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8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本局依據高雄政府 98 年度施政綱要，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衡諸本
市執行環境保護實際需要，編訂 98 年度施政計畫，其重點與主要目標如
次：
一、 持續推動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制度，配合中央推動空氣污
染總量管制作業；管制固定、移動及逸散性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
並賡續推動空氣品質維護、改善及綠美化計畫；推廣低污染清淨能
源交通工具；規劃及研擬本市分批公告空氣品質淨化區。
二、 藉由本市永續發展委員會及節能減碳推動小組之協調和整合，以低
碳政策，持續推動節能減碳行動暨溫室氣體管制及減量方案，並依
節能減推動小組決議事項具體落實減量政策，朝向藍天低碳城市邁
進。
三、 加強噪音及工地污染管制、修正公告噪音管制區及航空噪音管制區。
四、 推動「加強事業水污染管制計畫」、「工業區水污染管制計畫」暨公
告列管事業輔導工作，並加強管制本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
五、 配合健康城市施政目標，加強自來水供水水質抽驗，宣導定期清洗
水塔、水池之重要性，並執行集合住宅飲用水水質抽驗，以有效監
督本市飲用水水質安全，維護市民飲水權益。
六、 持續加強本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調查與管制、掌握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情形、強化毒災緊急應變演練與環境用藥之管理，並辦理違反
水污染、飲用水之查核工作，及毒性化學物質與環境用藥等污染案
件之稽查取締工作，維護本市環境品質。
七、 對於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虞之場址加強進行調查、查驗工作，有
效掌握本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狀況；另對於已有污染之場址（例如：
中油高雄廠、苓雅寮儲運所及中石化高雄廠等）
，加速辦理污染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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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暨控制改善措施。
八、 持續推動一系列垃圾清運改革計畫，賡續推動「新興、前金、鹽埕
區垃圾清運委託民營機構清運計畫」
、及「每週二日以上不收一般垃
圾」等，並建立市縣垃圾處理互惠合作機制。
九、 加強辦理資源回收業務，「高雄市餐飲業廢油管理及油煙防制---截
留器輔導及製皂計畫」，逐步宣導市民回收家戶廢食用油、「推動全
市廚餘回收」、「大型傢俱、小家電、腳踏車回收處理再利用」與賡
續推動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限制使用，並
持續加強稽查。
十、 因應 2009 世運在高雄，提升本市公 厠品質，加強公廁聯合督導及辦
理宣導講習，並持續辦理全面戶外環境消毒、環境蟲鼠防治與維護
環境衛生。
十一、持續辦理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活絡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申請機制，強化清除機構服務品質，配合「全國事業廢棄物管
制清理方案」，有效管理事業妥善清除處理及再利用廢棄物，減輕
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利用城市。
十二、賡續辦理大林蒲填海相關配合工程，健全海岸地區保護、及辦理本
市資源回收廠焚化底渣委託再利用處理計畫。
十三、積極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與環境監測，確保環境品質；整合
全市環保志工，協助推動環保事項。
十四、加強空氣污染、噪音、水及廢棄物等污染案件之稽查工作，提升「環
保報案服務中心」為民服務績效，重視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以維
本市環境品質。
十五、加強本市環境污染檢驗及環境品質監測工作。
本局 98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及詳細計畫內容，分列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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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8 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預算來源及金額
類

項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行政
一、行政及業務管理
二、車輛管理及維護
貳、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
動管制

一、空氣污染防制
二、噪音振動管制

參、土壤及水污染管理防治

183,148
40,208
142,940

60,161
60,000
161

一、水污染防治
二、飲用水管理
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8,877
1,062
1,550
6,265

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及其
災害防救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二、環境用藥管理
三、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

664
320
74
270

伍、病媒防治及環境消毒

病媒防治及環境消毒

陸、垃圾清運、資源回收與
清潔維護
一、垃圾清運管理與資源回
收
二、溝渠清疏
三、公廁管理與維護
柒、都市廢棄物處理

17,014
17,014

611,409
592,332
16,700
2,377

一、水肥處理
二、都市垃圾處理
三、事業廢棄物管理

175,576
9,547
165,356
673

一、垃圾處理工程
二、大林蒲填海計畫

28,000
28,000
0

捌、環境衛生工程

玖、環境影響評估及公害糾
紛調處
一、環境影響評估
二、公害糾紛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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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
3,159
203

