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1 年度施政計畫提要
本局依據高雄市政府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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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年度施政計畫，其重點與
主要目標如次：
一、推動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計畫，落實固定污染源許可證之審查及核
發，並管制移動及逸散性污染源之排放，擴大市區洗街及綠美化
計畫；推廣低污染交通工具。
二、加強環境音量品質及噪音源稽查取締，參考都市計畫所規劃之土
地分區計畫及使用情形，適度調整噪音管制區分類，持續依噪音
管制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與轄境狀況，檢討增加相關公告內容
事項，及依各類對象噪音源依法予以管制，低頻和一般噪音同時
兼顧。
三、加強轄境裸露公有地調查，並評估日後實際施作之可行性；多元
化推廣並補助建置空品淨化區，透過審核機制提供設置建議，同
時追蹤考核後續維護管理情形，確保美化市容並達植樹淨化空氣
及減碳之效益。
四、持續監測陸域水體水質，配合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及用戶接管工
作，加強事業廢水管理及稽查，持續推動工業區事業廢水納管，
落實防治設施操作深度查核，俾利污染減量
五、推動重點河川整體性整治政策，整治愛河、二仁溪、及阿公店溪
等轄區內重要河川，並妥善維護河川水質現地處理設施及確保功
能正常操作，以提升流域水體品質；推動畜牧業者清潔養猪，減
少畜牧廢水對水體的衝擊。
六、加強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理及勾稽作業和環境用藥管理，強化毒
性化學物質防救災害體系，落實重點運作業者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之審查與實施，加強督導所屬及轄區運作廠（場）進行毒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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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災害避難疏散規劃及演練。
七、確保土壤及地下水資源永續利用，擴大污染場址調查及整治，透

過土壤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加速污染場址整治(控制)
計畫審查，執行監督、查核，督促場址有效改善。
八、持續推動一系列垃圾清運改革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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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立跨區域性垃圾處理互惠
合作機制。

九、賡續辦理全市廚餘、家戶廢食用油、廢乾電池、廢棄車輛、大型家具、
腳踏車等回收處理再利用；及資源回收品再生、再製等相關業務，提
升資源回收率，俾利資源有效再利用。

十、辦理本市各區環境清潔維護考核，加強公廁聯合督導，提昇優質公廁
比率。加強道路清潔維護、溝渠清疏，及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及
髒亂點，營造健康幸福城市。
十一、加強災後環境清理之應變整備，強化各項防救災整備工作，落實災
前預防、災時應變、災後復原重建等工作，以發揮整體救災效能，
減少災害損失，確保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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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追蹤管理事
業機構妥善清除處理及再利用廢棄物。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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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推動本市路竹等垃圾衛生掩埋場封閉復育及綠美化工程，並活
化相關場址。
十五、推動節能減碳暨低碳社區規劃，建構低碳綠能園區及先進減碳
節能技術國際研發中心、太陽能光電、研發微藻及痲瘋樹生質
燃料提煉等技術，打造高雄成為低碳示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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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賡續辦理本市溫室氣體盤查暨碳揭露，建置高雄碳中和平台，
研擬高雄市減量專案管理審查辦法與措施，持續國際參與，成
立 ICLEI 東亞辦公室，建構東北亞地區碳交易平台。
十七、推動本市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設立調適基金，打造本市成
為氣候韌性城市，推動民眾上綠網登錄電、水號與更新節能減
碳宣導活動資訊，宣導各界參與節能減碳行動標章評選活動。
十八、加強推動社區志工整編、志工培訓，輔導社區推動社區營造、
環境清潔維護及相關環保政策之宣導。
十九、推動環境教育業務，制訂本市之環境教育行動方案並成立環境
教育審議會，促進本市環境教育之實施與發展。
二十、針對縣市合併後各轄區環境生態（風景區、工業區、住商區）
之差異性，調整稽查重點，另為縮短查處時效，研擬各區人員
配置、進駐及設置稽查大隊。
二十一、持續推動各界響應綠色消費，本府並於委辦廠商合約中規定
優先採購環保產品，確實執行 101 年綠色採購之比例高於環
保署設定之綠色採購目標 90％以上。
二十二、健全公害糾紛處理體系，有效調處、紓處公害糾紛事件。
本局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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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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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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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84
188,332

