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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 報告大綱 

 

第一章 前言 

依據契約所訂定之計畫目的及工作項目，本公司進行計畫之執行與協

助，在計畫規定的期程範圍內，有效率地完成各工項並提供執行計畫所需

要的人力與設備。  

第二章 工作事項及進度檢核 

主要說明本計畫之工作事項、履約管理及工作進度檢核說明，透過工

作執行情形自主檢核表，方便確認契約內容是否均已如期完成並有效掌握

執行進度。  

第三章 主要工作內容及重要發現與成果 

本計畫共分為 4 大項，分別為回饋金、回饋設施、打包計畫查核及一

般廢棄物落地檢查，依據各項工作內容，協助局端進行文件審查及彙整、

現場查核及驗收等事宜，並說明其成果。  

第四章 後續執行建議 

本公司依據本計畫執行期間之經驗，提出後續執行建議供貴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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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中英文摘要（詳細版） 

 

計畫名稱：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 

契約編號：107030427 

計畫執行廠商：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包括協同主持人)：黃國書 

計畫期程：107年 3月 15日起 108年 3月 14日止 

計畫經費： 889萬 5仟元 

 

摘要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為辦理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

輔導工作，委託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

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負責辦理本市回饋金區域回饋計畫之書面審查、

驗收相關事宜及落地檢查作業等工項，執行期間自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108

年 3月 14日止。 

在回饋金作業方面，本計畫依據各里所提供的計畫書，經局端審核通過

後，進行計畫之活動紀錄執行與驗收事宜，填寫相關表單並提送貴局。 

在回饋設施查核方面，本計畫每月辦理一次定期與每週辦理至少一次不

定期查核，並配合貴局進行收票機收款事宜。截至 108年 3月 14日止，定期

查核已執行 13次，不定期查核則執行 55次。 

在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方面，6 月 27 日為正式營運日，本計畫依契約

規定每日到場查核，並記錄當天操作是否有異常情形，並建立 line 群組，可

立即通報現場異常狀況及後續排除情形。統計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108 年 3

月 14日止，共執行 263次，異常情形則發生 77次。 

在落地檢查方面，本計畫針對垃圾車進行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執行作

業，統計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108 年 3 月 14日止，共執行 264 車次，並無異

常情形發生。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aoyuan authorized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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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ing Limited Company to process "Improvement Project Plan for General Waste 

Landing Check and Neighbourly Inspection in Taoyuan City" and to deal with the 

documentary review, acceptance relevant matters and landing inspection of feedback 

districts in Taoyuan city in the hope of realizing the improvement project plan for 

general waste landing check and neighbourly inspection in Taoyuan City. The 

implementation duration ranges from 15th of March 2018 to 14th of March 2019. 

In the aspect of feedback, this project has been conducted for carrying on activity 

record and acceptance matters of the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s provided by 

each village that were accep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offic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were handed over to your office after they were all filled up completely. 

In respect of feedback facility inspection, the Project conducts at least once for a 

week and once for a month irregularl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receivables of ticket 

machine with your company. Until the 14th of March 2019, 13 regular inspections and 

55 irregular inspec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As for the project of general waste packing plan, the Project has follow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contract to check on spot every day, record any abnormal status of the 

operation day, set up a group in LINE for immediate notifications of abnormal status 

and follow-up exclusion since the official opening business day on 27th of June. From 

15th of March 2018 to 14th of March 2019, the project has inspected 263 times, of 

which 77 times to service maintenance occurred during inspe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landing check, the Project has conducted the landing check on 

the general waste of garbage trucks. From 15th of March 2018 to 14th of March 2019, 

inspection has been conducted 264 times, with no occurrence of abnormal status during 

the inspections. 

前 言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對於推動創新工作向來不餘遺力，尤其在一般廢棄

物處理領域中，加強垃圾車落地檢查，促使民眾做好垃圾分類工作；針對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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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掩埋場/焚化廠)辦理相關敦親睦鄰工作，以減少

民怨。近來為減低垃圾量增加之衝擊，乃大力推動垃圾打包計畫，期望能在

生質能中心投入運作前能順利過渡。 

為有效辦理相關敦親睦鄰工作、協助回饋金發放及督導垃圾打包計畫

之執行，提昇工作效能，環保局乃公開徵選專業服務廠商辦理「桃園市一般

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工作內容 

一、協助執行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 

二、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升級：強化資訊安全，同時優化系統

管理機制。 

三、本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勞務委託案之專案管理。 

四、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工作 

五、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 

執行方法 

本計畫共分為 4 大項，分別為回饋金、回饋設施、打包計畫查核及一

般廢棄物落地檢查，依據各回饋區域之自治條例，由里辦公處及管委會提供

計畫書，本計畫將協助進行計畫內容規劃撰寫、審查及後續驗收事宜；回饋

設施則偕同環保局承辦前往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執行契約規定之查核作業、協

助物品修繕紀錄等事宜；打包計畫則每日前往現場記錄並通報當天異常情形

，以利局端可立即掌握現場情況；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作業則依據契約規定

針對各區清潔隊垃圾車進行落地檢查，統計相關數值並製作相關成果資料，

相關表單均使用經局端核備之表單。 

結 果 

一、協助執行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 

本計畫協助貴局執行相關回饋區計畫書撰寫輔導、協助回饋計畫執行

及履約管理、查核及行政作業、辦理基金管理會議及龍潭區指定回饋水井維

修工作。依據回饋計畫類型可分為環保生活用品、環保觀摩活動、環境宣導

活動、公共服務及課程等五大類型，在公共服務計畫部份，桃園市垃圾焚化



 

IV 

廠之回饋里大多將計畫運用在公共設施上，且計畫數高達 52.17%；環境宣

導活動計畫部份，則係以龜山區垃圾轉運站之回饋里佔比最高，為 33.32%

；環保觀摩活動因八德大安掩埋場之回饋計畫僅執行觀摩活動，故執行率為

100%；而環保生活用品發放部分則係以中壢忠福掩埋場佔比最高，主要也係

因該回饋里僅辦理購買環保生活用品計畫，故比例為 100%。 

本計畫在協助里辦公處執行相關課程及活動的部分，均由本公司派員

至現場驗收紀錄，採購完成之物品除聯繫里長及廠商外，也協助前往清點及

驗收，為提升更優質的服務，由計畫人員親自至各里辦公處協助輔導及處理

，透過專人現場解說可提升文件完整性加速計畫推動。107 年 11 月份進行

九合一大選，包含里長選舉，部分回饋區之里長有所變動，針對新任里長已

於 108 年 1 月份偕同承辦進行輔導 108 年度回饋計畫之研提作業。 

本年度透過回饋金管理系統進行優化與雲端化，本公司除在各期會議

上說明系統建置進度外，亦於 107 年 8 月辦理一場教育訓練，相關承辦人員

及公司同仁均與會參加，透過實際操作提出建議讓系統建置廠商得以立即改

善，此回饋金雲端系統已於 108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線，經環保局核備或 107

年度已驗收完成之計畫，均已匯入此雲端系統，方便使用者依需求快速查詢

與彙整，對於過往要鍵入回饋金資料於系統作業有極大之助益及效能。 

二、本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勞務委託案之專案管理。 

本計畫協助貴局審查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廠商所提報之日報表及月

報、季報等。本計畫已協助審查 107 年 3 月~108 年 2 月份之月報、106 年度

成果報告及 107 年第 1 季~第 4 季季報，審查結果均符合規定。每月辦理之

定期與不定期查核共執行 68 次，場館常見之異常情形為池底有砂石沉積、

泳池走道旁積水、球場及場館週遭雜草、理容區(更衣室)設備損壞、人行道

有菸蒂或玻璃瓶等環境問題，針對砂石沉積問題，相關廠商已更換相關過濾

設備，其餘能立即改善之處，均於現場查核時告知場館人員處理；另有關場

館泳池區域因水氣較重，導致上方之 H 型鋼及油漆容易生鏽、腐蝕及掉落泳

池內，亦建議廠商規劃中長期改善計畫並洽詢專家討論有效預防且容易維護

之修繕方式；藉由辦理財產盤點事宜，清點並確認財產現況及使用情形，將

年限已過且不堪使用之財產，順利進行報廢流程，以提供民眾在使用場館設

施之便利性及更優質之環境與設施。 

三、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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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協助貴局於操作現場確認操作廠商是否依契約規定數量及方式

辦理本計畫，依契約規定本公司須每日於現場確認。本計畫共查核 263 次，

在興建籌備階段時，廠商主要係進行包含廠區施工、機具設備安裝、測試以

及試運轉等相關作業。107 年 6 月 27 日為打包計畫廠商正式開始營運操作

日，統計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108 年 3 月 14 日止，因異常因素導致營運中斷

之次數為 58 次、提報設施維護保養之次數共有 19 次。此期間打包成品處理

量約為 18,615 公噸及清運量約為 18,200 公噸，其中落差之重量可能係因使

用大、小磅秤過磅、打包成品暫置水分流失及每日打包成品並未當天全數載

運出場所導致。 

而本計畫因垃圾調度問題，於 108 年 2 月 15 日起暫停作業，本公司亦

配合環保局指示，暫無派員前往現場查核。 

四、一般落地檢查成果：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垃圾)採樣方法，進

行桃園市垃圾清運車輛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作業，依其性質共分為 7 大類，

分別為不可燃物、可燃物、資源回收物、廚餘、巨大傢俱、事業廢棄物及其

他類，分別計算各類所佔之比例。本期辦理落地檢查次數，執行落地檢查作

業共 264 車次，包含區中隊車輛落地檢查 240 車次以及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

24 車次，查核結果未發現異常之情形。另外針對市場車輛，本計畫執行 4

車次，廚餘量較收取一般家戶之廚餘量高，建議加強宣導外，亦可提供專收

廚餘之車輛至現場，避免過多之廚餘進入焚化廠焚燒。 

五、其他相關規定： 

本計畫人員、工作範疇界定會議、工作檢討會、月報、工作計畫書，

均已依契約規定辦理。 

建議事項 

本公司依據本計畫執行期間之經驗，提出下列幾點後續執行建議供貴

局參考： 

一、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 

回饋業務辦理內容相當多樣而繁雜，包含內部的文書作業及外部查核

工作，亦經常於假日或夜間辦理工作，本計畫內雖配置有兩位專職人力，仍

有不足。建議後續計畫內增加一名人力與經費，以補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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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各垃圾處理場廠所提出之回饋計畫，並考量到回饋里民對於回饋

計畫的參與，建議能多辦理環保生活用品、環保觀摩活動及環境宣導活動類

型之活動，藉此提升里民的參與程度。此外，也建議各回饋里都能舉辦公共

服務類型之計畫，因這類型計畫大多為環境打掃工作、環境綠美化、社區關

懷以及急難救助金等，公共服務計畫不僅能維護里的環境清潔外，也透過定

期關懷的方式給予弱勢族群多點溫暖及照顧，填補社會福利不足的地方，幫

助到真正有需求的里民。 

本公司執行回饋金相關業務，除了協助局端進行計畫初審作業外，亦

協助輔導里辦公處撰寫相關計畫，於計畫執行期間內發現各里辦公處所提送

之計畫中有些是屬於相同性質之計畫，如購買環保清潔用品、購買里辦公處

文具用品等，雖由不同里別提出，辦理之時間點亦不同，但從提送到最後核

准辦理當中的作業程序就得不斷重複，導致執行效率不如預期。 

為了能有效提升執行效率及減少相關流程作業次數，建議可提供共同

契約項目中較常購買之物品供里辦公處挑選，可減少里辦公處在選擇物品上

之困難外，亦可加速環保局後續辦理採購之方便性。 

二、桃園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勞務委託履約管理 

場館常出現兒童池砂石沉積及泳池走道旁積水問題，考量泳池已為既

有設施，建議由場館人員隨時注意並清除積水情形，降低民眾滑倒受傷之機

率，在未來整修的部分，建議將地勢較低窪之處重新修繕，打造有利排水之

坡度；並規劃場館設備之維護保養期程，避免使用超過機具負荷而產生嚴重

損壞，透過定期性維護保養，延長機具設備之使用壽命。 

為了提升桃園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能夠更上層樓

，建議未來每季或每半年針對回饋設施活動中心設置相關績效指標(包含「

營運中斷」、「市民使用情形」、「環境滿意度」、「硬體設施管理」、「

收支情形」、「人員管理措施及行政配合」等七大項目)並設定其目標，藉

由滾動式的管理方式使場館在設施維護及營運管理上能更加精進 

回饋設施的營運並無太大的問題，惟廠商僅負責營運作業，相關設施

的修繕與重要的維護保養作業仍須由局端負責辦理，因需依採購法招標，經

常造成時效上之不及。後續建議可依據歷年來常態性修繕與維修保養作業資

料，統整為一標案，以開口契約方式辦理，以提升作業之時效性。 

三、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 



 

VII 

本廠常因異味問題被陳情，主要原因係因垃圾車進場時未將廢水先行

洩除而直接傾倒至儲坑中，導致儲坑積水容易有異味，已建議廠商於垃圾傾

倒口上方裝設水霧器噴灑小蘇打水來降低異味或使用酵素來將異味分解進

而達到除臭之效果，但還是建議廠商能規劃定期於工作區域(包含儲坑、打

包壓縮區、成品暫置及堆置區等)噴灑小蘇打水、酵素或是除臭劑等。此外

，亦建議廠商能規劃並定期清理相關機械設備及夾運載具來保持機具設備之

整潔，廠區的截水溝最好能於每日操作處理完畢後來做清理避免積水狀況發

生，藉由定期檢核執行狀況來達到環境維護及敦親睦鄰之效。 

目前廠商雖已達成每日進廠垃圾全數處理完畢之目標，但仍離實際設

計處理量有不小差距。為求生產效率之提升及減緩桃園焚化廠處理之壓力，

建議廠商後續能透過「設備的有效管理」、「操作能力的掌握」、「人員管

理機制」這三個方向來改善及精進，以達生產效能之正成長。 

另一方面亦建議廠商能再增加操作處理時間來提升每日之垃圾處理量

，以期未來能調度更多垃圾進行打包作業。經由機械設備調整、生產流程改

進、人員訓練、規範作業、提高成品品質、參數條件優化以及現場管理改善

的實施來提升生產效能並降低異常情形頻率。在打包處理效能持續優化之情

況下，能使環保局在每年焚化廠歲修或是緊急狀況所導致垃圾焚化及暫置問

題能夠有緩衝的空間。 

四、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 

與 106 年相比較，廚餘比例由 2.31%增加至 4.20%，主要係本計畫落地

檢查執行 264 車次中，針對市場車輛抽查次數共 4 車次，與去年執行情形相

比較，於執行 468 車次中，市場車輛亦執行 4 車次，故導致今年廚餘量較高

，建議環保局及清潔稽查大隊能持續加強宣導，在收取一般廢棄物的同時，

能監督是否確實分類。另針對市場車輛，建議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可不定期派

員督導或提供廚餘車至現場收取，避免因分類不確實，導致焚化效能降低並

有效降低廚餘進場量。 

本年度落地檢查各區車輛數以月份為基準，在執行上較無彈性，亦容

易讓受檢對象有僥倖之心態，認為當月只會檢查 1 至 2 次後即不會再被抽檢

到。建議未來可將每月規定各區執行數量調整為每季或是上下半年度來辦理

，透過較為彈性之隨機抽查來達到嚇阻作用，以降低不應進廠物的比例，維

護焚化廠之焚化效能及品質。此外，針對事業廢棄物或是區中隊收市場車輛



 

