，牛之每日排放之

糞尿排泄物，經由厭氧發酵 10 天

後，再將沼液沼渣以管線直接送到

種植狼尾草農地進行施灌(漫灌方

式)，每週施灌 1次，以提供狼尾草

農地有機肥分之使用，構思很好。 

 

無 

P.11 2-4之表 4中土壤特性及背景值

中之施灌地 D Zn 之含量已達

125mg/kg，需控管施用量。 

會控管沼液沼渣施用量。 

施灌計畫係於水稻收割後，則對作

物養分之吸收再利用助益有限。 

水稻施肥方式參考行政院農委會作

物施肥手冊，水稻施肥時間為水稻

收割後施以基肥，及插秧後 30天施

以追肥，非長期定期施肥。 

P.13 4-1-2施灌方式、頻度與用途中

之施灌量，可能需重新估算，每週一

次 10.6公頃，總施灌量 508.61公頃

約需 48次(48週)，水稻收割後，可

能沒有那麼長的時間可用。 

 

已更正為以槽車輸送 4 次、每次約

15.9公噸，施灌時間約 8周。 

申請書第 10 頁(5)施灌地每公頃的

施灌沼液量以及施灌氮量數據，均

高於三個地段的個別每公頃的施灌

沼液量，以及施灌氮量加總之後的

平均值，請確認數據的正確性。 

 

已更正三個地段每公頃沼液施灌量

及施灌氮量加總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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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A區紅藜生長期為 120天，即僅 17

週，且依施肥規劃應在第 10週前即

完成施肥，若每期作總施灌量為

4,582公噸計算，則施肥期間每週施

肥量應高於 143公噸。B、C區之估

算亦有同樣問題，請修正。 

A區之施肥規劃，每期在 10週前完

成施肥，則依每年兩期作總施灌量

為 4,582公噸，每期作約為 2,291公

噸，則每週施肥量約為 229公噸；B

區之施肥規劃，每年在施灌週數 40

週計算，施灌總量為 350 公噸，則

每週施灌量約為 9 公噸；C 區之施

肥規劃，在 25週前完成施肥，則依

每年總施灌量 4,873公噸，則每週施

肥量約為 195公噸。 

B 區蔬菜種植區是全年栽種，但僅

計算一期作之施肥量，是否有誤，還

是一年只種一期? 

B區蔬菜種植區為全年栽種(以兩期

計)，而計算有誤需氮量只採用一

期，因此每年每公頃之需氮量為 360

公斤，依照作物生長期施灌適量之

沼液。 

計畫書第 9 頁，氮施灌量應配合表

1總氮值之修改，重新計算。 

已依檢測之總氮數據(79.8 mg/L)重

新計算氮澆灌量，詳計畫書 P. 9。 

計畫書第 9頁「4-1-2沼液沼渣施灌

方式、頻度、用途」第 1 點中之沼

液進行澆灌，應屬漫灌或溝灌；第 3

點計算可得每年每公頃提供多少氮

及施灌之深度。 

一本案每年沼液澆灌量 8,176 公噸

(含氮量 79.8 mg/L)，每年約可提供

652 公斤氮量，施灌深度約 0.02 公

分。 

各樹種氮肥需求量，與沼液沼渣供

給之氮量是否合理，請補述。 

本案樹種含氮量引述自「施氮磷肥

對烏心石苗木形態及生理性質之影

響，民 85」及「生長在不同光度及

施肥量下闊葉樹苗木之光合作用及

葉綠素螢光表現，2009」 

P.12 4-1-1 施灌申請量，依附件 P.4

之水量平衡圖應屬全量施灌，非部

分施灌。 

已按意見修正。 

5. P.12 沼渣沼液與灌溉水混合比

為 1：2非(3)澆灌深度計算中之 1：

1。 

已按意見修正。 

施灌作物是否全部為竹子？表 4 的

採樣點有蔥及南瓜，請予以釐清。若

有竹子以外作物，施灌作業請修正。 

本案採樣為多塊農地混樣。已按意

見修正如計畫書 P.8及 P.10。 

計畫書第 7-9頁，施灌地的位置、種

植作物、土壤採樣點的資料要前後

一致。 

已按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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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計畫書第 10 頁「4-1-2 沼液沼渣施

灌方式、頻度、用途」，應說明預估

施灌量之依據，如麻竹筍樹齡、種植

欉數、施肥推薦量等。 

已按意見補遺於計畫書。 

施灌方式應詳述，例如馬達能力、口

徑、流量，含附件紀錄表中，施用量

(公噸)須整合詳述。 

2”PVC管，沉水馬達 1HP:0.2公噸

/分鐘* 分鐘= 公噸，相關資訊詳述

如計畫書。 

p.9 4-1-2 故每年可提供作物約 920

公斤的氮量。如提供量應述明「每年

每公頃」920公斤，或是施灌地能施

灌____氮量。 

由栽種作物類別，依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作物施肥手冊，換算可施灌氮

量，並補述於計畫書。 

施灌深度計算，每次 9.84噸/0.1390

公噸(A1)，但圖 2 及圖 3 皆看不出

A1所指為何處？。 

土地編號，已修正。 

A-1  坔○港段○○地號  

A-2  坔○港段○○地號  

B-1  坔○港段○○地號  

B-2  坔○港段○○地號  

B-3  坔○港段○○地號  
 

廢水施灌於水稻田較適用於基肥，

最多是一追，因肥分無法流至田尾，

則田頭易罹患稻熱病。 

將修正澆灌計畫內容，將沼液肥分

於成長期(7-40 天)分 6 次施灌，避

免田頭罹患稻熱病。 

菠菜之施肥計畫單位面積施灌量超

過推薦量，請修改。 

已更正菠菜施肥量為施灌量，因本

案為 2 期作，平均每公頃 307 公斤

氮肥，尚未高於每公頃需氮量

300~360公斤。 

申請書第 6頁請定義粗菜及幼菜。 已更正粗菜為甘藍菜，幼菜為菠菜。 

申請書第 9及 10頁，圖中施灌範圍

應放大。 

已更正。 

申請書第 13頁，再利用施作方式，

以漫灌方式，此與申請表溝灌不同，

請修正。 

已更正為溝灌、漫灌並行，漫灌以稻

米為主，其餘作物皆為溝灌。 

請補充輪灌方式，申請書第 13、15、

16、17頁表頭施肥量與表中施灌量

不一，請修正。 

已補充輪灌方式至 P.18，已更正申

請書第 13、15、16、17頁表頭「施

灌量」與表中「施灌量」一致。 

因農民耕作時間，其供應不定時及

不定量，請說明如何協調供應。 

已補充輪灌方式至計畫書 P.18。 

請補充水稻每期每公頃需氮量之資

料，並請註明各作物需氮量資料之

來源或出處，較為清楚。 

水稻每期每公頃需氮量 120~140 公

斤，本計畫案各作物需氮量資料之

來源為農委會作物施肥手冊，已補

充於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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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水稻施灌應採漫灌，請修正 p.1之施

灌方式包括溝灌與漫灌。 

已修正為漫灌。 

本案水稻僅於生長期(插秧後 7-40

天)施灌，請修正 P.14於各不同時期

施灌之說明。 

已修正為基肥施灌。 

西瓜、蕃茄、甘藍是否是種小苗，不

是播種? 

已修正相關說明，是計算種植小苗

後，至收成所需天數，以計算需氮量

與施灌量。 

P.16表 4-2，西瓜總施灌量應為 710 

mg/yr/0.7893ha，請修政，總申請量

亦一併修正。 

已修正施灌量及總申請量。 

請補充各作物之輪灌的施灌地。 已補充至計畫書 P.20。 

估計施灌量平均每公頃每期 116 公

斤氮肥，對水稻而言是否太高？

(p.14) 

本案依據農委會作物施肥手冊之各

作物需氮量及簽署農地面積進行澆

灌能量計算，已補充農委會作物施

肥手冊之各作物氮素推薦量至內

文。 

請敘明為溝灌與漫灌，同時並用或

可分區說明。 

本案種植作物為狼尾草，皆使用溝

灌進行施灌作業。 

沼渣沼液輸送係採施灌車，故勾選

管線宜修正(p11)。 

鄰近厭氧池之牧草地依現場委員建

議，改為管線施灌較為方便，故本場

為管線及槽車運送併行。 

 

2.4 依作物需求補充不足營養鹽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果樹結果期對鉀肥需求高，氮肥需

求低，而廢水氮/鉀比高，建議結果

期降低廢水施用量或另外補充鉀

肥，以降低對果品品質之影響。 

將參考意見建議農戶合適之澆灌方

式及注意事項。 

竹子氮素需求量 500 g/年，但表 5則

計算擬施灌 283.3 kg/年，顯有不當。 

麻竹筍每公頃以 500 欉計，以每欉

施用 500g 氮素(每公頃需氮量 250

公斤)，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申請

量為 448.2 公噸/年，每公頃施灌量

為 528.54公噸/年，又本案沼液沼渣

含氮量為 473mg/L，故每年可提供

麻竹筍每公頃約 250公斤的氮量。 

結束後之報告，請將每一施灌量總

和，換算為各施灌地每一公頃之施

灌氮量。 

依審查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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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沼液沼渣貯存、運輸與施灌方式 

3.1 貯存槽緩衝容積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書內容，是否

與申請書提供之厭氧發酵停留天

數、水量等相符，請再確認。 

水污染防治措施許可證之厭氧池發

酵停留時間為 276.48 小時(計 11.52

天)，核准最大用水量為 579.3 CMD。 

申請表是否漏填「6.應變緩衝容量」? 