備考

拾、勞工安全衛生

勞工安全衛生

拾壹、環境污染稽查

一、環境稽查
二、水污染稽查

7,732
7,299
433

環境公害檢驗

8,077
8,077

拾貳、檢驗業務

拾參、中區資源回收廠業務
一、一般行政
二、垃圾焚化業務

191,847
58,672
133,175

一、行政及業務管理
二、垃圾焚化規劃
三、垃圾焚化操作

316,896
86,874
92,270
137,752

拾肆、南區資源回收業務

拾伍、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金
合

2,533
2,533

計

1,672,495
1,671,617
878
3,28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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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8 年度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領

壹、一般行政
一、一般行政業
務及管理
(一)一般事務
1.事務管理。
1.依照事務管理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2.加強文書檔案 2.依照公文處理規則等有關規定辦理，並力求
管理。
公文簡化。
3.建立活動式檔案櫃，檔案分級分類管理，將
檔案回溯編目建檔，並派專人管理。
4.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發包作業等事宜。
(二)人事業務
人事管理。

(三)政風業務

1.貫徹精簡員額措施，積極推動委託外包業務
。
2.貫徹考試用人，公平、公正辦理人事陞遷作
業。
3.覈實辦理考核獎懲，激勵員工士氣。
4.辦理員工訓練進修，增進專業知能。
5.貫徹屆齡退休政策，促進新陳代謝。
6..積極推動績效管理制度，增進行政效能。
7.依規定辦理公、勞、健保等各項保險事宜。
8..更新、維護、運用人事資訊系統。
9.加強差假勤惰之管理，維護公務紀律。
10.研擬簡併人事法規，以促進工作簡化。

1.加強員工法紀教育，落實政風法令宣導，提
加強政風預防工 昇同仁知法、守法觀念。
作。
2.加強興利、防弊措施，防止貪瀆不法。
3.落實表揚廉能事蹟以利辦理防貪業務。
4.透過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有效確立公職
人員清廉作為。
5.會同業務單位稽核相關採購業務，派員協助
監辦招標、驗收、工程抽驗等各項採購程序
，查察異常狀況及導正。
6.強化機關採購作業機制，落實程序監辦與內
部控管，提出具體興利除弊措施，有效釐出
採購異常案件。
7.辦理政風問卷調查及政風訪查工作，深入基
層確實反映主流民意及廣徵言論吸取具體
改革建言，有效改進行政措施或方案。
1.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暢通檢舉管道。
2.落實政風查處 2.妥慎查處貪瀆不法，端正風紀。
3.加強行政肅貪，對行政違失案件，依法嚴究
工作。
行政責任，防止違失情事再度發生。
1.強化公務機密維護措施，維護公務機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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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來源及金
額
備 註
(單位：千元)
183,148

40,208

3.強化機關安全 。
維護工作。
2.提升員工危機意識，並妥處陳情請願事件，
強化安全維護措施、縝密訂定防護計畫，防
止危害及破壞事件，以確保機關安全。
3.協同第五科辦理資訊安全專案稽核，強化同
仁資訊安全管理，維護機關電腦資訊安全。

(四)會計業務
1.編製年度預算
與分配預算，
並嚴格執行。

1.依照預算法及有關規定編製 99 年度單位預
算、追加減預算及基金預算，並依實際需要
辦理分配預算，嚴格控制執行進度。
2.依業務需要及法令規定辦理動支預備金手
續。
1.依照會計法及有關規定審核經費收支並處
理帳務。
2.辦理內部審核事項。
3.編製 97 年度各預算個體之決算作業。

2.審核經費收支
，編製年度決
算，並處理帳
務。
1.催辦各單位業務統計資料並彙編統計表。
2.彙總各單位統計資料送本府主計處、行政院
3.兼辦公務統計 環境保護署編製統計報告，作為各項施政參
。
考

