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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撰寫 

依據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有關地下儲槽系統設置（更新設置）
計畫書應記載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與監測設備應檢附文件，及

各章節撰寫內容及注意事項等，彙整如后；事業申報設置（更新

設置）計畫書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為之，有關設置（更新設置）計
畫書申報事項及檢附文件，如本說明之附錄 1。 

 

附表 1  地下儲槽系統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應記載事項 

 

第一章  設置計畫摘要 

1.1 事業及環保設施規劃機構基本資料 

1.2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摘要表 

1.3 地理位置圖與水文地質資料 

1.4 地下儲槽系統之設置計畫、儲槽數目、容量及儲存油品種類 

1.5 平面配置圖 

1.6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籌建或設置文件影本 

1.7 建造執照文件影本 

第二章  興建時程 

2.1 地下儲槽系統之興建時程資料 

第三章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劃 

3.1 儲槽加注口型式及防止濺溢設施之規格與圖說 

3.2 地下儲槽系統之型式、材質、防蝕措施及其設計圖說 

3.3 壓力式管線自動監測設備資料 

3.4 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之設計圖 

3.5 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設計圖及其觀察或監測方式 

3.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計畫 

3.7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第四章  監測設備之規劃 

4.1 油槽自動液面計設施資料 

4.2 地下儲槽系統之監測方式及其設計、規劃圖說 

4.3 管線免監測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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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地下儲槽系統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之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與監測設備應檢

附文件 

管理辦法條文 項目 應檢附文件 注意事項 

防 

止 

污 

染 

地 

下 

水 

體 

設 

施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儲槽加注

口防止濺

溢設施 

1.儲槽加注口型式。 

2.防止濺溢設施之規格及圖說。 

需註明加注口、防止濺溢設施之材

質。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儲槽防止

腐蝕或油

品滲漏之

材質或 

措施 

（三擇一） 

檢附儲槽材質、防蝕措施及設計圖說。 

1.使用非腐蝕材料：檢附材質型式

說明。 

2.保護鋼材：檢附不導電物質材質

型式說明及陰極防蝕系統選用

型式、配置圖與材質型式說明。 

3.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檢附材質

與設計圖。 

(1) 非腐蝕材料型式認可： 

 玻璃纖維（ＵＬ１３１６、ＵＬ 

Ｓ６１５)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之

材質 

(2) 不導電物質型式認可： 

 聚乙烯（ＵＬＣ Ｓ６０３。１） 

 玻璃纖維（ＵＬ１７４６ Ｐａｒ

ｔ Ⅱ、Ⅲ） 

 聚氨脂（ＵＬ１７４６ Ｐａｒｔ 

Ⅰ、Ⅳ）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之

材質 

管線防止

腐蝕或油

品滲漏之

材質或 

措施 

（三擇一） 

檢附管線材質、防蝕措施及設計圖說。 

1.使用非腐蝕材料：檢附材質型式

說明。 

2.保護鋼材：檢附不導電物質材質

型式說明及陰極防蝕系統選用

型式、配置圖與材質型式說明。 

3.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檢附材質

與設計圖。 

(1) 非腐蝕材料型式認可： 

 非金屬管線（ＵＬ９７１、ＵＣ

Ｌ Ｓ６６０）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之

材質 

(2) 不導電物質型式認可： 

 聚乙烯（ＣＮＳ １３６３８） 

 玻璃纖維（ＣＮＳ ８４２５） 

 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認可之

材質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壓力式 

管線 

檢附管線自動監測設備資料。 包括自動流量限制、自動關閉設備

或連續警報設備。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加油機底

部防止滲

漏設施 

檢附防止滲漏設施設計圖與材質說

明。 

相關設置請參考「地下儲槽系統之

加油機底部設置適當防止油品滲漏

設施參考指引」。 

第 6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管線二次

阻隔層 

檢附管線二次阻隔層之材質與設計

圖。 

採雙層管者，須註明材質。 

— 

儲槽管線

密閉測試

計畫 

檢附原廠出廠測試之方法及標準，

或依環保署公告測試方法之功能測

試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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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條文 項目 應檢附文件 注意事項 