0
（另編列空污基金預算）
567

參、土壤及水污染管理防治
一、水污染防治
二、飲用水管理
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四、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
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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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病媒防治及環境消毒

一、病媒防治及環境消毒
二、環境蟲鼠防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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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肥處理
二、都市垃圾處理
三、事業廢棄物管理

12,402
4,334
9,978
19,434

308
41
1,079

19,718
0

456,257
1,391
1,529

836
144,609
988

捌、環境衛生工程
一、垃圾處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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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74

玖、環境影響評估及公害糾 一、環境影響評估
二、公害糾紛調處
紛調處
三、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
計畫

拾、、環境教育

辦理環境教育相關事項

拾壹、勞工安全衛生

勞工安全衛生

拾貳、環境污染稽查

一、環境稽查
二、水污染稽查

13,101
806
0

0

5,201

47,442
1,277

拾參、檢驗業務
環境公害檢驗

拾肆、中區資源回收廠業務

拾伍、南區資源回收業務

一、一般行政
二、垃圾焚化業務

53,974
195,016

一、行政管理
二、業務管理
三、垃圾焚化操作

152,576
1,607
178,485

拾陸、人事費及第一預備金
一、人事費
二、第一預備金
合

4,642

計

2,797,163
790
4,43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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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編列環境教育基金預
算）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1 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目 標 實

施

要

領

預算來源及金額
備註
(單位：千元)
249,816
88,368

壹、一般行政
一、一般行政
業務及
管理
(一)一般事務
1. 積 極 辦 理 採 1. 辦理及控管 10 萬元以上工程、財物、勞務
等招標案件定稿會辦、公告、資格審查、
購業務，提昇
比減價及評選會議等採購流程。
採購效率。
2. 辦理 10 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會辦、詢價等事
宜。
3. 辦理共同供應契約會辦、下訂等事宜。
2. 加 強 廳 舍 維 1. 辦理本局廳舍維護，與廠商簽訂電梯定期
護管理。
維修保養契約，以確保乘客安全。
2. 督導承攬辦公廳舍清潔維護廠商確實依契
約規定執行，以維護廳舍清潔。
3. 低壓電氣設備定期維修檢測，以確保用電
安全。
4. 簽訂中央冷氣空調系統保養，並定期清洗
濾網以維空氣品質。
5. 強化會議室設備，提升會議品質。
3.財產資料資 1.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理自治條例」等有
訊系統化，
關法令辦理財產管理，及依規定登入市府財
有效管理財
政局財產管理系統；並將財產資料資訊系統
產。
化，俾利財產有效管理。
2.研定財產盤點計畫，按規定於年度內實施財
產盤點工作，促進財產有效利用。
4.提升出納業 1.依照事務管理手冊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出納
務績效
業務。
2.提升出納工作效率，將出納業務如零用金、
員工扣薪．．等業務資訊電腦化。
(二)資訊業務 1.加 強 文 書 管 1.賡續推動公文管理資訊化，以提高行政效率
理，推動文書 ；積極辦理檔案建檔典藏、銷毀等管理工作
檔 案 電 腦 化 ，提升檔案執行功能。賡續增修維護本局各
管 理 並 增 修 共同性系統功能，維持系統之穩定性，降低
維 護 各 共 同 系統停機維護時間，建立優質數位辦公環境
性 資 訊 系 統 ，增進各單位行政效率。
，提升整合應
用效益。
2. 賡 續 推 動 維 2.賡續強化現有防火牆之防衛及電腦防毒功
繫 並 強 化 安 能並辦理本局各資訊服務弱點掃描，杜絕駭
全 高 效 能 之 客與病毒以該類管道入侵之機會。建置本局
局 務 資 通 訊 IT 資源管理與網路安全防護系統，加強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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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三)人事業務 人事管理。

