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度施政計畫
施政目標與重點
環境保護局為本市整體環境管理維護之機關，配合市長施政政策及理念，全力解決市民
之環保問題及提供便捷服務程序，提升民眾滿意度，加強服務效能，致力於改善市民生活環
境，讓本市空氣品質更清新，積極降低噪音陳情，加強環境教育，給予市民乾淨的河川，並
於經濟發展考量下，減輕開發行為對自然資源破壞及環境造成不良之影響，秉持著綠色新政
之理念，追求創新綠色經濟成長及提升本市國際競爭力，致力建構樂活家園，提升優質友善
的服務品質，在「打造全臺最乾淨城市」為目標引導下，營造「低碳綠能永續大臺南」。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推動環境教育建置永續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整合本市環境教育資源，實施多元環境教育，辦理環境教育績優遴選表揚，普及與深
化環境知識，提升民眾環境素養及行動力。
（二）提升環保義工服務能量，辦理環保志工培訓計畫，鼓勵環保義工參與環境保護及環境
教育宣導工作，培訓環保義工轉型環保志工，共同維護環境衛生。
（三）加強綠色消費推廣，輔導本市各機關學校綠色採購指定項目綠色採購比率達 100%，鼓
勵民間企業與團體實施綠色採購，辦理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強化民眾選購環境保護產
品之意願，減少對環境之負面影響。
（四）審查中環境影響評估案件會議及進度資訊公開比例 100%，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公開比
例 100%，依法進行本府監督環評案件比例 100%。
二、維護空氣噪音品質、打造永續家園：（業務成果面向）
（一）維護及改善維護及改善臺南市空氣品質，落實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逸散污染源
管制工作，降低空氣污染排放源，達成 108 年細懸浮微粒(PM2.5)日平均濃度達紅色等
級(≧54μg/m3)站日數較 104 年改善 50%目標。
（二）推動「亮麗晴空—懸浮微粒削減管制計畫」
，與本府各局處機關共同管制懸浮微粒（PM10）
及細懸浮微粒（PM2.5），管制策略包含：1.車行揚塵抑制、2.營建工程管制、3.工廠管
制、4.柴油車排煙削減、5.機車排煙削減管制、6.其他逸散管制、7.裸露地揚塵改善、8.
低污染運具推廣、9.環境教育等 9 大面向 50 項管制策略。
（三）加強輔導及巡查本市公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落實公告場所稽查管制作業，達成全面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範目標。
（四）加強固定空氣污染源審核管制作業，落實現場管制工作，確保污染源在許可管制下操
作，並推動燃油鍋爐汰換成天然氣鍋爐。
（五）執行固定空氣污染源空污費管制作業，強化系統勾稽比對，確認其他系統與空污費系
統申報一致性，確保業者申報無短漏報之情事。
（六）提升加油站揮發性有機物管制，針對近年油槍有洩漏情形之加油站進行複查作業，並
清查業者法規符合度現況。