請補填。 

本計畫書之核准最大處理水量為

700 CMD，實際之應變空間約為

8,222m3，應變緩衝容量為 11.75天。

根據第七十條之一第四款全量施灌

於農地，作為農地肥分者，應備有沼

液沼渣暫停施灌期間之應變緩衝容

量，惟本計畫書申請部分澆灌，無需

考慮應變緩衝容量。 

計畫書第 17頁，水量平衡圖與水污

染防治許可證中，皆未顯示各處理

槽之容積，尤以厭氧池，因此未知其

停留時間是否足夠。 

厭氧池停留時間係依據環保局核發

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中記載之各單

元停留時間，本案厭氧單元停留時

間達 23.67天，符合法規要求，詳計

畫書附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所附資料無法佐證厭氧發酵天數 5

天以上，建議補充。 

已補充厭氧發酵槽容積等資料於計

畫書。 

 

3.2 輸送規劃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P.9，4-2施灌紀錄中之沼液沼渣紀錄

採管線施灌，雖有操作方式，但缺管

線施灌之管線口徑，抽取馬達之馬

力及如何控制施灌量需加以述明。 

預計採用 2HP 馬力，3 管，揚程約

6公尺，依抽水馬達操作手冊性能曲

線，輸送水量約每分鐘 0.5公噸，2

小時施灌量約 60公噸，施灌時經常

查看，並經常查修管線，注意環保空

污問題，若有異味，立即停止施灌。 

P.9，4-3因應措施中之施灌車之控管

可省，改以管線施灌之管理。 

已按意見修正。 

將沼液沼渣以管線直接引流進行施

灌(漫灌)於狼尾草農地，平日也應注

意管線維護，並且在施灌期間仍應

重視環保(空污)之相關問題。 

本場將每週進行管線查修維護，避

免阻塞，並於施灌注意環保空污問

題，如有施灌產生異味，立即停止施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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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計畫書第 8 頁 3-2 輸送路線，拉管

線施灌，因跨越嘉南大圳，需注意管

線內沉澱污泥阻塞外，需提供管線

之長度距離、口徑、輸送之動力(馬

達馬力)等資料。 

本場將定期進行管線查修維護，避

免阻塞情形。輸送方式將採用 100

公尺 3英吋 PVC管線，輸送馬達馬

力為 2HP，揚程約 6 公尺，依抽水

馬達操作手冊性能曲線，輸送水量

約每分鐘 0.5公噸，故本場每週 7公

噸澆灌量，抽水馬達每週約運轉 14

分鐘，即可輸送 7 公噸水量。相關

說明已補充於計畫書中。 

P.7，3-2輸送路線，採管線施灌，未

標示管線之口徑、埋設方式、距離，

採用馬達之馬力及如何控制施灌

量。 

輸送方式將採用 50公尺 3英吋PVC

管線，輸送馬達馬力為 2HP，揚程

約 6 公尺，依抽水馬達操作手冊性

能曲線，輸送水量約每分鐘 0.5 公

噸，故本場每日 3.4公噸澆灌量，抽

水馬達每日約運轉 7 分鐘，即可輸

送 3.4公噸水量。相關說明已補充於

計畫書。 

將沼液沼渣以管線直接引流進行施

灌(漫灌)於狼尾草農地，平日也應注

意管線維護，並且在施灌期間仍應

重視環保(空污)之相關問題。 

本場將每週進行管線查修維護，避

免阻塞，並於施灌注意環保空污問

題，如有施灌產生異味，立即停止施

灌。 

計畫書 P.12~P.13中，每次約 26.4公

頃施灌量，已高於施灌裝載運量，故

槽車不可能每週只輸送乙次，請說

明或修正。 

已修正為每周輸送兩次，每次約

13.2公噸。 

施灌方式同樣擇一方式辦理：①P1

採漫灌 ②P.13 採灑施 ③P.29 紀錄

表註(1)噴灑(灑施) (2)溝灌  (3)漫

灌。採灑施需注意臭味之控管。 

(未修正) 

P.28 輸送車輛同ＯＯ牧場同一台

嗎？ 

運輸車輛為○○地區養豬戶共同購

買白鐵水槽，再承租車輛用以運送

沼液沼渣。 

計畫書 12頁，沼液沼渣之輸(運)送

方式，倘為槽車載運，建議應刪除

「3-2輸(運)送路線」一節「管線輸

送」之文字。 

已按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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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因缺第 11頁，未知是否有將管線施

灌之埋設與配管方式加以說明。 

本案在管線施灌部分，管線前端材

質為 2英吋以上(依各地段施灌量而

異)之 PVC管材或其他適用之管材，

而管線由畜牧場槽體連接至農地之

貯存桶再利用管線輸送至各農地或

由管線直接輸送至農地澆灌。 

請補充說明施灌之操作方式，如每

車次載運容量及施灌面積，及每次

施灌時之施灌水深度。 

已補充本案之施灌之操作方式包括

車次運載容量、施灌面積及施灌深

度。 

計畫書第 8 頁，缺沼液沼渣輸送方

式及路線，包括輸送方式及輸送路

線。 

已補充沼液沼渣輸送方式及路線為

以管線漫灌。 

請確認為施灌的部分，是否繼續進

行厭氣處理，不是好氣(曝氣)處理。 

未施灌之沼液部分則依原畜牧場之

三段式廢水處理流程，符合放流水

標準後始得放流。 

計畫書第 4頁「四、施灌作業」中，

施灌量太少了(占總量 0.8%)；「4-1-

2沼液沼渣施灌方式、頻度、用途」

中，未說明採用何種方式施灌，漫灌

或溝灌，已及是否可均勻施灌；本案

施灌方式以槽車及管線進行沼液運

輸，其中管線非本案方式。 

以實際總氮檢測數據計算澆灌量為

2,824公噸/年(占總量 16.1%)。 

另澆灌方式係以槽車載運至各施灌

農地進行漫灌。 

P.9輸送方式，採用 1/2馬力抽水機

及 11/4”口徑管線。因輸送 500 公

尺遠及轉折點，是否馬力大小易造

成阻塞不順現象。 

本案管線依將依地勢而設，並使用

經固液分離後之沼液，故阻塞可能

性極低。 

P.12 4-1-2施灌方式中，以管線輸送

至施灌農地應改為槽車輸送。 

已按意見修正。 

P.15 4-3 因應措施中之管線管理應

改為槽車管理措施。 

已按意見修正。 

申請表填寫之施灌方式為「溝灌」，

與計畫書第 10 頁所說明之再利用

施作方式「漫灌」不一致。 

已修正申請書。 

p.8管線，請補充說明布線方式及材

質等。監測井（圖 2）請補充定位資

料。 

以 2英吋 PVC管線輸送並於約 5公

尺設一開關，做為灌溉調節用，管線

輸送路線如圖 3。另監測井資料已補

充於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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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申請書第11頁施灌車之貯水桶載運

量 2公噸，容積太小，可加大容積。 

已將本案 1 車次載運量修改為 4 公

噸。 

管線之輸送相當長，需提供如何達

到輸送正常及防止阻塞以及量之控

管。 

本案將於管線輸送設置 2 處加壓中

繼站，且以上澄液進行施灌減少阻

塞機率，並利用施灌時間作為施灌

量之計算基礎，於每次施灌後，填妥

於施灌表單。 

申請書 p.12、p.13，圖上請加上施灌

地之說明，p.13 車輛行經路線更改

較為明顯之顏色。 

已修正。 

車輛與容量，請補充正、側、後面圖。 目前車輛尚未購買，僅以範例圖代

替，將於購買後補上。 

本案依 3-2 輸送路線說明，並沒有

管線施灌，請刪除 3-1「管線」輸送

方式選項。 

鄰近厭氧池之牧草地依現場委員建

議，改為管線施灌較為方便，故增加

管灌方式，並於計畫書說明。 

請補充 P11管線配置圖。 已補充至圖 3.2-2(P.13)。 

請補充管灌之管線之設置與操作管

理。 

已補充至「4-3暫停沼液沼渣作為農

地肥分期間之因應措施」中，另管灌

管線圖亦已補充，管線巡查紀錄補

充於 P.16施灌紀錄。 

 

3.3 停灌緊急應變措施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計畫書第 9頁 4-3因應措施，第 3點

遇雨季或不適合施灌時，沼液沼渣

需貯存餘厭氧發酵設施或其他，因

採厭氧後施灌，厭氧設施不能當貯

存槽，其他設施則未說明容積外，計

畫書第 13頁附件 1-2水量平衡圖中

也未標示廢水流程與容積，需加以

說明或提供水措之各處理階段之容

積。 

本場廢水處理設施流程及容積資料

已補充於第 13頁水量平衡圖中。可

作為緊急應變貯存槽體有調整池 1-

2、曝氣池及沉澱池，合計容量 102

公噸，本場每天廢水量 1 公噸，估

計可貯存 102天廢水量。 

P.8，4-3因應措施加入管線之操作管

理。 

本場將每週進行管線查修維護，避

免阻塞，並於施灌注意環保空污問

題，如有施灌產生異味，立即停止施

灌。已補充說明於計畫書 4-3 暫停

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期間之因應

措施。 

 