— 

土壤污染

評估調查

及檢測 

資料 

檢附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

料，或其經直轄市、縣（市）環保

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之公文影本。 

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者。 

監 

測 

設 

備 

及 

監 

測 

方 
式 

第 7 條 

油槽自動

液面計 

設施 

檢附油槽自動液面計設施資料。 自動液面計包括控制面板與探棒，

設施資料應記載廠牌名稱、型號與

使用時之條件與限制。 

第 9 條 
管線 

免監測 

檢附吸取式管線免監測證明文件或

明管之設計圖。 

管線免監測條件如下： 

(1) 吸取式管線符合下列情形： 

 負壓消失時，管線內之物質能

回流至儲槽內 

 每段管線僅有一單向閥 

 單向閥低於吸取式幫浦 

(2) 管線為明管。 

第 10 條 密閉測試 檢附文件內容應包括： 

1.監測作業流程 

2.監測標準 

3.品保品管 

4.監測範圍 

5.監測項目 

6.監測頻率 

－ 

第 11 條 
土壤氣體 

監測 

須另檢附水文評估資料、土壤氣體

監測井設計圖說（包含數量、材質、

井徑、深度等）及平面配置圖。 

第 12 條 
地下水監

測 

須另檢附水文評估資料、地下水監

測井設計圖說（包含數量、材質、

井徑、開篩位置、深度等）及平面

配置圖。 

第 13 條 槽間監測 

1. 設置外層阻隔物者：檢附外層阻

隔物材質與儲槽內儲存物質具

相容性說明文件、滲漏油品之監

測作業流程、監測標準、品保品

管、監測範圍、監測項目、監測

頻率及校正頻率等文件。 

2.具雙層槽（管）者：檢附監測設

備之示意圖或設計圖，及監測作

業流程、監測標準、品保品管、

監測範圍、監測項目、監測頻率

及校正頻率等文件。 

3. 設置內層阻隔物者：檢附內層阻

隔物材質與儲槽內儲存物質具

相容性說明文件、滲漏油品之監

測作業流程、監測標準、品保品

管、監測範圍、監測項目、監測

頻率及校正頻率等文件。 

內層阻隔物指於地下儲槽之槽體內

壁上所設置之阻隔層，其材質須與

槽體內物質具相容性，並檢附符合

UL或ULC/ORD C58.4-05或其他國

家或國際標準之認可文件，以及相

關之測試合格文件。 

第 14 條 
其他監測

方式 

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監

測作業流程、監測標準、品保品管、

監測範圍、監測頻率及紀錄格式。 

應依核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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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系統設置（更新設置）計畫書撰寫內容與注意事項，
說明如下： 

（一） 設置計畫摘要 

1. 事業及環保設施規劃機構基本資料，應包括名稱、地址

（公司及營業處）、電話，填妥後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

鑑。 

2.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摘要表。 

3. 地理位置圖，應包含地下儲槽系統設置區之地籍套繪

圖，或設置區周圍 250 公尺範圍之航照圖，或繪製位置
圖（至少周圍 50 公尺）。地下儲槽系統設置區之水文地

質資料，應包含地下水水位、流向與透氣層（非含水層）

與第一含水層之地質構成資料。 

4. 地下儲槽系統之設置計畫（平面圖、立面圖）及摘要說

明申請設置之地下儲槽數目、容量及儲存油品種類。 

5. 平面配置圖，如申請建照執照工程圖說 

6.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申請籌建核准函影本，或核准設置

文件影本。 

7. 建照執照文件影本。 

（二） 興建時程 

提供地下儲槽系統之預定興建時程資料表。 

（三）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之規劃 

1. 儲槽加注口型式及防止濺溢設施之規劃 

依據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儲槽加注口

處應裝設具有防止濺溢功能之設施，有關設置於地面上或

地面下之防止濺溢設施之設置規範如下： 

型式 設置規範 

地面上 

1. 底部應為水泥或不滲透材料鋪面，具有排油坡度之設計，並應

於低點處設置排油管及閥。 

2. 四周應設置防溢堤，防溢堤高度至少為底部至加注口下緣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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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 設置規範 

