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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為推動打造環境永續城市，本局以資源循環再生為主軸，配合在地自然、

人文及歷史條件，積極推動相關業務，提升環保效益。此外，也持續推動多元

化環境教育課程及創新作為，將環保知識向下扎根，提升民眾環境知能。 

在空品改善方面以「先公後私、先大後小」的原則推動各項空污改善策

略，包含固定、移動、逸散等污染源的嚴格管制，一步一腳印逐步踏實改善；

在水質保護方面致力於輔導污染源頭減量、推動事業污水削減、推廣畜牧業廢

水有效處理與再利用；並推動本市農地土壤污染防治計畫，降低農地污染，確

保食安，及辦理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以提升水環境品質與安全。 

另外，本市人口已躍居為我國第二大城市，成為最佳宜居城市，環境整潔

與公共衛生是城市生活水準進步指標，相對吸引各國觀光遊客及民眾來訪，因

此，維護本市入口門戶及各觀光景點環境品質，刻不容緩，而與我們生活息息

相關的公廁潔淨品質，更是重要的一環。 

本局亦藉由政府帶頭落實 100%綠色採購，帶動民間企業優先採購綠色產

品，達成環保與經濟雙贏，發揮環境預防功能，讓全民享有健康安全的生活環

境。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先公後私、先大後小、嚴格管制 

（一）行政作為精進提升 

1、原跨局處空污減量小組組織調整，提升層級成立空品改善委員會納入研考

會管考、併於市政會議定期舉行檢討會議，讓各局處有更積極作為。 

2、考量空氣污染物跨縣市互相影響，中部四縣市治理平臺再納入新竹縣、雲

林縣及嘉義市，加強聯繫並爭取中央更多的資源分配與關心，整體改善中

部空氣品質。 

（二）檢討臺中電廠機組運作情形 

近二年通霄、大林、林口陸續有燃氣複循環機組與超超臨界燃煤機組

加入運轉發電，臺電今(108)年裝置容量仍然增加 230.7 萬瓩，足以取代臺

中電廠將近一半的發電量，將要求停止中電北送，拒絕燃煤超額發電，還

給臺中人環境生存權。 

查臺電公司預訂於今(108)年耗費近 20 億元針對臺中電廠 4 號機進行

空污防制設備更新，將優先要求最老舊、且尚未加裝空污防制設備的 4 號

機組停止執行更新工程，並要求該機組提前除役，改用其他低污染量及綠

能之發電方式。 

（三）落實減煤政策 

1、先進國家已陸續減少生煤發電的比例，臺中市配合生煤自治條例期程及臺

中電廠許可證展延時機，將於許可證中減煤 4成，以落實減煤政策。 

2、以往臺中電廠在空污季期間，以降載作為因應措施，在去(107)年底起增加

實際停機減少燃煤發電，是臺中電廠 10 部機組操作以來從未有的停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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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透過適當電力調度，全國亦未發生限電情形。因此，將要求臺電透過