23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接管施灌地的兩地段，如何測量經

管線施灌量，請補充說明。 

兩地段管線施灌量計量方式為管線

主幹管設置水表以作定量。 

地下水水質監測結果各指標有明顯

上升趨勢將停灌，不夠具體。 

已補充具體停灌標準，說明如下： 

1. 若地下水上、下游監測點之水

質低於污染監測標準(第二類)，則於

施灌期間內，此監測點之水質達污

染管制標準(第二類)立即停止施灌。 

2. 如於施灌期間內土壤監測點之

土壤品質檢測結果達土壤污染監測

標準之限值，立即停止施灌。 

計畫書第 10頁「4-3 暫停沼液沼渣

作為農地肥分期間之因應措施」中，

若以管線輸送則槽車之因應措施可

省，改說明管線之因應措施。 

暫停沼液沼渣因應措施說明如下：

若管線因破損、阻塞或其他原因而

無法輸送沼液，則應盡速修復，並在

復原期間內將沼液貯存於厭氧發酵

設施或其他儲存空間，或處理至達

放流水標準後排放於許可之排放管

道。 

下游井之銨態氮背景值已低於限值

(0.25ppm)，停灌標準應以地下水監

測標準為宜。 

已修正下游井停灌標準為地下水監

測標準。 

依地下水井監測資料，上下游水質

尚符合環保署訂定「地下水污染監

測標準」，建議停灌指標，可採氨氮

大於監測標準值二倍，即 0.5mg/L，

請參考。 

為保護地下水水質，已修正下游井

停灌標準為地下水監測標準。 

下游井氨氣之停灌標準計算錯誤，

因 2 倍為 0.14mg/L，建議可採

0.25mg/L(p.21)。 

已修正下游井停灌標準為地下水監

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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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氣污染防制 

4.1 沼氣收集利用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本場因採用溝灌或漫灌進行甘蔗田

之施灌，建議於施灌期間，仍應做好

環保措施。另外有以紅泥沼氣袋收

集沼氣(甲烷)，平日亦能善加利用沼

氣以作為牧場能源之使用。同時仍

要確實做好農地地下水質及施灌農

地土壤特性背景值之監測。 

本場於施灌時會做好環保措施，如

施灌後看是否有需清理溝渠及注意

施灌量是否溢出。至於紅泥沼氣袋

之沼氣，本場可能與公司再詳加討

論是否建立沼氣發電系統，綠能再

利用。並且確實做好農地地下水質

及施灌農地土壤之監測。 

本場以紅泥沼氣袋進行沼氣(甲烷)

收集，期盼業者能善加利用沼氣來

作為牧場能源使用。 

本場目前收集沼氣已作為保育豬舍

保溫使用，全場無另外使用電力保

溫，節能減碳。 

儘速設置沼氣收集設施，完成後才

可布置施灌管線。 

已完成設置，如所附照片。 

應於會後 1 個月內修正申請書及設

置沼氣收集設施及施灌管線。 

依審查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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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5.1 資料缺漏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計畫書 P.5 漏填農地所有權人的土

地登記證編號。 

已補正。 

計畫書 P.8 同意書影本建議改寫為

農地所有權人等 4人較佳。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 P.1，基本資料農地所有人，

請依地籍謄本填寫。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 P.5中，農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及使用人之「登記證編號」欄位應

填寫呂○○先生之「身分證字號」。 

已補上。 

(應為土地登記證編號) 

計畫書 P.8中，漏蓋牧場大小章。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第 3 頁、第 6 頁之農地所有

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為「林○

○」，與計畫書附件 6之土地登記第

一類地籍謄本登載之所有權人「○

○縣」不一致。 

林○○與○○縣皆為土地所有權

人，已補上租賃契約。 

施灌地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 

人稱應述明，附件中應以「簽名」為

主而不是蓋章。 

已按意見修正。 

申請書第 2業請補蓋畜牧場章。 已補正。 

計畫書附件第 8 頁，缺於下表農地

施灌資料，請補充以為完整。 

此部分文件頁數較多，為減少紙類

資源浪費，使用附件光碟燒錄檔，未

來修正報告將檢附紙本文件於報告

中。 

計畫書 P.19，水量平衡圖未具任何

處理單元之流量數值，請補上。 

已補上。 

計畫書第 19頁，請標註全水量，排

放量等數據。 

已補充各處理單元之流量。 

P.19 水量平衡圖缺水量之數據資

料。 

已補充各處理單元之流量。 

P.10 表 3，農地地下水水質背景值

缺，需補入。 

已補正。 

P.19 1-2 處理流程水量平衡圖未完

整標示放流量。 

已補充各處理單元之流量。 

P.19 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衡圖中缺

廢水量之數據說明。 

已補充各處理單元之流量。 

計畫書第 8頁，未填寫簽約日期。 已補上簽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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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申請書第 44頁施灌記錄表只有(A)、

(B)兩地段，沒有包含(C)地段的紀錄

位置，請修正。 

已補上(C)地段紀錄位置。 

計畫書第 14頁，廢水處理流程不會

只有厭氣處理。 

原圖僅顯示削減流程示意圖，本畜

牧場廢水理設施有調勻池、厭氣池、

沉澱池、活性污泥池，已修正為完整

處理流程圖。 

計畫書第 9頁，缺施灌紀錄表附件；

另施灌方式應與最前面申請表勾選

的施灌方式一致。 

已補充施灌紀錄表並統一為漫灌。 

計畫書第 8 頁圖 3 及第 7 頁圖 4，

請標明施灌農地之地段地號或編

號。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第 7 頁表 2 之「座標與監測

點」欄位，請補充說明施灌農地是否

為地下水、土壤監測點。 

已補充說明監測點位置。 

請補附輸(運)送車輛及容器照片 已補充。 

各作物需氮量資料之來源或出處請

註明，較為清楚。 

本案係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作物

施肥手冊及農試所之建議施灌方

式。 

 

5.2 誤繕或計算錯誤 

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地下水 NH4
+-N之停灌標準，上、下

游井均計算錯誤。 

已按意見修正。 

P.9，4-1中部分施灌量 21,600公頃/

年，4-1-2 中每日 60 公噸，同 P.14

廢水量平衡圖相符，但每日 60公噸

一年應是 21,900公噸。 

 

已更正為 21,900公噸/年。 

計畫書第 7 頁表 4 中 EC 單位，統

一用 μS/cm。 

已修正為 μS/cm。 

計畫書 P.9 中，表 2 施灌地編號 B

至 D-2之地段「新○段」，與計畫書

P.20至 P.26之土地所有權狀登載之

地段「溪○段」不一致。 

 

已修正為溪○段。 

地下水 NH3-N 之單位，「%」為

「mg/L」之誤。 

已修正為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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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計畫書第 11 頁與第 12 頁所標示牧

場位置不一致。 

圖中白色建築物皆為○○牧場之範

圍。 

計畫書第 19頁，圖中的施灌量要跟

計畫書第 13頁計算量要一致。 

已更正為 1.4 CMD。 

計畫書 P.10，表 3中 NH4
+-N銨態氮

之單位應修正為“mg/L”，地下水

井座標修正為：N=23.058○○○ , 

E=121.175○○○。 

單位及座標均已修正。 

計畫書第 11頁，表 4 土壤 D-1、D-

2、D-3之導電度(EC)值分別為 7.09 

μS/cm、7.48 μS/cm、7.34 μS/cm，

另計畫書第 32-35 頁所檢附之檢測

報告中，其土壤 D-1、D-2、D-3之

導電度(EC)值分別為 359 μS/cm、

57 μS/cm、51 μS/cm，煩請釐清。 

已依檢測報告修正。 

農地土壤樣本 B 之 pH 值 20.3，顯

有錯誤。 

pH 質係為誤植，應為 6.1，已修正

於計畫書 P.6。 

計畫書第 10頁，沒有使用施灌車，

相關文字應刪除。 

已刪除相關文字。 

計畫書第 4頁，「二、申請施灌農地

資料之申請施灌事業者的地址有

誤，與計畫書第 2 頁畜牧場登記證

書不符。 

係為誤植，已修正。 

計畫書附件會勘紀錄表不是○○牧

場的文件。 

係為誤植，已刪除。 

計畫書第 10-11 頁三個表格施灌量

的總和是 520公頃，跟第 10頁所寫

525公頃不一致。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附件第 4 頁的圖中所示施灌

量跟計畫書第 10 頁的計算值要一

致。 

已按意見修正。 

P.10 4-1-2方式、頻度、用途中之合

計施灌農地為 0.70公頃是否有誤，

應為 4.37公頃。 

已按意見修正。 

施灌紀錄格式如附件第 16頁，應改

為第 28頁。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第 12 頁沼液稀釋比例在(1)

與(3)所寫的不一致。 

 

已按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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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與修改方向 

計畫書附件 4 圖中所示施灌量要跟

計畫書第 12頁的計算數據要一致。 

附件 4圖所標示數據為 CMD。計畫

書第 12頁所標示為全年施灌量。 

計畫書附件 6 表格管理人名字跟簽

名不相同。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附件 9 所列報告是下游水

樣，但是計畫書第 9 頁卻是上游，

兩者對不起來。 

已按意見修正。 

計畫書第 3 頁右下方農地所有人的

用印應該為施灌地的所有人，不是

○○牧場。 

已按意見修正。 

 

 



 

 

 

 

 

附錄一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範本 1)  



 



 

申請表 

 

1. 畜牧業產生之糞尿經厭氧發酵後產生之沼液、沼渣，施灌於農地，作為農

地肥分，應符合下列規定，始能提出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1 畜牧業種類 ■非草食性動物（豬）□草食性動物（牛） 