之 1/2，或防溢堤設施內部容量不小於 20 公升（0.02 立方公尺）。 

3. 防溢堤與底部應緊密接合，防止濺溢設施材質應為不銹鋼、混

凝土或其他與汽油、柴油具相容性之不滲透材料。 

地面下 

1. 設施之型式與尺寸應可適用及安裝於儲槽加注口四周圍及底

部，可盛接卸油管卸離加注口時管內所濺溢出之油品，設施內

部容量不小於 20 公升（0.02 立方公尺）。 

2. 設施應具防止地面水及地下水流入設施內之功能，並應有排油

管及閥或同等功能之設計，可排放油品至地下儲槽內或以泵移

除油品。 

3. 設施或設施內壁之材質應為與汽油、柴油具相容性之不滲透材

料。 

2. 地下儲槽及管線防蝕措施之規劃 

依據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地下儲槽系
統應依下列方法之一，採取防止腐蝕或油品滲漏之材質或

措施。其中，地下儲槽、管線材質及防腐蝕措施等設備，

事業應檢附儲槽之型式、設計圖、管線之設計圖與配置
圖，以及儲槽與管線之材質資料；採用非腐蝕材料者應檢

附材質型式說明；採用之防蝕措施為包覆不導電物質及裝

設陰極防蝕系統者，應檢附材質型式說明及配置圖；管線
之二次阻隔層需檢附設計圖。茲說明如下： 

（1） 地下儲槽 

A. 使用非腐蝕材料建造 

使用非腐蝕材料建造之地下儲槽，其材質及認可標準

如下表： 

型    式 認    證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ＦＲＰ）

單層槽或雙層槽 

 UL 1316 Glass-Fiber-Reinforced Plastic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s for Petroleum 

Products, Alcohols, and Alochol-Gasline 

Mixtures. 

 ULC S615 Standard for Reinforced Plastic 

Underground Tanks for 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Liqu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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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儲槽為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材質（以下簡稱
FRP）者，應檢附符合美國 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以下簡稱 UL）或加拿大 Underwtiters Labotatorues fo 

Cananda（以下簡稱 ULC）等規範或其他國家或國際
標準之認可文件、製造商安裝施工檢查合格文件（應

含 CNS 13026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地下儲槽檢驗法規定

之洩漏測試，及內部真空測試合格文件）及製造商提
供 25 年以上耐蝕及結構強度保證文件。 

B. 保護鋼材 

鋼製之地下儲槽設計標準可參考 UL 58 ，”

Standard Steel Underground Tanks for 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Liquids”及 CNS 12937 鋼製全熔接石油

類儲槽構造等技術規範。使用鋼製之地下儲槽需包覆

適當之不導電物質及裝設陰極防蝕系統，其型式及規
範如下： 

a. 包覆適當之不導電物質：使用包覆適當之不導電物

質，其材質及認可標準如下表： 

型    式 認    證 

聚乙烯包覆 

（ＰＥ） 

 UCL S603 Standard for Stell Underground Tanks for 

Flammable and combustriable Liquids. 

 ULC S603.1 Standard for Galvanic Corrosion 

Protection Systems for Steel Underground Tanks for 

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Liquids 

玻璃纖維包覆 

（ＦＲＰ） 

UL 1746 Standard for External Corrosion Protection 

Systems for Steel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s PART II ＆

PART III 

聚氨脂包覆 

（ＰＵ） 

UL 1746 Standard for External Corrosion Protection 

Systems for Steel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s PART I ＆

PART IV （ＵＬ １７４６ ＰＡＲＴ Ⅰ除有聚氨脂

包覆外，另須加裝陰極防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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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裝設陰極防蝕系統 

陰極防蝕之方法有兩種，一為犧牲陽極法，一

為外加電流法。犧牲陽極法主要利用活性較大之金

屬為陽極，與地下結構物於土壤中聯結，形成一電
化學電池（如附圖 1 所示），由於異類金屬相接觸，

活性較大的金屬（陽極）會在反應中被消耗，而鈍

性之地下結構物（陰極）會因此而被保護。 

外加電流式陰極防蝕系統主要係利用一外部電

源來提供陰極與陽極之間的電位差。陽極必須接於

電源之正端，而地下結構物則接於電源之負端。電
流從陽極經過介質（如土壤）到達地下結構物表面，

然後沿著地下結構物經導線，回到電源，如此地下

結構物便受到保護（如附圖 2 所示）。 

 