（七）加強提昇營建工程施作期間之空氣污染管制措施品質及法規符合度，以削減所產生之
粒狀污染物，提升市民對營建工程施作期間之滿意度。
（八）加強街道揚塵洗街作業,針對本市重點路段加強洗街作業，有效減緩街道揚塵，並積極
推動企業道路認養，辦理高污染風險路段巡查、宣導、勸導，降低農耕機具污染道路
發生率，提升道路潔淨度抑制車行揚塵產生。
（九）執行移動污染源管制工作，配合環保署補助及執行稽查作業以加速淘汰本市二行程機
車；宣導機車排氣定期檢驗觀念及提升檢驗品質；宣導停車 3 分鐘熄火觀念。
（十）加強執行目視判煙及路邊攔檢稽查，並推動空氣品質淨區/維護區與要求柴油車輛加入
自主管理標章制度，以改善柴油車污染排放。
（十一）配合市府廟會優質化政策，加強宣導及管制廟會活動於管制時段內不燃放爆竹煙火
及使用擴音設施，於管制時段外自主管理以減少燃放爆竹煙火量及降低音量。
（十二）定期檢討修正本市噪音管制區、航空噪音防制區、噪音管制法第 8 條行為管制及第
9 條管制之場所工程與設施，以維護本市整體環境安寧。
（十三）持續推動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與分級認證，輔導所轄之區、里取得認證，新增 1 個行
政區取得銅級、各 2 個行政里獲得銅級與銀級，並提高區里層級參與率達 50%。
（十四）推動本市綠屋頂理念，生態綠化屋頂，減緩熱島效應，進而減緩溫室效應。
（十五）因應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並配合行政院訂定本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力求
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及 2020 年減碳目標為 2%。
（十六）本市加入世界城市數據委員會組織（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WCCD）
，並持續參
與國際標準城市 ISO 37120 指標體系認證。
（十七）配合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推動相關因應方案。
三、落實河川、海洋污染源稽查管制作業及強化毒性化學物質及環境用藥管理工作：（業務
成果面向）
（一）加強水污染源稽查管制作業，應用水污染查緝科學儀器及結合河川巡守志工隊巡檢通
報，進行事業、畜牧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點污染源稽查管制工作。
（二）擴大檢警環結盟打擊環境犯罪機制，聯合環保團體、學術單位及執行公權力單位，組
成環境污染通報體系，除環境保護外，並擴大國土保育，一同宣示打擊環境犯罪。
（三）全市河川流域環保署水質測站溶氧大於 2ppm 比例目標達到 86%以上、全市河川嚴重
污染長度比例目標降低至 8.5%以下。
（四）辦理 9 場次海洋污染防治宣導或、1 場次水污染教育訓練、6 場次省水減污宣導、飲用
水安全宣導及環境用藥宣導各 2 場次，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及環境敏感地區海洋
油污染緊急應變兵棋推演 1 場次，持續監測臺南沿海海域水質及飲用水檢驗。
（五）強化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安全管理，辦理場所管理及應變輔導 20 家次、偵測與警報
設備現場設置測試 10 場次及無預警測試 72 家次及年度毒災演練 1 次等作業。
（六）落實災害防救，辦理聯防小組訓練 2 場次，加強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安全稽查 390
家次，並配合安全大臺南專案，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公共危險品場所聯合稽查，毒化物
流向勾稽查核，有效降低毒災發生機率，達成「職場零毒災、安全大臺南的目標」。
（七）嚴格審核病媒防治之許可，加強環境用藥宣導，降低民眾暴露於環境用藥之風險。
四、資源循環零廢棄及回收再利用：（業務成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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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實基層資源回收工作，確實掌握四大回收體系（執行機關、社區、機關團體及學校）
資源回收量，使資源回收量達 410,000 噸。
（二）主動列管、稽查與輔導轄內責任業者、販賣業者、回收商及古物商遵行廢棄物相關法
規之規定，並妥善維護場區環境整潔。
（三）辦理社區回收站形象改造工作，推動家戶廚餘自主性堆肥達 400 戶，提升廚餘回收量
達 70,000 噸。
（四）宣導廢棄物源頭減量，妥善處理臺南市轄區內生活垃圾，並支援處理區域合作垃圾，
達垃圾 100%焚化處理目標，委由專業廠商操作管理並確實妥善督導營運中之焚化廠、
掩埋場、滲出水處理廠及水肥處理廠之正常運作，以符合環保相關法令規範，杜絕二
次污染。
（五）利用焚化程序減積減重及產生之熱能進行發電，使城西焚化廠廢熱回收發電達
80,000mwh、永康焚化廠廢熱回收發電達 140,000mwh。
（六）處理飛灰暫存倉庫內尚未穩定化之暫存飛灰，除解決暫存倉庫內空間不足之問題外，
亦同時解決目前焚化廠每日所產生之飛灰，完成妥善掩埋。另妥善處理本市焚化廠產
生之底渣出路問題，同時基於資源永續之目標，將焚化底渣資源再利用以減少各種原
料之需求，進而有效延長掩埋場之壽命。
（七）營運操作「回饋休閒育樂設施」，達到敦親睦鄰及回饋全體市民之目標。
（八）建構臺南市垃圾衛生掩埋場活化再利用工程，增加本市掩埋場空間，以利未來本市廢
棄物處理政策之規劃進行。
（九）針對本市尚未妥善處理、具潛在危險性、污染性之掩埋場，急需復育改善，妥適規劃
設計進行搶救工程，並改善本市部分垃圾衛生掩埋場尚未封閉覆土，垃圾裸露及興建
相關阻隔設施工程。
（十）為處理本市回收之廚餘等相關有機廢棄物，預計興建本市廚餘生質能廠，妥適回收廢
棄物進行再利用，以建立本市在地資源循環再利用體系。
五、資源永續循環利用、事廢合法去化處置：（業務成果面向）
（一）積極輔導業者申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公民營各項清除處理許可、變更程序審查
及查核改善工作，藉由透明公開之資訊、稽查輔導及加快機關嚴審速決之行政效率方