2 厭氧發酵天數 10天 

3 沼氣收集方式 ■紅泥沼氣收集袋□其他__________ 

4 施灌農地 □為申請之畜牧業者所有■共同執行沼液沼渣農地肥

分使用計畫之合約或出具同意書 

5 施灌方式 □溝灌■漫灌□其他___________ 

6 應變緩衝容量 部分施灌 

備註1 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七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

畜牧業者，應檢具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向農業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後，報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備

查，並依登記事項運作。 

備註2厭氧發酵天數，其為非草食性動物之畜牧業至少十天以上；其為草食

性動物之畜牧業至少達五天以上，並應定期排出沼液、沼渣，另厭氧發酵

設施應能妥善收集沼氣。 

備註3應變緩衝容量至少十天，得由厭氧發酵設施或其他貯存設施提供，厭

氧發酵設施設施容量超出規定之容量，得計入應變緩衝容量。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計畫書 3 

2. 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時，應由畜牧場及農地使用人共同檢具沼液沼渣

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如下表所示)，向農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計畫書 4 

一、畜牧場基本資料 

1-1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 

○○○牧場位於○○縣○○鄉○○段8○○、8○○、8○○地號，畜牧場登記證號為農飼養登

字第300001○○○號，總畜養登記頭數800頭，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如下：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計畫書 5 

1-2 沼液沼渣檢測報告 

本案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係經厭氧發酵後養豬沼液沼渣，特性及分析資

料如表1： 

表1. 沼渣沼液特性及成分分析表 

項目 
pH 

氫離子濃度指數 
EC 

導電度 

TN 

總氮 

TP 

總磷 

Cu 

銅 

Zn 

鋅 

單位 － μS/cm mg/L mg/L mg/L mg/L 

檢測值 7.09 6270 473 35.6 N.D. 0.941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莊○子會同○○縣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105年11月01日 

檢測單位：國立宜蘭大學檢驗中心，其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檢測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

試驗研究機構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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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施灌農地資料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計畫書 7 

2-2 施灌農地資料 

林 ○ 德 擬 使 用 ○ ○ ○ 牧 場 沼 液 沼 渣 施 灌 於 

范○明農地，施灌農地地號、面積及作物別詳如表2，地籍謄本影本如附

件。 

表2. 施灌農地所有人、地號及明細 

編號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土地所

有權

人、管

理人或

使用人 

有無地

下水井 
種植作

物 
土壤質

地 
座標與監測

點 

A-1 ○○縣 ○○鄉 ○○段   8○○ 1.41909 林○德 無 南瓜 
砂質壤

土 

N=23.○○

○○○○, 

E=121. ○

○○○○○ 

土樣 A-1及

A-5混樣 

A-2 ○○縣 ○○鄉 ○○段  8○○ 0.163128 林○德 無 麻竹筍 
砂質壤

土 

N=24. ○○

○○○

○,E=121. 

○○○○○

○ 

土樣 A-2及

A-3混樣 

A-3 ○○縣 ○○鄉 ○○段  8○○ 0.092288 林○德 無 麻竹筍 
砂質壤

土 

N=24. ○○

○○○○, 

E=121. ○

○○○○○ 

土樣 A-2及

A-3混樣 

A-4 ○○縣 ○○鄉 ○○段  7○○ 0.593763 林○德 無 麻竹筍 
砂質壤

土 

N=24. ○○

○○○○, 

E=121. ○

○○○○○ 

A-5 ○○縣 ○○鄉 ○○段  8○○ 0.041433 林○德 無 南瓜 
砂質壤

土 

N=24. ○○

○○○○, 

E=121. ○

○○○○○ 

土樣 A-1及

A-5混樣 

A-6 ○○縣 ○○鄉 ○○段  
7○○

-○ 
0.297615 林○德 無 蔥 

砂質壤

土 

N=24. ○○

○○○○, 

E=121. ○

○○○○○ 

土樣 A-6 

簽署面積合計 2.607317公頃 

施灌面積合計 2.607317公頃 

資料來源：1.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http://maps.nlsc.gov.tw 

                    2.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土壤資料庫系統擴展與在國土保安應用網站土壤 GIS 查詢系統。  

http://taiwansoil.tari.gov.tw/Web.Net2008/index_1/main1-1.aspx 

http://map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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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土壤品質監測 

2-4-1土壤特性背景值 

土壤採樣點如圖2所示；有關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及背景值之檢測資

料，詳如表4。 

 
圖2 土壤品質監測採樣點 

 

表4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農地土壤特性及背景值 

項目 採樣深度 
土壤質

地 

pH 

酸鹼值 

EC 

導電度 

Cu 

銅 

Zn 

鋅 

TP 

總磷 

單位 cm － － μS/cm mg/kg mg/kg mg/kg 

A-6 

(121.○○○○○○, 

24. ○○○○○○) 

0~20 
砂質壤

土 
- 25 37.1 117.7 - 

A-2及 A-3混樣 

(121. ○○○○○○, 

24. ○○○○○○) 

0~20 
砂質壤

土 
- 54 58.3 179.7 - 

A-1及 A-5混樣 

(121. ○○○○○○, 

24. ○○○○○○) 

0~20 
砂質壤

土 
 27 36.6 89.7  

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食用作物農地) 
－ － － － 120 260 － 

註：導電度測定之土壤樣品係以土水比1：5之比例加入去離子水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莊○子 會同○○縣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105年11月01日，檢測單

位：國立宜蘭大學檢驗中心，其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檢測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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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沼液沼渣輸(運)送方式及路線 

3-1輸(運)送方式 

■管線：使用1馬力抽水機，1.5吋管線，每小時可輸送約沼渣沼液4公噸至

施灌農地。 

□施灌車附載貯水桶 

3-2輸(運)送路線 

由○○牧場拉管線至周邊各施灌地。其管線與施灌地分布如圖3。 

 

圖3  沼液沼渣管線運送至施灌地的運送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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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灌作業 

4-1沼液沼渣施灌數量、方式、頻度、用途 

4-1-1沼液沼渣施灌申請量： 

□全量施灌(需有貯留設施)    公噸／年 

■部分施灌，施灌量1950.792公噸／年，其餘畜牧糞尿經廢水處理設施處

理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及放流水標準規定後放流。 

□其他：                                    

   4-1-2沼液沼渣施灌方式、頻度、用途： 

(1)再利用施作方式 

畜牧場經厭氧處理後之沼渣沼液以管線運輸送至施灌農地，以厭氧處

理後之沼渣沼液與灌溉水1:2之比例漫灌；合計施灌農地為2.607317公頃，

合計施灌經厭氧處理後沼液為1950.792公噸，本案沼液沼渣含氮量為

473mg/L，每公頃農地施灌量約為748.199公噸，每年可提供作物約922.7公

斤的氮量。 

(2)再利用程序及施用時機 

A、麻竹筍 

於麻竹筍收割後，每日以管線輸送1次(270次/年)、每次約為1.66公噸沼

液沼渣至施灌地；施灌方式為以管線將沼液沼渣直接送到施灌地與灌溉水

以1:2比例進行漫灌方式進行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本案麻竹筍施灌地面積總計為0.849179公頃，每公頃以500 欉計，以每

欉施用500g 氮素(每公頃需氮量250公斤)，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申請量為

448.2公噸/年，每公頃施灌量為528.54公噸/年，又本案沼液沼渣含氮量為

473mg/L，故每年可提供麻竹筍每公頃約250公斤的氮量。另以本案最小施

灌地面積0.092288公頃估算，每日施灌1次，每次最大施灌量0.181公噸，沼

液與水混合約0.543公噸，施灌深度約0.3公分。 

本案麻竹筍採收頻率為1期/年，每年9-10月暫停施灌，共計施灌期間達

9個月，採收後每日施灌一次，總施灌次數270次，每次施灌量約為1.66公

噸沼液。 

表5、麻竹筍施灌量計算 

鄉鎮市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沼渣沼液 

輸送模式 

沼渣沼

液每次

運輸量 

(m3) 

每年施灌

次數 

沼渣沼液 

每年施灌量 

(m3) 

年可獲得

氮肥量
(kg) 

○○鄉 ○○段 8○○ 0.163128 管線 0.319 270 86.13 40.73 

○○鄉 ○○段 8○○ 0.092288 管線 0.181 270 48.87 23.12 

○○鄉 ○○段 7○○ 0.593763 管線 1.16 270 313.2 148.14 

    合計 0.849179 -- 1.66 270 488.2 2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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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南瓜 

於南瓜收割後，每日以管線輸送1次(336次/年)、每次約為4.004公噸沼

液沼渣至施灌地；施灌方式為以車輛將沼液沼渣直接送到施灌地與灌溉水

以1:2比例進行漫灌方式進行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本案南瓜施灌地面積總計為1.460523公頃，推薦施肥量每公頃需氮量約

500公斤，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申請量為1345.344公噸/年，每公頃施灌量

為921.138公噸/年，又本案沼液沼渣含氮量為473mg/L，每年可提供南瓜約

636.346公斤的氮量故每年可提供麻竹筍每公頃約435.7公斤的氮量。另以本

案最小施灌地面積0.041433公頃估算，每日施灌1次，每次最大施灌量0.104

公噸，沼液與水混合約0.312公噸，施灌深度約0.1公分。 

本案南瓜採收頻率為2期/年，採收前2周停止施灌，共計施灌期間達48

周，採收後每日施灌一次，總施灌次數336次，每次施灌量約為4.004公噸沼

液。 

表6、南瓜施灌量計算 

鄉鎮市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沼渣沼液 

輸送模式 

沼渣沼

液每次

運輸量 

(m3) 