二、車輛管理及 1.車輛修護與保
行政
養。
加強車輛
及重機械
維護

2.研訂保養修護
，劃分工作職
責，確立責任
制度。

3.物料管理，加
強庫存管理以
期達到電腦化
作業及大宗車
材零件統一標
購。

1.加強車輛維修(含夜間)及車輛保養工作。
2.有效充分的運用設備，如冷煤回收機、高壓
管壓著機及拆胎機之應用。
3.策訂技工技術講習、在職訓練工作、及委託
職訓機構代訓以提昇技工修護技術，取得技
42,940
術證照。
4.建立修護資料。
5.自行研發各項特殊車材。
6.除限於廠地設備無法完成之工作外，其餘均
自行修配，以節省公帑。
1.劃分工作職責，確立責任制度。加強駕駛人
員保養、操作之訓練，以提昇駕駛人員一級
保養職能，使車輛減少故障，確保行車安全
。
2.加強重機械操作員保養維護之訓練，延長重
機械使用壽命，提高工作效率。
3.加強車輛檢驗修護管制作業及車材、零件、
配件品質規格鑑驗，以提昇修護品質。
4.辦理「車輛保養評比」激勵駕駛人員責任感
與榮譽心，提高車輛使用效能，提昇為民服
務品質。
1.發電機、馬達、音響、電子組件、油壓組件
、車廂、底盤等自行併修，以減少外修。
2.各種車材經驗收進庫後一律列卡管理，於進
出庫房隨時登記，並依規定按時盤點，保持
基準存量並研發庫存自動化管理系統。
3.充分利用舊廢料予以併修再生，以節省車輛
維護費用。
4.確實掌握庫存器材紀錄及零星採購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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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以利下年度統一發包(輪胎採中央信託
局共同供應契約購置))。
(1)一般性需用車材。
(2)車用輪胎。
(3)保養用潤滑油脂。
(4)其他機械車輛一般性用料之緊急採購。

貳、空氣污染防
制及噪音振
1.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管理計畫
動管制
2.揮發性有機物及臭味管理計畫
一、空氣污染
3.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暨固定污染源空污
防制
費徵收計畫
( 一 ) 運 用 高 1.執行固定污染 4.高雄市戴奧辛監測及管理計畫
雄 市 空 源管制計畫。 5.高雄市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審
氣 污 染
查計畫
防 制 基
金，推動
1.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減免查核及
空 氣 品
巡查管制計畫
質 維 護
2.高雄市加強街道揚塵洗掃計畫
改 善 及 2.執行逸散性面
監 測 計 源管制計畫。 1.機車排氣定期檢驗計畫
畫
2.柴油車排煙管制計畫
3.執行移動污染 3.移動污染源特定空氣品質淨化區管制計畫
源管制計畫。 4.機車控制元件維持計畫
1.空氣品質管理暨污染總量管制計畫
4.執行空氣品質 2.提升高雄世運空氣品質計畫
維護管理計畫 3.空氣污染防制宣導計畫
。
4.高雄市鄰近海域空氣品質監測及模擬計畫
以城市觀點確認高雄市溫室氣體各階段減量
5.執行温室氣體 目標及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積極參與國際會議
減量策略計畫 ，吸取國際上溫室氣體減量經驗提升國際形象
及曝光度；因應溫室氣體議題加強溫室氣體管
制及節能減碳等相關宣導，並依節能減推動小
組決議事項具體落實減量政策。
1.劃定噪音管制 每二年修正公告噪音管制區，適度調整噪音管
制區分類，並分區管制工廠（場）、娛樂場所
。
、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擴音設施及其他經主
二、噪音振動
管機關公告之噪音源，依法管制使用中車輛噪
管制
音、航空噪音等交通噪音及民俗噪音。
依民航局所提航空噪音監測資料、等噪音線圖
2.航空噪音管制 及附近地形－土地使用情形，每二年檢討公告
航空噪音防制區，賡續協助民航局辦理回饋及 61
。
補助機場周圍民眾，以維護受噪音干擾民眾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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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61