(四)政風業務 加強政風預防
工作。

2.落實政風查
處工作。

3.強化機關安
全 維護 工作
。

(五)會計業務 1.編製年度預
算 與分 配預
算 ，並 嚴格
執行。
2.審核經費收
支 ，編 製年
度 決算 ，並
處理帳務。
3.兼辦公務統
計

網路流量管理，提升並保障本局各單位資訊
傳輸效能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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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辦理公、勞、健保等各項保險事宜。
7.加強差假勤惰之管理，維護公務紀律。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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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同仁知法、守法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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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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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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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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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總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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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照預算法及有關規定編製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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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年度各預算個體之決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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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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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車輛管理 1.車輛修護與
保養。
及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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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署編製統計報告，作為各項施政參
考。
1.加強車輛維修及車輛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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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證照。
4.建立車輛維修管理系統，有效的管理車輛進
廠、維修、請購料、庫料及監理審驗等作業
、以提升車輛修護效益及行政效能。
5.自行研發各項特殊車材。
6.因應縣市合併後環保車輛數倍增，偏遠地區
車輛修護將採因地制宜就近辦理車輛維修
事宜，以減少油耗及加速修護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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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件品質規格檢驗，以提昇修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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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量，以利下年度統一發包(輪胎採台灣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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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振動管
制
一、空氣污
染防制
(一)運用高雄 1.執行固定污 1.固定污染源許可管制暨中央監控及工業區
染 源管 制計
市 空 氣
連線維護業務。
畫。
污 染 防
2.強化揮發性有機物及臭味管理。
制 基 金
3.高雄市特殊敏感區監測業務計畫(大寮區、仁
，推動空
大區、林園區)。
氣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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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32

567

0

維 護 改 2.執行逸散性 1.營建工程收費、稽查管制業務。
面 源管 制計 2.高雄市加強街道揚塵洗街計畫。
善 及 監
畫。
測計畫
3.執行移動污 1.移動污染源管制暨定檢站管理業務。
染 源管 制計 2.高雄市自行車租賃系統建置計畫。
畫。
4.執行空氣品 1.空氣品質綜合管理業務。
質 維護 管理 2.空品淨化區管理業務。
計畫。
二、噪音振動 1.劃定噪音管 規劃每二年修正公告噪音管制區，適度調整噪
制。
音管制區分類，並分區管制工廠（場）、娛樂
管制
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擴音設施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噪音源，依法管制使用中車
輛噪音、航空噪音等交通噪音及民俗噪音。

567

2.航空噪音管 依民航局所提航空噪音監測資料、等噪音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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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機場周圍民眾，以維護受噪音干擾民眾權
益。
參、土壤及水
污染管
理防治
一、水污染防 1.加強列管事 1.嚴格管制工廠、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業輔導宣導工
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所排放之放流水水質。
治
作，管制本市 2.對嚴重污染者限期改善，逾期不改善者處以
污水下水道系
按日連續處罰，並督促改善廢水處理設備。
統放流水水質 3.勤查廢水處理設備及督促事業依規定設置
。
廢水處理專責單位或人員，以有效防治水污
染。
4.落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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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制。
2.推動重點河 1.整治愛河、二仁溪等 8 大河川，並妥善維護
川整體性整治
河川水質處理設施及確保功能正常操作。
政策。
2.推動畜牧業者清潔養豬，減少畜牧廢水對水
體的衝擊。

46,148

二、飲用水管 1.飲用水水質 1.每月實施本市飲用水水源之水質檢測，以確
監 測， 掌握
切掌握水質狀況。
理
水 質狀 況， 2.天然災害、停水後復水時，針對自來水配水
確 保飲 水衛
系統，進行採樣檢驗，以確保民眾飲水安全
生安全。
。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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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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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飲用設備之
管 理， 以達
飲 水機 水質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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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宣導定期清 1.辦理定期清洗水塔、水池宣導會。
洗 水塔 、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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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 之重 要性
。
。
三、土壤及地 針對本市土壤 1.對於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虞之場址進行
下 水 污 及地下水進行
調查、查驗工作，有效掌握本市土壤及地下
監測，俾有效
染整治
水污染狀況。
控管本市土壤 2.對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來源明確，且污染物
及地下水品質
濃度達管制標準者，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
狀況。
染控制場址。
3.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後，有危害國民健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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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範圍，劃定、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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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河川及海 河川水質改善 1.依據本市水污染列管事業，進行全面性查核
洋水質
確保事業排放之承受水體正確性，以評估稽
維護改
查作業對河川水質改善效益。
善計畫
2.加強事業廢水處理功能查核工作，杜絶污染
排入，改善本計畫流域河川水質。
3.推動並結合學校、村里社區、環保團體或地
方社區發展中心（協會）等地方民眾認養沿
岸河段成立水環境守望相助巡守隊，以協助
河川污染巡守工作。
肆、毒性化學
物質管理及
其災害防救
一、毒性化學 加強管理毒性 1.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確實查核、管理各
物 質 管 化學物質運作
種毒化物運作狀況。
情形，以有效 2.落實法令宣導事宜，並受理毒性化學物質污
理
防制毒性化學
染違規運作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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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8