式，杜絕廠商違規態樣，預計稽查 630 家次清除處理機構及 10 家次共同清除、處理及
餘裕量處理機構，10 家次清除機構申請許可之停車場場址，並預計執行 12 家次事業
廢棄物深度稽查及相關資源化產品流向查核，並執行事業廢棄物深度稽查及資源化產
品流向管制，查核了解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營運及資源化產品流向有無異常情形
及有無犯罪違規污染情事，進一步提供本市事業廢棄物合法去化管道，減少污染環境
衛生及達成簡政便民、精準服務之目標。
（二）持續推動柳營環保科技園區計畫並積極稽查輔導入區廠商妥善營運，園區透過 3R
「Recycle、Reuse、Reduce」原則，達成 3G「綠色生產、綠色生活、綠色生態」永續
開發願景，使其生活及自然環境相輔相成，同時帶動新興環保產業，激勵國內環保產
業技術之研究創新，創造新的商機，活絡經濟發展，園區目前開發售地面積 25.02 公頃
並已全數售出，預計達 8 家營運量產，且年產值 8.8 億及可望帶來本市 545 人之就業
人口，為國內產業奠定永續發展之基礎，成為產業區域之綠色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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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本市各項事業機構廢棄物相關許可審查效率、正確率及通過率，並輔導事業機構
填報許可相關資料及網路申報等，及藉由現代化資訊管理系統「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
理系統(IWMS)」、「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GPS 系統)」，對事業、清除、
清理及處理事業廢棄物等機構所申報的資料，予以勾稽比對並進行稽查、告發取締與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複查行動，預計執行廚餘再利用機構深度稽查作業 10 家次、辦理
爐碴（石）再利用機構深度稽查作業 5 家次、完成利用無人飛行載具查緝非法案件及
查核再利用機構現場作業情形及地籍位置與範圍 12 點次、完成列管事業進行事業廢棄
物抽樣檢驗工作 10 次提升上網申報率達 97%、提升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率達
97%、提升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通過率達 95%、辦理法令宣導說明會 3 場次、配合
辦理 EP 專案現場稽查、配合辦理環檢警現場稽查，以掌握事業廢棄物之產源及流向，
促使事業機構妥善處置其廢棄物。
六、落實土壤及地下水場址之監督管理及查證，杜絕非法棄置：（業務成果面向）
（一）持續進行中石化安順廠綠色低碳整治工作，以達整治目標。
（二）宣導土地環境安全，鼓勵檢舉非法棄置、建立全民警網，並結合志義工資源全民巡檢，
實施分級管理棄置場址，有效巡查，杜絕非法棄置。
（三）積極監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及非法棄置場址之改善作業，以達土地永續利用。
（四）預計解除 9 處本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3 處非法棄置場址。
（五）深入校園及社區向下扎根，運用各式宣導工具，推廣瞭解土水防治及杜絕非法棄置觀
念。
（六）督促中石化安順場址整治工作於 108 年底達累計污染土處理量 35%目標(累計總處理
量為 23.22 萬噸)。
（七）提升民眾對非法棄置案件認知，並增加 10％檢舉通報量。
七、推動寧適家園，營造友善城鄉環境：（業務成果面向）
（一）推動環保志工村里社區環境總動員，鼓勵志工協巡、通報及舉發違規事實，預計年通
報數約 3,600 件，透過 E 化系統即時通知、登錄及追蹤後續處理情形。
（二）有效控制登革熱病媒蚊布氏指數密度調查三級以上的比例控制於 10%以內為目標，減
少斑蚊孳生，降低市民與觀光客被叮咬的機率。
（三）春季(4 月)及秋季(9 月)擴大海灘清理，搭配民間團體、學校、企業於特定公私節慶日
辦理大型淨灘活動，發揮環境教育扎根及實質海岸景觀維護清理雙重功效，推動海岸
認養團體數至少達 15 個，並推動認養團體每季自主清理海岸至少 1 次。
（四）本市列管公廁之優等級以上比例達 88%，由各公部門單位帶頭示範作用推動公廁升級，
並推動企業認養、更新及維護公廁，另推動公廁整潔度、創意綠美化及人性化考核，
促使公廁管理單位能落實自主管理。
（五）推動區里清淨家園考核，現地考核 2 場次，其中 1 場進行不預警查核，由每社區推動
環境維護自主及社區特色營造等，從點、線、面逐步推環境清潔維護，營造並促進社
區情感維繫。
（六）落實服務案件之執行，推動全年無休貼心服務，加強區里服務、髒亂點整頓，及提升
服務廣度，各項服務線上申請，便民省時。
（七）登革熱鄰里、社區防疫種子教師教育訓練年度達 4 場次，強化市民登革熱防疫知識及
日常孳清技巧，深化社區防疫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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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強環保行政服務效率、提升為民服務效能：（行政效率面向）
（一）加強為民服務，協助公害糾紛調處，提升陳情案件到場處理時效，民眾陳情案件 3 日
內（含 3 日）結案率達 95%以上。
（二）加強罰鍰拒繳之催繳移送強制執行，貫徹公權力催繳比率達 95%以上。
（三）強化環境檢驗能力，提升專業技術並持續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化學測試領域
實驗室認證，以達正確、精準並具公信之檢驗數據。
九、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組織學習面向）
公務人員每年達成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0 小時、數位學習時數達 5 小時以上及環境教
育學習時數達 4 小時以上。
十、提高預算執行力：（財務管理面向）
有效運用年度歲出分配預算，提高預算執行效率並撙節各項支出。經常門預算數執行率
達 95%，資本門預算數執行率達 90%。