每年施灌

次數 

沼渣沼液 

每年施灌量 

(m3) 

年可獲得

氮肥量
(kg) 

○○鄉 ○○段 8○○ 1.41909 管線 3.891 336 1307.376 618.388 

○○鄉 ○○段 8○○ 0.041433 管線 0.113 336 37.968 17.958 

    合計 1.460523 -- 4.004 336 1345.344 636.346 

C、蔥 

於蔥收割後，每日以管線輸送1次、每次約為0.468公噸沼液沼渣至施灌

地；施灌方式為以管線將沼液沼渣直接送到施灌地與灌溉水以1:2比例進行

漫灌方式進行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本案蔥施灌地面積總計為0.297615公頃，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申請量

為157.248公噸/年，每公頃施灌量為528.53公噸/年，又本案沼液沼渣含氮量

為473mg/L，故每年可提供蔥每公頃約250公斤的氮量(農委會蔥施肥原則推

薦量為240-275公斤氮素/公頃/年)。另以本案最小施灌地面積0.297615公頃

(施灌地 A-2)估算，每日施灌1次，每次最大施灌量0.468公噸，沼液與水混

合約1.404公噸，施灌深度約0.1公分。 

本案蔥採收採收頻率為4期/年，直至採收前2周暫停施灌，共計施灌期

間達48周，採收後每日施灌一次，總施灌次數336次，每次施灌量約為

0.468公噸沼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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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蔥施灌量計算 

鄉鎮市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沼渣沼液 

輸送模式 

沼渣沼

液每次

運輸量 

(m3) 

每年施灌

次數 

沼渣沼液 

每年施灌量 

(m3) 

年可獲得

氮肥量
(kg) 

○○鄉 ○○段 
7○○-

○ 
0.297615 管線 0.468 336 157.248 74.378 

    合計 0.297615 -- 0.468 336 157.248 74.378 

 

 (3)沼渣、沼液申請量計算 

本案施灌地面積總計為2.607317公頃，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申請量為

1950.792公噸/年，平均每公頃施灌量為748.199公噸/年，又本案沼液沼渣含

氮量為 473  mg/L，故每年可提供作物約922.7公斤的氮量。 

(4)輪灌方式 

本案依種植作物及種植面積之氮肥需求量，每天上午(9~11)及下午

(13~15)兩時段以管線運送，施灌原則為全數農地完成一次施灌後，再進行

下一輪施灌，確保每一處簽署麻竹筍可充分運用沼液沼渣，如因作物生長

需求限制，可依生長情形進行沼液沼渣施灌調整並記錄於施灌表單，以便

查核。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計畫書 13 

4-2 施灌紀錄 

每次施灌均記錄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地點、日期、氣象狀況、沼液

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操作方式及量，紀錄表格式如附件第18頁。 

表8  ○○○牧場   年度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於種植          紀錄表 

日期 
氣象狀況 

(請圈選) 
施用區域 地號 

施用方式 

(請填代號) 

施用量 

(公噸) 

施用農友 

簽名 
備註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施用方式代號 噴灑(灑施)(2)溝灌(3)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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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暫停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期間之因應措施 

◎自中央氣象局發布大雨、豪雨特報日起，至解除日後三日之期間，暫停

施用；風雨停息後，應等到人員車輛可於田間作業時，再恢復施灌。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期間如果遇到抗爭，立即停止施灌，並向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提出報告，待狀況排除經該會同意後，再恢復施灌。 

◎若遇雨季或不適合施灌時，經厭氧發酵後之沼液沼渣需貯存於厭氧發酵

設施或其他貯存設施，或處理至符合達放流水標準後排放於許可之排放

管道。 

◎管之埋設與管理措施：每周巡查管線是否正常運作，如發生溢漏，須待

檢修完成後，方可繼續進行施灌作業。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期間，每 1 年/每   月/其他頻率(      )向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及直轄市、縣（市）環保局提送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紀錄及監

測評估報告。若發生沼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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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止施灌。(提醒!倘背景值已超出標準，建議提

出停灌的上限值或倍數) 

※上游井之氨氮檢測結果超過地下水監測標準值(即為0.25 mg/L) 

※下游井之氨氮檢測結果超過地下水監測標準值(即為0.25 mg/L) 

※其他監測項目(硝酸鹽氮、銅、鋅)檢測結果達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

標準之限值(硝酸鹽氮50 mg/L、銅5 mg/L、鋅25 mg/L)。 

※土壤檢測結果達土壤污染監測標準(食用作物農地)之限值 (銅120 

mg/kg、鋅26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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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測事項 

5-1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同表3背景值之檢測項目，如氫離子濃度指數

(pH)、導電度(EC)、銨態氮(NH4
+-N)、硝酸鹽氮(NO3

--N)、總磷(TP)、銅

(Cu)、鋅(Zn)；此外，監測採樣頻率為 1 年/每   月/其他頻率(  )採樣檢測2次

(即豐、枯水期各採樣1次)。 

5-2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同表4背景值之檢測項目，如氫離子濃度指數

(pH)、導電度(EC)、總磷(TP)、銅(Cu)、鋅(Zn)、土壤質地；每 1 年/每   

月/其他頻率(      )次於施灌地之表土(0~20公分)採樣檢測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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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項目 內容 
計劃書附

件頁次 

1.沼液沼渣基本

資料 

■沼液沼渣特性與成分分析檢測報告影本 2 

■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衡圖及厭氧發酵設備容量佐證資料 4 

2.農地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基本資料申

請相關同意書 

■      果菜生產合作社登記證/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5 

■施灌農地之地籍謄本影本或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影本或所有權狀影

本 
6 

■非自有土地的土地使用與地下水及土壤採樣同意書影本 14 

□其他(                                                   ) - 

3.輸(運)送方式 □輸(運)送車輛及容器照片 - 

4.施灌作業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施灌紀錄表 16 

□其他(                                                   ) - 

5.監測事項 

■施灌範圍之地下水背景值檢測資料影本 17 

□施灌範圍之土壤特性及背景值檢測資料影本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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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畜牧場沼液沼渣特性與成分分析檢測報告影本 

 

廢水水質分析報告 

採樣地點： ○○○牧場厭氧發酵槽 

採樣時間：105 年 11月01日 

天氣：晴 

樣品數：養豬場厭氧發酵後沼渣沼液1件 

採樣人員：技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說明：○○○牧場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分析結果： 

項目 
pH 

氫離子濃度指數 
EC 

導電度 

TN 

總氮 

TP 

總磷 

Cu 

銅 

Zn 

鋅 

單位 － μS/cm mg/L mg/L mg/L mg/L 

檢測值 7.09 6270 473 35.6 N.D. 0.941 

分析參考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0。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擊法。(NIEA 

W424.52A)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0。水中導電度測定方法-導電度計法。(NIEA W203.51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2。水中氨氮之流動分析法-靛酚法。公告字第

1010096377號。(NIEA W437.52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4。水中總氮檢測方法。(NIEA W423.52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0。水中磷檢測方法－分光光度計／維生素丙法。(NIEA 

W427.53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3。水中金屬及微量元素檢測方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

射光譜法。(NIEA W311.53C) 

本報告僅供環境監測參考，不具法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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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衡圖 

本場處理○○○牧場養豬沼液沼渣，許可登載計800頭，許可排放水量24.6CMD。 

 

 

 
 

 

 

 

 

 

 

 

5.454CMD

19.146CMD

5.345CMD

19.255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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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果菜生產合作社登記證/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含施灌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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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灌農地之地籍謄本或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列出所有施灌農地之地籍謄

本、土地所有權狀或租賃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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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非自有土地的土地使用與地下水及土壤採樣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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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施灌紀錄表 

 

○○○牧場   年度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於種植          紀錄表 

日期 
氣象狀況 

(請圈選) 
施用區域 地號 

施用方式 

(請填代號) 

施用量 

(公噸) 

施用農友 

簽名 
備註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段

___地號     

施用方式代號 噴灑(灑施)(2)溝灌(3)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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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灌範圍之土壤特性及背景值檢測資料 

 

土壤分析報告 

採樣地點：○○○牧場簽署農地 

採樣時間：105 年11月01日 

天氣：晴 

樣品數： 土壤3件 

採樣人員：  

說明：○○○牧場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分析結果： 

項目 採樣深度 
土壤質

地 

pH 

酸鹼值 

EC 

導電度 

Cu 

銅 

Zn 

鋅 

TP 

總磷 

單位 cm － － μS/cm mg/kg mg/kg mg/kg 

竹林園+蔥園 

(121.○○○○○○, 

24. ○○○○○○) 

0~20 
砂質壤

土 
- 25 37.1 117.7 - 

竹林園 

(121. ○○○○○○, 

24. ○○○○○○) 

0~20 
砂質壤

土 
- 54 58.3 179.7 - 

南瓜園 

(121. ○○○○○○, 

24. ○○○○○○) 

0~20 
砂質壤

土 
 27 36.6 89.7  

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食用作物農地) 
－ － － － 120 260 － 

註：導電度測定之土壤樣品係以土水比1：5之比例加入去離子水 

分析參考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8。土壤酸鹼值(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S410.62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4。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王水消化法(NIEA 

S321.64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3。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NIEA  M104.02C)  

土壤肥料學會。1995。土壤分析手冊第14章：磷。P.253-273。土壤肥料學會編印。Andersen, 

J. M.,1976：An ignitin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total phosphorus in lake sediments. Water 

research 10(4)：32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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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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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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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筆記欄 