 

附圖 1  犧牲陽極式陰極防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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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外加電流式陰極防蝕系統 

有關陰極防蝕設置重點，說明如下： 

(a) 陰極防蝕系統需依現場調查之土壤腐蝕環境情

況設計，且應設置測電箱定期量測防蝕電位。 

(b) 儲槽應使用陰極防蝕獨立系統。被保護結構物與
地表鋼筋混凝土鋪面中之鋼筋不得有搭接的情

況，並使用絕緣法蘭以隔離非保護系統之管線。

若被保護系統包括儲槽與管線，則須使用適當尺
寸的鋼條或導線連接儲槽與管線以確保其電連

通。 

(c) 犧牲陽極法設備材料：犧牲陽極之化學成分與電
化學特性，可參考 CNS 13518 陰極防蝕用鎂合金

犧牲陽極、CNS 13519 陰極防蝕用鋅合金犧牲陽

極或 CNS 13520 陰極防蝕用鋁合金犧牲陽極之
規定。電化學特性檢驗，依 CNS 13521 陰極防蝕

用犧牲陽極性能檢驗法為之。 

(d) 犧牲陽極式陰極保護之標準：若犧牲陽極安裝位
置與被保護之油槽或管線非常接近時，利用飽和

硫酸銅參考電極量測到之防蝕電位必需小於

-850 mV，對飽和氯化銀參考電極（Ag/AgCl）需
小於-780 mV，對高純度鋅參考電極（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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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小於 250 mV。 

(d)外加電流式陰極保護之標準：外加電流式陰極保

護之標準有下列二項，若符合其中一項標準即表

示已達到陰極防蝕之保護標準： 

Ⅰ 對飽和硫酸銅參考電極而言，瞬間斷電的電

位，即極化電位，至少須為-850 mV；即在瞬

間斷電的情況下，結構物之對地電位必須小於
-850 mV。 

Ⅱ 結構物施行陰極防蝕措施後將其斷電，量測斷

電瞬間的電位，其電位須比原自然電位更負
100 mV 以上，即瞬間斷電電位與自然電位相

減後的絕對值應大於 100 mV。 

C. 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 

地下儲槽設置二次阻隔層之型式應符合下列相關
要求（請參考附圖 3 所示），相關規定如下： 

a. 設置外層阻隔物：外層阻隔物應使用滲透係數小於

10
-6

 cm/sec 之材質建造，可有效將洩漏物質控制於阻
隔層內以進行滲漏觀察或監測。外層阻隔物應高於

地下水位，且須與儲槽內之儲存物質相容，其設置

並不得妨礙陰極防蝕系統之正常操作。 

b. 設置雙層槽：監測設備應具有測得雙層槽之內層槽

體內物質滲漏之功能，並應符合 UL 或其他國家或國

際標準之認可，以及檢具通過相關之測試合格文件。 

c. 設置內層阻隔物：內層阻隔物指於地下儲槽之槽體

內壁上所設置之阻隔層，其材質須與儲槽內儲存物

質具相容性，並檢附符合 UL 或 ULC/ORD C58.4-05

規範或其他國家或國際標準之認可文件，以及相關

測試之合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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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設備 陰井蓋

地下水位

2.設置雙層槽

外層槽

內層槽

1.設置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3.設置內層阻隔物

油槽

內層阻隔物

外層阻隔物

地下水位

 

附圖 3  地下儲槽設置二次阻隔層之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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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管線 