60,000

參、土壤及水污
1.嚴格管制工廠、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染 管 理 防 加強列管事業輔 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所排放之放流水水質。
治
導宣導工作，管 2.對嚴重污染者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處以
一、水污染防治 制本市污水下水 按日連續處罰，並督促改善廢水處理設備。
道系統放流水水 3.勤查廢水處理設備及督促事業依規定設置
質。
廢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以有效防治水污
染。
4.督促、輔導、審核事業申報廢水排放許可文
件，並依法徵收審查費、證書費等規費。
5.辦理法令說明會，加強宣導水污染防治技術
、申請各項許可作業說明及管制政策。
6.列管之事業單位依據「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
統廢（污）水檢測申報管理辦法」按時申報
相關資料。
7.在已完成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地區，督促各事
業單位依規定納入系統處理。

1.飲用水水質監
二、飲用水管理 測，掌握水質
狀況，確保飲
水衛生安全。

8,877

1,062

1.每月實施本市飲用水水源之水質檢測，以確
切掌握水質狀況。
2.天然災害、停水後復水時，針對自來水配水
系統，進行採樣檢驗，以確保民眾飲水安全
。
3.依據「高雄市加水站水源供應許可管理辦法
」執行加水站水源管理。
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應
依規定檢驗水質及辦理維護工作，並將水質檢
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置於設備明顯處，本局不
定期派員稽查。

2.飲用設備之管
理，以達飲水
機水質安全。 1.辦理定期清洗水塔、水池宣導會。
2.並執行集合住宅飲用水水質抽驗，以有效監
3.宣導定期清洗 督本市飲用水水質安全，維護市民飲水權益
水塔、水池之 。
重要性。
1.對於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虞之場址進行
調查、查驗工作，有效掌握本市土壤及地下
針對本市土壤及 水污染狀況。
地下水進行監測 2.對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且污染物
三、土壤及地下 ，俾有效控管本 濃度達管制標準者，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
水 污 染 整 市土壤及地下水 染控制場址。
治
3.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後，有危害國民健康及
品質狀況。
生活環境之虞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
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
4.依據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實際污染狀況，採
取各項應變必要措施，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
污染擴大。
5.依據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之土壤、地下水污 ,265
染範圍，劃定、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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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區。
6.督促污染行為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法辦
理各項整治復育措施，以維護環境品質。
7.配合環保署有關土壤及地下污染整治之政
令辦理法令宣導說明會。

加強管理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情形
，以有效防制毒
肆、毒性化學物 性化學物質污染
質 管 理 及 其 災 ，維護市民生活
害防救
環境。
一、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

1.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確實查核、管理各
種毒化物運作狀況。
2.落實法令宣導事宜，並受理毒性化學物質污
染違規運作舉發。
3.輔導業者以網路辦理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聯
單報備事宜。
4.建立毒化物資訊事宜。
5.建立各事業運作毒化物之各項資料，以利管
理。
6.有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之研究、發展及執行
人員之訓練事項。

1.依據環境用藥管理法審查登記核發環境用
加強管理環境用 藥販賣及病媒防治業申請許可執照。
藥運作情形，以 2.加強偽、禁、劣環藥之查核。
有效防制環境用 3.抽看環境用藥刊物、廣播等廣告。
藥造成污染，維
二、環境用藥管 護市民生活環境
理
。
1.依據「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協調推動
防救毒性化學物 各機關執行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工作。
質災害之發生。 2.推動本市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聯合防救小組
制度化工作及無預警測試。
3.辦理有關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訓練班。
三、毒性化學物
4.辦理有關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協調及通
質災害防
報業務。
救
5.篩選本市毒化物運作工廠，並持續建立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資訊體系。
6.配合執行 2009 世運反恐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防救工作。