                                 

                                 

                                 

                                 

                                 

                                 

                                 

                                 

                                 

                                 

                                 

                                 

                                 

                                 

                                 

                                 

                                 

                                 



 

 

 

 

 

附錄二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範本 2)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申請表 1 

1.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7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沼液沼渣

農地肥分使用者註 1，應檢具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使用計畫（以下簡稱沼液

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向農業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查

同意後，報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備查，並依登記事項運作，其沼

液、沼渣作為肥分，應符合下列規定。 

1 畜牧業種類 □非草食性動物（例如：豬） 

■草食性動物（例如：牛） 

2 厭氧發酵天數 ■五天□十天□個別計畫審查結果核定__天註 2 

3 沼液、沼渣 ■經厭氧發酵後 

□經厭氧發酵後再經曝氣處理後 

4 沼氣收集方式 ■紅泥沼氣收集袋□其他__________ 

5 施灌農地 ■為申請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所有 

■共同執行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之合約或出

具同意書 

6 施灌方式 □溝灌□漫灌■以灌溉水混合溝灌或漫灌 

7 應變緩衝容量

（僅適用全量施灌者

填寫） 

十天 

■厭氧發酵設施 25.75 天 

■其他貯存設施 16.92 天 

■曝氣處理設施 24.45 天註 3
（以採再經曝氣處理者為限） 

8 水污染防治許

可證（文件）管

理（僅限全量施灌之

既設業者且已取得水

污染防治許可證（文

件）填寫） 

(1)全量施灌：■是□否 

(2)應變措施採行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是□否 

(3)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願意保留 

□無須保留註 4 

註 1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指畜牧業或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中心（或沼氣再利用

中心）之經營管理業者。 

註 2 厭氧發酵天數，其為非草食性動物之畜牧業至少 10 天以上；其為草食性動物之畜

牧業至少達 5 天以上，並應定期排出沼液、沼渣。但農業主管機關依個別計畫審查

結果另為核定厭氧發酵天數者，依其核定之厭氧發酵天數。 

註 3 應變緩衝容量至少 10 天，得由厭氧發酵設施、曝氣處理設施（以採再經曝氣處理

者為限）或其他貯存設施提供，厭氧發酵設施容量超出規定之容量，得計入應變緩

衝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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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 全量肥分使用者，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5 項

第 5 款規定，免申請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因全量個案再利用者亦無排放廢

（污）水於地面水體，爰比照該規定，免申請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對於既

設全量肥分使用者或個案再利用者，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保留或廢止，

規定如下（流程如附圖 2）： 

1. 農業主管機關 

(１) 審核肥分使用計畫或個案再利用時，應先確認事項如下： 

甲、是否全量施灌。 

乙、是否採行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之行為。 

丙、有否意願保留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２)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完成肥分使用計畫或個案再利用時，應一併將肥分使用計畫或

個案再利用核准資料，通知環保主管機關。 

2. 環保主管機關 

(１)接獲農業主管機關通知時，應確認 8(1)、(2)、(3)事項，均為「是」，則為願意保

留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如(3)事項為否，則為不願意保留水污染防治許可

證（文件）。 

(２)確認既設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不願意保留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時，

應依 1.農業主管機關確認丙、為無意願保留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之申請，

辦理廢止程序，廢止日期應與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核准日期一致。 

(３)確認既設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有願意保留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時，

原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不予廢止。應於接獲農業主管機關通知後 3 日內以

書面函文通知既設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下列事項： 

甲、農業主管機關○年○月○日○號函同意○○○自○年○月○日至○年○月○

日沼液沼渣肥分使用計畫，每年○公噸沼液、沼渣，採全量施灌沼液、沼渣。 

乙、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有效期間，應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沼液沼渣肥

分使用計畫核准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之應變措施者，始得於應變期間

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並免辦理定期檢測申報。 

丙、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有效期限屆期（有效日期○年○月○日止），未依

規定辦理展延者，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失效。 

丁、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改為部分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應先檢具

沼液沼渣肥分使用計畫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並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請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文件）之變更。 

戊、後續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如展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因全

量施灌改為部分施灌，變更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應依水污染防治法進

行資訊公開等相關事宜。 

(４)應於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管理系統「管制現況」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欄位，登錄下列相關事項，系統將自動轉載至水污法相關資訊公開平台，註明「部

分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 

甲、部分或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應登錄農業主管機關名稱、核准日期、

核准字號、有效期限、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及每年沼液、沼渣施灌量。 

乙、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有意願保留原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應

登錄環保主管機關名稱、通知日期、通知字號及許可證（文件）有效期限。 

丙、全量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無意願保留原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應

登錄環保主管機關名稱、廢止日期、廢止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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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時，應由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及農地使用人

共同檢具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之內容及文件(如下表所示)，送農業主

管機關審查。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申請日期： 106 年 5 月 日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申請種類：初次申請   展延申請（審查文號：             ） 

壹、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及沼液沼渣農地
肥分使用沼液沼渣基本資料 

一、沼液沼渣農地
肥分使用者名
稱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者登記證書編號 

負責人 通訊地址 

李○○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175○

○號 
李○源 

○○縣○○鄉○○村○鄰○○路

○○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李○源 

○○-69617○○ 

0932○○○○○○ 

0919○○○○○○ 

無 無 

二、農地所有權
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名稱 
登記證編號 負責人 通訊地址 

李○源等 7 人 - 李○源等 7 人 
○○縣○○鄉○○村○鄰○○路

○○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 E-mail 

李○源 

○○-696○○○○ 

0932○○○○○○ 

0919○○○○○○ 

無 無 

貳、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項目內容 

項目 建議內容（請勾選） 
頁
碼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及負責人蓋章

處：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 日 

一、沼液沼
渣農地
肥分使
用者基
本資料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 

3 

□畜禽飼養登記證影本 

□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中
心（或沼氣再利用中
心）之經營業者，其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
相關許可、登記、執照
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沼液沼渣檢測報告 4 

二、申請施
灌農地
資料 

共同執行沼液沼渣農地
肥分使用計畫之合約或
同意書影本 

5 

地號、面積及作物別、
地籍謄本影本 

15 

施灌農地區域地下水水
質背景值檢測報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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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灌農地土壤品質背景
值檢測報告 

18 

三、輸(運)
送 

沼液沼渣輸(運)送方式
及路線 20 

農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及負責人

蓋章處： 
(如為農民)         (如為法人，請蓋法
人 
                   印信及負責人章)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 日 

四、施灌作
業 

沼液沼渣施灌數量、方
式、頻度、用途 

21 

沼液沼渣施灌紀錄表格
式 

23 

暫停沼液沼渣作為農地
肥分期間之因應措施 

24 

五、監測事
項 

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及
頻率 

25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及頻
率 

2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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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基本資料 

1-1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 

李○○畜牧場位於○○縣○○鄉○○段 8○、8○地號，畜牧場登記證號為 農畜牧登字

第 1175○○號，登記飼養 乳牛 143 頭，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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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沼液沼渣檢測報告 

本案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係經厭氧發酵後沼液，特性及分析資料如表： 

表 1  沼液沼渣特性及成分分析表 

沼液沼渣 
■經厭氧發酵後 

□經厭氧發酵後再經曝氣處理後 

項目 
pH 

氫離子濃度指數 

EC 

導電度 

TN 

總氮 

TP 

總磷 

Cu 

銅 

Zn 

鋅 

單位 － μS/cm mg/L mg/L mg/L mg/L 

檢測值 7.0 5,820 477 10.6 0.39 1.24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李○源會同○○縣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05 日 

檢測單位：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檢測公司□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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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灌農地資料 

擬使用李○○畜牧場沼液沼渣施灌於農地，施灌農地地號、面積及作物別

詳如表 2，地籍謄本影本如附件。 

表 2  施灌農地所有人、地號及明細 

資料來源：1.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國土測繪圖資網路地圖服務系統。http://maps.nlsc.gov.tw/ 

2.農委會農業試驗所土壤資料庫系統擴展與在國土保安應用網站土壤 GIS 查詢系統。   

http://taiwansoil.tari.gov.tw/Web.Net2008/index_1/main1-1.aspx 

 
  

編號 縣市 
鄉 

(鎮市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土地所有

權人、管

理人或使

用人 

有無地 

下水井 

種植 

作物 

土壤 

質地 
座標與監測點 

A-01 ○○縣 ○○鄉 ○○段 2○ 0.1047 李○瑩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02 ○○縣 ○○鄉 ○○段 2○ 0.1518 李○瑩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03 ○○縣 ○○鄉 ○○段 2○ 0.2810 李○瑩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04 ○○縣 ○○鄉 ○○段 6○ 0.1365 李○源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05 ○○縣 ○○鄉 ○○段 6○ 0.3274 廖○蘭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06 ○○縣 ○○鄉 ○○段 6○ 0.3864 李○青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土壤採樣點 

A-07 ○○縣 ○○鄉 ○○段 6○ 0.0153 李○青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08 ○○縣 ○○鄉 ○○段 8○ 0.2424 李○聰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09 ○○縣 ○○鄉 ○○段 4○5 0.3235 李○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土壤採樣點 

A-10 ○○縣 ○○鄉 ○○段 10○○ 0.1361 廖○明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11 ○○縣 ○○鄉 ○○段 10○○ 0.1359 廖○應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12 ○○縣 ○○鄉 ○○段 11○○ 0.2698 廖○明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13 ○○縣 ○○鄉 ○○段 11○○ 0.2767 廖○應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地下水下游採樣點 