19,434

1,428

308

物質污染，維 3.輔導業者以網路辦理毒性化學物質運送聯
單報備事宜。
護市民生活環
4.建立毒化物資訊事宜。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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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販賣及病媒防治業申請許可執照。
2.加強偽、禁、劣環藥之查核。
3.抽看環境用藥刊物、廣播等廣告。

41

1.落實核發毒性化學運作許可證或核可登記
文件。
2.依據「高雄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協調推動
各機關執行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工作。
3.確實審查運作人提報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符合物質安全資料表之重點內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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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辦理有關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訓練班。
6.辦理有關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協調及通
報業務。
7.篩選本市毒化物運作工廠，持續建立毒性化
學物質災害防救資訊體系，並辦理毒災避難
疏散規劃及演練。

1,079

伍、病媒防治 1 消滅鼠蟑及 1.配合台灣地區滅鼠工作釐訂重點滅鼠、滅蟑
登革熱病媒 計畫，分發毒餌，加強滅鼠、滅蟑工作，並
及環境
蚊等病媒。
消毒
分析防治成效。
2.加強消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等工作並針
對違反行為者依「廢棄物清理法」告發取締
。

19,718

二、環境用藥 加強管理環境
用藥運作情形
管理
，以有效防制
環境用藥造成
污染，維護市
民生活環境。
防救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之發
生。
三、毒性化學
物 質 災
害防救

一般環境消毒 按行政區每年實施全面消毒三次，全面防除環
：消除環境蚊 境蚊蟲孳生，此外，對於環境衛生不良之區域
蟲提昇生活品 ，機動性加強消毒。
質。
加強特定地區 對特定事故造成之環境衛生不良地區，實施全
環境消毒。
面消毒
459,177

陸、垃圾清運
管理、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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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與清
潔維護及
辦理本市
各區環境
清潔維護
考核
一、垃圾清運 1.加強責任區 充實清運機具設備，落實垃圾清運品質，提昇
清運。
管理與資
清運作業績效。
2.賡續推動垃 賡續推動「新興、前金、鹽埕區垃圾清運委託
源回收
圾 清運 民營 民營機構清運計畫」。
化政策。
3.加強道路清 規劃合理道路清掃面積，劃分個人清掃責任區
掃
，除本局各區清潔隊派員清掃道路外，重點區
域道路暨安全島及多元就業方案辦理進用臨
時人員，以維護市容環境。
4.加強資源回 加強辦理資源回收業務，加強宣導廢水銀體溫
收工作與宣 計與藥品廢容器回收，宣導市民回收家戶廢食
導資源垃圾 用油、「推動全市廚餘回收」、「大型傢俱及腳
分類。
踏車回收處理再利用」
、
「廢電池回收（含鈕釦
型電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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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賡續委託民 為疏解本市財源短缺困境，配合中央公共事務
間 業者 執行 委由民間辦理政策，賡續將廢車拖吊、貯存及
廢 車拖 吊貯 管理業務委託民間業者辦理。
存 管理 業務
。

456,257

二、全市支幹 定期勘查並訂 1.清疏全市箱涵、下水道等暗溝及一公尺以上
線溝渠清 定清疏預定進
幹線明溝，防止淤泥堵塞，雨季積水，保障
度，分期分段
疏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實施清疏，並 2.定期及巡迴維護全市一公尺以下溝渠暢通
配合機械作業
，以發揮排水功能。
，以防止淤泥
堵塞，維持溝
渠暢通。