消滅鼠蟑及登革
熱病媒蚊等病媒
。

伍、病媒防治及
環境消毒
病媒防治及
環境消毒

1.配合台灣地區滅鼠工作釐訂重點滅鼠、滅蟑
計畫，分發毒餌，加強滅鼠、滅蟑工作，並
分析防治成效。
2.加強消除環境蟲鼠孳生源等工作並針對違
反行為者依「廢棄物清理法」告發取締。
按行政區每年實施全面消毒三次，全面防 除環
境蟲鼠孳生，此外，對於環境衛生不良之區域
，機動性加強消毒。

一般環境消毒：
消除環境蟲鼠蟲
害提昇生活品質
對特定事故造成之環境衛生不良地區，實施全
。
加強特定地區環 面消毒
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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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320

74

270

1
7,014
陸、垃圾清運管
1
充實清運機具設備，落實垃圾清運品質，提昇
理、資源回 1.加強責任區清 清運作業績效。
7,014
收與清潔維 運。
賡續推動「新興、前金、鹽埕區垃圾清運委託
。
護
2.賡續推動垃圾 民營機構清運計畫」
一、垃圾清運管 清運民營化政
理 與 資 源 策。
規劃合理道路清掃面積，劃分個人清掃責任區
回收
3.加強道路清掃 ，除本局各區清潔隊派員清掃道路外，重點區
域道路暨安全島比照多元就業方案辦理進用
。
臨時人員，以維護市容環境。
1.加強辦理資源回收業務，「高雄市餐飲業廢
4.加強資源回收 油管理及油煙防制---截留器輔導及製皂計
，逐步宣導市民回收家戶廢食用油、
「推
工作與宣導資 畫」
動全市廚餘回收」
、
「大型傢俱及腳踏車回收
611,409
源垃圾分類。
處理再利用」與賡續推動購物用塑膠袋及塑
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限制使用，並持
續加強稽查。
592,332
5.賡續委託民間 為疏解本市財源短缺困境，配合中央公共事務
業者執行廢車 委由民間辦理政策，賡續將廢車拖吊、貯存及
拖吊貯存管理 管理業務委託民間業者辦理。
業務。
定期勘查並訂定 1.清疏全市箱涵、下水道等暗溝及一公尺以上
清疏預定進度， 幹線明溝，防止淤泥堵塞，雨季積水，保障
分期分段實施清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疏，並配合機械 2.定期及巡迴維護全市一公尺以下溝渠暢通
二、全市支幹線 作業，以防止淤 ，以發揮排水功能。
溝渠清疏 泥堵塞，維持溝
渠暢通。
(一)稽查本巿列
管公廁及巿 1.本局管轄 23 座公廁，分別由各區清潔隊派員
清掃，發揮公廁功能。
民陳情案
2.執行「加強公廁清潔維護計畫」稽查本巿各
類重點列管公廁及巿民陳情不潔公廁，促使
三、公廁管理與
保持環境衛生，以增進巿民健康。
維護
3.由府本部、研考會、衛生局、工務局及環保
局共同組成「高雄市公共廁所聯合督導檢查
小組」不定期抽查全市公廁，按季彙整成績
，提報市政會議落實公廁品質改善。
4.流動公廁三輛，機動租借機關團體及巿民使
(二)督促整修維 用，減少污染環境之機會。
1.本局管轄 23 座公廁按實際狀況分批整修，確
護公廁。
保公廁服務品質。
2.加強髒亂公廁之稽查，並依據檢查結果督促
各權責單位維護改善。
加強水肥處理廠
維護保養。

16,700

2
,377

貳拾壹、環境保護局 10

柒、都市廢棄物
處理
一、水肥處理
1. 建立垃圾基本
資料加強教育
訓練。
2. 建立與外縣市
垃圾互惠機制
。
二、都市垃圾處
理

1. 水肥處理廠處理水肥均採用厭氣消化及活
性污泥生化處理，提高水肥處理量，使排放
符合污水下水道系統納管進流標準。
2. 加強水肥處理功能及安全，投入口除臭改善
，持續執行溝泥前置處理。
3. 加強機械維修養護，強化員工安全教育工作
。
1. 按日統計垃圾量、委託辦理垃圾採樣化驗分
析。
2. 相關作業人員教育訓練。
3. 督導中、南區資源回收廠之操作營運及賡續
辦理溝泥前置處理場等工作。
4. 加強與外縣市垃圾焚化廠進行垃圾處理支
援互惠。