VIII 

之專案檢查，在經費許可情況下，建議亦可增加檢查次數。 



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  

  1-1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第 1 章  前言  



          第 1 章前言 

  

 1-2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1.1 計畫緣起  

我國一般廢棄物清理之發展策略歷程，略可分為以下階段，主要解決其當時所發

生之問題，70 年代為解決垃圾任意傾棄影響環境衛生問題，推動以「掩埋為主」，

於鄉鎮市興建衛生掩埋場，以提升垃圾之妥善處理。80 年代隨經濟起飛、垃圾量大

增，衛生掩埋場快速飽和且新闢困難下，鄉鎮市時常發生「垃圾大戰」。後發現焚化

對於減少體積有很好的效果，逐漸採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並於縣 (市 )逐步規

劃興建大型焚化廠，以有效處理垃圾並產能供電。92 年 12 月核定「垃圾處理方案之

檢討與展望」，規劃我國未來 20 年垃圾處理方向，擬定「減量化」、「資源化」、

「處理多元化」及「決策透明化」為未來垃圾處理的政策導向。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

紛紛提出「零廢棄」，因此環保署參考國外垃圾處理之思維，主要以「源頭減量、資

源回收」為主，提倡以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再使用及再生利

用等方式，將資源廢棄物有效循環利用，逐步達成「垃圾零掩埋、資源全回收」目標

，並持續研擬推動相關減量、回收、分類及循環利用之相關措施迄今。  

在桃園市人口不斷增長之情形下，廢棄物產生量亦隨之攀升，桃園市政府環保局

在推動一般廢棄物處理領域中，為了解區中隊收受家戶垃圾及資源回收物是否分類確

實，環保局自 101 年起辦理垃圾車及資源回收車落地檢查計畫，透過教育訓練的辦理

、會議之說明，讓清潔人員了解廢棄物之性質，於實際作業時進而能督導民眾做好垃

圾分類工作，提高焚化爐之燃燒效能；另針對轄區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 (掩埋場 /焚

化廠 )，早期為了讓相關處理設施能夠順利建置，除了辦理多場次之說明會外，亦辦

理相關敦親睦鄰工作以減少民怨。近來環保局為減低垃圾量增加之衝擊，乃大力推動

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透過壓縮打包之過程，能事先排除垃圾之水份，降低垃圾之臭

味及增加垃圾之儲存量，亦可避免垃圾四處飛散，造成環境二次污染。  

為有效辦理相關敦親睦鄰工作、推動資源回收作業及督導垃圾打包計畫之執行，

提昇工作效能，環保局乃公開徵選專業服務廠商辦理「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

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澄品公司已於 107 年 3 月經遴選獲委託本計畫，本次所提為期末報告。  

1.2 計畫目的  

藉由本計畫之執行，期能達成以下幾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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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垃圾落地檢查工作，加強民眾垃圾分類。  

(二)協助執行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推動敦親睦鄰工作。  

(三)建置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強化資訊安全，優化系統管理機制。  

(四 )辦理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勞務委託案之專案管理，使回饋設施能永續運   

作。  

(五 )協助環保局執行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工作，使本市垃圾打包計畫能順利

落實執行。  

1.3 計畫期程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07 年 3 月 15 日起至 108 年 3 月 14 日止，計  12 個月。  

1.4 工作進度說明  

依據本計畫招標文件之規定，本計畫履約期程自 107 年 3 月 15 日起，執行至 10

8 年 3 月 14 日止，依據招標文件之內容，可分為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業務、垃圾焚

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查核、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及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工作。本公

司均依契約規定每月須執行之工項，順利執行完畢，進度並無落後之情況。詳細進度

請參閱第二章。  

1.5 行政管理  

本計畫為新台幣 889 萬 5 仟元，依據計畫工作項目之要求，編列經費說明如下：  

一、人事費  

本計畫內共配置非全職計畫主持人及非全職計畫經理各一人，全職工程師四

人。除依據實際薪資編列外，公司保障年終獎金至少一個月，並視表現及計畫執

行績效另給付相關獎金。  

人事費除薪資、相關保險及年終獎金外，本計畫因執行回饋金業務、打包計

畫成果查核與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工作，配合相關單位執行作業，因此會有較多

的加班費支出。本公司皆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另本計畫交通工具利用率頻繁，風

險較高，一直以來，除契約規定之必要保險外，本公司亦為員工投保團體傷害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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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費  

本計畫租用二部車輛供作業使用，其所需費用(包含租金、油料費及停車費等

)由回饋金相關查核輔導、水井維修、回饋設施勞務委託履約管理查核、一般廢棄

物打包計畫查核與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等業務內做適當之分配。  

   在執行落地檢查業務中，包含一筆較大的支出，因落地檢查需雇用 2~3 位臨

時人員來進行，每天約可進行 2~3 車次的分類作業。因此，臨時人員費用占所編

列費用的 50%以上，其餘費用則為工具、交通、工具載運車輛及消耗品之所需。  

三、其他  

本團隊建置並升級本市垃圾處理場 (廠 )回饋金管理系統，來保障資訊之安全

亦同時優化系統之管理機制，所編列費用主要為系統之建置與雲端硬碟每月租賃

及相關維護費用。  

雜支方面，依據招標文件規定，本計畫必須於市府附近租賃辦公室作為專案

工程師上班使用，故雜支主要花費為辦公室租金以及水電、電話、網路費以及消

耗品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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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作事項  

依據本計畫招標文件，本計畫工作內容如下：  

(一) 工作內容： 

1.工作地點： 

(1) 本市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針對本市各區之垃圾清運車輛、焚化廠自行接收一般事

業廢棄物清除機構進行落地檢查作業。 

(2) 垃圾轉運站：針對進轉運站之垃圾清運車輛進行落地檢查作業（目前轉運垃圾進廠

有龍潭區、八德區、復興區、龜山區、觀音區）。 

(3) 本市八德區大安垃圾掩埋場：針對「桃園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工作成果及數量

進行檢核作業。 

(4) 本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 

(5) 本市各公有掩埋場回饋計畫執行地點。 

(6) 垃圾清運方式或轉運地點有更動，廠商需依實際需求配合執行。 

2.協助執行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 

(1) 提供回饋區里辦公處及管委會計畫內容規劃撰擬、經費核銷等相關事項之輔導諮

詢。 

(2) 協助本局辦理各回饋計畫執行及履約管理，包含回饋區各里及各管委會所提計畫、

會計報告及憑證等相關資料審核工作。 

(3) 協助各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發放資料彙整、建檔、領取資格查核，以及其他相關行

政作業。 

(4) 協助辦理回饋金相關資料彙整建檔更新、回饋金稽核工作及其他相關行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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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召開「桃園市區域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基金」、「桃園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

基金」基金管理會，以及各回饋計畫年度審查會會議。 

(6) 依實際需求辦理本市龍潭區指定回饋水井維修工作(本項工作以實際執行情形依附表

一所列項目及額度計價，並以 80 萬元為上限)。 

3.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升級：強化資訊安全，同時優化系統管理機制，至少

完成： 

(1) 建置雲端管理平台：將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移置微軟 Azure 雲端系

統，以提昇資料存放儲存安全性，並加強權限分類管理、雙因素驗證機制、人員登

入紀錄、人員登入 IP 控管，以強化資訊安全。 

(2) 導入系統化的行政業務管理機制：依據目前業務執行模式，將回饋計畫、回饋金發

放、回饋對象清單，以及年度預算控管等作業系統，進行系統優化，建構直覺式操

作介面。 

(3) 強化資料查詢及預警機制：依據業務執行需要，強化資料查詢、統計分析及資料上

下載功能，以提昇行政作業效能，並導入行政程序管理及預警機制，以提昇行政作

業品質。 

4.本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勞務委託案之專案管理： 

(1) 協助審查本局委託營運廠商提報之工作項目、檢點表、活動成果照片、人員資格及

差勤、入場人數統計及其他相關文件。 

(2) 協助本局辦理委託營運廠商查核(定期查核:每月至少 1 次；不定期查核:每周至少 1

次)、場館設施(備)修繕紀錄整理、財產盤點作業、協助改善工程、收款相關事宜及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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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回饋設施營運管理網頁資料更新及維護相關工作(依實際業務執行情形，更新網

站收費說明、場地使用說明、開放時間及活動花絮等相關內容)。 

5.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工作： 

(1) 廠商應指派工程師 1 人，於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履約期間(以工作日為主，必要

時應依機關指示於例假日到場)，協助本局於操作現場確認操作廠商是否依契約規定

數量及方式辦理本計畫。 

(2) 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開始執行前，應針對機具設備設置情形、試俥進度或人員

教育訓練等籌備情形進行查核紀錄；開始執行後應針對其履約成果進行查核，紀錄

項目至少包含當日打包成品單位體積重量(應大於或等於 700kg/m
3)、打包物綑綁材質

是否可燃、膠膜包覆層數是否達 3 層、每層重疊率是否超過 50%、打包成品數量及

編碼，以及其他現場異常情形及其處置情形。 

6.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垃圾)採樣 

方法 ( N I E A  R 1 2 4 . 0 0 C )，針對垃圾清運車輛隨機進行落地破袋檢查，每車次 

檢查之垃圾量至少為 300 公斤，依垃圾性質項目及規定如下： 

(1) 本市各區垃圾清運車輛：分為不可燃物(陶瓷、磚、瓦、石頭、砂土等)、可燃物(塑

膠類、皮革橡膠類、纖維布類等)、資源回收物(電池、鐵金屬、非鐵金屬、廢輪胎、

紙容器及塑膠容器)、廚餘、巨大廢棄物、事業廢棄物、其他等，據以計算出各類垃

圾所佔之比例。 

(2) 焚化廠自行接收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機構：分別計算不可燃物(陶瓷、磚、瓦、石

頭、砂土等)及資源回收物(電池、鐵金屬、非鐵金屬、廢輪胎、紙容器及塑膠容器)

所佔之比例。 



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  

  2-5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3) 工作頻率： 

A. 本市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各區垃圾清運車輛：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楊梅區以

及蘆竹區，至少分別執行 2 車次/月；大溪區、大園區以及新屋區，至少分別執行 1

車次/月。 

B. 垃圾轉運站：針對進轉運站之垃圾清運車輛進行落地檢查作業，經本局指定期間得

以前一日進場之暫置垃圾進行抽檢，其中八德區及龜山區至少分別執行 2 車次/

月；龍潭區、觀音區及復興區至少分別執行 1 車次/月。 

C. 焚化廠自行接收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機構：至少執行 2 車次/月。 

(4) 如遇突發狀況（例如國家清潔週、農曆春節等假期，廢棄物產出量突增情形）得由

機關通知暫停執行。 

7.其他本局指定配合事項。 

 

2.2 履約管理  

（一） 與本契約有關之證照，依法規應以機關名義申請，而由廠商代為提出申請者，其所

需規費由機關負擔。 

（二） 廠商應遵守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勞務廠商資訊安全規約。 

（三） 廠商應於簽約日起 10 日內提出計畫人員名冊，經機關審查同意日起 7 日內到位即

執行本計畫，計畫人員規定如下： 

1. 計畫主持人 1 名，負責本計畫所有工作項目之規劃與進度掌控。 

2. 計畫經理 1 名，負責本計畫所有工作項目資料彙整、成效分析，且資格應符合下列

條件其中之一：(1)碩士以上學歷並有 1 年以上工作經驗(2)大專以上學歷並有 3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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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作經驗，並具備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 

3. 計畫工程師 4 名，負責計畫執行、資料彙整、成效分析等。應為大專以上學歷，並

具備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 

4. 本計畫人員之任用或更換均須由本局同意，其更換人員資格應符合或優於原招標文

件規定，未經契約變更程序完備前，不得任意更換。如計畫人員不能履行職務時，

廠商應依本局要求更換。 

5. 計畫工程師於履約期間應為本計畫專職人員，不得兼任其他計畫人員，請假時應事

先告知本局，並另行指派代理人。 

6. 計畫工程師應於工作期間每日記錄工作日誌，並於每週二前將上週工作日誌送達本

局審核（遇假日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7. 廠商應自行尋找合適之辦公地點，以 10 分鐘內可到達本局為原則，其費用由廠商自

行負擔。 

（四） 廠商應依履約規定備齊足以執行本計畫所需之各項軟硬體設備及車輛等資源。 

（五） 履約期間廠商應於每月 10 日前向機關送達上個月工作月報，其內容包括工作事

項、工作進度、工作人數及時數、異常狀況及因應對策等。 

（六） 廠商應配合本市垃圾焚化廠、轉運站、掩埋場或其他機關指定履約地點之進出管制

登記作業與相關規範。 

（七） 計畫工作人員皆須具備執行本計畫之能力，廠商並應提供所有工作人員足夠之防護

器具。 

（八） 廠商應提送工作紀錄表單，經機關同意後據以執行，落地檢查執行過程及檢查成果

並須全程錄影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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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進度檢核  

有關各工作項目之進度與檢核，詳如表 2-1 所示。計畫目前進度並無落後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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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工作執行情形自主檢核表  

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工作範疇界定會議 未規定 工作範疇界定會議於 107

年 3 月 14 日召開。 

100% 
V   

 

執行前作業 

計畫工程師 4 人名冊資料與資格 履約日起 10 日內，

經機關審查同意日起

7 日內到位 

履約日為 107 年 3 月 15

日，107 年 3 月 14 日澄廢

字第 07031401 號提送，

107 年 3 月 15 日桃環廢字

第 1070021300 號同意備

查。 

100% V    

計畫保險 未規定 廠商於 107 年 4 月 11 日澄

廢字第 07041101 號提送，

107 年 4 月 13 日桃環廢字

第 1070029102 號同意備

查。 

1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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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履約保證金 決標次日起算 15 日

內繳納 

決標日為 107 年 3 月 5

日，107 年 3 月 19 日澄廢

字第 07031901 號提送。 

100% V    

工作紀錄表單 廠商應提送工作紀錄

表單，經機關同意後

執行 

廠商於 107 年 3 月 14 日澄

廢字第 07031403 號提送，

107 年 3 月 21 日桃環廢字

第 1070021324 號同意備

查。 

100% V    

一、協助執行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 

(一)提供回饋區里辦公處及管委會計畫

內容規劃撰擬、經費核銷等相關事項之

輔導諮詢。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協助計畫書撰擬及輔導、

審查估價單內容、審查雇

工費用薪資、108 年度計

畫審查、購買清潔用具採

購、審查電費補助計畫、

提供表格範例及說明計畫

內容、輔導撰擬計畫細部

規畫書、輔導計畫變更申

請等相關事項 

1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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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二)協助本局辦理各回饋計畫執行及履

約管理，包含回饋區各里及各管委會所

提計畫、會計報告及憑證等相關資料審

核工作。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紀錄並驗收相關活動、課

程及採購項目 
100% V    

(三)協助各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發放

資料彙整、建檔、領取資格查核，以及

其他相關行政作業。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協助審查急難救助申請相

關事宜 
100% V    

(四)協助辦理回饋金相關資料彙整建檔

更新、回饋金稽核工作及其他相關行政

作業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協助彙整及更新回饋金相

關資料 
100% V    

(五)協助召開「桃園市區域垃圾處理廠

場回饋金基金」、「桃園市一般廢棄物清

除處理基金」基金管理會，以及各回饋

計畫年度審查會會議。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本公司配合  貴局作

業辦理。 

於 107/5/7、107/5/18、

107/5/29、108/1/25 協助辦

理回饋金相關審查會議，

含資料印製、餐點提供、

會議協助等 

100% V    

(六)依實際需求辦理本市龍潭區指定回

饋水井維修工作(本項工作以實際執行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本公司配合  貴局作
協助龍潭店子湖掩埋場回

