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鋼爐石沒處去 大舉入侵校園！

2016.03.15 記者會 

出席團體：看守台灣協會、綠色陣線協會、吳焜裕委員辦公室、
陳曼麗委員辦公室、林淑芬委員辦公室、蘇治芬委員辦公室



  

大概有多少煉鋼爐碴與焚化爐底渣？
名稱 數量 ( 萬噸 ) 用途 法規定位

氣冷高爐石 ~22 道路級配 產品

水淬高爐石 ~420 水泥 廢棄物 ( 再生資
源 )---> 再利用
產品

轉爐石 ~150 瀝青混凝土粒料；非結構性混凝土
( 消波塊、護波塊、高壓混凝土磚 ) 粒
料；填方材料

產品

電弧爐氧化碴 123 瀝青混凝土粒料、非結構性混凝土粒
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
料；水泥原料、水泥製品 ( 水泥磚、
瓦、板 ) 原料

事業廢棄物 ->
再利用產品

電弧爐還原碴 37 事業廢棄物 ->
再利用產品

焚化爐底碴 95 瀝青混凝土粒料、 CLSM 、無筋混凝
土粒料；道路基層與底層級配粒料；
基地及路堤填築材料；磚品添加料及
水泥生料添加料

一般廢棄物 ->
再利用產品

合計 847 常發生不當再利用者 ( 標紅色者 ) 有
405 萬噸



  

駱駝山 -- 電弧爐碴、集塵灰
早年



  

北門農田 -- 台 61 縣臨時砂石混拌廠

1999 年至 2004 年

混有害集塵灰的電弧爐
碴，不僅非法回填在農
地，也用於台 61 縣路基
與便道填築。非法再利用
數量難以估計。



  

學甲農田 -- 明祥馨回填電弧爐碴 (40 萬噸 )

2014 年 11 月 27 日台南市政府才核准其廢棄物再
利用相關營業。但明祥馨企業公司從 2011 年開始
每個月收受 6 家鋼鐵廠燁聯、華新麗華、威致、世
佳、易昇、協勝的事業廢棄物約 1 萬噸，依鋼鐵廠
給付每噸新台幣 400 至 600 多元不等處理費， 4 年
多來不法利得高達 2 億多元。



  

東石魚塭 (3 分地 )-- 不銹鋼電弧爐碴 (5000 噸 )

2015 年 12 月



  

旗山農地 (6 公頃 )-- 中鋼轉爐石 (100 萬噸 )

2013 年 5 月 -2014 年 6 月



  

旗山農地 -- 中鋼轉爐石

侵佔公有地：包括國有土
地與水利會土地



  

旗山農地 -- 中鋼轉爐石

高 PH 值，影響水質



  

倒貼賣出的產品？



  

現在，中鋼爐石沒處去，竟大舉入侵校園！



  



  



  



  

成大安南校區規劃書



  



  



  

2013 年時該校區內仍有龐大水體



  

成大安南校區目前的規劃



  

成大安南校區規劃書中的環境地工試驗場
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心發展區 : 包括現地環
境地工試驗場 (1) 、土壤及儲槽管線試驗場
(2) 、生質能轉化與堆肥實驗場 (3) 、環資
廠擴充基地 (4) 、研發實驗大樓 (5) 等。而
在這些設施建設之前 ,永續環境科技研究中
心所在發展區域將預先作為爐石實驗區域
(圖中標紅色者 ) 。面積共 5.4 公頃。



  

技術人員代表提案：
已有數位安南校區的同仁向本人檢舉爐石的問題。本人是化學
系畢，對爐石的影響也頗了解，建議應該全面清查安南校區當
初同意填入爐石的是哪位長官 ? 建議環安衛也應該做出詳細的
評估表。 (要參考相關論文，瞭解國外是否長期使用後對環境
的衝擊性。目前國內的使用記錄及監測只進行約 10 年 ) 。 據我
個人的瞭解，爐石具相當強的鹼性，對於鄰近安南校區的大面
積養殖業，可能會有環保的問題。應該立即進行利用爐石作填
充材對養殖的生物衝擊性評估。千萬不要讓傷害造成上新聞，
或是受害人向環保團體投訴，由外力介入調查破壞校譽。 (請
總務處代轉環安衛 ) 

成大總務處說明：
10 、 安南校區於水工實驗場建場之初曾於該校區西側回填一
小區域，該區設有觀測井，並由水工試驗所做長期監測；另由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執行之「轉爐石長期環境溶出特
性之研究」研究計畫及成大永續環境科技中心執行之「轉爐石
之長期穩定性與環境相容性探討」，測試轉爐石探討其重金屬
長期環境溶出特性，相關專業結論可洽上述單位。另近期中聯
申請於安南校區進行窪地爐石填土乙案，已於校園規劃工作小
組邀請校內相關專長老師進行討論，並將會議決議簽奉校長核
示修正相關意見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是中聯申請窪地爐石填土，非學者很想做實驗！



  

成大學者表疑慮，要求以混合其他
材料稀釋爐石比例，降低汙染疑
慮，並要求有汙染時，中鋼要付移
除及整治責任。再次證實不是成大
主動要做實驗！



  