3. 有效管理本市
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及處 1. 加強事業廢棄物查核管制工作。
理流向。
2. 持續辦理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許
可管理，活絡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申請機制，
強化清除機構服務品質。
3. 配合「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有
三、事業廢棄物
效管理事業妥善清除處理及再利用廢棄物
管理
，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利用城市。
1. 妥善規劃處理
焚化廠灰渣，
並減少相關處
理工作人事負
捌、環境衛生工 擔。
程
2. 藉由民間投資
(一)垃圾處理工 參與，將廢棄
程
物以資源化方
式，有效利用
處理

175,576
9,547

1. 辦理灰渣掩埋場及其它相關事宜。
2. 辦理廢棄物委外清理相關作業。
3. 持續推動西青埔掩埋場沼氣回收發電。
4.辦理中、南區資源回收廠之焚化底渣委託再
利用處理工作。

藉由海域築堤填
廢方式，提供本 1. 持續辦理圍堤海域填埋工作。
市 營 建 廢 棄 物 ( 2. 持續辦理環境品質監測工作。
土 ) 合 法 處 置 場 3. 辦理海埔新生地綠美化工程。
所

165,356

73

(二)大林蒲填海
計畫

1.預防及減輕開
發行為對環境 1. 宣導環境影響評估法暨相關法令，並據以執
玖、環境影響估
造成不良影響 行。
及公害糾
，藉以達成環 2. 由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辦理轄區內
紛調處
境保護之目的 重大開發案之審查工作。
一、環境影響評
3. 執行重大開發工作案施工及營運階段之監督
。
估
2.辦理高高屏及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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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
28,000

高雄市永續會
議
1.持續辦理高高屏永續發展委員會議。
2.持續辦理高雄市永續發展委員會議。
3.環保新生活

4.綠色採購

加強推行環保新生活運動－辦公室做環保，落
實考核工作，以擴大各機關學校推行環保新生
活運動績效。

5.加強辦理管制 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之綠色採購實施計畫。
考核業務
1. 研定年度施政計畫，選項執行施政計畫列管
。
2. 加強辦理提昇服務品質。
3. 管制公文時效辦理稽催業務提昇公文處理時 ,362
6.社區里鄰大廈 效。
,159
公共場所衛生
督導考核
1.由本府各單位組成之聯合督導小組施行定期
或不定期考核。
2.依據本市全面整頓環境美化市容施方案之規
7. 整合本市環 保 定辦理考核工作，針對各區執行成效，再依
義工。
據成績結果，辦理敘獎。
辦理公害糾紛調 善用社會熱心公益人力資源，協助環保事項。
處案件。
1. 依規定組成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俾利加強
辦理公害糾紛調處案件。
2. 依規定定期上網向行政院環保署申報本市公
糾案件。
3.辦理公害糾紛處理法令說明會，以提市民對
公害糾紛之瞭解。
二、公害糾紛調 勞工安全衛生
處
1. 推動並督導本各外勤單位辦理員工常年教育
，灌輸正確的工作基準及態度，提高工作效
率及減少職災事故。
2. 舉辦區隊幹部講習，培養領導能力，順利完
成任務。
3.定期核派隊員至勞委會核可之訓練機構，參
拾、勞工安全衛
加勞工安全專業訓練。
生
4.依年度職災防止計畫，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相
關教育訓練、自動(或定期)檢查，職災調查
、健康檢查及考核獎懲，以達零災害之目標
。
5.配合勞工局、勞檢所指示，辦理勞安相關訓
練。
6.加強各外勤單位主管之勞安教育訓練，以提
昇本局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之效能。
（一）一般環境
衛生案件
1.依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加強取締告發 03
稽查
違反環境衛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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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行政轄區設置外勤巡邏組及機動組，主動
拾壹、環境污染
稽查或受理民眾陳情案件，嚴格取締違反環
稽查
境衛生之行為。並加強執行市容除痘行動，
一、環境污染稽 （二）空氣污染
消除違規小廣告。
查
案件稽查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法令，執行違反空氣
污染防制法事件之取締告發。針對公私場所固 ,533
（三）噪音案件 定污染源，主動稽查或受理民眾陳情案件，嚴
格取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
稽查
針對工廠、娛樂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
擴音設施，主動稽查或受理民眾陳情案件，嚴
(一) 依水污染防 格取締所發聲音超過噪音管制標準之事件或
治法等相關 列管之噪音行為。
法令，執行
違規案件稽 稽查各類型事業機構所排放之廢水，取締非法
排放及水質逾放流水標準之事件。
查。
(二) 飲用水案件
稽查。
二．水污染案件
稽查