電力調度，逐年降低燃煤實際使用量，增加停止臺中電廠燃煤機組操作。 

（四）大型固定污染源實施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 

依先大後小原則，列為優先管制對象。預估採行 BACT 後，對於粒狀污

染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之削減量預估可達三成五以

上，亦對細懸浮微粒(PM2.5)與臭氧(O3)改善有正向助益。 

（五）加強重大污染源的深度稽查 

1、針對大型污染源、排放量較大及民眾屢次陳情等重大污染源，於查核前至

各環保申報系統(空氣、水、廢棄物及毒化物)進行橫向勾稽，掌握廠內問

題有效稽查，以督促業者依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及相關空污法規操作。 

2、持續推動各項管制作為及執行重大污染源稽巡查、檢測作業，加強監督各

污染源操作狀況，先公後私，由大至小進行深度稽查。 

（六）擴大推動企業環保車隊 

1、邀請企業共同參與改善本市空氣品質，透過提供 1、2 期柴油車淘汰及 3 期

車加裝濾煙器補助資訊，協助企業加速高污染車輛改善，並鼓勵企業車隊

使用 4、5期車輛進行貨物運輸，從源頭減少高污染車輛使用。 

2、協談輔導企業自有車輛淘汰 1、2 期車，採用 4、5 期車；非自有車輛則透

過納入承攬契約或以出入口管制方式，要求應取得自主管理標章或當年度

檢驗合格。 

3、今(108)年預計推動累計達 40家。 

（七）公務機關帶頭全數汰換老舊柴油車 

推動市府各機關 1、2 期老舊柴油車汰除及 3 期柴油車加裝濾煙器，採

用公共工程委員會契約範本，要求廠商落實使用符合排放標準之柴油車

輛。 

（八）推廣低污染車輛，建構完善電動車環境 

1、補助購置電動二輪車：鼓勵民眾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或新購電動

二輪車補助，提升低污染車輛使用，108 年預計新增電動機車 1 萬 2,000

輛。 

2、優惠減免政策：提供電動車輛車主免牌照稅、免燃料費、公有停車場免費

停車等優惠政策。 

3、充電站設置補助：提供設籍或登記地址設於本市之法人（含公寓大廈管理

委員會）、各公部門、機關、學校及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申請。 

4、先公後私：本市公務機關優先設置電動車充（換）電站，如區公所、公有

停車場。 

二、提升環境檢驗能力 

（一）108年環境檢驗實驗室擴充及汰換儀器設備計畫 

1、採購多功型分立式化學分析系統，整合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及氨氮等分

析檢測，提升檢驗效能縮短檢驗時間，擴大檢驗能量。 

2、採購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將不同性質重金屬樣品以獨立儀器檢

驗以避免交叉污染，並可分別同時進行檢測，提高檢測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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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購 PM2.5手動採樣裝置 2 套，完備實驗室 PM2.5自行採樣能力，並於實驗室

所設置之空氣污染檢測專區進行成份分析，研判可能之污染來源，有助污

染源之管制。 

4、各檢驗儀器設備預定於今(108)年 10 月底前完成測試驗收及檢驗人員訓

練。 

（二）賡續制定 108-110 年以 3 年為週期之環境檢驗實驗室能力試驗計畫書，訂定

各檢項參加外部具公信力機構辦理之能力試驗頻率，並依計畫內容期程完

成今(108)年規定檢項之能力試驗。 

（三）持續管理面與技術面之品質管制，並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TAF)之監督評

鑑，維持國際性認可測試實驗室之認證資格，強化檢測數據之公信力。 

三、環境監測原則及成效 

 （一）臺中市水環境改善工程水體水質監測計畫 

1、配合旱溪、筏子溪、柳川、綠川、惠來溪等河段配合水環境改善工程水體  

水質監測，共計 30站次/月，以避免施工期間造成之環境衝擊。 

2、為掌握計畫執行前、中、後各階段水體水質，擬於施工河段（區域）上

游、下游水體、施工段水體水質改善工程流原水及處理後排放水等進行水

質監測，可評估水質改善效益。 

（二）臺中市河川、海域水體水質監測計畫 

1、定期監測臺中市河川(9 條，17 站次/月)、海灘(2 站次/月)、海域(5 站次/

季)及排水渠(16 條，32 站次/月)之水體水質，以確實掌握本市河川及海域

水體之水質狀況，建議工程、管理單位、稽核單位等加強查察及改善。 

2、評估本市河川、海域及排水渠水質之污染程度，作為對本市水污染防治工

作成果之判定依據。整合污染削減管制策略，改善流域性河川污染問題。 

3、持續建立水質資料，作為本市水污染防治及改善工作成效評估之依據。 

4、定期更新水質看板內容，使民眾瞭解河川水質概況。 

（三）建置環境智慧監測網 

1、固定式空氣品質監測站：本市設有 6 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並於大里區

設置一座交通空氣品質監測站，結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本市設置之 5 座

自動監測站，全天自動監測本市空氣污染物，並將監測結果即時傳送到本

局空氣品質監控中心，確實掌握臺中地區空氣品質狀況，並建立污染物長

期資料庫。 

2、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站：本市設有 6 座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站，包含 4 部

AQI 空氣品質監測站及 2 部 VOCs 監測車。VOCs 監測車於轄區各工業區及主

要污染源附近巡迴監測，掌握污染狀況。而移動式 AQI 監測站巡迴本市目

前尚無空氣品質監測站之地區監測，以瞭解污染物空間及時間的流佈，做

為研訂污染管制策略之參考。 

3、微型感測器密集佈建，108 年本市 350 個空氣微型感測器布建將依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合辦原則，優先設置於污染熱區、社區及學校等。 