貳、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名稱
綜合規劃

預算金額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環境教育管理及推動工 一、配合中央政策及環境教育法，辦理各項 中央：1,670
作計畫
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並輔導查核各單位 本府：5,230
辦理環境教育。
合計：6,900
二、整合並應用本市環境教育資源，推廣低
碳環境教育，提升市民環境知能。
三、辦理本市環境教育績優遴選表揚，輔導
參加國家環境教育獎。
四、針對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者
辦理環境講習。
五、推廣綠色消費，辦理綠色消費宣導活動
，輔導民間企業及團體實施綠色採購，
提升綠色採購成效。
環保志工培訓及管理督 一、辦理環保志工培訓課程，提升環保志工 中央：0
導計畫
技能及知識。
本府：2,490
二、凝聚服務向心力，辦理環保志（義）工 合計：2,490
保險；溫馨關懷環保志（義）工，辦理
生日卡發送。
三、溫馨關懷環保志（義）工，辦理生日卡
發送。
四、輔導環保志義工隊推展志願服務管理
及運用，增進服務績效。
五、辦理環保義工表揚，強化環保志（義）
工服務精神。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業務 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
中央：0
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監督作業。
本府：2,600
4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三、落實環評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
合計：2,600
四、辦理環評法規說明會，邀請相關主管機
關及開發單位參與，以瞭解最新環評相
關法令。
空氣品質及 空氣品質管理策略規劃 一、提出本市空氣品質管制策略規劃。
中央：0
噪音維護計 及推動
二、細懸浮微粒(PM2.5)管制對策研擬。
本府：16,300
畫
三、依據細懸浮微粒(PM2.5)改善目標，加強 合計：16,300
管制。
四、規劃及追蹤檢討本市各項空氣污染防
制計畫之辦理品質及成效。
五、落實各空品淨化區之經營維護管理考
核
六、空氣品質淨化區之污染減量成效。
七、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及人工監測站監
測分析維護作業。
八、執行自動空氣品質監測站功能性查核，
確保儀器數據品質。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管 一、固定污染源資料庫擴充及維護更新。 中央：7,700
制
二、執行固定源許可制度相關審核及巡查 本府：24,200
作業，並推動排放量認可作業。
合計：31,900
三、執行排放量申報審查作業。
四、加強稽查管制符合固定源逸散性粒狀
污染物管理辦法之對象。
五、掌握公私場所固定源排放狀況，執行稽
查檢測之監督相關作業。
六、執行異味陳情案件稽查管理作業。
七、執行各項稽查抽測作業，取締非法排放
之公私場所，提升空氣品質。
八、推動商用燃油鍋爐改用天然氣鍋爐。
九、掌握公私場所固定源排放狀況，執行稽
查檢測之監督相關作業。
十、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查驗空污申報正
確性，並追繳申闕漏業者。
十一、提升加油站 VOCs 污染管制，提升民
眾觀感及生活品質。
十二、強化餐飲源頭管制，輔導裝設相關油
煙防制設備。
十三、針對轄內隸屬環保署 VOCs 專法管
制工廠業別，加強稽查管制並掌握最
新排放情形。
十四、透過緊急應變機制作業，強化重大污
染事件發生之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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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十五、執行各項稽查抽測作業，取締非法排
放之公私場所，提升空氣品質。
逸散污染源空氣污染管 一、辦理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核算 中央：0
制
與追補繳作業。
本府：49,200
二、提昇臺南市營建工程施作期間之空氣 合計：49,200
污染管制措施品質及法規符合。
三、推動工地道路認養、綠圍籬等作業。
四、配合減碳政策，執行網路申報與工地「
無紙化」巡查，並提供便民繳費措施。
五、設置操作紙錢專用爐，降低紙錢混燒疑
慮。
六、進行裸露地清查及輔導改善作業。
七、持續推動以功代金，宣導紙錢零燃燒。
八、執行台南市轄區街道揚塵洗街作業及
普查本市主要道路及重要道路。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防制 一、持續推廣機車排氣定期檢驗觀念，提升 中央：0
機車排氣檢驗到檢率達 75%。
本府：35,765
二、執行未定檢機車稽查作業，及各項通知 合計：35,765
作業，提醒車主盡速完成機車定檢，針
對逾期未定檢車主逕行告發處分。
三、加速淘汰本市設籍二行程機車，配合環
保署補助並強化執行稽查作業，配合各
項宣導方式，以達到污染物減量。
四、藉由稽查作業加嚴管制二行程機車，改
善污染濃度，並鼓勵淘汰高污染車輛。
五、執行機車排氣定期檢驗站品保品管作
業，維持檢驗站之檢驗品質。
六、宣導車輛停車熄火，利用勸導及宣導之
方式建立民眾怠速不超過 3 分鐘之觀
念。
七、目視稽查與辦理民眾檢舉案件有污染
之虞車輛通知到站接受排煙檢測，以有
效管制柴油車排放之污染物。
八、執行老舊柴油車輛路邊攔檢及油品稽
查採樣送驗作業，以管制空氣污染排放
。
九、推動設置空氣品質淨區/維護區，實施
出入車輛管制作業，並要求加入自主管
理標章制度，以維護改善空氣品質。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改善 一、執行轄內公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測， 中央：3,900
包含公告標準方法及巡查檢測。
本府：0
合計：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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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二、執行轄內公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輔導作業，宣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規相關事項。
三、督導轄內公告場所設置專責人員、撰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及查核檢驗測
定紀錄作業辦理情形。
噪音管制計畫

