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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性質 ■本府重要施政計畫 □市政白皮書政策方案 

提案單位 
□單一提案單位（請填寫機關及所屬科、組、室等名稱） 

■共同提案單位：環境保護局研考小組、第三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邱一流簡任技正 30 ％、林志賢 10％（研考小組） 

參與提案人：陳麗娥股長 20 ％、林采豫 25％、姜智瀧隊員 15％ 

（第三科） 

執行機關 

提案執行：環境保護局（研考小組、第三科） 

服裝設計：Green Smile Desing羅立德、李岱晏先生 

服裝經費贊助：臺灣太古可口可樂公司 

服裝製作：世堡紡織公司 

提案名稱 邁向設計之都－清潔隊員變裝秀---市容服務員亮麗登場 

問題背景 

一、環保清潔隊員整體形象亟待提升－以空中服務員的規格打造市

容服務員 

臺北市環境保護工作屢獲世界城市評比佳績，環境的清潔度為

華人城市的代表，亦為本府各項施政民眾滿意度最高之項目，

達 77％，市容的維護主要是靠本局第一線清潔隊員的堅守崗

位，不畏風雨為環境整潔認真打拼，所爭取的榮譽，然而，清

潔隊員的服裝意向與市容整潔並未同步提升，於本府召開「世

界設計之都跨領域專家論壇」第 8場環境永續及第 10場總結會

議皆建議本局能就清潔隊員工作服裝改變及設計，以提升環保

清潔隊員整體形象。 

二、回收資源垃圾之再生利用加強示範 

本市議會第 11屆第 2次大會期間，警政衛生委員會進行本局 101

年度單位預算審查時，王浩議員要求本局應示範資源垃圾之再

生利用，建議使用寶特瓶回收後抽紗之紡織布料製作清潔隊員

制服，審查會中何志偉議員亦要求本局相關物品及紀念品的採

購應使用資源回收再生質材，方符合資源再利用落實環保政策。 

問題分析 

一、 制服材質改變應先行試辦評估 

因本局清潔隊員（含市民工）達 6千餘人，工作服需求數量龐

大，每年預算編列達 2千餘萬，且隊員工作型態多屬勞力性質，

應就寶特瓶回收再製衣服實際應用於隊員作業時之透氣性、舒

適度等先進行評估，以作為未來全體隊員制服製作規格參考。 



問題分析 

二、 需另覓經費進行試辦 

本局今（101）年度內並未編列試辦相關經費，需另覓經費進

行試辦。 

三、 設計與美感有待提升 

本局以往清潔隊員工作制服往年的採購其顏色及樣式並非每

年一致，基本要求可常換洗，不工作也可以穿著，較屬休閒款

式，欠缺整體形象與專業的設計感。 

四、 環保再生質材寶特紗未納入採購規格 

就隊員制服材質的採購，並未將寶特瓶回收再生質材寶特紗納

入服裝織品規格。 

提案評估 
 

一、 尋求民間企業技術及資源 

（一） 技術可行性 

1. 本局吳局長盛忠有感於第一線服務人員形像改造的迫切需
要，特於 3月 1日親自到具「環保紗環保標章」「環保布環保

標章」「環保衣環保標章」認證廠商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訪

查，就寶特瓶回收織布技術及本局需求與該紡織廠羅董事長

忠佑交流，確認環保紗製作本局清潔人員服裝的可行。 

2. 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75年，為工業用紡織品專業

製造商，如音響喇叭布、嬰兒車椅套布等。1993年起，世堡

