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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程施政計畫
（112 年度至 115 年度）
壹、使命及願景
主責臺南市整體環境管理及維護，配合本市「低碳綠能永續大臺南」的施政目標，
透過與本府各局處橫向聯繫及合作，並運用民間資源，積極推動各項環保制度及技術能
力，持續落實各項污染防治及生態維護，戮力提升市民生活環境品質，全力解決市民之
環保問題加強服務效能。
透過公私協力及產、官、學、研合作方式，建構本市循環低碳及永續調適環境，提
供優質友善的服務品質，解決市民所面臨的各項環境問題，以打造全臺最乾淨城市，邁
向淨零轉型、永續台南。

參、施政重點
一、推動環境教育、落實環評機制、打造永續家園：實施多元環境教育，結合環境教育志
工、社區、學校、團體、民間企業及設施場所，共同推動環境教育；輔導及獎勵推動
環境教育之個人、企業或團體；持續推廣綠色消費及場域，提昇民間企業與團體綠色
採購意願，減少環境負面衝擊；落實溫室氣體減緩調適政策，推動淨零轉型永續發展
工作；健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機制，提昇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落實進行環評案件後
續執行監督。
二、管制固定、移動及逸散空氣污染排放源，強化空氣污染物改善工作，落實亮麗晴空-細
懸浮微粒管制計畫，提升本市空氣品質，降低民眾健康風險。
三、檢警結盟稽巡查，畜牧糞尿新綠能，毒物管制保安康：應用科學儀器、透過環檢警結
盟及水環境巡守隊民間力量，落實水污染源稽查管制；推動畜牧糞尿資源化政策，建
設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中心，降低畜牧廢水污染水體水質，邁向綠能發電，以實現「水
清魚現、永續綠電」願景；落實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制策略，達成職場零毒

災，建構安全大臺南。
四、推動資源回收全分類，垃圾多元處理：執行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提升資源物回
收率，創造物質循環再利用新契機，並推動底渣及飛灰再利用。透過多元垃圾處理方
案，擴增處理量能。
五、事業廢棄物流向許可管理及稽核：以源頭管制方式進行事業廢棄物流向、許可管理及
勾稽查核，加強清除機構管理及查核輔導，同時針對高風險類別之處理及再利用機構
進行深度查核，並積極配合環檢警結盟打擊不法，以杜絕廠商違規態樣，達成簡政便
民、精準服務及減少環境污染之目標。
六、高污染潛勢事業預防輔導，嚴格監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及非法棄置場址改善：污
染預防輔導並主動查證特定工廠登記中高潛勢行業別，並以種子教師辦理校園宣導，
輔導監督本市場址改善作為，結合環檢警調單位，降低土水污染發生機率，確保本市
土壤及地下水環境品質。
七、營造友善城鄉，提升環境品質：為維護本市市容環境清潔，市容整潔面推動清淨家園
全民運動、營造優質公廁如廁環境、強化環境衛生稽查；服務品質面優化線上垃圾車
及回收車收運品質、落實溝渠清淤，並持續爭取大型機具及老舊車輛汰換補助，以提
升整體清運量能；防疫工作面落實病媒蚊、新冠狀肺炎預防及清消；環境衛生宣導面
積極推動區里服務、整頓髒亂點、清理孳生源、宣導民眾環境維護意識，共同營造美
麗家園。
八、迅速稽查，精準檢驗：加強為民服務，縮短陳情案件到場處理時效，強化夜間稽查人
力，提升稽查效能，及善用科技執法工具，有效破獲公害污染案件，並提升民眾滿意
度；加強罰鍰拒繳之催繳移送強制執行，貫徹公權力；強化環境檢驗能力及空污陳情
檢測聞臭效能，提升專業技術，另精進儀器採樣設備，以達正確、精準之檢驗數據及
快速掌握污染程度，處分破壞環境業者。