4、以市管各級學校廣設空氣盒子，並請本府教育局協助增設，加強空品環境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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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網站提供即時空品監測資訊：「空氣品質監測網」與 「空氣品質資訊服務

網」。 

6、藉由各種點、線、面的監測，結合大數據分析，讓空氣污染無所遁形。 

四、輔導污染源頭減量，守護水及土壤環境 

（一）擴大辦理社區污水健診，節水省電環境品質也提升 

（二）推動事業污水削減，雙管齊下創造雙贏 

（三）重金屬廢水排放總量管制 

（四）翻轉畜牧廢水舊觀念，沼渣沼液入田再利用 

（五）農地污染改善，確保農糧生產安全 

（六）地下水污染改善，保護地下水資源 

五、落實事業廢棄物流向管制及再利用查核輔導工作 

（一）透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勾稽本市列管事

業查核其廢棄物產出、貯存、清除方式等流向、網路申報數值合理性，另

藉由「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查核民營清除機構清運機具 GPS

軌跡路徑，達到即時控管之成效。 

（二）訂定「臺中市政府取締非法棄置廢棄物聯合稽查計畫」，自 101 年 12 月 13

日起由本局及警察局共同派員執行列管高潛勢非法棄置場址巡查及攔檢工

作，保障市民健康，避免污染造成農漁牧產品安全疑慮，以及自然環境遭

人為破壞。此外亦加強轄內禽畜飼養畜牧場周圍環境巡查作業，避免斃死

禽畜非法棄置情事。 

六、廢棄物妥善處理，落實低碳綠能政策 

（一）全國首座以廚餘、稻桿發電雙核心技術之外埔綠能生態園區，提升本市廚餘

回收再利用效能，減輕焚化廠負擔。 

（二）逐步評估推動本市掩埋場活化作業，提升使用效能及活化。 

（三）持續定期監控掩埋場區水質，並逐年汰換本市掩埋場水質處理廠老舊設備及

延長污水處理設備有效使用年限，以及持續引進專業技術提升處理效率。 

（四）啟動文山綠光計畫，運用文山掩埋場 4.83 公頃面積，建置太陽能光電模組

數量近 2 萬片，推動全國最高掩埋場種電密度，以降低燃煤量及減少 CO2排

放，改善臺中市空氣品質。 

七、透過「拒絶 Refuse」、「減量 Reduce」、「重複使用 Reuse」、「維修

Repair」、「回收 Recycle」、「再生 Recovery」等減量回收 6R 措施，強化

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成效，促進資源循環再生，達到垃圾零廢棄目標。 

（一）加強源頭減量工作 

1、查核輔導限制一次性用品措施，推廣提供重複餐盒供餐、自備環保餐具袋

優惠、設置二次袋回收站、無包裝裸賣商品等減量減塑措施，推廣綠色友

善商店及綠色包裝標章認證，減少垃圾量。 

2、透過二手物銀行、家電診所、維修咖啡館、廢木料銀行及 DIY 工作坊辦

理，鼓勵民眾物盡其用，延長產品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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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資源回收工作：推廣多元化資源回收宣導，鼓勵里辦公處設置希望資收

站方便就近回收，加強垃圾強制分類巡檢，輔導資源回收業者做好環境管

理，辦理資源回收分級和評比，推動生熟廚餘分類回收，落實資源循環。 

八、打造友善城市環境與推動清潔隊員健康服務管理 

（一）優化基礎設施及硬體設備，打造友善衛生公廁 

1、爭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相關計畫補助經費（108 年），強化受補助公廁排水

