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事紀要
107 年
1月
1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 2018 跨年活動首度搭配新式小型掃街車投入環境清理活動，該機
型通過歐盟抑塵效率認證，目前全市計 16 臺執行道路清潔勤務，讓臺北市的環保科技能與
歐美先進城市同步，兼顧空氣品質與提升清潔服務效能。

1日

臺北市政府擴大新增 7 類限塑管制對象，不得免費提供購物用塑膠袋，同時新增兩袋合一
規定，超商、超市及量販店僅能提供「環保兩用袋」之購物用塑膠袋，最終可作為專用垃
圾袋使用。

28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度再生家具歲末年終回饋特賣會，珍貴古早家具陪你過新
年。此次特賣會中，特別推出多件珍藏之稀有珍貴 50、60 年代古早家具回饋並感謝市民熱
情響應環保、支持再生家具行動。另開放民眾可攜帶家中毀損家具，現場免費簡易修復及
教學，落實資源循環利用的實際行動。

3月
1日

臺北市與新北市互賣兩市環保兩用袋，以提供民眾更多便利性。

8日

環保稽查大隊官方網站成立「餐飲業專區」，提供市民瞭解本市對餐飲業者相關環保法律
規範及提供業者相關防制設備資料。

22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北市大專院校響應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政策觀摩會，本市 9 所大專院校校內學生餐廳共計約 50 家攤商，內用採用環保餐
具，汰換約 7,600 組，整體經費估計約 125 萬元，估計每日約 5,000 名師生受惠。

4月
11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與警察局針對人聲喧嘩陳情案，成立共同連繫窗口並訂定偕同快打
機制。

21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響應 4 月 22 日地球日「終結塑膠污染」倡議，於信義公民會館四
四南村舉辦「吾居無塑 青年行動」活動，由青年推進無塑生活，共計 1,930 人次參與響
應。

5月
12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福德坑環保復育公園舉辦「臺北能源之丘低碳綠能嘉年華」宣導
市民低碳綠能生活建構永續家園。

17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南港山水綠生態園區舉辦「臺北能源之丘 2.0 開工記者會」。

17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辦本府「106 年度機關綠色採購」，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評定榮獲
「優等」。

20 日

20 至 23 日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劉局長銘龍受邀至日本參加東京都「永續城市環境地方首
長論壇」，以本市減塑及環保兩用袋推動經驗進行演講與交流。

6月
1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難分難解，我們幫您處理」擴大回收方案新增拖把、掃把及曬衣
竿等不同材質長柄物品都可以免拆解、免用專用塑膠袋，直接交給清運線上資源回收車免
費清運。

5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響應 6 月 5 日世界環境日「Beat Plastic Pollution」於臺灣大學集思
會議中心洛克廳舉辦「青年領軍 擊塑對決」臉書直播活動，共計 75 人參與響應；邀請青
年環保社團朋友於 8~10 月一起至小學辦理「無塑小奇兵」宣導減塑 20 場次，以行動參與
環境教育，共計 7,090 人次參與響應。

11 日

新增全國四大超商可代收臺北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管道。

13 日

臺北市獲環保署頒發「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縣市層級最高等級銀級證書，並獲頒 106
年「地方環保機關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執行績效評比」特優獎。

28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告「臺北市餐飲業油煙異味防制設備技術指引」，協助餐飲業者
採行有效污染防制設備，藉由裝置空氣污染排放控制設備、降低油煙異味污染，有效解決
部份餐飲業造成生活環境空污問題，促進宜居生活環境，建構本市成為宜居永續城市。

7月
1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維護安全島及道路環境整潔，針對全市紅燈秒數較長且常遭駕駛
人任意棄置垃圾的十大熱點路口安全島執行專案稽查，在各熱點路口之前設置 2 面告示
牌，提醒駕駛人勿任意棄置車內垃圾，7 月 1 日起開始加強執法，並加強宣導駕駛人共同
維護道路及安全島整潔。

1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施行「暑期噪音車輛特增加夜間攔查勤務」至 107 年 8 月 31 日，於
暑假期間，增加噪音車輛夜間攔查頻率。

2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啟動「空氣品質維護區轉運站柴油車排煙攔檢計畫」，針對本市轉
運站內未取得(A1、A2)標章大客車不定期進行柴油車排煙不透光率檢測。

