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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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創高噪車輛照相系統，以科技方式提升告發採證效能，為
有效嚇阻改裝之重機、超跑與機車等製造高分貝噪音干擾市民生
活安寧。
105年度臺北市大專院校資源回收考核評比，全校師生共同參與
資源回收工作，分工合作及協調整合，學生積極參與資源回收宣
導工作，學校對學生之環境教育不遺餘力，本年度第一名為東吳
大學。
本局辦理「再生家具歲末年終大拍賣」活動，民眾添購超值好康
家具，除舊迎新過新年。
106年國家清潔週士林區擴大誓師活動。
於年終大掃除時宣導，尖銳物品、破碎玻璃及燈管（泡）應單獨
回收，確保市民與清潔隊員安全。
本局辦理「國家清潔週開跑」記者會。

本局配合寒假來臨，延慧書庫「加碼送」活動開始，響應讀好書
做環保，歡迎民眾踴躍索書。
配合本府「2017臺北燈會」活動，每日動員環保志工以舉牌宣導
及沿路撿拾垃圾，呼籲賞燈民眾協助進行垃圾分類，垃圾不落
地，共同協助恢復市容，還給市民一個乾淨的臺北城。(106年2
月4日至2月12日止)
2017臺北燈節會場，本局辦理回收廢電池送好禮及有獎徵答活
動。
辦理禽流感防疫大作戰記者會，並加強禽鳥聚公園及其他禽鳥易
聚集處之全面宣導稽查及消毒作業。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105年度地方政府環境清潔維護考核」
成績，本市榮獲優等。
本局於106年2月15日公告劃定1線2站6處為低污染排放示範區，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針對二行程機車及高污染柴油車加強稽查。
舉辦「臺北能源之丘-福德坑環保復育園區太陽光電系統啟用典
禮」，由市長主持啟用儀式，為全國首例利用垃圾掩埋場復育公
園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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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投洲美停車場落成及石牌分隊喬遷典禮。
為落實資源回收、垃圾減量，協助社區民眾推廣植樹活動，本局
北投垃圾焚化廠廠舉辦「植樹減碳你我同行」活動，民眾可憑廢
電池20枚，或廢光碟20張，或二手學習書籍期刊10本，均可免費
兌換新鮮森活組合包1份(含樹苗、有機培養液及土壤改良劑各1
份)；另外，民眾亦可自行攜帶容器現場裝填本廠利用廚餘自製
有機培養液。
委外辦理「106年度食品有機廢棄物流向追蹤管制及再利用宣導
計畫」，針對從事農產、漁產、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
工、調配、販賣等業者之食品有機廢棄物流向（如廢食用油及廚
餘等）啟動全面訪查，加強宣導其食品有機廢棄物流向應妥善處
理。
委外辦理「臺北市廚餘生質能廠興建工程環境影響評估暨規劃設
計服務案」，辦理廚餘生質能廠之環境影響調查、基本設計原則
及宣導等工作事項。
辦理「家戶回收廚餘變身有機肥 綠色循環 為田園城市注入活
力」記者會，廠商回饋有機肥料計30公噸，於3月23日起陸續提
供市民及認養團體申領。
修正發布「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理廠場進場管理辦
法」，修正清除救災廢棄物車輛免費進場處理之時間限制及修正
廢棄物清除車輛進場違規處罰方式。
舉辦「臺日振動管理研習班」，邀請東京都環境局環境改善部大
氣保全課竹永裕二課長，分享日本及東京都振動管制策略與執行
管理實務經驗，期藉由與東京都的指導互動與交流，透過本次研
習課程借鏡東京都經驗，提供北市研擬振動管理的階段性目標及
具體計畫之參考。
辦理食品有機廢棄物產源責任宣導說明會，邀請本市超級市場、
量販店、資本額2,500萬元以上之餐飲業及飯店業等列管業者，
說明環保署公告於106年3月1日起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廚餘流
向之規定。
召開106年「強化淡水河系水質改善專家諮詢」第1季會議。

本局自105年8月15日起創全國先例，增加廢行李箱、廢安全帽、
廢雨傘及廢獎盃(座)等難分難解資收物均可免拆解、免使用北市
專用垃圾袋，直接進行回收，不僅節省了民眾的荷包，又創造資
源回收循環再利用。
南港區向陽交通測站完成遷站後測試運轉並正式啟用。