饋區馬達及其開關更換、

1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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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情形依附表一所列項目及額度計價，並

以 80 萬元為上限) 

業辦理。 水表開關更換及馬達損毀

更換相關作業 

(七)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

升級：強化資訊安全，同時優化系統管

理機制，須完成建置雲端管理平台、導

入系統化的行政業務管理機制及強化資

料查詢及預警機制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回饋金雲端系統已於

108/1/1 正式上線啟用 

100% V    

二、本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勞務委託案之專案管理 

(一)協助審查本局委託營運廠商提報之

工作項目、檢點表、活動成果照片、人

員資格及差勤、入場人數統計及其他相

關文件。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協助審查廠商所提 106 年

成果報告、107 年第一~四

季季報及 107 年 3 月~108

年 2 月份月報 

100% V    

(二)協助本局辦理委託營運廠商查核、

場館設施(備)修繕紀錄整理、財產盤點

作業、協助改善工程、收款相關事宜及

其他交辦事項。 

定期查核:每月至少 1

次。 

不定期查核:每周至

少 1 次。 

定期查核：3/20、4/24、

5/25、6/22、7/31、8/29、

9/28、10/30、11/30、

12/25、1/30、2/26、3/13 

不定期查核：3/16、3/23、

3/30 、 4/3、 4/13、 4/18 、

1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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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4/25 、 5/1、 5/11、 5/18 、

5/23 、 5/30 、 6/1 、 6/8 、

6/14 、 6/20、 6/27、 7/5 、

7/12、7/19、7/26、7/30、

8/2 、 8/10、 8/17、 8/23 、

8/31 、 9/6、 9/14、 9/19 、

9/26 、 10/2 、 10/12 、

10/19 、 10/23 、 10/31 、

11/2 、 11/7 、 11/13 、

11/21 、 11/28 、 12/7 、

12/11 、 12/19 、 12/28 、

1/4 、 1/9 、 1/19 、 1/23 、

1/29、2/12、2/23、2/27、

3/5、3/12 

(三)辦理回饋設施營運管理網頁資料更

新及維護相關工作(依實際業務執行情

形，更新網站收費說明、場地使用說

明、開放時間及活動花絮等相關內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本期已完成回饋設施營運

管理網頁更新及維護工

作、環保署焚化廠營運管

理資訊系統資料填報作業 

1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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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容)。 

三、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工作 

(一)於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履約期

間，協助本局於操作現場確認操作廠商

是否依契約規定數量及方式辦理本計

畫。 

廠商應指派工程師 1

人，以工作日為主，

必要時應依機關指示

於例假日到場 

自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108

年 3 月 14 日止，依工作日

為主進行每日查核，共計

執行 263 次之查核作業。 

100% V    

(二)針對本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開始

執行前後進行查核，以及其他現場異常

情形及其處置情形進行紀錄 

全年度內辦理事項 查核成果詳第三章及附錄

三。 
100% V    

四、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 

(一)工作頻率： 

本計畫執行期間得標廠商每月落地檢查

執行數量包含： 

1.本市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各區垃圾清  

運車輛：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

楊梅區以及蘆竹區，至少分別執行 2

車次/月；大溪區、大園區以及新屋

區，至少分別執行 1 車次/月。 

依據投標須知補充規

定第四條第(一)項第

6 點規定辦理。 

桃園區、中壢區、平

鎮區、楊梅區、蘆竹

區、八德區及龜山區

分別執行 2 車次；大

溪區、大園區、新屋

本計畫落地檢查作業共執

行 264 車次，包含區中隊

垃圾車落地檢查執行共

240 車次；焚化廠自行接

收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機

構落地檢查則執行 24 車

次。落地檢查成果詳第三

章。 

264/26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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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2.垃圾轉運站：針對進轉運站之垃圾清

運車輛進行落地檢查作業，經本局指

定期間得以前一日進場之暫置垃圾進

行抽檢，其中八德區及龜山區至少分

別執行 2 車次/月；龍潭區、觀音區及

復興區至少分別執行 1 車次/月。 

3.焚化廠自行接收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

機構：至少執行 2 車次/月。 

4.如遇突發狀況（例如國家清潔週、農

曆春節等假期，廢棄物產出量突增情

形）得由機關通知暫停執行。 

區、龍潭區、觀音區

及復興區分別執行 1

車次；在焚化廠自行

接收一般事業廢棄物

清除機構落地檢查則

執行了 1 車次 

(二)落地檢查執行過程及檢查成果須全

程錄影存證。 
應將落地檢查相關錄

影資料保存備查。 

本計畫落地檢查執行成果

相關錄影資料已存放至專

用硬碟。 

100% V    

五、驗收及付款 

(一)第 1 期款：廠商應於簽約日起算 30

天內送達工作計畫書 3 份，經機關同意

後始得請領第 1 期款，金額為契約價金

決標日為 107 年 3 月

5 日，於 107 年 4 月

3 日前提送 

公司於 107 年 3 月 29 日澄

廢字第 07032901 號提送，

107 年 5 月 9 日桃環廢字

1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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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請將契約補充規定工作項目全部列入) 

契約規定或 

工作計畫書辦理期程 

執行內容 

(107/03/15~108/03/14) 
累計執行進度 

執行現況 

落後原因分析 
已

完

成 

符

合 

落

後 

總額 20%。 第 1070035531 號同意備

查。 

(二)第 2 期款：廠商應於履約開始日起

算滿 6 個月翌日起算 7 日內提出期中報

告 5 份，經機關同意並查驗後，始得請

領第 2 期款，金額為契約價金總額

30%。 

履約日為 107 年 3 月

15 日，於 107 年 9 月

22 日前提送 

公司於 107 年 9 月 20 日澄

廢字第 07092005 號提送，

108 年 1 月 10 日桃環廢字

第 1080003053 號同意備

查。 

100% V    

(三)第 3 期款：廠商應於履約期限屆滿

前將期末報告初稿 5 份，送達機關辦理

審查，經機關認可後，於 5 日內提出期

末報告定稿本 3 份並製作光碟 3 份，經

機關完成驗收後，始得請領第 3 期款，

金額為契約價金總額 50%。 

履約期限為 108 年 3

月 14 日，應於 108

年 3 月 14 日前提送 

公司於 108 年 3 月 14 日澄

廢字第 08031402 號提送，

目前尚未核備 

10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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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計畫委託服務說明書所訂之工作項目，將工作執行方法及內容說明如後

。  

3.1 垃圾處理場回饋業務  

為積極推動垃圾處理計畫，順利興建區域性垃圾焚化廠並達到敦親睦鄰之效益，

環保署於 83 年 8 月 20 日公布「區域性垃圾焚化廠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要點」，並於

88 年 7 月 16 日進行修正，其中主要針對回饋金之計算及使用申請程序、年度使用計

畫書應載明事項及回饋金使用說明等項次進行說明，以利後續各縣市政府參照此要點

訂定回饋辦法。   

桃園市 (原桃園縣 )為積極推動垃圾處理並確保區域性垃圾處理廠 (場 )順利營運及

改善環境品質，於 90 年 7 月 12 日公布「桃園縣區域垃圾處理廠(場)營運階段提供回

饋金管理自治條例」，並於 92 年 7 月 10 日修正，其中對區域性垃圾處理廠(場)之定

義、回饋區域之劃分與界定及回饋金運用之比例及用途等進行更明確的規範。100 年

7 月 6 日修正將回饋金申請分為焚化廠與掩埋場兩部分，並於桃園市環保局設置基金

管理委員會進行回饋金之管理審查工作。又於 105 年 6 月 21 日廢止「桃園縣區域垃

圾處理廠(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管理自治條例」，而制定「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

饋金管理自治條例」，將垃圾處理廠 (場 )之定義、回饋計畫內容、回饋金計算基準及

各掩埋場回饋申請標準等有更清楚地定義與說明。  

桃園市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升格後，為能妥善管理運用轄內垃圾焚化廠回饋金運

用管理及使用情形，並依據改制前桃園縣區域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自治條例第七

條規定焚化廠回饋區內之各區應設置焚化廠回饋金運用管理及營運監督委員會 (以下

簡稱各區管委會)，故於 104 年 6 月 24 日訂定「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金各區運用管

理及營運監督委員會設置準則」，規定各區管委會需針對焚化廠回饋金用途、申請及

發放計算方式、研提年度使用計畫書、監督及協調等事宜做審查、研訂工作，監督委

員會組成人員則必須由回饋區範圍內之里長、里民代表、議會及市府環保局推薦公正

人士或專家學者所組成，透過此設置準則，有效監督焚化廠回饋金使用進度及管理焚

化廠之營運狀況。  

桃園市共有 9 處垃圾處理設施設有回饋機制，包含桃園市垃圾焚化廠、桃園區會

稽垃圾掩埋場、楊梅區員本區域垃圾掩埋場、桃園市觀音區保障垃圾掩埋場、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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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區忠福垃圾掩埋場、桃園市龜山區垃圾轉運站、桃園市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場

、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垃圾掩埋場及觀音灰渣處理場，共計有 39 處里。  

3.1.1 協助回饋區里辦公處及管委會計畫內容規劃撰擬、經費核銷事項之輔導與諮詢  

為能順利管理桃園市垃圾處理廠 (場 )回饋金業務，本計畫訂定回饋金使用計畫書

格式、協助各回饋區里辦公處及管委會撰擬計畫書，並進行各回饋金相關資料建檔、

審核、彙整作業等，以完善本市回饋金監督管理制度，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因

應 105 年所制定之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自治條例，此節針對本市焚化廠及

掩埋場回饋金申請及本公司協助輔導回饋金計畫撰擬相關業務與提供相關諮詢等部分

進行說明。  

一、垃圾焚化廠回饋金  

依據 105 年制定之「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回饋區

內各里辦公處函文提報需求予回饋金管理委員會初步審查，後由管理委員會研擬回饋

金使用計畫書提送桃園市政府審查，經核定後始得執行。  

依據「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自治條例」關於焚化廠回饋金之各項規

範，包括里辦公處研提之「焚化廠公共設施服務事項回饋金使用計畫書」以及回饋金

管理委員會使用之「焚化廠公共設施服務事項回饋金使用計畫書」等，並參考過去申

請之計畫內容，以利各里長或管委會填寫申請計畫書使用。  

二、掩埋場回饋金  

依據「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自治條例」有關掩埋場及垃圾轉運站共

8 處之回饋方式、範圍及用途等規定，由桃園市政府於 104 年至 105 年期間訂定各掩

埋場回饋實施要點，包括「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垃圾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

楊梅區員本垃圾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政府觀音灰渣處理場回饋實施要點

」、「桃園市觀音區保障垃圾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垃圾掩埋

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

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龜山區垃圾轉運站回饋實施要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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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掩埋場回饋區未設置管理委員會，故由各里辦公處或龍潭區三洽水環境生態

保護協進會自行彙整需求後撰寫成回饋金使用計畫書，提送桃園市環保局進行初審，

經市府複審核定後始得執行。針對不同掩埋場之特性實行計畫書撰寫，如楊梅區員本

垃圾掩埋場、桃園區會稽垃圾衛生掩埋場等區域則有其特定之申請流程(圖 3-1~圖 3-

2)與表單(表 3-1~表 3-2)。  

圖3-1 掩埋場回饋金使用計畫申請流程圖  

圖3-2  楊梅區員本掩埋場、觀音灰渣處理場回饋金使用計畫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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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桃園市楊梅區員本垃圾掩埋場回饋金使用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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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垃圾掩埋場回饋金使用計畫書  

 

三、輔導撰擬回饋業務  

此工項之執行方式包括前置作業、現場執行及後續作業；前置作業為確認輔導

日期並備妥輔導紀錄表、回饋金使用計畫書 -計畫彙總表、回饋金使用計畫書及回饋

金使用計畫預算書等相關表單；前往輔導當日則會同承辦或由計畫工程師自行前往辦

理，依據里長預計辦理之計畫，協助撰擬回饋計畫資料及所需文件資料，並透過輔導

之過程中，聆聽並記錄里長反映或有疑慮須待確認之事項，計畫人員填寫輔導紀錄表

及回報局端承辦人員；會後亦將相關文書資料彙整及建檔並製作月報提送局端。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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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紀錄表可區分為「輔導撰擬使用計畫書」、「提供採購報價及其他相關諮詢」、

「協助履約管理工作」、「抽查財產保管情形」、「其他協助事項」等 5 大類，其他

協助履約管理工作包含活動或課程紀錄、驗收物品、人員工作執行紀錄等。  在輔導

理辦公處撰擬回饋計畫的部分，107 年共輔導 22 次及 108 年輔導 40 次，合計 62 次

，於本計畫執行期間，107 年因里辦公處針對回饋計畫均已在執行階段，大多係屬履

約管理工作項目，故 107 年需前往輔導之次數較少，但 108 年年初時，九合一選舉產

生之新任里長，因不熟悉回饋金計畫之提送、變更、執行方式等步驟，本公司於 108

年 1 月份偕同環保局承辦人員前往輔導，後續則由本公司相關同仁進行個別輔導說明

，故 108 年輔導次數較 107 年增加 18 次。協助輔導撰擬事宜之輔導紀錄表填寫範例

如表 3-3。  

表3-3 輔導撰擬使用計畫書之輔導紀錄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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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採購報價及相關諮詢  

此工項包含回收里辦公處提送之回饋計畫相關資料或活動所需相關表單等事宜(

輔導表填寫範例如表 3-4)，依據里辦公處所提供之回饋金使用計畫書資料，本公司會

先進行檢視，確認資料是否均有備妥及內容之正確性，若發現錯誤會提醒補正。針對

桃園區會稽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計畫的部分，須提供採購初審報告予局端 (如表 3-5)

，將里辦公處所提供之估價單資料或規格說明表上之物品項目，詢問其他廠商之價格

，並查詢廠商之營業情形、營業項目、是否為非拒絕往來廠商、是否重複採購等 (如

圖 3-3)，完成後將初審報告提送局端檢核；若有發現未符合相關規定之處，則協助其

修正與輔導，相關資料均會進行資料掃瞄、建檔等工作，避免發生資料遺失及減少計

畫書撰寫之錯誤率。  

前往輔導次數較多大部分為資料須補正或用印，為提升更優質的服務，由計畫

人員親自至各里辦公處協助輔導及處理，透過專人現場解說可提升文件完整性加速計

畫推動，資料正確無誤後由計畫人員帶回交給環保局承辦人員或由里辦公處後續進行

公文函送補正資料，可避免公文往返與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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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提供採購與諮詢之輔導紀錄表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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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桃園區會稽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計畫採購初審報告(範例) 

 



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  

 

  3-11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圖3-3 廠商公示資料及營業情形查詢(範例) 

 

3.1.2 協助各回饋計畫執行及履約管理  

本節說明輔導紀錄表之「協助履約管理工作」之部分，里辦公處所辦理之回饋

計畫可分為課程及公共服務、環境宣導活動、環保觀摩活動及環保生活用品發放，課

程及公共服務包含「才藝研習班」、「環境清潔工作」、「綠美化」及「急難救助」

等，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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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及公共服務：   