參、關鍵策略目標（含共同性目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 扎根環境教育、落實淨零轉型及永續發展目標：
1. 擴展環保義工服務能量，鼓勵環保義工參與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宣導工作，多元環
保志工培訓計畫，提升培訓環保義工轉型環保志工，共同維護本市環境。
2. 整合並運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媒體資源，實施多元環境教育，生態學校夥伴，環
境教育國際合作。
3. 輔導獎勵推動環境教育之個人、企業或團體，普及與深化環境知識，提升民眾環境
素養及行動力。
4. 依法上網公開審查中環境影響評估案件會議進度資訊及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落實
進行本府環評案件監督比例達 100%。
5. 由本府局處通力合作、推動溫室氣體管制、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執行各項淨零
轉型減碳調適工作，以達成本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並持續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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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行政區里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作業，取得認證評等，持續蒐集或參與國
際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及韌性城市，並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結合國際氣
候變遷減緩及調適推動趨勢執行本市自願檢視報告(VLR)。
6. 執行事業溫室氣體盤查輔導作業，協助事業掌握碳排放基線，接軌未來碳費徵收，
督促事業減排；推廣本市使用綠色標章產品，輔導在地廠商之產品碳標籤認證。
(二) 維護空氣噪音品質、打造永續家園：
1. 維護及改善臺南市空氣品質，定期召開亮麗晴空跨局處分工合作會議，滾動式檢討
懸浮微粒削減管制計畫，落實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逸散污染源管制工作，改
善本市空氣品質，並透過社群媒體宣導空氣污染防制政策成果，115 年達成藍天日數
(AQI≦100)82%之目標。
2. 加強固定空氣污染管制作業，加強管制及輔導既存工業鍋爐並進，期符標準；徵收
固定污染源工廠空污費，落實污染者付費，依現場查核結果確認應申報污染源項目，
重新核算追繳空污費，提升空污費審查品質，加強查核原物料個別物種稽查檢測確
認是否低報；輔導工廠污染物減量；因應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標準之實施，加強檢
測稽查量能。
3. 採用科學儀器驗證污染來源，搭配數據解析及公害陳情內容，鎖定目標要求排放減
量，針對工業區、畜牧場陳情熱區及交通流量熱點等重要地點，布建空氣品質感測
器，透過空氣品質資訊掌握重要污染源，擬訂管制及稽查策略：並訂定微感器監測
工業區高值通報管制作業流程，藉由微感器高值告警訊息通報，督促業者進行自主
管理，如未改善即啟動稽巡查加強執法，讓有限之人力及物力資源提升應用效益，
以維護空氣品質。
4. 加強督導營建工程施作期間落實執行空氣污染防制措施，並推動工地周圍道路認養、
廢木材覆蓋裸露地，降低揚塵、髒污、提升工地環保形象。
5. 透過多元媒體及實地拜訪方式，宣導勿露天燃燒觀念及推廣農廢再利用，於農作收
割期間加強高污染風險巡查、通報並辦理農耕髒污改善宣導說明會，劃設農耕髒污
示範道路，並於露天燃燒季節針對高好發區加強稽巡查管制工作，降低燃燒稻草行
為。
6. 推動民俗活動減污，藉以功代金、紙錢集中燒，降低本市燃燒紙錢產生空氣污染物