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執行水質不符
標準事件之取締告發。每月檢測自來水 50 個
固定監測點及稽查公私場所飲用水設備之水 ,732
質，不符標準即予取締。
,299
固定污染源採測
。

執行固定污染源監測業務，固定污染源監測車
排定期程前往列管工廠實施排放管道廢氣濃
度檢測，並定期實施監測車儀校作業，以確保
拾貳、環境污染
檢測數據之精確度；另視需要於實驗室進行樣
檢驗
環境公害檢驗 維護操作空氣品 品檢測分析，依規定編製檢測報告作為管制之
(一)空氣污染源 質自動監測站及 依據。
採測
人工採樣站。
1.每週採樣監測本市十五站人工測站，樣品送
至實驗室進行分析，月報表陳報市府及環保
署，建立長期監測數據資料。
2.持續大林蒲、成功、愛國國小、鳳山水庫、
鳳陽自動監測站維護操作，如遇異常迅速排
除，並定期製作月報表及統計分析報告。
(二)環境空氣品
3.空氣品質測驗車兩部巡迴監測本市空氣品
質監測
質狀況，協助業務單位視需求進行機動地點
監測。
33
4.空氣品質監測中心與各空氣品質自動測站
連線持續運轉執行監控作業，提供本市即時
空氣品質資訊。
配合管制需要分 5.每月執行量測本市十五站人工空氣品質測
析事業單位放流 站非游離輻射環境監測。
水
對業務單位稽查所採之水樣，執行檢驗分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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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採樣分析愛河、 作，並將檢驗結果製成報告，作為執行管制、
前鎮河與後勁溪 取締之依據。
水質。
視潮汐狀況擇期於水質安定時期至本市區域
配合管制需要分 排水河道採水檢驗，並統計分析，數據按月陳
(三)事業廢污水 析飲用水水質。 報環保署，建立長期數據資料。
,077
檢驗
1.依飲用水水質監測計畫每月執行飲用水檢 ,077
驗，並提供市民自家飲用水免費檢驗服務。
(四)河川水質採 地下水水質檢驗 2.配合業務單位每月抽測各機關學校供水設
備水質，執行檢測分析工作。
樣調查檢驗 分析。
環境及交通噪音 配合業務單位所採之水樣，執行檢驗分析工作
，藉以監測水質變化情形。
(五)飲用水檢驗 監測。
分析
1.執行本市四類噪音管制區環境及交通噪音
監測，每季二十五測點均辦理二次監測。
2.噪音自動監測站依環保署規定操作，每季陳
報環保署。
(六)地下水檢驗
分析
參與環保署盲樣 捷運噪音及市民陳情環境交通噪音配合業務
測試，並實施實 單位執行監測。
(七)環境及交通 驗室自行查核。
1.配合環保署每年實施盲樣測試，以提升檢測
噪音監測
數據品質，並自行參加國外能力試驗計畫。
2.品管小組執行內部查核，提升檢驗員檢驗能
力。
3.檢驗室 TAF 認可資格維持延展，持續進行查
核。
(八)實驗室間
QA/QC 檢 行政管理
驗
1.貫徹精簡員額措施，積極推動委託外包業務
2.貫徹考試用人，公正辦理人事陞遷作業。
3.覈實辦理考核奬懲，激勵員工士氣。
4.辦理員工訓練進修，以充實專業知能。
5.辦理人事服務及管理各項業務。
6.鼓勵同仁進修英文，並協助參加英文檢定。
7.辦理 98 年度親子活動。