由里辦公處所提送並經環保局核備之計畫，才能辦理相關課程、環境清潔工作

、綠美化及急難救助申請等事宜。在課程部分，計畫人員依據課程規畫表上辦理之期

程與時段，每月進行課程抽驗、拍照紀錄，確認教師是否如期辦理、是否用代課教師

及倘遇教師需請領費用時，必須確認及收回領據、簽到簿、帳戶等資料並製作相關檢

核表，以利後續付款程序。此項目最常發生課程簽到簿經老師修改後無蓋章及帳戶資

料未用印，而必須於上課時間退回給老師或特地約時間進行修改，延後老師請款的時

間，此種錯誤會於收取資料之當下檢視是否有修改需補章之處，若有發現則立即修正

，圖 3-4 為課程紀錄及請款表單範例說明。  

而環境清潔工作之計畫係屬公共服務之部分，則是由多名僱工進行道路或社區

周邊環境清潔工作，計畫人員不定期前往現場確認僱工是否在勤，並記錄執行地點、

人數及執行之項目，於每月請領僱工費用申請時，則需由計畫人員審核簽到簿、領據

、帳戶資料是否齊全及是否有誤植之處，減少文件退回所需花費之時間，此項目為每

月須辦理之工項，較不常發生錯誤，圖 3-5 為僱工清掃紀錄情形。  

綠美化之回饋計畫亦屬公共服務之部分，里辦公處進行綠美化之地點規劃與構

思，如進行植栽、牆面彩繪、生態池建置等，由里辦公處函文提送估價單，經環保局

核備後才能執行相關計畫，本公司得知相關計畫核備後，會通知里辦公處並詢問綠美

化之執行地點、施作方式及時間，計畫人員會事先前往辦理地點進行施工前拍照作業

，施作當天及完工後亦會進行拍照並填寫輔導紀錄表及帶回相關之發票單據與帳戶資

料，確認無誤後將輔導紀錄表、照片、請款資料交予環保局，進行後續檢核及付款作

業。圖 3-6 為綠美化執行情形。  

急難救助計畫目前僅部分回饋里有編列此計畫，目的是為了讓當地里民家庭若

有發生喪葬事宜、傷病住院或重大事故導致生活需要救助等居民，可以補助些許經費

進行慰問。當里辦公處收到須申請急難救助之需要時，會事先請里民提供相關證明書

、申請者個人資料(如身分證、戶口名簿、帳戶影本等)，收齊相關資料後再交予計畫

人員確認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確認無誤後帶回至環保局。圖 3-7 為急難救助申請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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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課程記錄及請款表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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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僱工清掃記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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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綠美化記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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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急難救助申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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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環境宣導活動：  

里辦公處為了提倡環境保護，透過辦理各項宣導活動(如里佳節聯誼及市政宣導

活動、交流晚會、中秋宣導晚會、環保宣導活動等 )，鼓勵里民使用具環保標章之物

品(如具生物分解之環境清潔用品、再生影印紙等)、教導民眾藉由天然之食材，製作

酵素來淨化環境或於活動會場張貼環保標語或海報等。本公司於活動辦理當天，前往

現場記錄此計畫所提之項目是否確實辦理，如宣導品數量、規格、品項等是否符合、

宣導活動所需架設之音響設備、表演及演講是否有異常情形，後續將相關驗收資料供

局端檢核，統計 107 年包含桃園市垃圾焚化廠、桃園會稽掩埋場、楊梅員本掩埋場、

龜山垃圾轉運站及觀音灰渣處理場等回饋區之環境宣導活動共辦理 26 場次，相關費

用均已核銷完畢，圖 3-8 為宣導活動紀錄情形。  

  
活動現況紀錄 宣導品驗收 

  
輔導紀錄表 活動驗收紀錄表 

圖 3-8 環境宣導活動記錄情形  



第 3 章 主要工作內容及重要發現與成果  

 

 

                                                                                        3-18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3. 環保觀摩活動：   

回饋計畫之里別，依據里辦公處提送之計畫性質與金額，由局端統一招標或經

局端核備後辦理，活動可分為一日遊、多日遊(二天一夜或三天兩夜等)，本公司得知

活動辦理日期後，事先彙整各里辦理之日期是否為同檔期，倘若發生同天有多個里別

同時辦理時，則由公司調度人力，前往各里別進行活動紀錄事宜，於出發之前，製作

環保觀摩活動履約管理紀錄表，內容依據旅行社與局端所簽訂之契約書來撰寫，包含

保險、車輛與駕駛、安全設備、地點(須包含環境教育認證場所)、住宿、餐廳及其他(

如手冊、環保杯、紅布條、茶水提供等)。  

統計 107 年辦理情形，一日遊觀摩活動共協助驗收 14 次，多日遊(包含二日及

三日)觀摩活動協助驗收 9 次，共計 23 次。本公司計畫人員依據環保局提供之保險格

式進行個人資料填寫後交由旅行社進行團員加保事宜，並確認保險人數是否一致，在

出團之前，會檢核遊覽車車籍資料及駕駛員之行照駕照，確保里民之行車安全，於活

動當天，自行前往集合地點，逐一確認並拍照記錄，包含遊覽車是否與出團前提報之

車號一致、服務人員、餐點與飲品提供、安全設備及行程地點是否一致等，若在行程

當中發生與契約不符之處或突發狀況需立即變更地點時，會立即告知環保局承辦人員

並記錄於活動履約紀錄表中，在確認後續可執行之方式後，則繼續進行觀摩活動。活

動結束後，將活動履約紀錄表及相關照片提供環保局承辦人員，以利局端進行驗收與

核銷，表 3-6 及圖 3-9 為驗收日期及觀摩活動紀錄檢核表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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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觀摩活動記錄及檢核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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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環保觀摩活動次數統計表  

回饋區 回饋里 一日/多日遊 次數 

新屋區 
埔頂里 多日 1 
永興里 多日 1 

龍潭區 三洽水 多日 1 

八德區 

大竹里 多日 2 
大發里 多日 1 
大安里 多日 2 
大湳里 多日 1 

楊梅區 
上田里 一日 2 
瑞原里 一日 1 
員本里 一日 1 

桃園區 

春日里 一日 1 
三元里 一日 1 
寶山里 一日 1 
會稽里 一日 1 
春日里 一日 1 
三元里 一日 1 
大有里 一日 1 
大興里 一日 1 
大業里 一日 1 
汴洲里 一日 1 

合計 23 
 

 

4. 環保生活用品發放：   

當里辦公處所提送之計畫，如購置環保清潔用品、環境蟲害防治物品等，因物

品數量較多，則必須進入採購之作業流程，其採購事宜之作業流程包含以下五點：  

(一)針對計畫需求品項建議報價符合市場行情之廠商。  

(二 )查詢建議廠商之財稅登記、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情形及是否為行政院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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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三)評估本年度類似商品之採購累計金額是否高於公告金額之 1/10。  

(四)評估本年度洽建議廠商採購之累計金額是否高於公告金額之 1/10。  

(五)依前述流程完成初審後，填寫報告並檢附相關資料後提送環保局。  

當環保局完成物品之採購或招標流程後，會通知本公司採購相關資訊，如交貨

點、日期、廠商電話及採購期程等，填寫「回饋計畫執行檢核表」並前往現場進行清

點、執行檢核事宜，同時進行拍照記錄，清點完成後亦將照片、文件資料提送環保局

，以利後續辦理核銷作業。圖 3-10 為清潔用品驗收紀錄情形。  

另一方式則當環保局彙整桃園市各里回饋區購置之物品種類相同且數量較多，

會以公開招標之方式向進行品項之採購，此時部分物品 (如殺蟲劑等環境蟲害防治物

品 )則須進行送驗，本公司依據環保局指示，偕同環保局主驗人及承辦人員，前往物

品放置地點進行抽驗，確認規格、數量、品項及其他規定是否符合規範，若物品均符

合規定，如需送驗之物品，則會挑選 2 罐後，其餘進行封膜作業，並貼上環保局專用

之封條，後續於廠商進行配送前，會協同環保局人員再次前往現場進行拆封作業，以

確認物品為同一批。圖 3-11 為採公開招標採購驗收情形。  

為了瞭解回饋區各里針對購買環保生活用品之比例，統計 107 年各區辦理購買

生活用品之計畫，由表 3-7 可知，中壢區僅編列購買環境蟲害防治物品計畫之費用，

故此區比例最高，為 100%，而第二名之回饋區則為觀音區，比例為 58.63%。若比較

垃圾處理場廠部分，排名一到四名則係中壢區忠福垃圾掩埋場 (為 100%)、觀音灰渣

處理場(為 42.84%)、桃園區會稽垃圾掩埋場(為 34.47%)及楊梅區員本垃圾掩埋場(11.

55%)，平均為 36.62%。大部分里辦公處購買之物品為民生必需用品，因考量民眾一

般對於環保清潔用品之品牌及清潔效果較不熟悉，藉由里辦公處提出計畫購置及發放

環保清潔用品，讓里民能夠認識對環境友善之環保清潔用品也可以有效清潔、亦可降

低對環境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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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清潔用品驗收記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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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點數量 

  
確認品項、規格 

  
封裝與上封條 

 

圖 3-11 公開招標採購驗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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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清潔物品採購彙整表  

處理場廠 行政區 行政里 採購項目 發送數量 占總回饋金執行額

度比例比例 各區比例 

會稽垃圾掩

埋場 桃園區 

春日里 環保洗衣精 1 桶/戶 23.39 

34.47 

福元里 

環保洗衣粉 1 盒/戶 

56.88 環保衛生紙 1 袋/戶 

環保洗衣精 1 罐/戶 

大業里 環保洗衣粉 2 盒/戶 44.39 

三元里 環保洗衣粉 3 盒/戶 19.35 

大有里 

廚房清潔劑 1 罐/戶 

27.60 環保垃圾袋 1 包/戶 

抹布 1 條/戶 

大興里 環保洗衣粉 2 盒/戶 32.25 

汴洲里 環保洗衣粉 2 盒/戶 25.26 

忠義里 環保洗衣粉 6 盒/戶 40.31 

會稽里 環保洗衣粉 1 盒/戶 43.00 

寶山里 環保洗衣粉 2 盒/戶 32.25 

觀音灰渣處

理場 

觀音區 

大潭里 
環保衛生紙 1 箱/戶 

100.00 

58.63 

環保洗衣精 1 箱/戶 

保生里 

環保衛生紙 1 箱/戶 

50.64 

環保洗衣精 2 罐/人 

環保垃圾袋(中) 1 包/人 

環保垃圾袋(小) 1 包/人 

環保擦手紙 2 包/人 

新屋區 永興里 
環保衛生紙 1 箱/戶 

16.94 16.94 
環保洗衣精 1 箱/戶 

員本垃圾掩

埋場 楊梅區 

上田里 

環保洗衣精 1 箱/戶 

43.06 

11.55 

環保衛生紙 0.5 箱/戶 

環保洗髮精 2 罐/戶 

瑞原里 

環保洗衣精 1 罐/戶 

40.91 環保衛生紙 1 袋/戶 

環保洗手乳 1 罐/戶 

員本里 殺蟲劑 1 罐/戶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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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物品採購彙整表(續) 

處理場廠 行政區 行政里 採購項目 發送數量 占總回饋金執行額

度比例比例 各區比例 

忠福垃圾掩

埋場 中壢區 

內定里 
水性噴霧殺蟲劑 2 罐/戶 

100 

100 

地板清潔劑 1 桶/戶 

永福里 

水性噴霧殺蟲劑 3 罐/戶 

100 環保洗衣精 1 桶/戶 

環保廚房清潔劑 2 瓶/戶 

忠福里 

水性噴霧殺蟲劑 2 罐/戶 

100 環保洗衣精 1 桶/戶 

環保廚房清潔劑 2 瓶/戶 

水尾里 水性噴霧殺蟲劑 4 罐/戶 100 
內厝里 水性噴霧殺蟲劑 2 罐/戶 100 

合計 36.62 36.62 
 

5.抽查財產保管情形：  

里辦公處所提送之回饋金計畫，依據性質可分為經常門與資本門，在物品單價

超過一定金額之情況下，必須列入環保局財產，並於驗收及核銷完成後，由環保局製

作該物品之財產貼紙，貼紙內容包含財產編號、取得日期、年限、品名、規格、保管

單位 /人、存放地點等資訊，由計畫人員或偕同承辦人員一同前往財產存放地點，進

行財產貼紙黏貼作業，並拍照紀錄。後續則放置於里辦公處使用及保管之。為了確認

財產之使用情形及堪用程度，本計畫每年會不定期前往存放地點抽查並拍照記錄，若

物品不堪使用且已超過使用年限，則通知環保局進行後續財產報廢程序，反之則繼續

使用。圖 3-12 為財產抽查之記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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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財產抽查記錄情形  

6. 其他事宜：   

針對環保局、各管委會及其他單位所提送之會計報告、憑證等資料審核作業，

進行資料彙整及核對；回饋區辦理完成之計畫亦由計畫人員進行費用單據與申請文件

資料進行審核，審核無誤後將資料給予環保局，以利完成核銷作業。  

另里辦公處所提之計畫若屬一次性計畫 (即非每月須執行之計畫 )，則依據環保

局核定後之計畫內容，於指定日期前往並依據回饋計畫核定內容進行驗收紀錄，若有

異常情形，亦會填寫於輔導紀錄表並向里長說明後核章，以避免後續發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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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計畫彙整說明：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108 年 3 月 14 日，針對計畫執行期間垃

圾焚化廠、垃圾掩埋場、轉運站、觀音灰渣處理場等周圍回饋區里別所提送之回饋金

計畫資料，依前述回饋計畫分類方式可分為「課程及公共服務」、「環境宣導活動」

、「環保觀摩活動」及「環保生活用品發放」等項目。  

(1)課程及公共服務  

課程大致上可分為語言類 (如語言學習課程及歌唱班等 )、舞蹈類 (如有氧運動、

瑜珈、熱舞等)、繪畫類(如素描課程)、手工藝類(如家政班、烹飪班、DIY 課程等)，

每個課程之舉辦，可以讓里民沉浸在藝術之氛圍中，藉由繪畫班來沉澱忙碌之心情、

透過舞蹈班來揮灑青春的活力、利用烹飪課程來刺激口中的味蕾，里民認真學習的態

度與得到收穫滿足的微笑，相信是教師與里辦公處持續辦理相關課程之動力來源。  

統計 107 年回饋計畫，屬於課程及公共服務之計畫數量共有 131 項，其中屬於

課程部分共有 18 項計畫，分別有桃園會稽掩埋場、楊梅員本掩埋場、桃園市垃圾焚

化廠三個廠 (場 )有辦理。若以處理場廠來區分，隸屬桃園會稽掩埋場之回饋里別有 7

里辦理課程計畫(包含材料購置計畫)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10.35%，隸

屬楊梅員本掩埋場之回饋里別有 1 里辦理才藝研習班課程計畫，金額約佔該處理廠(

場)回饋里總額之 13.16%，而隸屬桃園市垃圾焚化廠之回饋里別有 4 里辦理才藝研習

班課程計畫，金額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5.52%。   

公共服務顧名思義係指里民均可享受及受惠之一項服務，包含環境綠美化工作

、公共空間設施維護、急難救助、購置公共使用之物品等，在扣除上述課程辦理之計

畫後，公共服務之計畫共有 113 項計畫，分別有桃園會稽掩埋場、楊梅員本掩埋場、

觀音灰渣處理場、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及龜山區垃圾轉運站五個廠(場 )有辦理，隸屬桃

園會稽掩埋場之回饋里別有 8 里辦理計畫，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22.4

8%，隸屬楊梅員本掩埋場之回饋里別有 3 里辦理計畫，楊梅區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

回饋里總額之 42.46%、新屋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42.74%，隸屬觀音灰

渣處理場之回饋里別有 2 里辦理計畫，新屋區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9.