一、執行臺南市一般地區環境音量及道路
交通音量監測作業。
二、執行環境噪音及交通噪音陳情案件監
測作業。
三、執行使用中機動車輛原地噪音量測作
業。
四、執行臺南市航空站(臺南機場及臺南歸
仁基地)查核作業。
五、執行非游離輻射(極低頻及射頻)量測
作業。
六、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機關績效
考評中噪音管制項目工作。
七、辦理噪音相關協商會、宣導會或說明會
。
八、其他噪音管制業務(含廟會活動專案)
及噪音相關交辦事項。
推動溫室氣體管制執行 一、執行溫室氣體相關減量工作，研提臺南
方案與強化低碳永續家
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及階段管制
園運作體系管考計畫
目標，並落實執行計畫管考作業。
二、建構低碳永續家園運作體系維運、追蹤
查核及管考作業。
三、維運南區生活圈低碳永續家園運作機
能「技術與資訊諮詢小組」與各地方政
府業務聯繫會議。
四、輔導轄區模範或具發展潛力之村里（社
區），精進或推動低碳永續行動項目並
強化複製擴散效益。
五、推動縣市層級節能診斷輔導及能源設
備改善。
六、執行排放源操作與溫室氣體排放相關
設施及有關資料之檢查。
七、推動低碳城市國際合作事務。