A-14 ○○縣 ○○鄉 ○○段 96○ 0.1070 廖○明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15 ○○縣 ○○鄉 ○○段 96○ 0.1254 廖○應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A-16 ○○縣 ○○鄉 ○○亭 13○○ 0.4371 廖○蘭 有 狼尾草 壤土 
E:120.○○○○○○ 

N:23.○○○○○○ 

地下水上游及土壤採樣點 

施灌面積合計 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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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施灌農地區域地下水水質背景值檢測 

2-3-1 施灌農地區域地下水流向及背景值 

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氨氮未達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時，經彙整  縣  鄉周

遭地區之地下水流向，是由  流至 ，故擇定施灌地  之民井作為地下水之

施灌農地區域監測井(如圖 1)；有關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及背景值之檢測資

料，詳如表 3。 

表 3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農地地下水水質背景值 

項目 井深 
EC 

導電度 

□NH4
+-N 銨態氮或 

□NH3-N 氨氮 
地下水井座標 

單位 m μS/cm mg/L 經緯度 

上游     

下游     

污染監測標

準 (第二類 ) 
― ― 0.25 ― 

污染管制標

準 (第二類 ) 
― ― ― ― 

註 1：N.D.表示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註 2：地下水井得以施灌農地區域位址之民井或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為之。 

註 3：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氨氮達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時，應監測施灌農地範圍上下游之地下水背景值。 

註 4：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水流方向不明確或施灌農地區域位址之民井地下水位太低，代表性不足者，得以附近環

保主管機關、水利主管機關、地方農田水利會或專家學者所屬監測井之監測資料為佐證。 

註 5：同一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施灌於二以上之鄰近農地，其地下水水質得以一施灌農地之監測值為之。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     會同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檢測單位：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檢測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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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施灌農地上、下游地下水流向及背景值 

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氨氮達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時，經彙整○○縣○○鄉

周遭地區之地下水流向，是由北流至南，故擇定○○鄉○○亭段 13○○地

號之民井作為地下水之上游監測井，○○鄉○○段 11○○地號之民井作為

地下水之下游監測井(如圖 2)；有關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及背景值之檢測資

料，詳如表 4。 

表 4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農地地下水水質背景值 

項目 井深 
EC 

導電度 

□NH4
+-N 銨態氮或 

■NH3-N 氨氮 
地下水井座標 

單位 m μS/cm mg/L 經緯度 

上游-○○鄉○○亭段 13○○地

號 
10~12 1,666 0.20 

120.406506○

○.756980 

下游-○○鄉○○段 11○○地號 10~12 1,034 0.08 
120.367613○

○.752258 

污染監測標準 (第二類 ) ― ― 0.25 ― 

污染管制標準 (第二類 ) ― ― ― ― 

註 1：N.D.表示低於方法偵測極限 

註 2：地下水井得以施灌農地區域位址之民井或地下水水質監測井為之。 

註 3：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氨氮達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時，應監測施灌農地範圍上下游之地下水背景值。 

註 4：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水流方向不明確或施灌農地區域位址之民井地下水位太低，代表性不足者，得以附近環

保主管機關、水利主管機關、地方農田水利會或專家學者所屬監測井之監測資料為佐證。 

註 5：同一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施灌於二以上之鄰近農地，其地下水水質得以一施灌農地之監測值為之。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李○源 會同 ○○縣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24 日 

檢測單位：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檢測公司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圖 2  地下水流向及採樣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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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施灌農地土壤品質監測 

    2-4-1 土壤特性背景值 

土壤採樣點如圖 3 所示；有關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及背景值之檢測資料，

詳如表 5。 

表 5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農地土壤特性及背景值 

項目 採樣深度 土壤質地 

土壤飽和萃

取液 EC 

導電度 

Cu 

銅 

Zn 

鋅 

單位 cm － μS/cm mg/kg mg/kg 

混合樣本 

○○鄉○○亭段 13○○地

號 

0~20 坋質壤土 342 30.0 147 

混合樣本 

○○鄉○○段 6○地號 
0~20 坋質壤土 541 16.2 101 

混合樣本 

○○鄉○○段 4○5 地號 
0~20 坋質壤土 403 22.6 241 

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 － － 120 260 

註 1：土壤品質得採個別施灌區域內之土壤個別樣品混合物代表此區域之土壤平均濃度值。 

採樣單位(含會同單位)及採樣時間：李○源會同 ○○縣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106 年   4  月 24  日 

檢測單位：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許可之檢測公司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 □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圖 3  施灌地之土壤採樣點示意圖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計畫書 19 

 

二、 沼液沼渣輸(運)送方式及路線 

3-1 輸(運)送方式 

■管線 

□密閉式槽車（   輛，車輛最大載運    公噸，槽體最大裝載量     公噸) 

■施灌車附載貯水桶（ 1  輛，車輛最大載運量 3.5  公噸，貯水桶最大裝

載量   3  公噸) 

□其他：           （   輛，最大載運量                           ) 

3-2 輸(運)送路線 

 

圖 4  沼液由李○○畜牧場管線輸送(或槽車載運)至施灌地的輸(運)送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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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施灌作業 

4-1 沼液沼渣施灌數量、方式、頻度、用途 

4-1-1 沼液沼渣施灌申請量： 

■全量施灌(需有貯留設施) 2,609.8 公噸／年 

□部分施灌，施灌量        公噸／年，其餘畜牧糞尿經廢水處理設

施處理符合水污染防治法及放流水標準規定後放流。 

□其他：                                    

4-1-2 沼液沼渣施灌方式： 

狼尾草屬於一年四季皆生長作物，本案狼尾草收割頻率為 4 次/年

(每次收割間隔周數為 12周)。氨素推薦量 680-920公斤/公頃/年，每年

施灌 4季，每塊農地每季施灌時期分四階段，分別為基肥、第一次追肥、

第二次追肥、第三次追肥；其施灌分配率分別為 25%、25%、25%、25%(參

考作物施肥手冊)。 

本案施灌地面積總計為 3.5 公頃，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申請量為      

公噸/年，每公頃施灌量為 47公噸/年，又本案沼液沼渣含氮量為 477mg/L，

故每年可提供作物約 1244.9 公斤的氮量。 

以每 0.1 公頃使用 4.7 公噸最大量計算，合併養牛厭氧處理後之沼液

與地下水為 1:2 之比例溝灌時，其總用量為 14.1 公噸，即約為 14.1 m3(處

理水+地下水)施灌於 0.1 公頃施灌地，其施灌深度至多約為 1.4  cm。 

表 6  狼尾草施灌量、期數 

編號 縣市鄉鎮 施灌地 
施灌地面

積(公頃) 

每 0.1 公

頃使用

10 公噸 

每次施灌

車次(3

噸) 

施肥期數 
年期

數(期) 
每年總施灌量(噸) 

每年可獲得氮肥

量(公斤) 

A-01 
○○縣○

○鄉 
○○段 2○地號 0.1047 4.9 2 4 4 78.7 37.6 

A-02 
○○縣○

○鄉 
○○段 2○地號 0.1518 7.1 3 4 4 114.2 54.5 

A-03 
○○縣○

○鄉 
○○段 2○地號 0.2810 13.2 5 4 4 211.3 100.8 

A-04 
○○縣○

○鄉 
○○段 6○地號 0.1365 6.4 3 4 4 102.7 48.9 

A-05 
○○縣○

○鄉 
○○段 6○地號 0.3274 15.4 6 4 4 246.2 117.4 

A-06 
○○縣○

○鄉 
○○段 6○地號 0.3864 18.2 7 4 4 290.6 138.6 

A-07 
○○縣○

○鄉 
○○段 6○地號 0.0153 0.7 1 4 4 11.5 5.5 

A-08 
○○縣○

○鄉 
○○段 8○地號 0.2424 11.4 4 4 4 182.3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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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年施灌量為 2,599.9，略大於許可最大量(2,609.8 噸)，故採全量施灌，本案施灌申

請量為 2,599.9 公噸。 

(3)施灌深度計算 

以每 0.1 公頃使用 4.7 公噸最大量計算，合併養牛厭氧處理後之沼液與地

下水為 1:2 之比例溝灌時，其總用量為 14.1 公噸，即約為 14.1 m3(處理水+地

下水)施灌於 0.1 公頃施灌地，其施灌深度至多約為 1.4 cm。 

(4)沼渣、沼液申請量計算 

本案施灌地面積總計為 3.457 公頃，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申請量為

2609.8 公噸/年，平均每公頃施灌量為 47 公噸/年，又本案沼液沼渣含氮量為 

477 mg/L，故每年可提供作物約 1,244.9 公斤的氮量。 

(5)輪灌方式 

本案依種植作物及種植面積之氮肥需求量，每天上午(9~11)及下午

(13~15)兩時段以管線輸送至農田，施灌原則為全數農田完成一次施灌後，再

進行下一輪施灌，確保每一處簽署農地可充分運用沼液，如因作物生長需求

限制，可依生長情形進行沼液施灌調整，並記錄於施灌表單，以便查核。 

 

 

 

  