31%、觀音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26.10%，隸屬桃園市垃圾焚化廠之回饋

里別有 3 區辦理計畫，中壢區金額約佔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69.41%、蘆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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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22.30%、桃園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67.5

1%，而隸屬龜山轉運站之回饋里別有 1 里辦理計畫，金額約佔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

總額之 18.10%，佔該處理廠場總額比例最高為桃園市垃圾焚化廠，主要原因為桃園

市垃圾焚化廠回饋區所提送之計畫大多為社區關懷補助、綠美化等運用在公共設施上

之項目，在 115 項計畫中，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就達 60 項之多(高達 52.17%)，故比例

相對較高。表 3-8 及表 3-9 為課程及公共服務相關計畫彙整表。  

表 3-8 課程相關計畫彙整表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里

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合計 

桃園會稽掩埋場 桃園區 

春日里 
107 年度暑期才藝班 0.53  

10.65 

107 年度快樂歌唱班 9 月-12 月 0.30 

大興里 鉛筆素描與色鉛筆畫課程研習 0.62  

福元里 瑜珈課程教師費 0.43  

三元里 

日語課程研習 

2.64  
素描課程研習 

瑜珈課程 

舞蹈課程 

大有里 
手工皂材料 

2.46  
有氧運動及各種課程 

會稽里 

里民才藝教室(有氧運動班) 

1.73  里民才藝班(舞蹈班) 

里民才藝教室(家政班) 

寶山里 里民學習課程 1.94  

楊梅員本掩埋場 楊梅區 員本里 才藝研習班 13.16  13.16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中壢區 管委會 

內定里才藝研習班 3.21  

5.52 
文化里才藝研習班 1.34  

成功里才藝研習班 0.70  

永福里才藝研習班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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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公共服務相關計畫彙整表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里

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小計 

桃園會稽掩埋場 桃園區 

春日里 

107 年度春日里環境綠美化(種子、肥

料、花盆、植栽等) 

3.28  

22.19 

107 年度里志工打掃清潔用具 

107 年度環保志工用具 

107 年度春日里大興橋彩繪工程 

107 年度仲夏夜親子音樂饗宴保險費 

107 年度里辦公處辦公設備購置碳粉匣 

107 年度溫馨 5 月情歡慶母親節 

107 年度粽葉飄香慶端午 

107 年度活動中心用衛生紙 

大興里 

環保志工清潔工具 

0.17  環保志工口罩、手套 

環保志工垃圾袋 

汴洲里 

活動中心資訊工程 

4.34  

里集會所物品充實計畫 

購買網路儲存伺服器內接硬碟等 

環境清潔用具 

守望相助隊業務所需物品 

購買關懷據點志工工作服 

購買環保清潔用品及咖啡茶包等 

忠義里 

守望相助隊電視相機 

6.20  購置守望相助隊巡邏車配件 

守望相助隊巡邏車 

三元里 

購買環保志工雨衣，雨鞋 

1.64  購買里辦公處文具用品 

里內環境綠美化 

大有里 
購置環保志工用具暨宣導環保政策宣

導品 
0.13  

會稽里 

購置環保洗衣粉 

5.37  里辦公處文具用品 

會稽里民黃昏散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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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公共服務相關計畫彙整表(續)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里

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小計 

桃園會稽掩埋場 桃園區 

會稽里 跳蚤市集活動 5.37 

22.19 
寶山里 

購置環保志工隊業務所需物品 

1.06  活動中心用品充實 

健走活動 

楊梅員本掩埋場 

楊梅區 

瑞原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2.42  

42.46 
員本里 

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40.03  

車輛維護費 

影印機維護 

住戶電費補助及除濕機、空氣清淨機 

垃圾場周邊住戶電費補助 

新屋區 埔頂里 

關懷餐點 

42.74  42.74  

環保清潔用具(垃圾桶) 

影印機庶務採購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環保垃圾袋 

觀音灰渣廠 

新屋區 永興里 

土地公廟修繕工作 

9.31  9.31 
急難救助 

環境綠美化 

環境清潔工作 

觀音區 保生里 

急難救助計畫 

26.10  26.10  
公共設施興設、修繕、維護及綠美化 

107 年度環境清潔工作機具租用 

環境清潔工作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中壢區 管委會 

內定里補助學生午餐費 

69.41  69.41 

內定里學生交通車 

內定里社區老人照護經費 

文化里補助學生午餐費 

文化里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文化里里鄰長及志工幹部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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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公共服務相關計畫彙整表(續)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里

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小計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中壢區 管委會 

成功里老人滾球比賽 

69.41  69.41 

成功里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和平里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忠孝里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永福里端午節包粽子比賽 

永福里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業務檢討會 
內定里里民團體保險(人壽險暨意外

險) 

內定里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 

內定里內定國小(義)工聯誼活動 

文化里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 

文化里環保志工運作經費 

文化里集會所設備新增及維護 

和平里環保志(義)工幹部及鄰長業務

檢討會 

永福里忠福國小交通導護志(義)工年

終檢討會 

永福里環保志(義)工檢討會 

永福里水環境志(義)工巡守隊檢討會 

永福里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 

內定里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文化里設置花盆植栽綠化 

成功里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成功里環保志(義)工工作鞋 

108 年度環保志工幹部及鄰長業務檢

討會 
永福里社區環境清潔工作 

內定里 LED 充電式兩用照明燈 

文化里增設監視器及廣播器、養護費

及電費補助 

成功里監視器維修及電費 

管委會運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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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公共服務相關計畫彙整表(續)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里

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小計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中壢區 管委會 

管委會回饋金作業印刷費 

69.41  69.41 

管委會律師費 

管委會各里一般住戶作業費 

管委會三節紀念品 

管委會標案委員出席費 

管委會標案外聘專家學者出席費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蘆竹區 管委會 

回饋區住戶喪葬補助 

22.30  22.30  

管委會運作經費 

中福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團體服 

路燈裝置工程 

路農修剪環境清潔工作 

社區綠美化服務 

埔心溪兩岸環境清潔工作 

天然災害搶修工作 

學生午餐費 

補助回饋區班隊 

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新興國小舉辦「新興盃環保語文競

賽」活動費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桃園區 管委會 

管委會運作經費 

67.51  67.51  

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 

補助回饋戶意外保險補助 

社區關懷補助 

回饋戶垃圾清除處理費補助 

龍山里慶典活動 

環保宣導品 

監視器電費補助及拆除費 

龜山區垃圾轉運站 龜山區 
文化里 

107 年文化里校園服務與各項服務協助

人員聚會 
9.05  

18.10 
樂善里 

107 年樂善里鄰長、志工、義工、巡守

隊聚會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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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境宣導活動  

環境宣導活動係受全里里民均可參加的活動之一，大部分里辦公處會結合節慶

來辦理，讓里民在參加節慶活動之餘，不僅促進里民間情感之交流，更可以吸收及認

識有關環保之知識與運用。統計 107 年環境宣導活動辦理之情形，共有 26 項計畫，

分別有桃園會稽掩埋場、楊梅員本掩埋場、觀音灰渣處理場、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及龜

山區垃圾轉運站五個廠(場 )有辦理，若以處理場廠來區分，隸屬桃園市垃圾焚化廠有

中壢區管委會及蘆竹區管委會有辦理宣導活動計畫，中壢區金額約該處理廠(場)回饋

里總額之 6.11%、蘆竹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5.13%，隸屬觀音灰渣處理

場之回饋里共有 3 里辦理宣導活動計畫，新屋區金額約佔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

之 18.06%、觀音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15.27%，隸屬楊梅員本掩埋場之

回饋里別共有 3 里辦理宣導活動，楊梅區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18.22%

、新屋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24.89%，隸屬桃園會稽掩埋場之回饋區里別

共有 6 里辦理宣導活動，金額約佔五個廠(場)總額之 5.47%，而隸屬龜山垃圾轉運站

之回饋里別共有 1 里辦理宣導活動，金額約佔五個廠(場)總額之 33.32%。所佔該處理

廠場比例最高為龜山區垃圾轉運站，分析其原因，該廠場之回饋里所提送之計畫僅分

為觀摩活動、宣導活動及相關聚會等 3 類，僅 6 筆回饋計畫，且宣導活動計畫因考量

活動性質，故該區編列之費用比例較多，表 3-10 為環境宣導活動計畫彙整表。  

表 3-10 環境宣導活動相關計畫彙整表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

里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合計 

桃園會稽掩埋場 桃園區 

福元里 里佳節聯誼及市政宣導活動 0.87  

5.47 

三元里 市政業務宣導暨里民交流晚會 0.87  

大有里 夏日樂悠悠逗陣 DIY 聯歡活動 1.16  

春日里 
107 年度仲夏夜親子音樂饗宴 

1.30  107 年度環保志工教育訓練(含宣導

活動) 

會稽里 會稽里全民敦親睦鄰低碳健行暨環

保宣導活動 0.08 

寶山里 
中秋宣導晚會 

1.18  
中秋佳節源頭減量環保宣導活動 

楊梅員本掩埋場 楊梅區 上田里 環保暨保健宣導活動 4.50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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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環境宣導活動相關計畫彙整表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

里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合計 

楊梅員本掩埋場 
楊梅區 員本里 

桃園地景藝術節閉幕記者會暨觀賞

青塘園水上劇場 13.73 18.22 
環保暨低碳健康飲食宣導活動 

新屋區 埔頂里 環保宣導活動 24.89 24.89 

觀音灰渣廠 
新屋區 

下埔里 
里民節電暨環保宣導活動 

10.72  
18.06 環保宣導活動 

永興里 環保宣導活動 7.34 

觀音區 保生里 環保宣導活動 15.27 15.27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中壢區 管委會 

全里健走摸彩活動 

6.11  6.11 

文化里環保宣導活動 

成功里環保宣導活動 

和平里環保宣導活動 

忠孝里環保宣導活動 

永福里環保宣導活動 

復興里環保宣導活動 

蘆竹區 管委會 環保宣導活動 5.13 5.13 

龜山區垃圾轉運站 龜山區 舊路里 

108 年舊路里環保宣導活動 

33.32  33.32 108 年舊路里節電及生活安全宣導活

動 

 
 

(3)環保觀摩活動  

環保觀摩活動係僅辦理課程及公共服務外，里辦公處最喜愛辦理之計畫類別，

統計 107 年執行情形，共有 45 項觀摩活動計畫，分別有大安垃圾掩埋場、龍潭店子

湖掩埋場、桃園會稽掩埋場、楊梅員本掩埋場、觀音灰渣處理場、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及龜山區垃圾轉運站七個廠 (場 )有辦理，若以處理場廠來區分，隸屬桃園市垃圾焚化

廠有中壢區管委會、桃園區管委會及蘆竹區管委會辦理觀摩活動計畫，中壢區金額約

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18.96%、蘆竹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72.57%

、桃園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32.49%，隸屬八德大安掩埋場之回饋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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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里辦理觀摩活動計畫，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100%，隸屬觀音灰渣處

理場之回饋里別共有 1 里辦理觀摩活動，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52.02%

，隸屬桃園會稽掩埋場之回饋區里別共有 7 里辦理觀摩活動，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

回饋里總額之 27.40%，隸屬龜山垃圾轉運站之回饋里別共有 1 里辦理觀摩活動，金

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48.58%，隸屬龍潭店子湖掩埋場之回饋里別共有 1

區辦理，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80.04%，而隸屬楊梅員本掩埋場之回饋

里別共有 4 里辦理，楊梅區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10.75%、新屋區則佔

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32.38%。編列比例最高為大安垃圾掩埋場回饋區，因該區

僅辦理觀摩活動，回饋金費用均運用在此計畫，故所佔比例最高。表 3-11 為環保觀

摩活動計畫彙整表。  

表 3-11 環保觀摩活動相關計畫彙整表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

里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合計 

大安垃圾掩埋場 八德區 

大安里 環境教育觀摩活動 14.63  

100 

大竹里 環境教育觀摩活動 14.63  
大安里 

大竹里 
環境教育觀摩活動 51.22  

大湳里 環境教育觀摩活動 9.76  

大發里 環境教育觀摩活動 9.76  

龜山區垃圾轉運站 龜山區 

文化里 
107 年文化里校園服務與協助人員

觀摩活動 24.29  
48.58 

樂善里 
107 年樂善里鄰長、志工、義工、

巡守隊觀摩活動 24.29  

桃園會稽掩埋場 桃園區 

三元里 里民一日遊觀摩活動 
3.12  

27.40 

三元里 環保志工教育研習活動 

大有里 環境觀摩活動 3.34 

大興里 107 年度低碳永續社區觀摩活動 4.64 

汴洲里 里民環保觀摩活動 3.32 

春日里 107 年度低碳永續社區觀摩活動 
3.74 

春日里 107 年度低碳觀摩志工研習活動 

會稽里 環保觀摩活動 2.76 

寶山里 里民環保觀摩活動 3.66 

大業里 里民一日遊觀摩活動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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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環保觀摩活動相關計畫彙整表(續)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

里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合計 

龍潭店子湖掩埋場 龍潭區 
三洽水環境生

態保護協進會 
107 年度龍潭區環保觀摩活動 80.04  80.04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中壢區 管委會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幹部、績優志

(義)工及鄰長觀摩活動 

18.96  18.96 

文化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永福里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管委會委員環保觀摩 

內定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文化里環保觀摩活動 

文化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文化里鄰長暨各志工幹部觀摩活動 

成功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成功里環保觀摩活動 

和平里環保觀摩活動 

忠孝里環保觀摩活動 

忠孝里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永福里環保志(義)工觀摩活動 

復興里環保觀摩活動 

蘆竹區 管委會 

守望相助隊觀摩活動 

72.57  72.57 

老人會春、秋季觀摩活動 

中福社區總體營造觀摩 

中福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觀摩活動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環保觀摩活動 

委員出國觀摩 

桃園區 管委會 環保觀摩活動 32.49 32.49 

楊梅員本掩埋場 
楊梅區 

上田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2.87  

10.75 員本里 環保觀摩活動 5.04  

瑞原里 環保觀摩活動 2.84  

新屋區 埔頂里 環保志工觀摩活動 32.38 32.38 

觀音灰渣處理場 新屋區 永興里 環保觀摩活動 52.02  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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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保生活用品發放  

民生必需品是每個家庭不可或缺之物品，為了兼顧環境教育意義，提倡使用對

環境友善之物品，由里辦公處提出購買環保生活用品計畫，此類生活用品包含環保衛

生紙、環保洗衣精、環保洗碗精、環保洗衣粉、水性殺蟲劑等等，統計 107 年購置情

形，共有 24 項計畫，分別有桃園會稽掩埋場、楊梅員本掩埋場、觀音灰渣處理場、

中壢忠福垃圾場四個廠(場)有辦理。若以處理場廠來看，觀音灰渣處理場共有 3 個里

辦理購買環保生活用品計畫，觀音區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58.63%、新

屋區則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20.60%；桃園會稽掩埋場共有 9 個里辦理購買環