中央：0
本府：3,000
合計：3,000

中央：3,200
本府：0
合計：3,200

水域及毒物 落實河川、海洋污染源稽 一、執行河川及海洋水污染源稽查管制作 中央：22,920
管理
查管制作業
業，提升河川水質，達成河川不發臭不 本府：19,428
缺氧、持續本市河川巡守隊運作。
合計：4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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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二、強化環檢警結盟機制，清查取締轄內非
法業者。
三、加強安全飲用水及海洋環境防治。
四、評估白河、鏡面水庫點源污染削減策
略。
強化毒性化學物質及環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中央：2,146
境用藥管理工作
(一) 辦理毒性化學物質流佈調查。
本府：3,004
(二) 物質運作廠場運作管與應變輔導。
合計：5,150
(三) 辦理毒化物運作場所無預警測試。
(四) 辦理毒化物運作場所相關訓練、活動
與說明會。
(五) 辦理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演練。
(六) 辦理毒災防救業務。
二、環境用藥管理：加強環境用藥、販賣業
及病媒蚊防治業稽查及管理。
一般廢棄物 垃圾全分類、資源回收再 一、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及再利用：
中央：40,000
管理
利用
(一) 加強機關、學校、里、社區、大樓管理 本府：4,760
委員會「垃圾減量、資源回收」之教 合計：44,760
育宣導。
(二) 輔導學校配合執行落葉堆肥計畫。
(三) 加強稽查輔導責任業者與販賣業者符
合法規相關規定。
(四) 加強辦理一次用產品及含汞產品源頭
減量及相關工作。
(五) 持續推動限制產品過度包裝查核及宣
導。
(六) 積極管理一定規模回收商及古物商環
境管理。
二、廚餘回收再利用：
(一) 推動「機不可失—廚餘再利用」社區、
家戶廚餘堆肥製作。
(二) 加強管理廢食用油回收再利用。
三、推廣回收美學。
焚化廠營運管理
妥善處理臺南市轄區內生活垃圾及一般事 中央：0
業廢棄物，並支援處理區域合作垃圾，達垃 本府：161,017
圾 100%焚化處理目標；同時利用焚化程序 合計：161,017
減積減重及產生之熱能進行發電，達回收再
利用功效，並挹注市庫財源收入。
安定滲出水廠（含水肥 一、賡續加強掩埋場場區運作及滲出水廠 中央：0
廠）營運管理及滲出水清
委外代操作監督工作，使廢棄物掩埋及 本府：25,000
運工作
滲出水處理系統發揮正常功能，以符環 合計：25,000
保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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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二、妥善處理安定掩埋場所產生之滲出水
三、妥善清運各公有掩埋場因雨季所產生
之滲出水至安定滲出水處理廠處理
臺南市城西垃圾滲出水 一、委託廠商辦理臺南市城西垃圾滲出水 中央：0
處理廠委託操作維護管
處理廠各污水抽送管線、掩埋場污水井 本府：19,000
理
之之巡迴檢查、抽水馬達之維護保養、 合計：19,000
損壞修理，及管線堵塞時之清除。
二、各處理系統之運轉、操作及監控：含各
項機械、電氣設備運轉操作、維護、保
養（塗油、防鏽）、檢查、故障排除及
損耗另件之更換補充。
三、處理後排放水水質須達到環保署規定
之放流水標準。
飛灰固化廠委外操作營 一、配合法令及政策變更提供最適之廢棄 中央：0
運管理
物處理方案及策略，期使各廢棄物處理 本府：12,000
設施充分發揮處理功能及效益。
合計：12,000
二、完成飛灰固化廠飛灰穩定化及最終處
置（掩埋）作業，期使該廠除正常操作
外，並強化維護功能與降低操作成本。
掩埋場監督及慢速壘球 一、監督垃圾場區內各項設施營運操作。 中央：0
場養護
二、垃圾場區內相關處理設備監督及督促。 本府：7,200
三、有關垃圾場區內各項公害防治設施檢 合計：7,200
測。
四、加強執行垃圾場相關貯留槽相關維護
及改善工作，以避免二次污染。
城西及永康焚化廠回饋 一、充分提供市民更完善的休閒空間，讓市
設施委託經營管理
民大眾多一處休閒遊憩的好所在，待回
饋設施整建重新開放後，相信使用人潮
會日益增加，成為附近居民閒暇從事休
閒、運動的最佳場所。
二、讓焚化廠回饋休閒設施成功營造成為
市民的好鄰居。
臺南市廢棄物處理設施 一、未復育掩埋場尚需辦理阻隔設施、排水
改善工程設計開口合約
設施進行設施改善，先期規劃設計計畫
排列辦理之優先順序，將有潛在危險性
之掩埋場優先辦理設計。
二、改善本市部分垃圾衛生掩埋場尚未封
閉覆土，垃圾裸露及興建相關阻隔設施
工程。
臺南市城西底渣再利用 委託廠商操作城西底渣再利用處理廠處理
計畫
本市焚化廠產生之底渣，並將處理後之底
渣（即焚化再生粒料）完全使用於公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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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0
本府：9,000
合計：9,000