3,826

三、公廁管理 (一)稽查本巿 1.執行「加強公廁清潔維護計畫」稽查本巿各
列管公廁
與維護
類重點列管公廁及巿民陳情不潔公廁，促使
及巿民陳
保持環境衛生，以增進巿民健康。
情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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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優
質公廁比率。
3.流動公廁三輛，機動租借機關團體及巿民使
用，減少污染環境之機會。
(二)督促整修 加強髒亂公廁之稽查，並依據檢查結果督促各
維護公廁。 權責單位維護改善。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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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組考核 分組考核本市 分為「高雄市農曆過年前全面整頓環境美化
本 市 各 各區環境清潔 市容競賽計畫」及「高雄市全面整頓環境美化
市容實施計畫」等二項考核，促使各區注意市
區 環 境 維護
容環境整頓，提昇生活品質。
清潔維
護
五、防災應變 強化災後環境 1.強化救災資源、裝備、器材、人力調度、動
員能力等各項防救災整備工作。
清理之應變整
整備
2.落實災前預防、災時應變、災後復原重建等
備
工作，以發揮整體救災效能，減少災害損失
，確保市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柒、都市廢棄
物處理
一、水肥處理 依據水肥處理
政策，妥善清
運處理全市所
產生之水肥。
二、都市垃圾 1. 建 立 垃 圾 基
本資料加強
處理
教育訓練。
2.建立與外縣
市 垃圾 互惠
機制。

146,433
1. 清運處理本市公民營清除機構清除之水肥
，以免造成環境問題。
2.釐訂各項執行措施，依據計畫實施。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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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資源回收廠及岡山、仁武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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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09

三、事業廢棄 有效管理本市 1.加強事業廢棄物查核管制工作。
事業廢棄物貯 2.持續辦理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之許
物管理
可管理，活絡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申請機制，
存、清除及處
強化清除機構服務品質。
理流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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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

捌、環境衛生 1. 妥 善 規 劃 處 1.辦理灰渣掩埋場及其它相關事宜。
理焚化廠灰 2.辦理廢棄物委外清理相關作業。
工程
渣，並減少 3.持續推動西青埔掩埋場沼氣回收發電。
垃圾處理
相關處理工 4.辦理中、南區資源回收廠之焚化底渣委託再
工程
作人事負擔
利用處理工作。
。
2. 藉由民間投
資參與，將
廢棄物以資
源化方式，
有效利用處
理

57,574

玖、環境影響

1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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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公
害糾紛調
處
一、環境影響 1.預防及減輕
開 發行 為對
評估
環 境造 成不
良 影響 ，藉
以 達成 環境
保 護之 目的
。
2.辦理高高屏
及 高雄 市永
續會議

1.宣導環境影響評估法暨相關法令，並據以執
行。
2.由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辦理轄區內
重大開發案之審查工作。
3.執行重大開發工作案施工及營運階段之監督
考核。

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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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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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綠色採購

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之綠色採購實施計畫。

5.加強辦理管 1.研定年度施政計畫，選項執行施政計畫列管。
制考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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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6.整合本市環 善用社會熱心公益人力資源，協助環保事項。
保義工。
7.推動節能減 1. 推動工業、住商、運輸交通及廢棄物處理等
碳 ，建 構永
部門溫室氣體減量行動。
續生態城市 2. 宣導民眾利用 EcoLife 綠網自我管理達減碳
效益，並以各里推動節能減碳，進而發展成
全民動員，建構永續我態城市。
3. 成立 ICLEI 東亞辦公室，積極參與國際事務。
二、公害糾紛 辦理公害糾紛 1.依規定組成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俾利加強
調處案件。
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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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營造永續 辦理永續環境 1.辦理海岸地區環境清潔維護相關計畫。
優 質 環 相關計畫
2.辦理營造優質環境衛生計畫。
境衛生
3.辦理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第一階段作業規劃
計畫
計畫。
4.辦理環保團體執行村里整潔度實地考核計畫
。
5.辦理推動學校參與居家至學校環境巡檢照顧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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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0