A-09 
○○縣○

○鄉 

○○段 4○5 地

號 
0.3235 15.2 6 4 4 243.3 116.1 

A-10 
○○縣○

○鄉 

○○段 10○○

地號 
0.1361 6.4 3 4 4 102.4 48.8 

A-11 
○○縣○

○鄉 

○○段 10○○

地號 
0.1359 6.4 3 4 4 102.2 48.8 

A-12 
○○縣○

○鄉 

○○段 11○○

地號 
0.2698 12.7 5 4 4 202.9 76.8 

A-13 
○○縣○

○鄉 

○○段 11○○

地號 
0.2767 13.0 5 4 4 208.1 99.3 

A-14 
○○縣○

○鄉 

○○段 9○0 地

號 
0.1070 5.0 2 4 4 80.5 38.4 

A-15 
○○縣○

○鄉 

○○段 9○7 地

號 
0.1254 5.9 2 4 4 94.3 44.9 

A-16 
○○縣二

崙鄉 

○○亭 13○○

地號 
0.4371 20.5 7 4 4 328.7 156.8 

合計 3.457  2,599.9  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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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施灌紀錄 

每次施灌均記錄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地點、日期、氣象狀況、沼

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操作方式及量，紀錄表格式如表 7 及附件第 32 頁。 

表 7  李○○畜牧場   年度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於種植      紀錄表 

日期 
氣象狀況 

(請圈選) 
施用區域 地號 

施用方式 

(請填代號) 

施用量/

作物 

(公噸) 

施用農友 

簽名 
備註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 晴 陰 雨 
 _____段

___地號     

施用方式代號：(1)噴灑(灑施)(2)溝灌(3)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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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暫停沼液沼渣作為農地肥分期間之因應措施 

◎自中央氣象局發布大雨、豪雨特報日起，至解除日後三日之期間，暫停

施用；風雨停息後，應等到人員車輛可於田間作業時，再恢復施灌。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期間如果遇到抗爭，立即停止施灌，並向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提出報告，待狀況排除經該會同意後，再恢復施灌。 

◎若遇雨季或不適合施灌時，經厭氧發酵後之沼液沼渣需貯存於厭氧發酵

設施或其他貯存設施，或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排放於許可之排放管

道。 

◎施灌車裝填沼液、沼渣，施灌車清洗皆需在牧場內完成，清洗貯水槽或

貯水桶所產生之廢水，皆併入牧場的厭氧發酵設施或其他貯存、處理設

施處理。 

◎施灌車載運之貯水槽為密閉式，以確保於運送過程中不滲漏。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期間，每 1 年/每   月/其他頻率(      )向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及直轄市、縣（市）環保局提送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紀

錄及監測評估報告。若發生沼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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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止施灌。(提醒!倘背景值已超出標準，

建議提出停灌的上限值或倍數) 

※上游井之氨氮檢測結果達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之限值(即為

0.25 mg/L)。 

※下游井之氨氮檢測結果超過下游監測井背景值之 1.5 倍(即為 0.12 

mg/L)。 

※土壤檢測結果達土壤污染監測標準(食用作物農地)之限值(銅 120 

mg/kg、鋅 26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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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監測事項 

5-1 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地下水水質監測項目同表 3 背景值之檢測項目，如導電度(EC)、銨態氮

(NH4
+-N)或氨氮(NH3-N)；此外，監測採樣頻率為 1 年/每   月/其他頻率

(      )採樣檢測 2 次(即豐、枯水期各採樣 1 次)。 

5-2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及頻率 

土壤品質監測項目同表 4 背景值之檢測項目，如土壤飽和萃取液導電

度(EC)、銅(Cu)、鋅(Zn)；每 1 年/每   月/其他頻率(      )次於施灌地

之表土(0~20 公分)採樣檢測 1 次。 

註：地下水水質及土壤品質之監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 

一、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氨氮達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時，應監測施灌農地範圍上下游之地下水

背景值。 

二、施灌農地之地下水水流方向不明確或施灌農地區域位址之民井地下水位太低，代表性不

足者，得以附近環保主管機關、水利主管機關、地方農田水利會或專家學者所屬監測井

之監測資料為佐證。 

三、同一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施灌於二以上之鄰近農地，其地下水水質得以一施灌農

地之監測值為之；土壤品質得採個別施灌區域內之土壤個別樣品混合物代表此區域之土

壤平均濃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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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項目 內容 頁次 

1.沼液沼渣基本

資料 

■沼液沼渣特性與成分分析檢測報告影本 26 

■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衡圖 28 

2.農地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使用

人基本資料申

請同意書 

■施灌農地之地籍謄本影本或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影本或所有權狀影

本 
29 

■非自有土地的土地使用與地下水及土壤採樣同意書影本 30 

□其他(                                                   )  

■輸(運)送車輛及容器照片 31 

3.輸(運)送方式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施灌紀錄表 32 

4.施灌作業 
□其他(                                                   )  

■施灌範圍之地下水背景值檢測資料影本 33 

5.監測事項 

■施灌範圍之土壤特性及背景值檢測資料影本 36 

□其他(                                                   )  

  



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 

計畫書 26 

 

1-1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者沼液沼渣特性與成分分析檢測報告影本 

 

廢水水質分析報告 
採樣地點： 李○○畜牧場畜牧糞尿之厭氧處理槽 

採樣時間：106/04/05 

天氣： 晴 

樣品數：養牛場厭氧發酵後廢水   1   件 

採樣人員：台宇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吳○羣 

說明：李○○畜牧場項農業主管機關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分析結果： 

項目 

pH 

氫離子濃度

指數 

EC 

導電度 

TN 

總氮 

TP 

總磷 

Cu 

銅 

Zn 

鋅 

單位 － μS/cm mg/L mg/L mg/L mg/L 

檢測值 7.0 5820 477 10.6 0.93 1.24 

 

ND：低於偵測極限。偵測極限 Cu：0.003 mg/L；Zn：0.009 mg/L。 

 

分析參考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8。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測定方法-電擊法。(NIEA 

W424.52A)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0。水中導電度測定方法-導電度計法。(NIEA W203.51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4。水中總氮檢測方法。(NIEA W423.52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0。水中磷檢測方法－分光光度計／維生素丙法。(NIEA 

W427.53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3。水中金屬及微量元素檢測方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

射光譜法。(NIEA W311.53C) 

本報告僅供環境監測參考，不具法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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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廢水處理流程水量平衡圖 

本場許可核准最大飼養量為牛 143 隻，每日最大處理水量 7.15 CMD，廢(污)水排放地面水

體許可證到期日 107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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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灌農地之地籍謄本或土地建物查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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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運)送車輛及容器照片 

  

輸(運)送車輛正面照片 輸(運)送車輛後視照片 

  

輸(運)送車輛側視照片 輸(運)送車輛防洩設備 

 
裝載容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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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施灌紀錄表 

李○○畜牧場   年度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於種植       紀錄表 

日期 
氣象狀況 

(請圈選) 

施用地 

 
地號 

施用方式 

(請填代號) 

施用量/

作物 

(公噸) 

施用農友 

簽名 
備註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 晴 陰 雨  
 

    

施用方式代號：(1)噴灑(灑施)(2)溝灌(3)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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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施灌農地區域地下水背景值檢測資料 

 

地下水水質分析報告 
採樣地點：上游(N=120.4065○○，E=23.7569○○)下游(N=120.3676○○，E=23.7522○○) 

採樣時間：106/04/24  

天氣：晴 

樣品數：地下水 2 件 

採樣人員：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羣 

說明：李○○畜牧場項農業主管機關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分析結果： 

項目 井深 
EC 

導電度 

□NH4
+-N 銨態氮或 

■NH3-N 氨氮 
地下水井座標 

單位 m μS/cm mg/L 經緯度 

上游-○○鄉○○亭段 13○○地

號 
10~12 1,670 0.20 

E:120.○○○○○○ 

N:23. ○○○○○○ 

下游-○○鄉○○段 11○○地號 10~12 1,030 0.08 
E:120. ○○○○○○ 

N:23. ○○○○○○ 

污染監測標準 (第二類 ) ― ― 0.25 ― 

污染管制標準 (第二類 ) ― ― ― ― 

ND：低於偵測極限。 

 

分析參考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0。水中導電度測定方法-導電度計法。(NIEA W203.51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2。水中氨氮之流動分析法-靛酚法。公告字第

1010096377 號。(NIEA W437.52C) 

本報告僅供環境監測參考，不具法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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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灌農地土壤特性及背景值檢測資料 

土壤分析結果 
採樣地點：施灌地：A○○亭段 13○○地號(N=120.○○○○○○，E=23.○○○○○○) 

施灌地：B○○段 4○5 地號(N=120.○○○○○○，E=23.○○○○○○) 

施灌地：C○○段 6○地號(N=120.○○○○○○，E=23.○○○○○○) 

採樣時間：106/04/24 

天氣：晴 

樣品數：土壤 3 件 

採樣人員：台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羣 

說明：李○○畜牧場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 

 

分析結果： 

項目 採樣深度 土壤質地 

土壤飽和萃

取液 EC 

導電度 

Cu 

銅 

Zn 

鋅 

單位 cm － μS/cm mg/kg mg/kg 

混合樣本-○○亭段

13○○地號 
0~20 坋質壤土 342 30.0 147 

混合樣本-○○段 4

○5 地號 
0~20 坋質壤土 403 22.6 241 

混合樣本-○○段 6

○地號 
0~20 坋質壤土 541 16.2 101 

土壤污染監測標準 － － － 120 260 

 

註 1ND：低於偵測極限。偵測極限 Cu：0.003 mg/L；Zn：0.009 mg/L。 

 

分析參考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08。土壤酸鹼值(pH 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S410.62C)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5。土壤中重金屬檢測方法－王水消化法(NIEA S321.64B)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2013。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NIEA M104.02C) 

本報告僅供環境監測參考，不具法令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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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範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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