保生活用品計畫，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31.40%；中壢忠福掩埋場共有

5 個里辦理購買環保生活用品計畫，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里總額之 100%；楊梅

員本掩埋場共有 3 里辦理購買環保生活用品計畫，楊梅區金額約佔該處理廠(場)回饋

里總額之 15.40%。比例最高為中壢忠福掩埋場，主要係因里辦公處於回饋金計畫僅

編列購買「環境蟲害防治物品使用計畫」，故該處理廠場所佔比例為 100%，表 3-12

為環保生活用品發放計畫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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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環保生活用品發放相關計畫彙整表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回饋計畫 
佔該廠場回饋

里總額比例% 

各區比例

合計 

桃園會稽掩埋場 桃園區 

春日里 107 年度會稽垃圾場敦親睦鄰活動分送洗衣

精 
4.03 

31.40 

福元里 
敦親睦鄰活動分送洗衣粉、環保衛生紙 

6.00 
敦親睦鄰活動分送洗衣精 

大業里 
購買環保洗衣粉分送家戶 

4.68 
第二次購買環保洗衣粉分送家戶 

三元里 
購買環保洗碗精、環保洗衣精暨環保衛生紙 

2.94 
購買環保洗衣粉 

大有里 購置環保清潔用品 3.08 

大興里 106 年環保宣導品敦親睦鄰分送洗衣粉 3.40 

汴洲里 環保清潔用品深入家戶 2.67 

忠義里 會稽垃圾場敦親睦鄰活動(分送口罩、殺蟲

劑、洗衣精、垃圾袋等) 
4.25 

寶山里 環保清潔用品深入家戶 0.34 

觀音灰渣處理場 
觀音區 

大潭里 環保清潔用品 16.20 
58.63 

保生里 環保清潔用品 42.44 

新屋區 永興里 環保清潔用品 20.60 20.60 

楊梅員本掩埋場 楊梅區 
上田里 環保清潔用品 5.17 

15.40 
員本里 環境清潔用品 10.23 

中壢忠福垃圾場 中壢區 

內定里 107 年度環境蟲害防治物品使用計畫 6.36 

100 

永福里 107 年度環境蟲害防治物品使用計畫 35.11 

忠福里 107 年度環境蟲害防治物品使用計畫 4.33 

水尾里 107 年度環境蟲害防治物品使用計畫 35.12 

內厝里 107 年度環境蟲害防治物品使用計畫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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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各處理廠 (場 )之回饋區辦理相關回饋計畫 (包含課程及公共服務、環境

宣導活動、環保觀摩活動及環保生活用品發放等 )期間，因考量中壢忠福垃圾場之回

饋里僅函送環境病蟲害防治物品 (屬購買環保生活用品)計畫，龍潭店子湖掩埋場與八

德大安垃圾掩埋場之回饋里僅函送環保觀摩活動計畫，而龜山垃圾轉運站及桃園市垃

圾焚化廠之回饋計畫係由里長於指定期間內提送使用計畫書或管委會提送回饋計畫至

環保局，經環保局審查並核備後，由區公所或管委會執行相關計畫，後續再提交成果

資料及請款資料予環保局核銷，此項辦理單次性計畫或環保局僅辦理核銷之處理場廠

回饋計畫，其所占比例如表 3-13。  

而桃園會稽掩埋場、觀音灰渣處理場、楊梅員本掩埋場之回饋區來說，依回饋

計畫五大類別而言，此三區之回饋里別大部分都有辦理相關計畫，針對桃園會稽掩埋

場之回饋里來分析，購買環保生活用品及辦理環保觀摩活動為主要回饋計畫，比例可

高達 82.13%。另福元里跟大業里為 107 年 3 月起新增之回饋區里，考量里辦公處回

饋計畫提送及審核等行政流程需花費些許時間，導致此二里之回饋金計畫執行期間較

其他里別短，故此二里僅辦理二至三類計畫；觀音灰渣處理場回饋區有觀音區及新屋

區，以觀音區來說，仍係以購買環保生活用品計畫為主，而新屋區則係以辦理環保觀

摩活動及環境宣導活動為主要計畫類別；楊梅員本掩埋場部份，可分為楊梅區及新屋

區，以楊梅區來說，因考量員本掩埋場鄰近住宅區且為載運車輛之主要運輸道路，故

著重辦理公共服務計畫(如辦理社區環境清潔工作、垃圾場周邊住戶電費補助等)，降

低週邊里民之民怨問題及提升環境整潔度。新屋區則屬員本掩埋場相鄰里之回饋範圍

，雖仍以公共服務計畫編列費用比例最高，但仍有 5 成比例辦理環促進居民健康活生

活品質之相關活動(如環保觀摩活動及環境宣導活動等)。  

在彙整回饋計畫時發現部分回饋里別將費用運用在補助學生午餐、社區老人照

護、老人關懷活動及辦理急難救助等屬公共服務性質之計畫，不僅可填補社會福利不

足的地方，亦可透過定期關懷的方式，給予弱勢族群溫暖及照顧，透過各里回饋計畫

之執行，來協助需要幫助的里民，是格外有意義的。另外，環境教育觀摩活動亦是里

辦公處較常辦理之類別之一，經由參訪環教場所以及專業環境教育認證人員來說明及

教導民眾瞭解地球環境的重要性，增進民眾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

以達環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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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桃園市垃圾處理場廠回饋計畫類別佔比彙整表  

處理場廠 回饋區 回饋里 環保生活用品 環保觀摩活動 環境宣導活動 公共服務 課程 
各處理場廠所

佔比例合計 

桃園會稽掩埋場 桃園區 

春日里 30.60 28.38 9.86 24.88 6.28 100 
福元里 82.13 - 11.97 - 5.90 100 
大業里 62.47 37.53 - - - 100 
三元里 26.19 27.84 7.80 14.60 23.57 100 
大有里 30.29 32.82 11.44 1.26 24.19 100 
大興里 38.51 52.54 - 1.95 7.00 100 
汴洲里 25.80 32.17 - 42.04 - 100 
忠義里 40.68 - - 59.32 - 100 
寶山里 4.17 44.78 14.40 12.94 23.71 100 
會稽里 - 44.03 0.64 41.82 13.51 100 

觀音灰渣處理場 

觀音區 
大潭里 100.00 - - - - 100 
保生里 50.64 - 18.22 31.14 - 100 

新屋區 
永興里 23.08 58.27 8.22 10.43 - 100 
下埔里 - - 100.00 - - 100 

楊梅員本掩埋場 
楊梅區 

上田里 41.25 22.89 35.86 - - 100 
員本里 12.45 6.13 16.70 48.70 16.01 100 
瑞原里 - 53.96 - 46.04 - 100 

新屋區 埔頂里 - 32.38 24.89 42.74 - 100 

中壢忠福垃圾場 中壢區 

內定里 100 - - - - 100 
永福里 100 - - - - 100 
忠福里 100 - - - - 100 
水尾里 100 - - - - 100 
內厝里 100 - - - - 100 

龜山區垃圾轉運站 龜山區 

文化里 - 72.86 - 27.14 - 100 
樂善里 - 72.86 - 27.14 - 100 
舊路里 - - 100 - - 100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 

中壢區 管委會 - 18.96 6.11 69.41 5.52 100 
蘆竹區 管委會 - 72.57 5.13 22.30 - 100 
桃園區 管委會 - 32.49 - 67.51 - 100 

龍潭店子湖掩埋場 龍潭區 
三洽水環境生

態保護協進會 
19.96 80.04 - - - 100 

大安垃圾掩埋場 八德區 

大安里 - 100 - - - 100 
大竹里 - 100 - - - 100 
大安里 

大竹里 
- 100 - - -  100 

大湳里 - 100 - - - 100 
大發里 - 100 -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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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協助辦理回饋金發放資料彙整、建檔、領取資格查核及行政作業  

本項工作係協助垃圾處理廠 (場 )回饋區里辦公處、管委會及其他單位提送之報

告、憑證資料之存查。針對領取資格查核作業，分為焚化廠及掩埋場回饋金領取兩部

份。回饋金領取資格依核定標準於局內進行審核，由里辦公處提供該回饋里住戶清冊

資料，於里辦公處協助初審申請資料，再由貴局進行第二次身分查核後便辦理後續核

發作業。本計畫亦協助局端針對八德垃圾掩埋場回饋區之戶口異動(常)件、新增件等

部分，依據戶政系統資料進行查核作業，若資格不符合者，將紀錄其原因，並製作紀

錄總表供環保局辦理後續相關事宜，而有關龍潭店子湖垃圾掩埋場周遭農地補償部份

，本公司亦依據局端所提供之清冊資料逐一核對，確認住戶之地籍與持分資料是否一

致；其他行政作業，則協助撰擬及彙整本業務之相關表單，以利業務順利執行。  

在本公司建置完成回饋金雲端系統後，已將回饋金發放資料鍵入雲端系統，包

含各里回饋金發放情形與進度、回饋金發放基準及資料是否有異常情形，使用者均可

依照需求進行結果之匯出，方便後續彙整作業。  

為配合環保局不定期更新發放對象資料，在回饋金發放之雲端系統畫面上，可

新增發放對象，亦可修改既有人員之資料，圖 3-13 為新增發放對象之畫面，可根據

局端提供之資料與前次發放作業結果進行逐一比對，若發現名單上有新增人員，即可

輸入年度、批號(即為第幾次發放)、行政區里別，方便人員建置。  

圖3-13 新增發放對象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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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單建置完成後，回饋金發放作業管理系統畫面會隨之更新，在系統上備有

資料更新日期範圍、年度、批號、行政區、審核結果、行政程序查核及匯出 EXCEL

檔等功能(如圖 3-14)，當發放對象建置或更新完成後，系統會與故有資料作比對，若

收受者、收款帳戶、銀行帳戶身分及分行代碼有發生異常之情形，均可在行政程序查

核之欄位，進行點選及確認，以便承辦人或使用者後續確核，提高資料之正確性。  

經由本公司協助環保局完成發放對象資料匯入後，承辦人員即可藉由發放名單

與異動情形數量統計之欄位，查詢各行政區不同里別所核發回饋金額、符合數、不符

合數、銀行匯款帳戶數等，並可將確認無誤之資料匯出銀行 ACH 檔案，直接提供銀

行人員做後續匯款作業，簡化原本行政作業所需花費之時間與精力。  

桃園市垃圾掩埋場 /轉運站使用回饋金發放共有五個行政區，即八德區、中壢區

、龍潭區、龜山區、觀音區，依據各回饋區之回饋金管理自治條例，訂定回饋金發放

基準，其費用包含各里水電回饋費用、進場道路區域住戶回饋費用、每戶 /每人回饋

費用等。依據各行政區之回饋標準，計算每戶所需發放之費用，並將各回饋區相關發

放基準之規定，建置於雲端系統中，表 3-14 為 107 年桃園市垃圾掩埋場/轉運站各里

回饋金發放統計表。  

 

圖 3-14 回饋金發放作業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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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107年掩埋場/轉運站各里回饋金發放統計彙整表  

處理場廠 里別 人數 戶數 

八德大安掩埋場 
大安里 606  180 
大竹里 488  144 

中壢忠福掩埋場 

內定里 270 66 
水尾里 434 117 
永福里 875 266 
忠福里 45 12 

龍潭店子湖掩埋場 

八德里 1  1 
三水里 106  83 
三和里 48  33 
上華里 1  1 
烏林里 1  1 
龍祥里 1  1 
龍潭里 2  2 

龜山區垃圾轉運站 
文化里 74  17 
舊路里 78  17 

觀音保障垃圾掩埋場 

保障里 2,026  382 
草漯里 206  56 
樹林里 169  42 

合計 5,431  1,421 

 

執行回饋金業務主要係以針對申請資格及資料完整性進行審查作業為主要重點

項目，透過協助貴局初審相關資料，讓貴局能夠加速完成相關行政流程，以利貴局能

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回饋金發放，提高行政效率。  

3.1.4 協助辦理基金管理會及年度審查會議工作  

本項基金管理會議係配合貴局通知召開相關會議，本公司協助執行之，本計畫

共協助辦理四場次，說明如下。  

一、第一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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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議時間：107/5/7 

2.會議名稱：「桃園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金金管理會議」108 年度預算審議會議  

3.會議結論：  

(1)本次會議主要為審查  108 年度預算，經各委員討論後 108 年度基金預算照案通

過。  

二、第二場會議：  

1.會議時間：107/5/18 

2.會議名稱：桃園市區域垃圾處理廠廠回饋金基金管理會議  

3.會議結論：  

(1)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為通案審議原則，本次會議亦審議 108 年度回饋金使

用計畫，針對延續性計畫同意依審議原則通過  

(2)新增計畫部份有關桃園區大興里、福元里、大業里「防火巷水溝清理」須修正

名稱為「環境清潔工作」後通過  

(3)未提計畫之里別則同意授權由市府核定計畫後以基金超支併決算辦理；其餘部

分里別則同意刪除部分經費後依審議原則通過。  

三、第三場會議：  

1.會議時間：107/5/29 

2.會議名稱：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 108 年度計畫審查會議  

3.會議結論：  

(1)除了提請討論案外，皆依通案審議原則通過，針對需討論之計畫包含桃園區大

有里之綠美化計畫，石桌椅財務採購之經費需另提計畫辦理  

(2)桃園區大興里、福元里、大業里之「防火巷水溝清理」計畫須修正名稱為「環

境清潔工作」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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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壢區成功里之環境清潔工作計畫因 107 年已核定購置貨櫃屋，故刪除部分經

費後其餘依審議原則通過  

(4)中壢區文化里之增設監視器及廣播器、養護費及電費補助計畫，因監視器由警

察局辦理，故刪除其經費  

(5)中壢區內定里之里民團體保險(人壽險暨意外險)計畫，應先討論經費投入與效益

間比例，提送市府同意後執行  

(6)觀音區保生里之公共設施之興設、修繕、維護及綠美化計畫，興設養護工作先

以區公所既有預算執行，不足額再由回饋金提供配合款  

(7)回饋區住戶病媒蚊防治及環境衛生改善物品之經費照案通過。  

四、第四場會議：  

1.會議時間：108/1/25 

2.會議名稱：桃園市區域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基金管理委員會 108 年度第 1 次委員

會議  

3.會議結論：  

(1)將歷次會議決議或研議事項辦理情形列入會議報告，並將本基金回饋金計畫審

議通案原則彙整後，列入下次會議報告。  

本公司透過貴局通知後，協助準備會議前置作業，包含：文件資料印製準備、茶

水及餐點提供、拍照記錄、交通接送、委員出席審查費及會後場地整理、文件彙整與

建檔事宜，以利會議順利進行，圖 3-15 為會議辦理之照片及辦理情形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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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金年度審查會議 回饋金基金管理會議 

圖3-15 協助辦理會議現況  

 

3.1.5 協助辦理本市龍潭區指定回饋水井維修工作  

龍潭區店子湖掩埋場回饋區範圍內水井現有六座，分別為三洽水段 1029-2 地號

、三洽水段 1307 地號、三洽水段 1337-1 地號、三洽水段 1387 地號、三洽水段 102

地號及三洽水段 799-2 地號等 6 處，如圖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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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洽水段 1029-2 地號 三洽水段 1307 地號 