量。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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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減少燃放爆竹之空氣污染及降低噪音量，落實廟會優質化。
7. 持續推動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有效管制高污染車輛，提升機車定檢率、柴油車納
管率，並加速老舊機車汰換，確保維護區內民眾呼吸健康之權益。
8. 落實機車排氣定期檢驗制度推動，提升機車排氣定檢率，並配合環保署政策，推廣
低污染車輛與執行淘汰老舊機車補助作業，加強執行未定檢機車稽查及管制作業，
以達到高污染車輛改善及淘汰老舊機車之目的，並執行機車定期檢驗站品保品管作
業，透過管理及評鑑提升定檢站專業檢驗能力及服務品質。
9. 宣導車輛停車熄火，利用稽查及勸導之方式建立民眾怠速熄火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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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加強執行柴油車目視判煙及路邊攔檢稽查，持續針對特定區域車輛，使 1-3 期老舊
大型柴油車落實定期維護保養以取得自主管理標章，改善污染排放，並推動維修保
養廠保檢合一認證，提升本市柴油車排煙檢測量能，因應未來柴油車定檢制度推動。
11. 定期檢討修正本市噪音管制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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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強車輛噪音管制，透過環警監聯合稽
查、聲音照相科學儀器稽查、辦理民眾檢舉與警察通報通知到檢及檢驗合格車輛張
貼合格標籤列管遏止再改行為等管制方式，以期降低車輛噪音擾寧情形。
12. 配合執行營建噪音管制宣導會、執行稽巡查、宣導或輔導作業，以及實地輔導營建
工地改善或向大型公共工程辦理減量協談噪音防制作業，以減少噪音擾寧情形。
13. 彙整本市中央及地方之洗掃量能，推動民間公私場所、各工業區科學園區服務中心
道路認養洗掃，並於空品不良時期加強高敏感地區，如幼兒園、學校、醫院等之洗
街作業，以達抑制車行揚塵效果。
14. 積極輔導及稽、巡查公私場所室內空氣品質，並落實列管公告場所稽查管制，達成
全面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法規範目標；為促進公私場所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及公眾使用
環境，透過鼓勵與輔導公私場所取得優良級與良好級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提升企業形象及維護國民健康外，亦優先針對未列管未列管之敏感族群場所，包括
公托家園、托嬰中心取得良好級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15. 補助設置空氣品質淨化區及推動環保署「清淨空氣綠牆計畫」，透過植栽綠化吸收
二氧化碳、釋出氧、吸收污染氣體、截捕空氣中的浮游塵、改變空氣中之溼度和溫
度等特性，以淨化空氣的品質、增進人類的健康與福祉。
16. 針對秋冬空品不良好發期，啟動納管工廠降載減排及執行道路洗街、污染源稽巡查’
移動源管制等應變措施，以減緩空品不良的情形，並連繫上風處縣市共同執行相關
應變工作，以落實空污跨域治理。
(三) 落實水域污染源、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用藥及飲用水管理作業
1. 強化環檢警結盟，建構污染通報體系，以落實水污染源稽查管制；針對重點河川及
支流排水，利用水質儀器監測污染情形，建構水質改善藍圖。
2. 運用科學儀器並結合水環境守護志工進行污染稽巡查，針對素行不良或屢遭陳情廠