管路及衛生設備，建全公廁基礎設施，完備受補助公廁廁間軟硬體設備，

提升公廁品質。 

2、輔導計畫執行單位依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建議之男女廁間設置比例標準

(1：3)，並符合內政部「公共建築物衛生設備設計手冊」規定設置坐蹲式

廁間比例 2：3，以營造舒適友善如廁空間。 

（二）加強列管公廁巡檢與考核，提昇整體公廁環境衛生品質 

1、落實建檔列管公廁環境衛生品質巡檢及稽查工作，強化維護清潔管理品

質。 

2、公廁管理方式採分級制，定期完成所有列管公廁巡查與分級，並規定要求

管理單位做好公廁整潔維護及自我檢查工作，提昇如廁文化及品質。 

3、推動公廁特優場所認證制度，落實自主管理，提升公廁品質。 

4、舉辦公廁清潔維護管理宣導說明會或公廁清掃學習活動，以達公廁環境不

濕、不髒、不臭之特優級水準。 

（三）推動公廁認養計畫，達成優質公廁永續經營的目標 

1、透過社區、公私團體及企業認養公廁，結合民間資源，導入多元創意巧

思，打造有特色、更優質公廁，提供民眾舒適的如廁空間。 

2、媒合企業與公廁管理單位，溝通認養項目及方式，改善公廁軟硬體設備，

提高民眾對公廁滿意度，落實友善如廁環境。 

（四）落實巡檢機制，環境維護不打烊 

訂定「臺中市重要景點門戶環境清潔維護計畫」，建立環境巡檢三級

查核機制，指派專人加強巡檢頻率及髒亂點即時清理，假日採輪值巡檢，

達到主動發現、立即處理，提升環境整潔度。 

（五）「臺中垃圾收運大車隊」APP便民措施 

運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無線通訊及地理資訊系統等科技，將垃圾車

路線、清運狀況等資料，整合建置系統與推出垃圾車早到、遲到推播預測

服務，並以顏色圖樣顯示，提高視覺性及便利性。 

（六）機器代替人力，提升服務效能 

今(108)年本局 5 輛電動小型掃街車，備有真空吸管可吸落葉、垃圾，

減少掃地時的揚塵；預定於水湳經貿園區智慧城市試辦使用，未來期望推

廣至全市街道、巷弄，以進一步提升清掃效能與市容品質。 

（七）擬訂及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檢查計畫，降低清潔隊員職業災害發生率，推

動清潔隊員健康服務管理，打造友善健康安全的工作職場。 

 

九、建立綠色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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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市民飲用水檢驗申請一碼通之全套服務，提高為民服務品質 

1、簡化偏遠地區市民飲用水申請程序，開放民眾電話預約申請服務，提高為

民服務品質與施政滿意度。 

2、擴大市民飲用水申請檢驗到府採樣之服務對象，對非居住偏遠地區民眾若

有實際服務需求者，提供到府採樣服務。 

3、賡續維持本局於豐原及南屯區所設置二處之市民飲用水檢驗申請櫃臺各項

作業，與中午不打烊受理服務。 

4、辦理環境檢驗業務顧客服務滿意度調查，並以整體滿意度達 90%為目標。 

（二）落實綠色消費與綠色採購 

1、新增續住不更換床單或自備盥洗用具即可享優惠的環保旅店，並推動具備

環保標章認證對於節能、省水及綠色採購有更高標準的環保旅館。 

2、新增自備環保筷可享有優惠的環保餐館，並輔導本市商店成為販賣環保標

章產品等對環境友善產品的綠色商店。 

3、宣導市民優先採購對環境友善的產品或服務，提升綠色消費的觀念認識。 

4、舉辦機關綠色採購教育訓練，由本府機關帶頭落實綠色採購。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先公後私、先