20日

22日

25日
25日

26日

5月
1日
2日

3日

11日

23日

24日
25日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第三波走入企業-SOGO 百貨美食街率全
國之先推動主動推動汰換全國8家分店內餐廳及美食街的美耐皿
餐具，更換為陶、瓷、玻璃及不銹鋼等材料製成之環保材質餐
具。
響應4月22日地球日，配合行政院環保署於基隆河岸錫口碼頭，
辦理「潔淨臺北 溪手未來」千人淨溪活動，邀請本市水巡守
隊、環保義工大隊、企業義工分隊等共同參加，共計1,100人次
參與響應。
辦理106年衛戍災防區災害防救聯合實務兵棋推演。
公告修正本局受託處理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收費標準，
增列本局認定性質特殊或專案配合處理之廢棄物，收費標準另行
核定。
本局北投垃圾焚化廠「設備改善維修專業服務」案完成發包，預
計年底完工，完工後可有效提升焚化可靠運轉度、污染防治穩定
度及增加售電量，以達服務市民之最大使命。

本局與臺北自來水事業處合作，搭配水費單加註宣導內容，提醒
家中仍使用化糞池的民眾每年應清理一次化糞池。
率全國金融業之先，玉山金控響應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將
玉山金控總部大樓、登峰園區及希望園區等3座大型員工餐廳內1
萬個免洗餐盒及美耐皿餐具，更換為環保餐具，此舉估計約減少
60萬個紙容器（減量1萬6,320公斤），約減少5.3座玉山高度減
少紙容器。
辦理8場次「溪山行旅 走讀學習」環境場所走讀體驗活動，邀請
市民報名體驗學習本市8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106年5月3日至5
月26日止) 。
本局辦理「節能減碳、鐵馬重生」，首次進駐大專院校，腳踏車
免費檢修規劃社區及學校，進入社區及大專院校維修居民、師生
腳踏車、輪椅及兒童車。
為推廣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落實環保健康飲食習慣，北市
府鎖定民間企業為第三波推廣對象，初步已有15家企業自願響應
「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針對本市市場處列管之場外攤商738家進行廢棄物流向查核，未
發現不法之情事。
舉行「回收乾淨塑膠袋 正確輕鬆有撇步」記者會，回收後的塑
膠袋會採「降級回收」再利用的方式處理，原本用做食品包裝的
塑膠袋回收後只會再製成生活用品，不會用在食品包裝上，以確
保民眾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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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市府辦理「水岸臺北2017端午嘉年華」環境維護勤務 (106
年05月28日至05月30日止) 。

防治24小時自助洗衣店擾鄰行為，本局6月1日起啟動專案稽查，
針對全市169家自助洗衣店進行空、噪、水、廢聯合稽查，以維
護市民生活品質。
因應本市0602梅雨鋒面豪大雨，本局動員人力及車輛於6月2日至
6月12日執行復舊工作。
本局106年6月20日舉辦「臺北市低污染排放示範區正式上路」記
者會，期望藉由記者媒體的相關報導擴大宣傳成效，並透過廣
播、跑馬燈、電子看板及 Upaper 等方式告知民眾，提醒車主做
好愛車保養再上路，有效提升本市空氣品質。
本局舉辦「公害污染偵測新利器 多功能監測車上路 提升市民生
活品質」記者會。
召開106年「水污染防治基金管理委員會」第1次會議。
製作登革熱防治精進手冊，供各區清潔隊同仁對環境孳清工作有
所依循。
訂定發布「小型清掃機械管理辦法」，俾利以高機動性機械協助
環境清掃，以減輕清潔人力負荷之需求。
舉辦「106年夏月惜電競賽推廣活動」開跑儀式，宣布各里進行
夏月(7-9月)節電競賽活動，依節電成效頒發獎項，呼籲市民一
起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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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施行「使用中機車稽查提升計畫」，針對低污染排放示範
區加強高污染車輛稽查作業（106 年 7 月 1 日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
本局出席「2017 臺北上海城市論壇」環保分論壇，共創兩市
清新空氣行動。
山水綠生態公園環教小屋取得使用執照，每月辦理不同主題之
環境教育特展，提供民眾多元豐富的環境教育體驗。
本局辦理「2017 臺北世大運清潔月誓師大會」。
「回到童趣，延慧光陰故事館」 來北市府尋找不一樣的童年
故事，延慧書庫 13 至 15 日於市府中庭快閃贈與活動。
本局辦理「保護河川 巡守一起來」活動，由水環境巡守志工
帶領企業義工攜手一起保護淡水河。
召開 106 年「強化淡水河系水質改善專家諮詢第 2 季會議」。