6.辦理重塑清淨海岸風貌計畫。
（另編列環境教育
四、環境教育 辦理環境教育 1.辦理環境講習。
2.辦理環境教育宣導及活動。
基金預算）
相關事項
3.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
4.進行環境教育研究及發展。
5.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流及合作。
6.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理環境教育活動
。
7.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理環境教育人員訓練或
環境講習。
8.補助辦理環境教育計畫。
9.訓練環境教育人員。
10.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相關事項。
拾、勞工安全 勞工安全衛生 1.推動並督導本局各適用勞安法事業之單位辦
衛生
理勞安教育訓練，灌輸正確的作業程序，提
高工作效率及減少職災事故。
2.調派各級幹部參加勞工安全衛生管理人員訓
練，培養勞安管理能力，並參加國家技術士
證照考試，以提昇本局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
業務之效能。
3.定期核派本局員工至勞委會核可之訓練機構
，參加勞工安全衛生專業訓練。
4.訂定勞安管理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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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心理輔導觀念以
達零災害之目標。
5 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規定並.配合勞工局、勞
檢處規定，辦理勞安相關在職教育訓練。
6. 加強至各外勤單位辦理勞安業務查訪輔導
，以確認追蹤本局勞工安全衛生管理業務之
執行成效。

5,201

拾壹、環境污
染稽查
一、環境污染 （一）一般環 1.依廢棄物清理法等相關法規，加強取締告發
境衛生
稽查
違反環境衛生行為。
案件稽 2.按行政轄區設置外勤巡邏組及機動組，主動
查
稽查或受理民眾陳情案件，嚴格取締違反環
境衛生之行為。並加強執行市容除痘行動，
消除違規小廣告。
（二）空氣污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法令，執行違反空氣
染案件 污染防制法事件之取締告發。針對公私場所固
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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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噪音案 針對工廠、娛樂場所、營業場所、營建工程、
件稽查 擴音設施，主動稽查或受理民眾陳情案件，嚴
格取締所發聲音超過噪音管制標準之事件或
二．水污染案 (一) 依 水 污 染 列管之噪音行為。

4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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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42

1,277

件稽查

防治法等
相關法令
，執行違
規案件稽
查。
(二) 飲 用 水 案
件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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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檢放流水
時，兼顧查核防治設備功能和操作條件之符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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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不符標準即予取締。

拾貳、環境污
染檢驗
環境公害檢驗 固定污染源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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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空氣污染 測。
度檢測，並定期實施監測車儀校作業，以確保
源採測
檢測數據之精確度；另視需要於實驗室進行樣
品檢測分析，依規定編製檢測報告作為管制之
依據。
(二)環境空氣 維護操作空氣
品 質 監 品質自動監測
站及人工空氣
測
品質監測站。

4,642

1.採樣監測本市 26 站人工空氣品質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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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林蒲、成功、愛國國小、鳳山水庫、鳳
陽空氣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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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空氣品質監測車巡迴監測本市空氣品質狀
況，及協助業務單位視實際需要進行機動
地點監測。
4.空氣品質監測中心與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
（車）24 小時連線運轉執行監控作業，以
提供市民即時空氣品質資訊，及推動網站便
民查詢服務。

(三)事業廢污 配合管制需要 依業務單位之稽查採樣予以逐項檢驗，檢驗結
分析事業單位 果作為執行管制取締之依據。
水檢驗
放流水
。
(四)河川水質 採樣分析愛河 視潮汐狀況，每月選擇水質安定期執行本市區 （另編列環境教育
採 樣 調 查 、前鎮河、後 域排水河道及河川之定期監測採樣，並統計分 基金預算）
勁溪、鹽水港 析數據，按月陳報環保署，建立長期數據資料
檢驗
溪、阿公店溪 庫。
、鳳山溪、典
寶溪水質。
(五)飲用水檢 配合管制需要 1.配合業務單位執行飲用水水質監測，每月實
施自來水及其管線水質檢驗，另提供市民每
驗分析
分析飲用水水
月 2 次自家飲用水免費檢驗服務。
質。
2.配合業務單位每月抽測各機關學校供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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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執行檢測分析工作。
(六)地下水檢 地下水水質檢 配合業務單位之採樣予以逐項檢驗，建立長期
驗分析。
資料，藉以監測地下水水質變化情形。
驗分析
(七)廢棄物檢 配合管制需要 依業務單位之稽查採樣予以逐項檢驗，檢驗結
執行廢棄物樣 果作為執行管制取締之依據
驗分析
品檢驗
(八)環境及交 環境及交通噪 1.執行本市四類噪音管制區環境及交通噪音
監測。
通 噪 音 音監測。
2.配合業務單位執行民眾陳情環境及交通噪
監測
音之監測。
(九)異味污染 配合管制需要
執行異味污染
物量測
物官能測定
( 十 ) 實 驗 室 參與環保署盲
QA/QC 樣測試，並實
施實驗室自行
措施
查核。