大後小、嚴格

管制 

空品改善行政

作為提升 

一、成立空品改善委員會，併市政會議定期舉行檢討會議。 

二、中部聯合治理平臺再納入新竹縣、雲林縣及嘉義市。 

三、組成跨科室港區專案稽查小組。 

檢討臺中電廠

機組運作情形 

優先要求最老舊、且尚未更新防制設備的 4 號機組停止執行更新

工程，並要求該機組提前除役，以節省公帑並減少空氣污染物排

放。 

落實減煤政策 透過許可證展延時機，依生煤自治條例規定要求臺中電廠降低生

煤使用量 4成。 

大型固定污染

源實施最佳可

行控制技術 

配合許可證變更、異動及展延時機，要求以粒狀污染物、硫氧化

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 4 項空氣污染物總排放量進行統

計之前 50大對象實施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加強重大污染

源的深度稽查 

一、 查核前至各環保申報系統(空氣、水、廢棄物及毒化物)進行

橫向勾稽，掌握廠內問題核心有效稽查。 

二、 執行重大污染源稽巡查、檢測作業，加強監督各污染源操作

狀況，先公後私，由大至小進行深度稽查。 

擴大推動企業

環保車隊 

擴大推動企業環保車隊 100家。 

公務機關帶頭

汰換老舊柴油

車 

優先公務機關於 111年前汰換老舊柴油車。 

推 動 電 動 車

輛，建置完善

電動車輛環境 

一、108年目標新增電動機車 1萬 2,000輛。 

二、109年目標新增電動機車 6,000輛。 

三、110年目標新增電動機車 6,000輛。 

四、111年目標新增電動機車 6,000輛。 

環境檢驗能力

提升方案 
環境檢驗實驗

室擴充及汰換

採購分立式化學分析系統、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儀、PM2.5手

動採樣裝置，建立檢測或採樣標準作業程序與完成實機測試，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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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儀器設備計畫 行相關檢測操作人員教育訓練，並於年度結束前上線運作。 

環境監測執行

方案 
臺中市空氣品

質感測物聯網

布建計畫 

一、 依據布建原則進行布建選點，篩選合適位置並和當地主管機

關進行設置協調，並於同意後進行裝設。 

二、 監測數據上傳於環保署「空氣網」及「愛環境」網站，並進

行傳輸測試。 

臺中市環境品

質監測站（含

移 動 式 監 測

車）操作維護

計畫 

一、維持空氣品質人工測站及自動測站、固定式環境、交通音量

監測站、移動式環境、交通音量監測站、交通空氣品質監測

站正常運轉，取得正確之監測數據，並建置本市空氣品質及

環境、交通音量監測資料庫。 

二、藉由環境監測了解大臺中空氣品質變化趨勢，提供污染防

(管)制措施參考。 

三、增設網路監視器透過網路傳輸空氣品質測站監視攝影機影

像，可發揮遠端監視空氣品質測站周邊環境，及增進對數據

的判讀參考。 

臺中市水環境

改善工程水體

水質監測計畫 

一、 配合旱溪、筏子溪、柳川、綠川、惠來溪等河段配合水環境

改善工程水體水質監測，以避免施工期間造成之環境衝擊。 

二、 為掌握計畫執行前、中、後各階段水體水質，擬於施工河段

（區域）上游、下游水體、施工段水體水質改善工程流原水

及處理後排放水等進行水質監測，可評估水質改善效益。 

三、 藉由水質水量之監測結果，作為對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成果

之判定依據，改善流域性河川污染問題，確保大臺中地區親

水安全。 

臺中市河川、

海域水體水質

監測計畫 

一、定期監測臺中市河川、海域及排水渠之水體水質，以確實掌

握本市河川及海域水體之水質狀況，並進一步了解各流域及

海域之污染情況與污染程度。 

二、持續建立歷年水質資料，藉此瞭解本市水體水質之長期變化

趨勢，並可作為評估本局水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評估上之依

據。 

水質及土壤保

護計畫 

擴大辦理社區

污水健診，推

動社區放流水

再利用計畫 

針對 250 處大型社區污水處理設施進行健診服務，輔導本市社區

大樓妥善運作污水處理設施，為有效利用水資源；另外亦將推動

社區大樓排放水再利用，未來空氣品質不良日，可取用各社區大

樓處理完之放流水作為灑水車街道灑水抑制揚塵用途，讓各地區

社區大樓成為污水回收再利用的小水庫，也讓市民共同參與減輕

空氣污染。 

雙管齊下推動

事業廢水污染

削減計畫 

至少辦理 4 場次法規宣導說明會，強化事業自主妥善運作廢水處

理設施。另針對高污染事業及易發生水質異常河段執行雙向查

核，採行科學儀器輔佐查緝不法業者，予以加重嚴懲並追討不法

利得並追蹤查核至完成改善。期望由事業自主管理與本府加強稽

查方式雙管齊下，減輕本市水體污染。 

劃設重金屬廢

水排放總量管

制區 

辦理劃設詹厝園圳及上游大突寮圳第二級重金屬總量管制區或採

行放流水水質重金屬加嚴標準可行性調查，並分別評估對於區內

事業各層面影響。後續將廣納本府各局處及地方鄰里意見，並持

續辦理管制區劃設公告行政作業。  

沼渣沼液再利預計媒合並輔導 13 家業者將畜牧糞尿轉化為肥分作為農地資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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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用媒合示範計