本局於世大運期間提供各賽會場館區域之空品預報服務，特別
建置空氣品質預報專屬網頁，自 8 月 1 日起連續 30 天提供中
文版空品預報影音播報，另自 8 月 12 日（各國選手開始進駐
選手村）起連續 19 天提供英文版空品預報影音播報，以供選
手、裁判、觀眾等對象參考使用。
本局舉辦「2017 臺北市節能領導獎」頒獎典禮，17 個得獎單位
總計節電達 664 萬度，減少將近 3,506 公噸的 CO2 排放。
本局與臺北市立天文科學教育館、臺灣親子觀星會共同舉辦「清
新臺北，親子同星」都會親子觀星活動。
本局於世大運期間 12 日至 30 日提供環境督導及各場館垃圾清
運，本局動員 5,117 人次，清運垃圾車輛共計 1552 車次，清運
一般垃圾 106 噸、資源回收物 47 噸，並協助選手村設置本局流
廁車 6 台、貨櫃式流廁車 4 台及租賃簡易式流廁 115 座。
臺北市率先公告兩袋合一執行方式，引領環保潮流，並呼籲民
眾購物時採取「減塑三部曲」，首先是鼓勵民眾優先自備環保
袋；忘了帶則借用環保局與量販店合作推動的押金環保袋；若
仍有購物塑膠袋需求，則可購買能當專用垃圾袋的環保兩用
袋。
北投垃圾焚化廠辦理「垃圾及灰燼吊車相關零組件採購」驗
收，配合設備改善維修專業服務案進行設備零件更換，以提高
設備運轉可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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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配合「2017 台北河岸音樂季-大稻埕情人日」動員人力 103
人（大同區隊 45 人、支援區隊 48 人、公廁隊 10 人）。資源垃
圾回收站 34 處（內含 1 個一般垃圾桶及 1 個資源回收桶組成）
，
動員車輛 3 台，流廁車 1 台，大壓車 1 部、回收車 1 部，計清
理垃圾 2320 公斤，回收物 700 公斤。

本局參加 2017 年於馬來西亞麻六甲舉辦之「城市環境協議高
峰會」，並以「臺北市永續資源管理」為題，榮獲最佳實踐城
市獎。
熊讚化身拍賣官，開賣柯 P 簽名世大運紀念家具，利用回收一
批世大運安檢用木櫃，改製各式實用置物櫃。
本局辦理「食品廢棄物處理國際論壇」。
臺北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地方自治條例，於 105 年 1 月 13 日修
正增加售電及代處理垃圾收入回饋，每公噸提列 100 元，依設
籍人數分配，直接回饋里民。今（106）年為首次辦理，合併
105 及 106 年二年費用，採垃圾袋抵價劵及商品劵各半方式執
行，發給對象為內湖、南港、文山、士林及北投區 5 個回饋區
在籍里民，約 123 萬名市民受惠。發放期程自 106 年 9 月 20
日起至 106 年 11 月 20 日截止。
本局舉辦「打擊高噪音改裝車輛擾寧行為 環保局添利器提升
取締成效」記者會。
本局與臺北醫學大學杏青康輔社服團、松山奉天宮合作並以
「田園松鼠愛環保 永續城市一把罩」為主題辦理「臺北市環
境教育開學營」。

本局啟動病媒防治「快打」部隊，針對本市鄰近山區之登革熱
個案案址進行擴大孳生源清除作業，以徹底清除可能之孳生
源。
本局擴大本市登革熱境外移入個案之消毒與孳生源清除範圍，
由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登革熱防治工作手冊規定之半徑 50
公尺增至半徑 75 公尺，以加強防範疫情。
北投垃圾焚化廠辦理「袋濾式集塵器濾袋及支架籠採購」驗
收，穩定北投廠廢氣排放處理效能。
本局啟動「土資場及分類場專案查核」計劃，針對本市 17 家
土資場及分類場之污染防制及設置許可進行全面性稽查（106
年 10 月 11 日至 106 年 11 月 1 日）。
辦理「106 年度臺北市各里推動資源回收評比」，考核臺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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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里資源回收推動現況及具體成效，並辦理頒獎活動，獎勵表
現優異的區里，藉此發揮拋磚引玉功能，鼓勵北市更多區里基
層投入資源回收工作，打造臺北成為永續環保城市。
本局響應世界糧食日，辦理「惜食愛蔬 星友鄰攜」活動。
本局辦理「臺北市環保兩用袋」發表記者會。北市超商、超市
及量販店將自明（107）年 1 月 1 日起，不可再販售各式購物
用塑膠袋，只能販售兼具購物用塑膠袋與專用垃圾袋雙重功能
的「環保兩用袋」。
本局辦理社子島「島頭公園」水環境生態微旅行 邀請企業共
同參與河川保育。