商提升稽查頻率並加強稽查強度，以有效遏止廠商僥倖偷排心態。
3. 執行本市優養化嚴重的鏡面水庫全面性污染削減控制工程，以期改善本市水庫水質，
確保市民用水安全。
4. 結合農業跨界合作，發展永續綠電循環經濟。推動畜牧糞尿沼液沼渣施灌計畫，持
續進行農地示範施灌及評估作業，逐步提升本市施灌量及施灌面積；建設畜牧糞尿
資源化處理中心，發展綠電循環經濟，同時降低河川污染負荷。
5. 鞏固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聯防機制，定期辦理油污染及災害演練、海域巡檢及水質監
測，維護海域水體品質。
6. 強化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暨環境用藥管理，定期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應變
演練及運作廠（場）應變輔導，提升業者緊急事故應變處理能力；適時辦理環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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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施藥人員教育訓練課程及說明會議，以建立正確及安全用藥觀念，降低環境負荷。
7. 定期抽驗淨水場原水、清水及水質處理藥劑，並不定期稽查抽驗公私場所之飲用水
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自來水列管點檢視其設備的維護管理及水質抽驗情形，確保飲
用水安全。
(四) 資源循環全分類，活化創新拼永續：
1. 加強辦理源頭減量工作，並呼應環保署相關源頭減量政策進行全面性查核輔導工作，
並持續推動本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26-2 條，持續規範本市相關行業應提供環保餐
具予民眾使用。
2. 加強辦理各項資源回收政策，包含輔導里及社區大樓設置並持續營運回收站以帶動
在地居民進行資源回收，及辦理相關資源回收宣導工作提升民眾資收相關常識，並
推動資收物電子化兌換等相關回收獎勵活動，並輔以垃圾強制分類檢查，敦使民眾
落實資收分類及垃圾減量。
3. 加強稽查管理責任業者、販賣業者、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並持續輔導未達一
定規模資源回收站辦理登記以利管理。
4. 落實廚餘回收政策以減少垃圾量，並辦理社區及家戶自主性廚餘落葉堆肥推廣、持
續推廣廚餘堆肥廠產製之堆肥成品(尚介肥、尚好肥)，落實循環經濟。
5. 配合國際限塑趨勢，擴大源頭減量，推動市府機關、學校主辦之會議、訓練及活動
減少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
6. 與慈善團體、外送平台業者及循環容器業者跨界合作推廣循環餐具使用，自源頭落
實垃圾減量。
7. 推動連鎖便利商店實施一般廢棄物委託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除或採隨袋徵收清理
方式政策，以督促超商落實垃圾分類。
8. 持續維運本市各項最終處置設施穩定營運，並強化各廢棄處理廠(場)專業廠商操作管
理與監督，以達 100%妥善處理目標，更確保務必符合相關環保法令規定，杜絕二次
污染之可能。
9. 以汰舊換新概念新建處理量能 900 公噸/日的更新爐，引進焚化爐新技術，包含高溫
鍋爐管排、提升廢熱回收、發電效率最大化、嚴格廢氣排放標準、節能減碳等，並
結合當地發展特色更新設置回饋設施。
10. 持續穩定維運永康焚化廠回饋設施，達到敦親睦鄰及回饋全體市民之目的。
11. 經由自建底渣廠規劃提升再生粒料品質技術，並推廣底渣再利用。
12. 持續辦理本市公有掩埋場設施改善工程，杜絕二次污染發生。
13. 推動廢棄家具或木質廢棄物燃料化，轉廢為能製成固體再生燃料(SRF)再利用。
14. 推廣廢木料銀行，將廢樹枝破碎後提供民眾申請使用，落實循環經濟。
15. 辦理廢棄物打包作業，以因應垃圾處理需求。
(五) 精準審查嚴格把關，友善便民杜絕非法，落實產源