A. 使用非腐蝕材料建造 

使用非腐蝕材料建造之管線，其材質及認可標準
如下表： 

型    式 認    證 

非金屬管線 
UL 971 Standard for Non-Metallic Underground Piping for 

Flammable Liquids 

玻璃纖維 

（ＦＲＰ）管線 

ULC S660 Standard for Non-Metallic Underground Piping for 

Flammable and Combustible Liquids 

若管線材質非上表所述者，然仍符合其他國家之

認可標準，僅需檢附管線材質適用地下儲槽系統或著

火性及可燃性液體輸送之認可文件與原廠測試報告送
至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 

B. 保護鋼材 

使用鋼製管線需包覆適當之不導電物質及裝設陰

極防蝕系統，其型式及規範如下。 

a. 包覆適當之不導電物質 

型    式 認    證 

PE 包覆 CNS 13638 G3260 聚乙烯被覆鋼管 

玻璃纖維包覆 CNS 8425 K3058 鋼管外覆材用玻璃纖維 

b. 裝設陰極防蝕系統： 

陰極防蝕系統多為犧牲性陽極，設置規定可參

考經濟部能源局之技術規定。有關管線之陰極防蝕
設置可參考下列標準： 

(a) 貯存石油之地下儲槽及管線陰極防蝕系統標

準：美國石油協會規範 API 1632 “Cathodic 

Protection of Underground Petroleum Storage 

Tanks and Pip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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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下或水面下浸沒金屬管線系統外部腐蝕控
制：美國國家防蝕工程協會規範 NACE Internet 

Standard Practice SP-01-69, “Control of External 

Corrosion on Underground or Submerged Metallic 

Piping System”。 

(c) 地下儲槽系統陰極防蝕控制：美國國家防蝕工程

協會規範  NACE Internetional Recommended 

Practice RP 0285, “ Corrosion Control of 

Underground Storage by Cathodic Protection”。 

C. 使用二次阻隔層保護 

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型式應符合下列設置要
求： 

(a) 設置外層阻隔物：外層阻隔物應使用滲透係數小

於 10
-6

 cm/sec 之材質建造，可有效將洩漏物質控
制於阻隔層內以進行滲漏觀察或監測。外層阻隔

物應高於地下水位，且須與儲槽內之儲存物質相

容，其設置並不得妨礙陰極防蝕系統之正常操
作。 

(b) 設置雙層管：監測設備應具有測得雙層管之內層

管體內物質滲漏之功能。 

3. 壓力式管線之規劃 

依據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地下儲槽系

統配置壓力式管線者，應設置管線自動監測設備，包含自

動流量限制設備、自動關閉設備或連續警報設備（請參考
附圖 4）。申請者應檢附管線自動監測設備之型式。 

4. 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之規劃 

依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地下儲槽系統

應於加油機底部設置適當防止油品滲漏之設施，相關設置
規範請參考「地下儲槽系統之加油機底部設置適當防止油

品滲漏設施參考指引」。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材

質包括鍍鋅鋼材、玻璃纖維（FRP）或其他具有防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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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材質，申請者應提供防滲漏設施之規格及設計圖。 

 

 

 

附圖 4  地下儲槽系統及壓力式管線自動監測設備示意圖 

5. 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規劃 

依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新設、更新之

地下儲槽系統，管線應設置二次阻隔層，但管線採用明管
者，不在此限。管線設置二次阻隔層之設置要求，如本說

明之貳、二（2）c.相關規定。 

6. 地下儲槽系統密閉測試之計畫 

儲槽槽體及管線設備於運至場址安裝前，製造商均會
依其原廠或經濟部能源局之建議方式，先作空槽及空管之

試壓，因此第一階段申請者需提出儲槽與管線之測試規劃

或其原廠出廠測試之測試方法及標準，並於第二階段完工
報告申請時，檢附空槽、空管之試壓證明或其原廠出廠之

測試合格證明。其測試方式可參考下列標準施行： 

自動流量 
限制設備 

沉油泵 

槽間 
監測器 

雙層油槽 

油槽自動 
液面計 

連續警報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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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原製造廠所定之出廠測試方法及標準 

（2） 依環保署公告之「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

加壓測漏法」、「地下管線密閉測試檢測方法－氮氣加

壓測漏法」、「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自動液位

測漏法」。 

7.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 

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者，
需檢附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或其經送直