畫 

使用，並結合本局沼渣沼液運輸車輛試行計畫，讓本局協助媒合

之畜牧場及農戶免費利用新購之沼渣沼液運輸車輛載運沼渣沼液

至農田澆灌，預估利用沼渣沼液運輸車輛載運可為今年度增加 600

噸沼渣沼液澆灌量。翻轉畜牧糞尿污染廢水形象，轉為農民澆灌

農地的天然肥料，朝向畜牧業、食安、農業及環境四贏目標邁進 

農地土壤污染

防治計畫 

一、持續推動「臺中市農地土壤污染防治計畫」，並每半年召開

工作檢討會議，滾動式管理。 

二、由本局負責污染源稽查管制，水利局負責強化灌排分離，農

田水利會負責灌溉水質監測維護，經濟發展局負責輔導未登

記工廠合法化等工作。 

三、辦理受污染農地改善工作，預計改善本市污染農地約 1 公

頃。 

地下水污染防

治計畫 

一、監測轄內地下水品質及污染場址周邊民井水質，今(108)年預

計執行 200口次。 

二、監督高污染潛勢事業自主管理及監測申報，成立專案小組協

助審查及監督污染場址改善成效及加速改善進程。預計完成 3

處以上工廠事業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 

廢棄物妥善處

理，落實低碳

綠能政策 

臺中市外埔堆

肥廠(綠能生態

園區)整建營運

移轉案履約管

理計畫 

一、引進民間投資，藉由「廚餘厭氧發電」及「稻稈氣化發電」

雙核心技術，將廚餘及稻稈等有機廢棄物轉化成生質能源。

未來，全量運轉下，每年將可處理 5 萬 4,000 公噸廚餘、5 萬

公噸稻稈及樹枝，預估發電量將提供 9,670 戶家庭一年的用

電量，相當於每年減少 1萬 7,834公噸碳排放。 

二、預計今(108)年 7月試運轉完成後開始營運。 

三、ROT 許可年期共 25 年，包含整建期及營運期。依據契約規

定，移轉日為契約期間屆滿日民國 131年 8月 28日。 

提升掩埋場使

用 效 能 及 活

化。 

辦理本市霧峰掩埋場活化作業，以最終處置本市三座焚化廠產出

之飛灰穩定化物。 

掩埋場相關水

質管控，落實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垃圾掩埋場滲出水、放流水及地下水等相關水質進行處理管控及

申報公告，以確保友善維護環境生態品質。 

積極發展綠能

取代燃煤，啟

動文山綠光計

畫。 

運用文山掩埋場復育地 4.83 公頃的面積，建置太陽能光電模組數

量近 2 萬片，推動全國最高掩埋場種電密度，每年約有 610 萬度

以上綠電量，以降低燃煤量及減少 CO2排放，改善臺中市空氣品

質。 

落實事業廢棄

物流向管制及

再利用查核輔

導工作 

臺中市事業廢

棄物管制、減

量再利用管理

輔導計畫 

一、 除現場稽核作業外，透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申

報及管理資訊系統」勾稽本市列管事業查核其廢棄物產出、

貯存、清除方式等流向、網路申報數值合理性，另藉由「事

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查核民營清除機構清運機

具 GPS軌跡路徑，達到即時控管之成效。 

二、 為有效管控廢食用油流向，除清查本市廢食用油產源廢食用

油流向外，並加強廢食用油回收業者之作業管理，針對其作

業車輛及人員予以檢核。 

臺中市非法棄一、 針對本市再利用機構及處理機構辦理專學者現場輔導及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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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置場址處理暨