清理責任：

1. 建立事業廢棄物、產品流向管制及自主勾稽作業，配合科技執法利用無人飛行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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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查核能力，以有效查獲不當貯存之情形。涉及重大違法之行為，將進行資料收
集及比對，提供檢警單位進行後續蒐證及偵辦。透過推廣產源事業源頭減量，以減
少事業廢棄物產生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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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及進行查核輔導工作，藉由透明公開之資訊、稽查輔導、公民營處理機構評鑑制
度及加快機關嚴審速決之行政效率，除提供本市事業廢棄物合法去化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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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違規污染情事，並輔導事業進行廢棄物源
頭減量及調查已執行隨袋徵收之工業區員工生活垃圾產生量合理性，避免一般垃圾
夾帶事業廢棄物，期達增加事業廢棄物資源循環、增加去化管道、減少環境污染與
非法棄置，同時達成簡政便民、精準服務之目標。
(六) 以預防污染、嚴格監督、友善輔導及資訊公開之理念，推動各項土壤及地下水管理
業務：
1. 嚴格監督中石化安順廠整治工作，以工程管理措施監督中石化安順廠整治工作，俾
利如期如質完成場址整治作業。
2. 盤查及輔導土水污染潛勢行業別，持續更新高潛勢工廠分佈圖並主動查證高污染潛
勢工廠及異常申報之事業；辦理校園宣導及法規宣導會議，提升學童及業者預防土
水污染之觀念，降低土水污染發生機率。
3. 定期監測本市土壤及地下水品質，掌握無污染行為人場址潛勢；積極監督污染場址
改善作業以提升成效，並推動無污染行為人之場址污染改善。
4. 利用有效人力進行全面性行政區分級之巡查，並針對本市各高潛勢區或熱區進行定
期性巡檢預防，杜絕廢棄物非法棄置。
5. 嚴格監督清理中之非法棄置場址，並確保債權保全，加速完成清理，俾利土地永續
利用。
6. 確保環境品質，防止非法棄置場址污染擴大，適時啟動緊急應變及實施監測。
7. 積極宣導土地環境安全,提升民眾杜絕廢棄物不當棄置行為之正確觀念，並提供陳情
專線管道予以民眾鼓勵檢舉非法棄置情事，共同防範非法棄置案件。
(七) 清淨家園、加強環境清潔管理、營造美麗市容：
1. 積極爭取環保署經費補助，遍地開花改善列管公廁硬體設備；加強公廁列管及稽查，
全面提升清潔管理品質；推動優質公廁環境衛生管理及評鑑制度，落實自主管理及
輔導評鑑升級，營造具有在地特色之潔淨公廁。
2. 提升本市市容環境整潔及清淨家園環境滿意度，加強街道及住家巷弄環境清理，動
員區里社區量能及環保志義工共同投入環境整頓，結合髒亂點通報系統，加強髒亂
點、孳生源、觀光景點及水溝之查報及清理整頓。
3. 推動觀光遊憩景點管理單位自主管理，提昇觀光景點環境整潔品質。
4. 落實登革熱防疫工作，執行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其他防疫措施，降低病媒蚊
密度指數，減少登革熱病例之發生，遏止疫情流行，維護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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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轄區所屬權責之側溝清淤及巡查作業，並於汛期前加強執行易淹水地區之側溝
清淤，避免水溝堵塞造成淹水。
6. 爭取預算執行巨大廢棄物處理計畫，加強廢棄彈簧床、廢樹枝及傢俱破碎處理，降
低廢棄物焚化排碳量，達成資源回收再利用目標。
7. 執行東區及鄰近轄區街道粒狀污染物委託清掃，俾提升清潔隊清掃量能及清除街道
路面塵土量及垃圾，維持市容清潔。
(八) 迅速稽查，精準檢驗：
1. 加強為民服務，縮短陳情案件到場處理時效。
2. 成立專案聯合稽查小組，針對屢次陳情、重大違規及重點個案，跨科室辦理聯合稽
查，以有效全面改善污染，維護環境。
3. 持續宣導電話禮儀，適時回應民眾陳情案件之稽查處理，及善用科技執法工具，有
效破獲公害污染案件，提升民眾滿意度。
4. 定時辦理罰緩拒繳案件之催繳、移送強制執行及債權憑證註銷作業，提升市府罰緩
收繳執行率。
5. 增加檢驗樣品之量能及空污陳情異味檢測之效能，提升專業檢測技術與提供正確、
精準之高品質檢驗數據。
二、共同性目標：
(一) 提升人力資源素質，落實終身學習觀念：
各機關（單位）公務人員每年達成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0 小時，其中 10 小時完成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
(二) 提高預算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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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預算數執
行率達 90%以上。

肆、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關鍵策略目標
(一)扎根環境教
育、打造低碳
永續家園目
標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1 鼓勵環保義工參與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宣導工作

112-115

2 運用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實施多元環境教育

112-115

3 輔導獎勵推動環境教育之單位或個人，普及環境教育

112-115

4 環評公開透明，落實監督

112-115

5 推動淨零轉型、減碳調適工作，落實永續發展目標

112-115

6 輔導事業溫室氣體盤查，接軌碳費徵收

112-115

6

關鍵策略目標
(二)維護空氣噪音
品質、打造永
續家園

重要計畫項目
1 改善空氣品質 提升藍天日數比率

112-115

2 淨化區永續管理 綠牆清淨空氣

112-115

3

空品不良時期加強高敏感地區，如幼兒園、學校、醫院等
之周邊道路洗街作業，以達抑制車行揚塵效果

4 加強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管制作業
5

採用科學儀器掌握重要污染源，擬定管制策略以維護空氣
品質

112-115
112-115
112-115

6 營建工地落實執行空污防制設施，提升工地環保形象

112-115

7 加強露天燃燒宣導工作，降低露天燃燒行為

112-115

8 推動民俗減污政策

112-115

9 持續推動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提升本市空氣品質

112-115

10 鎖定高污染車輛出沒路段，提升稽查效率促進汰換

112-115

11
12
(三)落實水域污染
源、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
環境用藥及
飲用水管理
作業