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審查核可之公文影本。 

（四） 監測設備之規劃 

1. 油槽自動液面計設施資料 

依據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地下儲槽系統除 95 年 7

月 6 日前未設置油槽自動液面計者，可採用人工量油方式
進行總量進出平衡管制，而其餘新設或更新之地下儲槽系

統應依規定設置油槽自動液面計。自動液面計可分成控制

面板（console）與探棒（probe）等二大部分，申請者應檢
附廠牌名稱、型號與使用時之條件與限制等相關設施資

料。 

2. 地下儲槽系統之監測方式 

依據管理辦法第 8 條規定，地下儲槽系統應依密閉測
試、土壤氣體監測、地下水監測、槽間監測、或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之監測方式，定期進行地下儲槽系統之監測

並記錄。其監測範圍應包含儲槽區、管線區、加油泵島區。 

申請者僅需針對地下儲槽系統欲採行之監測方法進

行說明，以下逐一說明各方法應檢附之文件與注意事項： 

（1） 密閉測試之規劃 

依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地下儲槽之密閉測試應
符合一小時壓力變化率低於 0.01 kg/cm

2．hr 及自動壓

力記錄器所繪製之圓盤圖須密合，或應符合滲漏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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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378 L/hr；管線之密閉測試應在 1~1.5 倍操作壓力
下進行，並應符合一小時壓力變化率低於 0.1 kg/cm

2．

hr 及自動壓力記錄器所繪製之圓盤圖須密合。 

申請者採用密閉測試方式於本階段申請時，應檢
附監測作業流程、相關標準、品保品管、監測範圍及

監測頻率等文件。 

（2） 土壤氣體監測之規劃 

依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以土壤氣體監測方式進
行監測者，其方法及設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A. 監測設備應具有不因降雨、地下水、土壤濕度或其他

因素影響，於儲存物質滲漏發生後測得滲漏物揮發之

功能。 

B. 開挖區回填孔隙介質，應具滲漏物蒸氣擴散之功能。 

C. 依開挖區範圍、回填孔隙介質、儲存物質及監測設備

之功能，決定土壤氣體監測井之數量及位置。 

D. 土壤氣體監測井應符合透氣度小於錶壓 500 mmHg。

若地下水最高水位或土壤氣體監測井內水位距地表 2

公尺以內，且土壤氣體監測井其透氣度大於錶壓 150 

mmHg 者，不得採用土壤氣體監測法。 

E. 土壤氣體監測井應標記並加蓋，其監測範圍以監測井

為中心，半徑不得大於 5 公尺。 

此外，採用土壤氣體監測方式之申請時，應檢附

水文評估資料、土壤氣體監測井設計圖說（包含數量、
材質、管徑、深度等）、平面配置圖、監測作業流程、

監測標準、品保品管、監測範圍、監測項目及監測頻

率等文件；有關監測井之材質及配置規範與方式說明
如附表 3 及附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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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土壤氣體監測井設置規範 

類別 設置規定與注意事項 

材質 採用 PVC、不銹鋼、鐵氟龍、聚乙烯或其他與汽油、柴油具相容性之材質。 

施工 1. 井管及井篩均為 1 吋或 2吋，並以單井管設置為原則，如於井管外另設置外

套管時，應不妨礙進行監測井透氣度檢測及土壤中氣體油氣濃度之監測。 

2. 井篩之長度於儲槽區為自地面混凝土底部開始至儲槽之埋設深度，於管線

及加油泵島區為自地面混凝土底部開始至油管之埋設深度。井篩之篩縫寬

度為不小於 0.01。 

3. 井篩之外部應以多孔隙之濾料填實，濾料粒徑應不少於篩縫寬度，濾料上

層至少以 10 公分皂土回填，皂土層至地表再以水泥填封，並於井管頂部裝

設防水井頂蓋，以避免雜物進入井管。 

4. 地下儲槽系統與土壤氣體監測井周圍之回填物質，可採用粒徑大於 0.25 公

釐之中砂、粗砂或卵礫石，或水力傳導係數大於 1×10
-3

 cm/sec 之其他材料

者。 

配置 1. 監測井之位置及數量應可偵測來自地下儲槽系統任何部位之油品洩漏；監

測範圍以監測井為中心，半徑不得大於 5 公尺。 

2. 監測井應標記，於儲槽區之編號原則為面對加注口由左至右，由內而外，

依序以阿拉伯數字編碼；於管線及加油泵島區之編號原則為面對加注口，

先管線區，後泵島區，由左至右，由內而外，依序以阿拉伯數字編碼；儲

槽區之監測井於編號前加註”A”，管線或泵島區之監測井於編號前加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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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土壤氣體監測井設置示意圖 