中央：
本府：
基金：5,000
合計：5,000

中央：0
本府：84,000
合計：84,000

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程，以配合中央循環經濟政策。
臺南市城西三期垃圾衛 一、因應本市目前掩埋空間嚴重不足，且城 中央：22,950
生掩埋場活化再利用工
西三期空間趨近飽和，為妥善規劃本市 本府：90,000
程
廢棄物處理政策，積極推動辦理活化工 合計：112,950
程以增加掩埋空間，並銜接三期飽和後
之使用。
二、本活化場將作為城西焚化廠未來屆齡
延役及每年焚化廠歲修計畫期間垃圾
暫存使用，或作為天然災害緊急應變之
處置場所，以紓困本市廢棄物處理問
題。
廚餘生質能源中心興建

一、因應本市廚餘堆肥廠處理量能不足，且
廚餘回收量逐年升高，預計興建本市廚
餘生質能廠增加去化利用管道，以紓解
本市有機廢棄物處理問題。
二、提升本市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實踐在
地資源循環再利用體系。
三、建構本市完善廢棄物處理專區，以達自
己自足之需求。

中央：122,500
(尚未核定)
本府：0
合計：122,500

臺南市設置移動式垃圾 一、擬設置處理規模 100 噸/日以上移動式 中央：30,240
全分選場及產製 RDF-5
垃圾分選廠，產製由垃圾製成的生質燃 本府：5,760
計畫
料 或 廢 棄 物 衍 生 燃 料 (Refuse Derived 合計：36,000
Fuel，RDF)可提供後端生質能源廠或具
鍋爐廠商使用。
二、計畫期間處理 20,000 噸之垃圾為目標，
期能分擔本市二座焚化爐工作量，改善
空氣污染問題以及垃圾處理效率。
事業廢棄物 臺 南 市 公 民 營 處 理 廠 一、提升本市各項清除處理機構廢棄物相 中央：0
管理
（場）稽核、事業廢棄物
關清除處理許可審查效率、正確率及通 本府：6,620
深度稽查及資源化產品
過率，並輔導清除處理機構填報許可相 合計：6,620
流向管制計畫
關資料及網路申報。
二、強化事業廢棄物的管制工作，針對異常
清除處理機構派員進行相關查核，以查
核事業廢棄物異常情形。
三、執行事業廢棄物深度稽查及資源化產
品流向管制，查核了解事業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營運及資源化產品流向有無
異常情形及無犯罪違規污染情事，以查
核事業廢棄物及資源化產品異常情形。
四、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政策，針對
本市清除處理機構進行輔導及宣導工
作，使其了解法規內容、執行措施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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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關罰則。
委託辦理園區環境清潔、 一、管研大樓、育成中心、國際會議廳之 中央：0
消防、水電、機電、弱電、
弱電設備、水電設備、機電設備、空 本府：1,426
電梯及空調、綜合環境管
調設備、消防設備、電梯設備等巡查 合計：1,426
理等維護計畫
維護及保養檢修。
二、管研大樓、育成中心、國際會議廳之
廁所、辦公廳所、樓梯廊廳、會議
室、茶水間及儲物室之打掃清潔及各
大樓戶外空間整潔之維護。
事業廢棄物許可審查及 一、許可審查作業，包含事業廢棄物清理 中央：0
勾稽管理計畫
計畫書審查、再利用機構檢核申請審 本府：7,500
查、再生利用機構檢核申請審查、事 合計：7,500
業廢棄物輸入輸出許可審查、事業機
構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異動
審查、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裝置即時
追蹤系統(GPS)審查、事業自行清除、
清理、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審查、事
業機構廢棄物處置計畫書審查。
二、申請案件審查作業，包含解除列管事
業申請及申請延長有害事業廢棄物貯
存期限。
三、進行再利用機構深度稽查，包含廚餘
再利用機構深度稽查作業及爐碴
（石）再利用機構深度稽查作業。
四、利用無人飛行載具查緝非法案件及查
核再利用機構。
五、進行列管事業之廢棄物抽樣檢驗作
業。
六、事業廢棄物申報管理系統勾稽作業，
包含辦理自主性勾稽作業、辦理事業
機構網路申報資料定期查核例行性勾
稽作業、辦理事業機構網路申報資料
定期查核專案性勾稽作業、辦理事業
廢棄物清運機具GPS勾稽作業、提升
上網申報率、提升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送審率及通過率。
土壤污染管 土壤及地下水場址之監 一、監督土壤污染場址整治改善工作。
中央：19,440
理科
督管理及查證作業
二、辦理污染場址巡查作業及土壤及地下 本府：1,523
水定期監測作業。
合計：20,963
三、配合環檢警執行應變調查、查證作業。
四、積極推動土水污染相關法規宣導會及
推廣校園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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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廢棄物非法棄置污染場 一、積極監督廢棄物非法棄置污染場址整
址整治改善作業
治改善工作。
二、辦理非法棄置場址阻隔、緊急應變、調
查探測污染物移除及緊急狀況環境復
原工作。
三、強化及宣導民眾環保意識，製作相關宣
導教材及影片。
清淨家園管 環境衛生管理
一、維護環境衛生整潔：
理
(一) 辦理清淨家園區里考核計畫，推動環
境衛生維護清理工作，提升區里環境
品質。
(二) 督導列管轄內公廁清潔維護品質，辦
理公廁考核及頒獎，推動公廁特優場
所認證制度，強化自主管理。
(三) 執行市民對違反環境衛生陳情案件查
處。
(四) 推動本市海岸地區環境清潔維護工
作。
二、登革熱防疫工作：
(一) 針對病媒蚊密度高地區加強孳生源清
除，於颱風來襲後，協助公所辦理災
後環境整頓及清除工作。
(二) 推動辦理防疫清潔日，於發生本土病
例行政區，變更為每週六辦理防疫清
潔日，並於平時環境清潔日加強孳生
源清理及髒亂點整頓工作。
(三) 督促公所落實空地空屋列管及巡查，
如發現髒亂點，立即查報地主改善，
如未如期改善，函送本府環境保護局
裁處列管。
(四) 提供粒劑予各區公所，由公所里幹事
或里長於連續降雨時期協助進行區內
屋後溝、積水不流動側溝及陰井預防
性投藥，特別於連續降雨期間為主要
預防重點時期。
(五) 加強登革熱高風險場所稽查及投藥工
作。
(六) 辦理「補助區公所環境消毒雇工計
畫」
、
「環境衛生消毒計畫」
，加強辦理
轄內各區登革熱及環境衛生消毒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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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中央：0
本府：13,208
合計：13,208