就已經投入寶特瓶回收環保布料的開發，取得環保標章、

Oeko-Tex Standard 100、CE 等國內外認證，並獲得台灣精

品獎的肯定。近年來環保意識高漲，世堡多年的努力開始受

到外界的關注，更於 2010年通過 TUV德國萊茵全球首張再生

材質驗證服務，並榮獲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遠見雜誌環

境英雄獎、2011 年中小企業優良 CRS 獎及 2011 年第一屆綠

色典範獎等的肯定。 

（二） 試辦經費 

1. 在查訪世堡紡織公司過程得知，長期以來，由可口可樂公司
以及其裝瓶廠夥伴構成的「可口可樂」全球飲料生產體系，

一直積極致力於環境保護的工作，無論是對於節約能源、資

源回收、環境保育等活動的推動不遺餘力。可口可樂公司亦

積極回收飲料寶特瓶，委託世堡公司抽紗製作成環保袋後由

可口可樂公司買回，做為贈品送給消費者，以建立回收再生

管道順暢。 



提案評估 

2. 本局之試辦構想因今年內並未編列相關經費，極需尋覓財
源，本局得知此訊息隨即連繫可口可樂公司公關部門協請其

贊助新款制服試辦經費，本局研考小組召集人邱簡任技正一

流於 3月 9日拜訪該公司公關部簡經理秀君，雙方獲得高度

共識，該公司並表示；資源回收再利用是建構環境永續的重

要的一環，為示範回收寶特瓶再利用成效及宣導，願意贊助

助臺北市清潔隊新款制服 70組之製作經費 26萬 3,550元（每

組包括夏、冬季制服各 1套、外套 1件及帽子 1頂，經費：

衣服 3,600元、帽子 165元），本局並於 5月 22日與可口可

樂公司簽署雙方合作備忘錄，作為本案執行的依據。 

二、 導入設計人才的參與 

本局經由媒體報導得知 2011 年美國最大的設計競賽 IDEA 

Award（傑出工業設計獎）得獎名單，是來自臺灣的學生拿下

銀獎與銅獎，其中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所的羅立德和臺灣藝

術大學徐宗暉等五位成員所組成的跨校團隊以「城市脈絡」奪

得銀獎，該作品以太陽能路燈結合垃圾桶的環保創意，博得評

審的青睞。經本局吳局長親自邀約協請羅立德、李岱晏先生為

本局設計新款制服，在沒有設計費用下羅設計師也熱情的表示

願意鼎力相助。 

三、 邀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企業工會理事長及及理事相關人

員參與設計過程： 

本局清潔隊員多數加入企業工會，邀請工會幹部員參與試辦過

程，將有助於協助新質料制服的評估及對入會隊員說明，讓新

制服的推動能事半功倍。 

四、 獎勵特優分隊隊員進行試辦 

爰於本局所屬清潔隊員眾多，分隊多達 61 個，規劃以 100 年

度評鑑第一名之台大分隊作為試辦對象，以賦予最優分隊的榮

譽象徵與鼓勵。 

五、 別於傳統的行銷方式：以「城市中的無名英雄－你應該看見的

光」臺北市環保局清潔隊員全新環保布料制服亮麗登場為主題

行銷新制服： 

經羅設計師建議，跳脫傳統服裝走秀的方式發表，採以攝影後

製的方式，呈現本局第一線隊員多種不同的工作樣貌進行發表

記者會，也希望透過網路的傳遞醱酵，引發更多的討論與建

議。（攝影取材部分包括 1.清潔隊員 大力士般手提一堆垃圾。

2.清潔隊員與新設計的收垃圾筒合照。3.垃圾車司機跟新垃圾

車一同合照 或是 駕駛座速度感特寫。4.清水溝展現特殊打掃

器具 5.下水道兩名(忍者龜般) 身著全身工作服 掀開真的下 



 