  
三洽水段 1337-1 地號 三洽水段 1387 地號 

  
三洽水段 102 地號 三洽水段 799-2 地號 

圖3-16 龍潭區店子湖掩埋場回饋水井圖  

本計畫共有 5 次維修事宜，說明如下：  

第一次為 107 年 7 月 19 日接獲貴局電話通知進行水井設備勘查，廠商前往勘查

結果確認水井馬達毀損需更換馬達及加裝過載保護器，於 107 年 7 月 23 日將水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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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設備更換完成。  

第二次係 107 年 7 月 30 日接獲貴局通知需派員前往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場水

表設備勘查，本公司隨即聯繫廠商於當日前往現勘，現勘結果發現水表數字閥毀損需

更換，並於 107 年 8 月 3 日將相關設備更換完成。本期相關維護費用及說明請詳閱表

3-4。  

第三次為 107 年 9 月 10 日接獲貴局通知進行水表設備勘查，廠商前往勘查結果

確認水井馬達開關損毀及電源線老化破損需更換，並於 9 月 14 日將相關設備更換完

成。  

第四次係 108 年 1 月 16 日接獲貴局通知需派員前往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場水

表設備勘查，本公司隨即聯繫廠商於當日前往現勘，現勘結果發現水表開關損毀，並

於 108 年 1 月 16 日將相關設備更換完成。  

第五次係 108 年 3 月 6 日接獲貴局通知需派員前往龍潭區店子湖垃圾掩埋場水

表設備勘查，本公司隨即聯繫廠商於當日前往現勘，現勘結果發現馬達毀損，並於 1

08 年 3 月 10 日將相關設備更換完成。統計本計畫相關維護費用為 213,555 元，相關

資料詳閱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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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龍潭區水井維修彙整表(續) 

水井地號  維修情形  通知日期  完成日期  請款費用  
辦理情形  

三洽水段

1029-2地號  

馬達開關及

電源線破損  
107/9/10 107/9/14 9,405 

1.總流量開關及逆止凡耳、
堵塞檢修(1個) 
2.零星管料(1式) 
3.配管及安裝(1組) 

三洽水段

1029-2地號  
馬達毀損  108/3/6 108/3/10 88,667 

1.深水馬達(1台) 
2.吊車資(1台) 
3.螺絲組(16組) 
4.墊片(20片) 
5.零星管料(1式) 
6.拆除及安裝(1式) 

三洽水段

102號  

水表數字閥

毀損  
107/7/30 107/8/3 16,995 

1.水錶(1個) 
2.配管及安裝(1組) 

三洽水段

102號  

水井開關損

毀  
108/1/16 108/1/16 7,755 

1.總流量開關及逆止凡耳、
堵塞檢修(1個) 
2.配管及安裝(1組) 

三洽水段

799-2號  

馬達毀損

(含更換過

載保護器) 

107/7/19 107/7/23 90,733 

1.深水馬達(1個) 
2.吊車資(1台) 
3.螺絲組(10組) 
4.墊片(8片) 
5.零星管料(1式) 
6.拆除及安裝(1式) 
7.馬達欠相過載保護器(1個) 

費用  213,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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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辦理本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  

「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為目前業務運作系統，也是輔助工具

。107 年度為導入雲端技術，強化資訊安全及導入系統化的行政業務管理機制，規劃

將系統更新建置於微軟 Azure 雲端服務，並針對業務資訊需求做全盤性考量，進一步

剖析目前各項行政作業程序，明確行政作業彼此關聯，以強化團隊合作效能，同時提

昇業務資訊化作業，達成行政流程時效控管與確保行政作業品質之目的。  

3.2.1 建置雲端管理平台  

本系統的發展，以資訊安全為基礎，建立資訊化行政作業為目標，各團隊成員

共享資訊資源，權限劃分職掌轄區業務，共同完成工作目標。系統名稱「桃園市垃圾

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系統」簡稱(TGWDC, T：Taoyuan;GW：General Waste; D:Disp

osal Sites; C：Compensation)。  

一、導入雲端系統  

應用雲端服務的彈性擴充性、高可用性及安全性，以最低的軟硬體維護管理成

本，達成最高的安全與應用服務效能。主要考量原因：  

(一)避免未來系統逐年擴增，面臨設備效能與網路傳輸的發展限  

   制。  

(二)健全的資訊安全基礎環境，避免遭受惡意攻擊。  

(三)重要的業務資料，需要安全的儲存與備份環境。  

(四)避免伺服器軟硬體設備擴充與減少後續維護管理的負擔。  

二、雲端系統選擇  

雲端系統是一種雲端運算的服務，是基於網際網路運算新方式，透過網際網路

上建置的全球資料運算服務中心，為個人、企業或機關使用者提供依需求即可取得相

關資料的運算。  

雲端基礎建設是雲端運算的最底層，由大量的伺服器、儲存區、綱路架構與其

他硬體所組成，提供雲端運算最重要的硬體基礎，所有雲端運算的能力都由這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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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資料中心。  

各大雲端供應商為了要讓自己的雲端平台有充份的運算資源與分配能力，並且

要讓客戶可以在最近的地理位罝存取到雲端運算資源，因此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地段興

建大型的資料中心 (Datacenter)。多數廠商對自己的資料中心興建的地點都很保密，

多僅公布設置區域。  

雲端系統供應商包括 Google、Aamazon 及 Micosoft，在興建資料中心的時候都

會考量當地的氣候、網路條件、法規及地區的特殊因素才會決定。並確保網路要保持

高速高頻寬的流量，另一方面是為了節能和散熱，因為資料中心會運行大量的伺服器

以及硬體設施，勢必會產生大量的熱能，因此在資料中心的設計上會有完善的散熱與

冷卻能力。同時為了要快速的抽換檢修運算異常的伺服器，最新的資料中心都會採用

貨櫃型機房(container)。  

全球主要雲端系統供應商，Google、Aamazon 及 Micosoft Azure，各有其優缺

點與發展趨勢，Google 最近的資料中心在彰化，Aamazon 最近在日本，而 Azure 亞

洲有香港與新加坡。就服務費用而言，早期 Azure 較高，Google 最便宜，近年 Azure

大幅調降價格，以提升競爭力，在基本或標準運算的價格已與 Google、Aamazon 相

當，未來服務費用趨於相似的特性是可預期。  

本計畫使用 Micosoft Azure 雲端系統，具有以下優點：  

(一 )系統整合相容性：與目前系統開發環境及既有伺服器作業系  統有充分整合，使

用 Azure 雲端系統，其與 Visual Studio 開發工具及 .NET 架構發展趨勢一致，未來系

統版本更新與相容衝突的問題，可降至最低。  

(二)技術支援與服務：Azure 在全球佈局，於 2010 在台灣設立台灣微軟 Azure 服務據

點，提供完善技術支援與推廣服務。  

(三)營運規模：Azure 已在全球  36 個區域正式運作，由 Microsoft 管理的資料中心

全球網路，涵蓋的國家和地區比  Amazon 加上 Google 的總數還多。快速成長的全球

足跡賦予多樣化應用程式執行選項，讓客戶得以保持優異的效能。全球  500 大企業

中逾 90%使用微軟 Azure，也是中國大陸境內第一家跨國雲端提供者。  

三、本計畫雲端平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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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網路安全傳輸(https) 

網路傳輸的問題在於用網路傳遞資料是否很容易遺失、毀損或是被人截取，網

路安全傳輸主要在於防止遭他人惡意截取，加密  (Encryption) 是目前因應網路安全

的方法。這種方式具有相當防禦性，可以保護資料、隱私，也可提供安全的電子交易

方式。  

本計畫將使用 SSL：網路加密，所謂 SSL（Secure Sockets Layer）指的是網路

安全傳輸協定，利用 RSA 公開金鑰的加密技術，來做為用戶端與伺服主機之間進行

加密與解密的編碼程序（加密通訊協定），透過這個安全編碼程序讓駭客或惡意使用

者無法截取所傳出的資料。目前 SSL 技術已被廣泛使用於銀行或金融線上交易。當

看到 https 在網頁瀏覽器上的  URL 出現時，就是正在使用具有 SSL 保護的網頁。  

(二) 人員帳戶與資訊安全管理  

1.個人化帳號管理  

本系統使用個人化的帳號密碼管理方式，使用者經由註冊程序，自行決定帳號

與密碼，方便管理自己的帳密。  

強制要求使用高安全強度密碼，(1)密碼長度至少 6 位(建議 8 位以上) (2)含有符

號(即非字元或數字，如!) (3)含有數字(4)含有英文字元大寫及小寫。密碼範例：Ab1

23456#。  

2.使用雙因素驗證機制  

系統啟用雙因素 (電子郵件及行動電話 )驗證機制，以確保是本人註冊與登入使

用，並綁定使用的瀏覽器，以進一步確認是合法登入，防止帳密遭他人盜用。必須完

成電子郵件及行動電話驗證，才是有效的帳號使用者。  

3.防止帳密遭盜用  

當第一次登入，或使用另一台設備，或是同一設備不同瀏覽器登入時，系統會

以電子郵件或行動電話，發送安全確認碼，徵求本人同意，這是系統使用雙因素驗證

機制，對使用者的保護，因此，即使他人盜取您的帳密，也將無法使用，因為需要本

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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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且便利  

不需要每次登入都驗證。在順利登入後，只要勾選「記住此瀏覽器」，就表示

使用者已授權目前這個瀏覽器，可以合法用帳密登入。對於經常使用設備 (電腦或手

機 )中的瀏覽器，可以用「記住此瀏覽器」，以便利登入系統，且隨時可以取消授權

瀏覽器。  

5.密碼遺忘處理  

若密碼遺忘，只能經由使用者的電子郵件，自行重新設定。若同時電子郵件也

無效，請聯繫系統管理單位，經申請與身分確認後，配發一次性暫時密碼，於登入後

立即重新設定。  

圖 3-17 為使用者登入系統，或註冊的畫面，將強化對資訊安全的要求，圖 3-18

～圖 3-19 為要求完成電子郵件與行動電話驗證，以提供安全的雙因素驗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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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系統登入與註冊畫面(強化對資訊安全的要求) 

圖3-17 系統登入與註冊畫面(強化對資訊安全的要求)(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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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8 電子郵件與行動電話驗證畫面  

 

 

 

 

 

 

圖3-19 個人帳戶管理畫面  

(三) 許可權限與角色  

系統將依據團隊作業人員的權責與分工，規劃建置許可權限與角色，防止非權

責人員因疏失或異常行為的紀錄異動。對於各項行政業務主軸，皆能有效進行區隔，

同時考量業務主管的跨業務管理需求，圖 3-20 為系統管理者可以針對使用人員權責

與分工，設定所具有的權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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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0 系統管理者個別設定使用者權限範圍畫面  

(四) 郵件發送系統  

郵件發送系統用於雙因素驗證時，發送驗證安全碼、帳戶驗證信、密碼重設驗

證連結等，另規劃用於警示郵件發送，如依業務運作需要；逾期警示，也可經由雲端

平台自動發送郵件。本計畫規劃使用 Azure 的第三方服務，SendGrid 雲端電子郵件

服務，提供可靠的交易式電子郵件傳遞。  

(五) 簡訊發送系統  

簡訊發送系統用於雙因素驗證時，發送驗證安全碼，規劃使用簡訊購 SMSGO

系統。圖 3-21 為系統使用雙因素認證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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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 系統雙因素認證畫面  

 

3.2.2 導入系統化的行政業務管理機制  

目前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主要依據「桃園市垃圾處理廠場回饋金管理自

治條例」，各項業務實際運作，尚須參照各廠場實施要點相關規定，如「桃園市八德

區大安垃圾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桃園區會稽垃圾衛生掩埋場回饋實施要

點」、「桃園市觀音區保障垃圾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垃圾掩

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楊梅區員本垃圾掩埋場回饋實施要點」、「桃園市政

府觀音灰渣處理場回饋實施要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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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導入系統化的行政業務管理機制，將個別訪談業務承辦人員，釐清各項業務

之異同，嘗試系統化整合各項業務執行模式，此與現行管理系統將有很大差異，系統

化的行政業務的優點：  

(一 )操作邏輯與使用介面一致化，不會因為處理廠場的不同，而須由不同的子系統入

口進入。  

(二 )標準化的系統作業流程，易於導入不同作業階段的程序控管。亦即規整相同行政

程序，但符合各自實施要點的計算與運作邏輯。  

(三 )行政資訊系統化，可使得資料查詢與應用更加完整，易於全面掌握業務執行狀態

。  

一、行政業務管理系統規劃  

依據目前業務執行模式，以行政業務運作為導向，將系統化建立各項主軸業務

管理系統，初步定義各項系統的主要任務與功能目標，如下：  

(一)年度回饋金預算控管作業系統(如圖 3-22) 

1.管理各廠場各回饋區域的年度回饋金預算。  

2.預算經費計算與分配機制，可使用百分比法、指定經費等方式，依據業務

需求與實施要點規定執行。  

(二)回饋計畫管理系統(如圖 3-23~圖 3-25) 

1.管理各廠場各回饋區域的回饋金計畫核定。  

2.管理回饋金計畫的預付、申請、核銷等請款作業。  

(三)回饋金發放管理系統(如圖 3-26) 

1.管理回饋金發放行政作業。  

2.協同回饋對象管理系統，建立回饋對象清單。  

(四)回饋對象管理系統(如圖 3-27) 

1.建檔管理歷年回饋對象名冊，掌握異動與更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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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處理外部系統提供資訊的匯入、歸整比對與檢核。  

 

 

 

 

 

 

圖3-22 回饋金管理系統回饋區預算控管作業圖  

圖3-23 回饋金管理系統回饋計畫管理選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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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 回饋金管理系統回饋金使用計畫管理圖  

圖3-25 回饋金管理系統回饋金執行項目核銷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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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6 回饋金管理系統回饋金發放作業管理圖  

圖3-27 回饋金管理系統回饋金發放基準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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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強化資料查詢及預警機制  

依據業務執行需要，強化資料查詢、統計分析及資料上下載功能，以提昇行政

作業效能，並導入行政程序管理及查核警示機制，以提昇行政作業品質。  

一、多元化資料查詢與數據應用  

對於使用者管理的資料集，如年度回饋金預算控管作業、回饋計畫管理、回饋

金發放管理、回饋對象管理等，都將具有一致性資料查詢介面。  

資料查詢的使用，可區分三類型操作邏輯，1.關鍵字查詢 2.資料範圍限縮篩選 3

.查詢結果欄位排序，綜合此三類操作邏輯，使用者可以快速查詢想要的資訊。系統

功能與操作畫面，如圖 3-28。  

(一)關鍵字查詢：  

1.針對建檔管理編號查詢：以記錄編號明確查詢，用於查詢明確特定紀錄。

此關鍵字欄位可以同時多筆，以逗號區隔，同時比較檢視特定 2 筆或多筆

紀錄。  

2.建檔紀錄關鍵字查詢：針對建檔紀錄進行全欄位的關鍵字查詢。基於紀錄

的複雜性，與查詢目的多元性，將導入「指定欄位」與「多關鍵字查詢」

查詢功能。  

(1)預設關鍵字查詢 (無前置符號 )：可以查詢各項欄位部分符合關鍵字的紀

錄。  

(2)「指定欄位」：使用特定前置符號，來指定只針對某個欄位查詢，可精

準查詢結果，同時提升查詢效能。例如：  

A.前置「=」號，針對計畫名稱，如：=觀摩活動  或  =環境清潔工作。  

B.前置「#」號，針對申請單位，如：#管委會。  

C.前置「!」號，針對人員，如：!維傑。可以查詢到王維傑所承辦的案件。  

(3)「多關鍵字查詢」：使用加號 (+)，串接多個關鍵字，例如： !維傑+=觀

摩活動，可以查詢到王維傑所承辦的回饋計畫中，計畫名稱有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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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  