拾參、中區資
源回收廠
一、一般行政
(一)行政管理 行政管理

( 二 ) 業 務 管 1.會計業務
理
2.人事業務
3.總務業務
4.勞安業務
5.政風業務

二、垃圾焚化
業務
(一)營運業務 1.配 合垃 圾處
理 業務 ，維
護 設備 妥善
運轉。
2.加 強公 害防

7

配合業務單位執行大氣、周界及排放管道中
異味污染物量測進行官能測定。
1.配合環保署每年實施盲樣測試，以提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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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維持實驗室 TAF 認證資格延展，通過
定期評鑑考核。
5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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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度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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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職災發生。
4.辦理政風業務，貪瀆不法之預防。

19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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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訂標準作業程序，提升設備運轉妥善率。
3.辦理環境監測作業，維持 CEMS 自動監測系
統妥善率，有效管制污染行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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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規劃 ，達
成 污染 減量
成效。
( 二 ) 操 作 業 3.垃圾焚化之
運 轉操 作及
務
各 項設 備之
管理

拾肆、南區資
源回收廠
一、行政及業
務管理
(一)一般事務 1.行政管理。

4.辦理灰渣溶出試驗檢測，執行灰渣清運跟監
查核，確保灰渣有效處理，並符合法規標準
。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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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提升垃圾焚化效率及穩定度並降低對環境
之污染。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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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提升製程所需消耗性藥品供應妥善率，以維
持環境防污設備正常運轉。
9.營運報表分類統計，以提供垃圾焚化管理之
依據。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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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衍生物有效處理並符合法規標準。
154,183

1.依照事務管理手冊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2.依照文書處理手冊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並
落實公文稽催管制。
3.持續辦理現行檔案編目及屆保存年限檔案
銷毀工作。
4.依相關法令辦理研究發展管制考核。

(二)勞工安全 2.勞工安全衛 依照勞工安全衛生法、消防法及相關法令規定
生及消防。 辦理。
衛生及消
防業務
(三)人事業務 人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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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會計業務

依照主計法規及相關法令辦理會計行政業務。

會計業務。

(五)政風業務 1.強化公務機 1.強化公務機密維護措施，宣導公務機密安全
。
密 暨機 關安
與管理。
全 維護 工作 2.協同總務室辦理資訊安全專案稽核，強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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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資訊安全管理，維護機關電腦資訊使用之
安全。
3.強化本廠安全維護措施、縝密訂定防護計畫
，防止危害及破壞事件，以確保機關安全。
4.提升員工危機意識，協調妥處陳情請願事件
。

2.加強政風預 1.加強員工法紀教育，落實政風法令宣導，提
昇同仁知法、守法觀念。
防工作。
2.加強興利、防弊措施，防止貪瀆不法情事發
生。
3.落實表揚廉能事蹟，以利辦理防貪業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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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訪查及員工座談會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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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落實政風查 1.鼓勵檢舉貪瀆不法，暢通檢舉管道。
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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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政責任，防止違失情事再度發生。
二、垃圾焚化 1.提升設備修 1.實施計畫性設備維修，加強故障設備維修作
護率。
操作－營
業流程管制。
2.提升設備妥 2.實施設備定期檢查保養，以預知維修方式取
運業務
善率。
代故障維修。
3.加強垃圾進 3.加強進廠垃圾檢查作業，以降低不可（適）
廠管制。
燃垃圾進廠。
三、垃圾焚化 1.垃圾焚化操 1 維持焚化廠 24 小時連續運轉，以執行高雄
作 運轉 管理
操作－操
市廢棄物焚化處理業務。
。
作業務
2.落實各焚化系統、單元操作營運管理。
2.強化污染防 3.修訂各系統標準作業程序及彙整相關操作
治監測。
數據，持續落實操作管理。
4.持續落實環境污染防治、監測作業。
5.加強員工現場實務訓練，並定期荐派人員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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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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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