水道一半身體在內表現辛苦 6.洗街車隊員 掛在車後方 拍到

洗街車大刷子跟水噴濺感 7.掃地女性 拿著竹掃把像哈利波特

般有魔法的感覺 8.清洗隧道 拍出隧道的壯觀感 9.上半身特寫

一名(背景為公廁)10.堆肥製作的隊員。） 

實施效益 
 

一、 羅立德、李岱晏先生新款制服設計概念： 

在以往，垃圾車與清潔隊員選用黃色為識別的色彩有著警示與

安全的功用，也因此，大家習慣身穿黃色背心工作的隊員們，

然而，黃色系在高度商業發展的台北市中，並不是一個獨特的

色彩，許許多多的計程車與商家同樣使用這個能夠普遍被大眾

接受的顏色，如此一來，使得清潔隊員們反而隱身於城市之

中，成了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也讓許多人無意間忽視了他們

的努力；Green Smile Design 秉持用設計讓生活更美好的精

神，從色彩的視認性(Visibility)、誘目性(Inducibility)與

識別性(Intelligibility)予以考量，選擇薔薇紅做為新的主

色；薔薇紅有著高度識別的獨特性，醒目卻溫和，且紅色系有

著真誠且勇敢的象徵意象，與新時代的市容服務員精神不謀而

合，希望透過設計思考的加入，使環境保護的工作能夠呈現出

一股新鮮的氣息，共同為邁向世界設計之都努力。 

二、 新款制服 70組如期交貨試驗： 

新款制服設計於 4月中旬定稿，新成品 70組如期於 7月交貨，

由試辦分隊人員及環保局企業工會勞安委員開始穿著，本局將

依穿著人員實際作業反映，進行材質及舒適度評估，以作為次

一年度員工服裝材質及經費編列的參考依據。 

三、 環保材質高達 90%： 

一般只要環保材質 50%即可獲環保標章認定，新款制服所使用
具有環保標章的環保材質高達 90%，每組使用 122個回收寶特
瓶，（包括夏季上衣 10個、夏季長褲 34個、冬季上衣 12個、

冬季長褲 36個、外套 26個及帽子 4個）。70組合計使用 8,540

個回收寶特瓶。 

四、 使用對象的參與： 

本試辦案已引發隊員們對新制服的關注及熱烈討論，企業工會

代表也積極參與提供建議。 

五、 以最少行政作業流程完成制服試辦： 

（一） 在贊助的過程設計，是由可口可樂公司直接付款給服裝製作

世堡公司，免除本局收款、發包等冗長的行政作業。 



實施效益 

（二） 本局提案單位研考小組、第三科、企業工會與設計師採不定

期開會，免除行文流程，並由提案單位向局長報告工作進度。 

（三） 羅立德、李岱晏設計師也多次到世堡公司訪查布料色系及製

作等進行監製。設計師並承諾將其設計新款製服無償提供本

局使用，也會配合試辦結果修正設計。 

六、 成果分享及資訊回饋： 

7月 3日的新裝發表記者會除了邀請市府長官記者外，特別邀

請本市議會警政衛生委員會議員與會，分享成果，以尋求未來

預算編列的支持。 

七、 成功引進民間之技術、資源及設計人才參與，為本局與民間企

業人才建立合作模式。 

八、 自辦發表會獲得各大媒體熱烈報導，充分達到議題行銷目的： 

7月 3日的新裝發表會由市長穿著新款制服，親臨剪綵，充分

展現，並頒發感謝狀給可口可樂公司及設計羅立德、李岱晏先

生，獲得各界好評及各大報報導。 

九、本議題引領本市為「國際綠色都市」率先發聲 

7月 19日獲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華經研字第 101001691函

邀，專訪市長「臺北市清潔隊改穿寶特瓶回收製成制服」政策，

請市長闡述如何落實環保精神以及打造臺北市為「國際綠色都

市」，並將本專題報導上傳國際媒體 The Newsmarket www.then

ewsmarket.com。 

 

 

相關佐證
資 料 

附件 1.局長 3月 1日及吳副局長 3月 14日率隊拜訪世堡紡織公司照

片 

附件 2.合作備忘錄 

附件 3.新舊款制服照片 

附件 4.新款制服攝影後製影像照片 

附件 5.7月 3日新裝發表記者會新聞稿及相關報導 

附件 6.7月 3日新裝發表記者會照片 

附件 7.關於後起之秀－羅立德報導  

附件 8.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101 年 7 月 19 日華經研字第

101001691號函 

 

 



聯絡窗口 

姓名：邱一流  

電話：1999轉 1775   0928535771 

Email：la-iliou@mail.taipei.gov.tw 

格式限制： 

一、提案綱要計畫：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數：A4紙 2頁。 

二、提案計畫表（格式同上）： 

（1）內文頁數：A4紙 5至 10頁。 

（2）附件頁數：A4紙不超過 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