中央：0
本府：17,360
合計：17,360

工作計畫
名稱

稽查檢驗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公害陳情案件稽查、公害
糾紛調處、環保行政罰鍰
裁處、催繳及移送強制執
行

空氣污染陳情案件稽查
管制計畫

稽查樣品之檢驗業務

承辦單位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未含人事費)

實施內容

三、落實服務案件之執行，提供市民多元化
貼心服務如巨大垃圾收運、溝渠疏浚、
動物屍體清運及協助婚喪喜慶垃圾（廚
餘）清運等環境衛生相關業務，民眾需
求逕向各區隊申請服務。
四、加強執行區里服務、徹底深入掃除角落
髒亂、水溝清疏、雜草割除、廣告物拆
除、路面清掃、孳生源清理等，提供市
民環境更潔淨健康的生活環境。
五、流動廁所服務精緻化：提供市民多種繳
費方式，如親臨繳費、郵政劃撥、銀行
匯款及市民卡繳費等多種便民服務，另
繳費完成後將以簡訊通知市民。
一、加強為民服務，積極處理公害陳情案件 中央：0
，協助民眾調處公害糾紛提升報案中 本府：2,000
心功能及民眾滿意度，以保障民眾生活 合計：2,000
品質。
二、加強罰鍰拒繳之催繳移送強制執行，以
貫徹執行公權力。
一、提升本市執行空氣污染陳情案件處理 中央：0
績效。
本府：9,400
二、迅速妥適處理緊急空氣污染陳情案件， 合計：9,400
避免污染擴大及公害糾紛產生。
三、落實重大污染案件之追蹤管制，建立陳
情案件稽核管考及清查、複查，提升民
眾對環保施政滿意度。
一、執行稽查採樣樣品之檢驗分析作業， 中央：0
並迅速提供正確檢驗數據報告。
本府：848
二、遵循環保署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檢驗室 合計：848
品質系統規範，據以執行實驗室管理
業務。
總計
三、持續TAF國際認證規範ISO 17025認
中央：276,666
證，以維持高品質檢驗能力。
本府：638,839
基金：5,000
合計：920,505

審核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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