計畫期程

強化未定檢車輛及高污染車輛熱區之稽查與管制，以落實
機車排氣定期檢驗制度推動並達淘汰老舊機車之目的
持續檢討精進各項噪音管制作為，以達維護市民生活環境
安寧之目的

112-115
112-115

1 環檢警結盟落實水污染源稽查管制

112-115

2 科學儀器結合水環境守護志工進行污染稽巡查

112-115

3 執行本市優養化嚴重的鏡面水庫全面性污染削減控制工程

112-113

推動畜牧糞尿沼液沼渣施灌計畫，建設畜牧糞尿資源化處
理中心

112-115

4

5 辦理海洋油污染及災害演練、海域巡檢及水質監測

112-115

辦理毒化物災害應變演練及輔導，環境用藥教育訓練課程
及會議

112-115

7 抽驗稽查淨水廠、自來水列管點及公私場所之飲用水設備

112-115

6

7

關鍵策略目標
(四)資源循環全分
類，活化創新
拼永續

重要計畫項目
1 推動源頭減量進行全面性查核輔導

112-115

2 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及廚餘回收，落實循環經濟

112-115

3

落實廚餘回收，持續推廣廚餘堆肥廠產製之堆肥成品(尚介
肥、尚好肥)，落實循環經濟

4 持續辦理責任業者、販賣業者、應回收廢棄物業者之管理

5

配合中央限塑政策推動會議、訓練及活動減少使用一次性
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

112-115

112-115

112-115

6 垃圾自主處理無虞

112-115

7 持續維運回饋設施以達到回饋全體市民之目的

112-115

8 提升再生粒料品質技術並推廣底渣再利用

112-115

9 持續辦理公有掩埋場設施改善，杜絕二次污染發生

112-115

10

(五)精準審查嚴格
把關，友善便
民杜絕非法，
落實產源清
理責任

計畫期程

推動廢棄家具或木質廢棄物燃料化製成固體再生燃料(SRF)
再利用

112-115

11 推廣廢木料銀行落實循環經濟

112-115

12 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汰舊換新更新爐

112-115

13 辦理垃圾篩分機械處理計畫

112-115

事業廢棄物勾稽及查核計畫，輔導鼓勵事業廢棄物源頭減
量，進行事業廢棄物、產品流向管制及自主勾稽作業

112-115

事業廢棄物許可審查計畫，輔導業者申請事業廢棄物清理
2 計畫書及公民營各項清除處理許可、變更程序審查及進行
查核輔導工作

112-1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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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策略目標
(六)以預防污染、
嚴格監督、友
善輔導及資
訊公開之理
念，推動各項
土壤及地下
水管理業務

(七)清淨家園、加
強環境清潔
管理、營造美
麗市容

重要計畫項目
1

持續輔導土水污染潛勢行業，辦理校園宣導及法規宣導會
議

112-115

2

持續定期監測本市土壤及地下水，監督污染場址改善作業
成效

112-115

3

工程管理措施監督中石化安順廠整治工作，於 113 年完成
整治作業

112-113

4 落實廢棄物非法棄置管理暨場址清理

112-115

1 積極爭取環保署經費補助，改善公部門公廁硬體設備

112-113

2 提升本市市容環境整潔及清淨家園環境滿意度

112-115

3 落實登革熱防疫工作，減少疫情發生

112-115

4 執行側溝清淤及巡查作業，避免水溝堵塞造成淹水

112-115

5
(八)迅速稽查，精
準檢驗

計畫期程

爭取預算執行巨大廢棄物處理計畫，降低廢棄物焚化排碳
量，達成資源收再利用目標

112-115

1 縮短陳情案件到場處理時效

112-115

2 成立專案聯合稽查小組跨科室聯合稽查

112-115

3 善用科技執法工具，有效破獲公害污染案件

112-115

4

定時辦理罰緩拒繳案件催繳、移送強制執行及債權憑證註
銷作業

5 增加檢驗樣品之量能及空污陳情異味檢測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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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5
11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