結合 12 行政區，同步辦理「環境孳生源清除活動」，呼籲民
眾動起來，落實環境整理及清除積水容器，防止登革熱疫情。
木柵垃圾焚化廠辦理「木柵垃圾焚化廠廢氣處理及其他設施整
修更新統包工程」開工。
召開 106 年「強化淡水河系水質改善專家諮詢第 3 季會議」。
11 月 9 日至 14 日至德國波昂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屆締約國周邊會議（UNFCCC COP23）。
辦理「105 年度河川污染緊急應變演練」整合強化市府之應變
能量。
為提升資源回收成效，強化社區及物業管理資源回收效能，辦
理第二屆「臺北市物業管理推動資源回收評比」，評選出 6 家
表現優異之物業管理公司，藉此鼓勵各物業公司及社區於資源
回收工作上之投入與努力。

本局施行「萬華艋舺青山宮遶境活動巡查專案」，於遶境期間
派人進駐警察局萬華分局執行專案勤務，並於 106 年 12 月協
調青山宮採用金紙集中焚燒及電子禮炮（106 年 12 月 7 日至
106 年 12 月 9 日）。
響應「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再添生力軍，繼臺北市政府
所屬機關學校、15 家民間企業等實施「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政策後，關心學生健康，環保局再鎖定北市各大專院校
為推廣對象，輔導校內餐廳參與，首波已有 9 所學校加入響應
行列。
本局啟動「陸空同步聯合進擊 露天燃燒無所遁形」計劃，自 106
年 12 月 28 日至 107 年 2 月 9 日針對北投區關渡平原一帶二期
稻露天燃燒情事加強取締及宣導，共計勸導 15 件次、告發 11

19 日

20 日

22 日

26 日

28 日
31 日

件次，成功推動 80%（共 196 公頃）之稻田以絞切稻草翻耕入
土取代露天燃燒方式，約減少 8.35 公噸粒狀污染物（TSP）、
1,764 公噸二氧化碳、7.53 公噸 PM2.5 及其他空氣污染物。
106 年度臺北市大專院校暨宿舍資源回收評比出爐 11 所學校
獲獎，為使資源回收觀念深植校園中，今年開全國先例，首次
針對校園內宿舍進行評鑑，透過學校及學生兩種層面，掌握臺
北市大專院校資源回收推動現況及具體成效，共計 11 所學校
獲得肯定。
本局舉辦「106 年度臺北市列管公廁評鑑績優公廁」頒獎典
禮，「貼心公廁」首度納入評鑑項目，45 個績優公廁得獎單
位及 45 名清潔人員，標竿獎由「兒童新樂園」、「孔廟」、
「士東市場」拿下殊榮。
為減少塑膠對環境危害，臺北市政府召開兩袋合一及擴大限塑
記者會，除邀請民眾一起邁向限塑政策的新里程碑外，更率先
全國實施購物用塑膠袋及專用垃圾袋「兩袋合一」政策，搭配
購物減塑三部曲等源頭減塑方式，建設永續發展之綠色城市。
透過本局輔導協助，松山奉天宮在 106 年 12 月成為全國第一
座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宮廟，正式加入臺北市環教場
所的行列，藉由宮廟文化展現更多元的環保面向，提供民眾更
廣泛更深化的獨特環教體驗。
本局辦理「北市跨年清掃增生力軍 小型掃街車上路添助益」
記者會。
本局辦理「2018 臺北最 high 新年城跨年活動」環境清潔維
護，本局配合設置 66 處共 264 個大型垃圾桶，74 個太空包，
25 輛清潔車輛及首度出動 8 部小型掃街車，動員 691 名清潔
隊員、近千名學生義工，於舞台活動結束後 1 小時內完成復舊
作業，共計清運一般垃圾量 9.5 公噸、資源回收量 7.2 公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