13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啟動「大稻埕街頭藝人使用擴音器設施影響環境安寧駐點計畫」至
107 年 7 月 31 日，為有效改善大稻埕碼頭街頭藝人展演區近來引發的噪音紛擾，採先輔導

後管制方式，協助街頭藝人建立良善表演示範區，以維護民眾居住品質並兼顧尊重表演藝
術，創造雙贏。
6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有鑑於光害是城市的新興公害，為防止光害干擾他人作息，提升生
活品質，公告「臺北市光害陳情案件處理作業指引」，讓光源使用有明確規範可資依循及協
助本府相關機關處理光害陳情案件，以減少光源與陳情人之爭議。

14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感謝本市環保義工對市容維護之貢獻，於 7 月 14 日在圓山花博爭
艷館舉辦「臺北市環保義工感恩同歡園遊會」，活動參與 3,000 人次，全程不使用一次性餐
具，以推廣無塑生活與環保。

18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能源之丘-綠色環境教育園區」獲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
進會頒發 2018 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環境文化類特別獎。

24 日

臺北市政府新增 40 家企業響應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策，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於市政會
議中頒發感謝狀予各響應企業，共計 55 家企業響應。

8月
6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2018 臺北市節能領導獎」頒獎典禮，20 個得獎單位總計節電
近 1,437 萬度，減少將近 7,601 公噸的 CO2 排放。

16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舉辦「2018 年臺北 x 東京節能城市國際工作坊」，邀請東京都環境
局日野浩二先生及杉岡美幸女士，與國內專家學者、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針對東京
都建築節能的執行經驗和成果進行交流。

10 月
12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 月 12 日於中油大樓國光會議廳舉辦「107 年績優環保義工隊暨志
義工環保獎章頒獎典禮」，表揚本市環保志義工協助推動資源回收、維護社區環境清潔、
配合病媒蚊防治及孳生源清除等優良成果。

15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柵垃圾焚化廠舉辦「木柵廠煙囪圖案由你來決定」票選活動，由
市民共同決定煙囪彩繪圖樣，計有 20,951 位完成投票。

20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與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台灣親子觀星會共同舉辦「清新空
氣，閃亮夜空」行星嘉年華觀星活動。

11 月
1日

臺北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新增悠遊卡代收管道。

2日

「違反環境法令罰鍰」新增臺北市政府智慧支付平台(pay.taipei)代收管道。

26 日

首創臺北市機車專屬定檢通知 LINE@官方認證帳號「臺北市環保局－定檢好康愛報報」。

12 月

1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啟動「陸空聯合稽查專案」計劃，加強取締露天燃燒，自 107 年 12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13 日針對北投區關渡平原一帶二期稻露天燃燒稻桿或農業廢棄物等情事
加強取締及宣導。

3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蔡副局長玲儀率團於 12 月 3 日至 12 日赴波蘭卡托維茲參與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4 屆締約國周邊會議(UNFCCC COP24)，除率全國縣市之先獲永續創
新論壇(SIF)邀請，交流「促進創新與新技術服務以打造永續智能城市」議題，另於「氣候
適應技術援助體系」周邊會議發表「臺北市綠色行動力(Taipei Green action)」成果。

11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配合臺北市動物保護處執行 107 年「強化廚餘養豬安全聯合稽查行動
計畫方案」，針對本市豬隻飼養戶進行稽查，避免臺灣淪為非洲豬瘟疫區。

19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會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臺北站，針對本市松山機場境外移入的餐飲殘
羹之流向進行稽查，並要求空廚公司須將殘羹全部焚化銷毀，另請松山機場航空站境內之餐
飲業所產出的廚餘不再提供養豬業者使用，防堵境外移入廚餘流入國內，避免臺灣淪為非洲
豬瘟疫區。

20 日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與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假晶華酒店舉辦「2018 臺北上海
城市論壇-環保與市民服務分論壇」，邀請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以「永續的城市，永續
的發展」為目標，進行經驗分享及交流。

22 日

舉行「107 年度績優公廁評鑑頒獎典禮」，針對臺北市八千多座公廁進行評比，共表揚 39
個績優單位及 39 名清潔人員，其中寒舍艾麗酒店、臺大醫院及大湖公園的公廁獲「標竿
獎」殊譽。

28 日

全新改版「臺北市環境品質資訊網」正式上線。結合地理資訊系統與風場資訊，提供最新
即時環境監測資訊，以清楚瞭解北部空品區之空氣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