成大爐石環境相容性試驗計劃，需不需要環評？

第二十三條     文教建設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各種文化、教育、訓練設施或研究機構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國家重要濕地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但申請開發面積
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累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或水庫集水區，申請開
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使用，
且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現場看到回填爐石與土方的面積

面積
16 公頃



  

這些轉爐石是不是中鋼不想要的廢棄物？

● 旗山農地回填轉爐石 100 萬噸，相當於一年產量
● 每噸五元賣出，再私下委託 220 元。產品賣出還要委託

處理費嗎？
● 成大轉爐石環境相容性試驗計劃，有需要用到 3 公頃那
麼大的面積嗎？ (粗估可能要埋 20 萬噸 )而且現場看
到，恐怕不只 3 公頃！這是不是把校園當掩埋場？

● 請環保署確認，該開發行為是否需環評！
● 中鋼為了請成大永續環境試驗所進行爐石環境相容性試
驗，付給成大多少利益 ( 處理費 ) ？



  

爐碴再利用問題

● 每年產生數百萬噸的爐碴，到底有多少比例是違
法再利用？

● 在煉鋼業者、許多學者與環保署、經濟部口中，
爐碴是很有用的資源。為什麼那麼有用的資源，
會到處亂跑，亂用，甚至被混入有害廢棄物？是
不是廢清法罰則太輕？

● 爐碴違法再利用，依廢清法要怎麼如何懲處？



  

爐碴違法再利用相關罰則

● 視為廢棄物：
廢清法第四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
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 視為再利用產品：
廢清法第五十二條     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自行清除、共同清
除、委託清除 )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要符合經核准的事廢清理計劃書、網路傳輸流向、清運機具裝置流向追蹤系
統 ) 、第四項 (清除處理業者流向申報 ) 、第三十四條 ( 事廢無去處時，送至中央目的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設施、第
三十六條第一項 (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 、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 再利用辦法 ) 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 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裕量管理辦法 )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廢清法欠缺對廢棄物的定義，完全仰賴環保
署函釋，然而對於違法利用的爐碴，環保署

均視為產品 ...
● 國際上 (如歐盟 )對廢棄物的定義：

‘waste’ means any substance or object which the holder 
discards or intends or is required to discard;

持有者拋棄、意欲拋棄或被要求必須拋棄之任何物質或物體；
● 旗山、成大轉爐石，還有那些被違法回填農地、魚塭的電弧爐

碴，難道不是業者想要把它拋棄處理掉的東西嗎？不然怎麼會
用在明顯不能使用的環境敏感區、偏僻的地方？為何環保署不
把它認定為非法回填的廢棄物？把這種違法再利用的爐碴認定
為廢棄物，會不會比較能夠發揮遏止違法使用的效果？



  

如果旗山轉爐石被認定為廢棄物

● 除了違法回填者必須受到更嚴厲的處分，中鋼也
要負起連帶責任。但認定為產品，中鋼一點事也
沒有：

廢清法第 三十 條     事業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事
業廢棄物，未符合下列條件者，應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及環境
之改善，負連帶責任：

一、依法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類事業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或執行機關清除、處理，且其委託種類未逾主管機關許可內
容。

二、取得受託人開具之該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



  

罰則太輕，不足使爐碴產源及再利用
業者付出必要成本，好好再利用

● 爐碴再利用，需要付出能源、空間與時間，進行破碎、篩分、
安定化 (快速安定化需要用蒸氣，不然需要堆置 6 個月 )... ，
這些都是成本。罰則太輕，使得業者寧可省下這些成本。

● 而省了成本後，再利用產品品質不良 (如中鋼轉爐石曾造成波
浪路 ) ，加上違法再利用事件頻傳 ( 包括混有害集塵灰 ) ，惡
名在外，市場更進一步萎縮，如此又導致更多爐碴亂竄，導致
惡性循環。

● 在爐碴再利用亂象百出的現況下，還可以把它當作「性質安定
或再利用技術成熟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
的廢棄物嗎？



  

電弧爐碴公告再利用，再利用機構沒人管
登記為產品的爐石，跑到哪更欠管

● 公告再利用的廢棄物，再利用機構只要向地方政府登記檢核，
取得管制標號以利流向申報管制，但不需要取得再利用許可。

● 電弧爐還原碴再利用機構十六家，地方政府接受其登記檢核
時，有確認他們有適當設備進行再利用，有足夠空間進行安定
化嗎？其再利用產品的品質 (如七天膨脹率小於 0.5%) ，有在稽
查確認嗎？

●而像中鋼爐石這種登記在工廠登記證的產品，其品
質與流向，更沒有人管制！而它也跟電弧爐碴一
樣，使用時需要限制地點，也必須要訂定使用規
範，以避免環境風險與降低工程安全疑慮。



  

對於電弧爐碴與中鋼爐石
需要建立三級品管機制

● 一級：業者 ( 產源、再利用機構 )自主管理
● 二級：第三公正方的稽核認証
● 三級：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查核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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