緊急應變計畫 

計畫，確保其廢棄物再利用及處理量能與足以因應其收受

量，避免衍生非法棄置問題。 

二、 為保障市民健康，避免污染造成農漁牧產品安全疑慮，以及

自然環境遭人為破壞，本局訂定「臺中市政府取締非法棄置

廢棄物聯合稽查計畫」，自 101 年 12 月 13 日起由本局及警

察局共同派員執行列管高潛勢非法棄置場址巡查及攔檢工

作。此外加強轄內禽畜飼養畜牧場周圍環境巡查作業，避免

斃死禽畜非法棄置情事。 

資源回收執行

方案 
加強源頭減量 一、 查核輔導限制一次性用品措施，如免洗餐具、購物用塑膠

袋、塑膠微粒等限制使用。 

二、 設置二次袋回收站、無包裝裸賣商品等減量減塑措施、推廣

提供重複餐盒供餐、自備環保餐具杯袋優惠。 

三、 推廣綠色友善商店，輔導業者與消費者參與，實踐綠色生

活。 

四、 辦理綠色包裝標章認證，限制產品過度包裝，減少垃圾量。 

五、 透過二手物銀行，加強物品回收交換，養成愛物惜物觀念。 

六、 推動家電診所及維修咖啡館，導入志工力量，強化物品檢修

及再生。 

七、 推廣廢木料銀行，建立巨大垃圾資源物再利用平臺。 

八、 辦理 DIY工作坊，鼓勵民眾物盡其用，延長產品壽命。 

強化資源回收 一、推廣多元化資源回收宣導，加強「回收學園」行動巡迴宣導

及學生服務學習，向下紮根。 

二、鼓勵里辦公處設置希望資收站方便就近回收，擴展回收管

道。 

三、加強垃圾強制分類巡檢，落實垃圾分類，輔導資源回收業者

做好環境管理。 

四、辦理資源回收分級和評比，建立資源回收示範站。 

五、推動生熟廚餘分類回收，落實資源循環。 

營造友善公廁

政策 
108 年度優質

公廁及美質環

境推動計畫-改

善公廁暨提升

優質公廁推動

計畫 

一、協助本府各局處執行計畫提報 25處公廁新建與修繕工程。 

二、召開工程規劃設計審查會議，確保規劃設計內容符合原設計

理念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要求規範。 

三、聘請相關專家委員進行各項工程督導訪視與查核工作。 

四、定期管控公廁修繕新建工程辦理進度。 

全面提升優質

公廁精進計畫 

一、訂定 108年度公廁品質提升相關計畫。 

二、輔導建檔公廁申請公廁特優場所認證。 

三、進行公廁環境衛生查核。 

四、辦理公廁清掃學習。 

臺中市重要景

點門戶環境清

潔維護計畫 

大路口潔淨計

畫 

一、盤點列管各區重要景點及入口門戶。 

二、各區隊設置固定巡檢人力，劃定責任區域，每日派員巡檢。 

三、列管空地定期巡檢，每季至少查核一次。 

四、建立髒亂點通報清理機制。 

五、建立複核及評比機制。 

垃圾收運便民

化 

一、新版網頁採響應式設計，讓不同裝置的使用者更方便使用。 

二、提升 APP下載率每年增加 1萬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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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三、整合「大臺中圖資雲」圖資，提供明顯地標以供民眾查詢。 

職業安全專案

檢查計畫 
職業安全專案

三級檢查計畫 

三級檢查(動態稽查)，清潔隊以檢查人員、班長為一級，分/區隊 

長為二級、清潔科與勞安科為三級制，實施職業安全輔導檢查工 

作。 

職災高風險清

潔隊動態稽查

輔導檢查計畫 

外部檢查，邀請本府勞工檢查處及本局工會派員，協同清潔隊管

理科與勞工安全衛生科篩選近年職災發生率偏高區隊進行訪視輔

導抽查職安工作。 

清潔隊工作場

所安全衛生檢

查計畫 

出勤前檢查與場域檢查(靜態稽查)，各區清潔隊自我檢查督導及 

勞工安全衛生科實施抽查職安工作。 

清潔隊健康服

務計畫 
清潔隊員健康

檢查計畫 

落實健康檢查結果分級管理工作，實施高風險人員衛教宣導，提

升清潔隊員身心健康。 

職業醫師臨場

健康服務計畫 

進行清潔隊員臨場健康諮詢及醫事診察，提早預防慢性病及職業

災害發生。 

推行勞工健康

保護四大計畫 

進行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推動重複性作業(人因)、母

性保護、過勞健康保護調查及健康訪視工作，落實健康促進管理

業務。 

機關與民間綠

色採購政策 
推動民間企業

及團體實施綠

色採購計畫 

一、新增環保旅店、環保餐館及輔導環保旅店申請具備環保標章

的環保旅館。 

二、輔導民間企業進行綠色採購。 

三、輔導綠色商店進行綠色販售。 

四、以設攤的方式進行宣傳，配合各行政機關、學校及企業等活

動配合共同推廣綠色消費。 

機關綠色採購

方案 

年度本府機關綠色採購比率需達 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