資料來源：日本危險物規制政令第 13 條第 1 項第 13 號(2004) 

資料來源：美國環保署”Design and Placement of Vapor Monitoring Wells”

技術規範(1993) 

地下儲油槽 

土壤氣體監測井(俗稱測漏管) 

土壤氣體監測井監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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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下水監測之規劃 

採用地下水監測方式，其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應依
環保署「地下水水質監測井設置規範」進行設置。依

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以地下水監測方式進行監測

者，其方法及設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A.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應於地下儲槽區及管線區上游設

置 1 口以上、下游設置 2 口以上。 

B. 地下水水位不得低於地表下 7 公尺。地下儲槽系統與

監測井間介質之水力傳導係數不得小於 0.01 cm/sec。 

C. 監測井篩套管應具有防止土壤或濾料侵入井內之功

能。 

D. 監測井於高、低地下水位應能測得滲漏物質，其地表

至濾料頂端並應予密封。 

E. 自動或人工監測設備應具有監測滲漏物質之功能。 

F. 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應標記並加蓋。 

申請者採用地下水監測方式於本階段申請時，應

檢附水文評估資料、監測井設計圖說（包含數量、材

質、管徑、開篩位置、深度等）、平面配置圖、監測作
業流程、監測標準、品保品管、監測範圍、監測項目、

及監測頻率等文件。 

（4） 槽間監測之規劃 

依管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以槽間監測方式進行監
測者，其方法及設施標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A. 設置外層阻隔物 

(a) 地下儲槽系統外層阻隔物，應使用滲透係數小於

10
-6

 cm/sec 之材質建造。 

(b) 外層阻隔物應高於地下水位，且須與儲槽內之儲

存物質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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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具有陰極防蝕系統之地下儲槽系統，其外層阻隔
物設計不得妨礙陰極防蝕系統之正常操作。 

(d) 槽間監測井應標記並加蓋。 

B. 設置雙層槽（管）：地下儲槽系統設置有雙層槽（管，

其監測設備應具有測得雙層槽（管）之內層槽（管）

體內物質滲漏之功能。 

C. 設置內層阻隔物：內層阻隔物指於地下儲槽之槽體內

壁上所設置之阻隔層，且可於槽體內壁與該阻隔層間

進行物質滲漏之監測。內層阻隔物之材質須與儲槽內

儲存物質具相容性。 

 

申請者採用槽間監測方式於本階段申請時，應依

各設置形式檢具下列文件： 

A. 設置外層阻隔物者：應檢附監測井設計圖說（包含數

量、材質、管徑、開篩位置、深度等）、平面配置圖、

監測作業流程、監測標準、品保品管、監測範圍、監

測項目、及監測頻率等文件。 

B. 具雙層槽（管）者，需檢附自動偵測系統設備之示意

圖或設計圖，及監測作業流程、監測標準、品保品管、

監測範圍、監測項目、監測頻率及校正頻率等文件。 

C. 設置內層阻隔物者：檢附內層阻隔物材質與儲槽內儲

存物質具相容性說明文件、監測作業流程、監測標

準、品保品管、監測範圍、監測項目、監測頻率及校

正頻率等文件。 

（5） 其他監測方式 

申請者選擇依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5 款之其他中主
管機關核准之監測方式進行監測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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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函影本。 

B. 監測作業流程。 

C. 監測標準（應依核准內容說明。 

D. 品保品管。 

E. 監測範圍。 

F. 監測項目。 

G. 監測頻率。 

H. 紀錄格式。 

 

3. 管線免監測之證明 

依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管線

得免進行監測；符合下述（1）條件者，請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符合下述（2）條件者，請檢附設計圖，並向直轄
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提出免監測申請： 

（1） 配置吸取式管線符合下列情形者： 

A. 負壓消失時，管線內之物質能回流至儲槽內。 

B. 每段管線僅有一單向閥。 

C. 單向閥低於吸取式幫浦。 

（2） 管線為明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