拾參、中區資源
回收廠
一、一般行政
(一)行政管理
1. 會計業務
2. 人事業務
3. 總務業務
4.勞安業務
5.政風業務

1.辦理會計、人事、研考業務，並配合支援業
務單位推廣業務。
2.依照公文處理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業務，減少人員傷亡。
4.添購及汰換資訊設備
5.辦理政風業務，貪瀆不法之預防。

(二)業務管理 1. 配合垃圾處理
業務，維護設 1.建立備品安全存量，加強維修單作業管制，
提升設備修護率。
備妥善運轉。
2. 加強公害防治 2.研訂標準作業程序，提升設備運轉妥善率。
規劃，達成污 3.辦理環境監測作業，提升 CEMS 自動監測系
統妥善率，有效管制污染行為發生。
染減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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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垃圾焚化業
4.辦理灰渣溶出試驗檢測，執行灰渣清運跟監
務
查核，確保灰渣有效處理，並符合法規標準
(一)垃圾焚化 垃圾焚化之運轉 。
規劃
操作及各項設備
之管理
1.採 4 班 3 輪之操作方式，以維持垃圾焚化爐
24 小時連續運轉。
2.提升垃圾焚化效率及穩定度並降低對環境
之污染。
3.修訂各系統之標準作業程序，並加強員工之
操作訓練以提升系統操作技能。
(二)垃圾焚化
4.提升製程所需消耗性藥品供應妥善率，以維
操作
持環境防污設備正常運轉。
5.營運報表分類統計，以提供垃圾焚化管理之
91,847
依據。

1

6.辦理飛灰穩定化後衍生物之毒性溶出試驗檢
測及灰渣清運、跟監查核，以確保灰渣及衍生 8,672
物有效處理並符合法規標準。

1.事務管理。
2.文書檔案管理
依照事務管理手冊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
1.依照文書處理手冊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
拾肆、南區資源 1.研考。
落實公文稽催管制。
回收廠
一、行政及業務
1.依相關法令辦理研究發展管制考核。
管理
2.勞安及消防。 2.加強辦理提昇服務品質工作。
(一)一般事務
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消防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人事管理。
(二)研考及勞
安 消 防
1.貫徹精簡員額措施，積極推動委託外包業務
業務
。
2.貫徹考試用人，公平、公正辦理人事陞遷作 33,175
業。
3.覈實辦理考核獎懲，激勵員工士氣。
(三)人事業務
4.辦理員工訓練進修，增進專業知能。
5.貫徹屆齡退休政策，促進新陳代謝。
6..積極推動績效獎金制度，增進行政效能。
7.依規定辦理公、勞、健保等各項保險事宜。
8.更新、維護、運用人事管理業務資訊系統。
9.加強差假勤惰之管理，維護公務紀律。
10.研擬簡併人事法規，以促進工作簡化。
會計業務管理。
依照主計法規及相關法令辦理。
1.提升設備修護
率。
2.提升設備妥善 1.實施計畫性設備維修，加強故障設備維修作
業流程管制。
率。
(四)會計業務 3.加強垃圾進廠 2.實施設備定期檢查保養，以預知維修方式取
代故障維修。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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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垃圾焚化規
3.加強進廠垃圾檢查作業，以降低不可（適）
劃
1.垃圾焚化操作 燃垃圾進廠。
運轉管理。
1 維持焚化廠 24 小時連續運轉，以執行高雄市
2.強化污染防治 廢棄物焚化處理業務。
2. 落實各焚化系統、單元操作營運管理。
監測。
3.修訂各系統標準作業程序及彙整相關操作
數據，持續落實操作管理。
三、垃圾焚化操
16,896
4.持續落實環境污染防治、監測作業。
作
5.加強員工現場實務訓練，並定期荐派人員參 6,874
加相關專業訓練，建立專業操作能力，維持
營運品質
6.各項污染防治藥品、材料耗用之統計及採購
管理。
7.落實各項環境管理系統事項。

3

9
2,270

1
37,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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