(二 )資料範圍限縮篩選：可依據特定目的，篩選限縮資料範圍，例如篩選條件：計畫

核定日期、行政區、回饋金用途類別。  

(三 )查詢結果欄位排序：依據前述各項關鍵字或篩選的查詢結果，尚可針對資料欄位

進行排序。以滑鼠點擊欄位名稱即可進行排序切換（遞增排序、遞減排序、取消排序

回到預設排序）。  

(四)依據資料查詢篩選的結果，可下載成 EXCEL 檔案，提供相關行政作業，延伸應

用。  

 

 

 

圖3-28 多元化資料查詢與數據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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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程序查核與警示  

(一)導入行政程序查核機制  

對於使用者管理的資料集，如年度回饋金預算控管作業、回饋計畫管理、回饋

金發放管理、回饋對象管理等，將導入行政程序查核機制，以檢核作業程序中應辦待

辦的案件，或是有數據異常現象發生的案件。例如圖 3-29，在回饋計畫管理中，導

入的查核機制，管理承辦人員若例行進行檢查，各項行政程序將可避免發生疏失，提

昇行政作業品質。  

(二)導入自主警示機制  

對於辦理程序較為冗長的業務，承辦人員可以使用個人化的自主警示機制，訂

定預計完成日期，持續追蹤行政程序執行進度，並於登入後首頁畫面，警示或提示辦

理狀態。  

1.為強化警示效果，逾期狀態置頂警示。  

2.權衡強化提示效果與保留追蹤參考，提示資訊不宜繁雜，因此對於設定已完

成的工作，將於 10 日後自動隱藏。  

 

 

 

 

 

 

 

圖3-29 導入行政程序查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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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9 導入行政程序查核機制(續) 

此外，本公司於 107 年 8 月 15 日辦理回饋金系統說明會議，邀請貴局辦理回饋

金業務之相關承辦人及計畫同仁一同參與此次會議，本次會議針對系統註冊、計畫建

置、計畫修改、資料匯出等部分進行操作說明，透過實際操作系統流程，此系統已於

108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線，除了隨時依據承辦人員需求進行系統修正外，亦提供相關

系統諮詢，讓相關人員在日後使用上能夠更熟稔，能夠提高資料之完整性及使用效率

。  

3.3 桃園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勞務委託案之專案管理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位於桃園市中壢市定寧路 31-1 號，鄰近垃

圾焚化廠，環保局以招標之方式委託得標廠商進行場館之營運與管理此回饋設施活動

中心，為了落實監督廠商之職責，藉由辦理查核作業(頻率為每月至少 1 次定期查核

及每週至少 1 次之不定期查核)，針對場館之入場人數、場館設施(備)使用及維修記錄

、財產盤點、營運收支出及委託營運廠商之人員出差勤、營運管理報告、是否進行改

善工程等進行現場查核與文件審核，並撰寫相關查核表單及提供審查意見予環保局，

以方便貴局瞭解及掌握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執行現況，此外，此回饋設施增設悠遊

卡扣款機制並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啟用，本公司於每周四偕同環保局及秘書室相

關承辦一同前往回饋設施進行收款事宜，可得知使用卡片購票進場之民眾有逐漸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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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相關查核表單請參閱表 3-16 

。  

表 3-16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定期查核紀錄表  

 

3.3.1 協助審查營運廠商所提報之營運文件及現場查核作業  

一、協助審查本局委託營運廠商提報之工作項目、檢點表、活動成果照片、人員資格

及差勤、入場人數統計及其他相關文件：  

本工項為針對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委託營運廠商所提報之相關文件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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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審查廠商提供之日報表、106 年度成果報告、107 年 3 月至 108 年 2 月份

月報及 107 年第一季至第四季季報資料，經公司核對後無異常情形，審查意見

提送日期如表 3-17。藉由廠商所提送之月報資料，統計本計畫執行期間進場人

數及各月營收如表 3-18 及圖 3-30，合計共有 92,012 人進場，營收共計

1,780,310 元，7 至 8 月份逢暑假期間及氣候炎熱，場館辦理游泳推廣課程及修

惜站手作課程，吸引許多國小學生及民眾報名，平日亦有民眾會前往使用泳池

，故 7 月份達進場人數及營收高峰，與最低進場人數(108 年 2 月份)相比較，增

加 476%進場人數。場館亦為回饋金補助設施，除了辦理游泳及舞蹈課程外，亦

可多多舉辦具教育、藝術意義及安全性之活動與課程，不但可增進民眾藝術氣

息及提升民眾自我保護之能力外，亦可增加場館之曝光度。為了提供民眾進場

購票便利性，107 年 11 月 20 日啟用悠遊卡扣款購票機制，由表 3-18 可知，107

年 11 月至 108 年 2 月營收情形，悠遊卡所佔營收總計之 16.48%。  

表3-17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報告審查提送情形彙整表  

報告名稱  回覆期限  提送日期  審查結果  

106年年度成果報告  107/04/20 107/04/19 符合  

107年3月份月報  107/04/20 107/04/19 符合  

107年第1季季報  107/05/11 107/05/04 符合  

107年4月份月報  107/05/17 107/05/17 符合  

107年5月份月報  107/06/20 107/06/19 符合  

107年6月份月報  107/07/27 107/07/25 符合  

107年第2季季報  107/08/09 107/08/09 符合  

107年7月份月報  107/08/24 107/08/22 符合  

107年8月份月報  107/09/20 107/09/20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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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報告審查提送情形彙整表(續) 

報告名稱  回覆期限  提送日期  審查結果  

107年9月份月報  107/10/22 107/10/22 符合  

107年10月份月報  107/11/16 107/11/15 符合  

107年第3季季報  107/11/16 107/11/15 符合  

107年11月份月報  107/12/21 107/12/19 符合  

107年12月份月報  108/01/18 108/01/18 符合  

107年第4季季報  108/01/29 108/01/29 符合  

108年1月份月報  108/02/27 108/02/27 符合  

108年2月份月報  108/03/14 108/03/13 符合  

表3-18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情形彙整表  

月份  進場人數(人) 每月營收(元) 
卡片購票費用

(元) 
卡片購票費用

比例(%) 

107 年 3 月  5,507 79,650 - - 

107 年 4 月  5,247 87,950 - - 

107 年 5 月  9,132 171,550 - - 

107 年 6 月  10,643 205,740 - - 

107 年 7 月  15,497 396,6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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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8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情形彙整表(續) 

月份  進場人數(人) 
每月總營收

(元) 
卡片購票費用

(元) 
卡片購票費用

比例(%) 

107 年 8 月  12,366 312,560 - - 

107 年 9 月  8,682 163,810 - - 

107 年 10 月  6,474 95,880 - - 

107 年 11 月  5,208 75,340 2,630 3.49 

107 年 12 月  5,851 81,480 16,300 20.00 

108 年 1 月  4,713 69,400 15,020 21.64 

108 年 2 月  2,692 40,280 9,970 24.75 

合計  92,012 1,780,310 43,920 2.47 

 

圖3-30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情形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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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本局辦理委託營運廠商查核、場館設施 (備 )修繕紀錄整理、財產盤點作業、

協助改善工程、收款相關事宜及其他交辦事項：  

本工項為針對回饋設施活動中心辦理每月至少 1 次之定期查核、每周至少

1 次之不定期查核、收款等相關事宜，本計畫相關查核項目執行如表 3-19 至表

3-31。本期經澄品公司辦理現場查核，大部分缺失屬環境整潔問題，包含池底

有砂石沉積、泳池走道旁積水、球場及場館週遭雜草、理容區 (更衣室 )設備損

壞、人行道有菸蒂或玻璃瓶等，通知場館人員後均已立即改善。針對泳池走道

積水問題，因原先設計排水坡道不足，建議未來若有進行泳池整修，將坡度調

整問題納入，提升清潔效率。泳池區域因水氣較重，導致上方之 H 型鋼及油漆

容易生鏽、腐蝕及掉落泳池內，目前廠商正在詢問可有效預防且後續容易進行

維護之處理方式，透過定期保養之方式減少未來需花費大量經費進行修繕作業

，並建議廠商規劃油漆掉落中長期改善計畫。加上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已建置  

針對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場館設施修繕維護情形，請參閱表 3-32。大多屬泳

池相關設備，包含兒童池過濾桶管路更新、淋浴熱泵主機電腦修繕、SPA 池鼓

風機修繕、氣泡床更新、SPA 過濾桶氣動閥膜片更換、熱交換版 Y 型過濾器更

換、人流計數器、理容區設備、蒸氣室及烤箱整修、游泳池機房加藥管線更新

、兒童池吸水孔泥作修補等，因使用頻率交高，故容易造成損壞。新購置之設

備包含人流計數器、飲水機等物品，亦納入環保局之財產項目中及定期由廠商

作巡檢保養事宜。  

表3-19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3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3 月 16 日 107 年 3 月 20 日 107 年 3 月 23 日 107 年 3 月 30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周建豪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本次查核無明顯缺失 兒童池有石英砂未清

除 
兒童池仍有部分石英

砂未清除 
本日進行籃羽球場膠

條更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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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4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4 月 3 日 107 年 4 月 13 日 107 年 4 月 18 日 107 年 4 月 24 日 107 年 4 月 25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周建豪 

主要發現 
泳池走道旁有部

分區域積水未清

除 

本次查核無明顯

缺失 
兒童池有石英砂

沉積 
兒童池戲水區樓

梯有青苔未清除 

直排輪教室及大

廳旁的雜草較多

未清除 

 

表3-21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5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5 月 
1 日 

107 年 5 月 
11 日 

107 年 5 月 
18 日 

107 年 5 月 
23 日 

107 年 5 月 
25 日 

107 年 5 月 
30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本次查核無明

顯缺失 

(1)人行道及 2
樓更衣室廁所

有垃圾及衛生

棉未清除 
(2) 兒童池及

SPA 區分別

有石英砂及油

漆碎片未清 

SPA 區油漆掉

落部分已請廠

商協助清理 

視聽室外雜草

較多 

二樓更衣室民

眾 會 移 動 鐵

椅，請不定期

巡視 

(1)民眾反映 2
樓更衣室地板

較髒及頭髮未

清除 
(202 樓女廁牆

壁磁磚未補，

請避免人員割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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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6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6 月 
1 日 

107 年 6 月 
8 日 

107 年 6 月 
14 日 

107 年 6 月 
20 日 

107 年 6 月 
22 日 

107 年 6 月 
27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周建豪 陳柏均 周建豪 

主要發現 

桌球室之夾心

板破損及泳池

旁積水較多，

已請場館人員

處理 

(1)6/4 至 6/8
進行空調安裝

作業 
(2) 暑假期間

民眾較多且走

道易積水，請

注意安全 

6/14 至 6/15
辦理內定國小

畢業典禮，又

逢颱風期間，

請注意場館及

民眾安全 

(1) 本日進行

樓梯間牆壁粉

刷及地下室地

坪改善工程 
(2)6/19 衛 生

局進行水質檢

測，符合規定 

(1) 兒童池戲

水設施有灰塵

堆積，請盡速

清理 
(2) 本日進行

飲水機更換作

業 

熱泵主機旁有

籃球掉落，已

請場館人員清

除 

 

表3-23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7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7 月 
5 日 

107 年 7 月 
12 日 

107 年 7 月 
19 日 

107 年 7 月 
26 日 

107 年 7 月 
30 日 

107 年 7 月 
31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周建豪 周建豪 周建豪 周建豪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1) 蒸氣室天

花板目前已拆

除，相關整修

工程持續進行

中 
(2)直排輪及 3
樓太陽能板設

備旁雜草較多

未清 

(1) 本日廠商

進行烤箱整修

現勘 
(2) 兒童池有

石英砂未清 

(1) 本日進行

蒸氣室天花板

施作工程 
(2) 暑假期間

人數眾多，吹

風機室頭髮未

清 

(1) 籃羽球場

地板有鳥糞未

清  
(2) 蒸氣室已

可正常使用 

兒童池及 SPA
池有部分油漆

碎片掉落 

(1)SPA 池 水

位較低 
(2) 吹風機室

已將吹風機及

監視器安裝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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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4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8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8 月 2
日 

107 年 8 月 10
日 

107 年 8 月 17
日 

107 年 8 月 23
日 

107 年 8 月 29
日 

107 年 8 月 31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周建豪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1) 直排輪教

室部分鏡面玻

璃破碎掉落 
(2) 人人消防

改善工程施作 

(1) 兒童池有

砂石沉積 
(2) 人行道有

菸蒂未清 
(3) 本日進行

籃羽球場排煙

修繕工程 

(1)8/18 辦 理

羽球比賽，本

日查核有鷹架

擺放於球場角

落 
(2) 兒童池及

SPA 池之砂石

仍未清除 

(1) 烤箱整修

工程已完成 
(2) 兒 童 池

8/20 起進行吸

水孔水泥工程

尚未開放 
(3)8/24 下 午

管委會召開定

期會議，請注

意門禁管控 

(1) 本日進行

人員內部教育

訓練 
(2) 泳池走道

有積水未清除 

(1)8/31 至 9/2
進行游泳池大

池加藥管線更

新工程，本日

查核未開放 
(2) 本日進行

「無塑桃園」

活動場地佈置 

 

表3-25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9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9 月 6 日 107 年 9 月 14 日 107 年 9 月 19 日 107 年 9 月 26 日 107 年 9 月 28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謝惠雯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修惜站展售物品

尚未載離場館 
3 樓講台有雜草

未清除 
3 樓室外機塑膠

管有部分破損 電梯照明閃爍 

1.桌球室燈罩掉

落 
2.兒童池有砂石

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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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6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10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10 月 2
日 

107 年 10 月

12 日 
107 年 10 月

19 日 
107 年 10 月

23 日 
107 年 10 月

30 日 
107 年 10 月

31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謝惠雯 謝惠雯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周建豪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籃羽球場外之

雜草未清除 
泳池外側輪胎

擺放凌亂 

1.兒童池有油

漆碎片掉落 
2.更衣室磁磚

之安全邊條未

黏妥 
3.場館有關故

障標語須更新

為暫停使用 

人行道與電桿

有菸蒂及廣告

物未清除 

進行 3 樓綜合

球場環境清掃

作業 

2 樓更衣室地

板有積水未清

除 

 

表3-27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11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11 月 
2 日 

107 年 11 月 
7 日 

107 年 11 月 
13 日 

107 年 11 月 
21 日 

107 年 11 月 
28 日 

107 年 11 月 
30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2 樓更衣室地

板有水垢 

直排輪教室消

防栓前有障礙

物阻擋 

直排輪教室有

鋁梯未妥善放

置 

1.兒童池有砂

石沉積 
2.11/20 悠 遊

卡機啟用 

本日進行財產

盤點作業 

泳池外輪胎積

水及救生圈需

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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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8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7年12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7 年 12 月 
7 日 

107 年 12 月 
11 日 

107 年 12 月 
19 日 

107 年 12 月 
25 日 

107 年 12 月 
28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周建豪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1.B1 梯廳進行磁

磚拆除工程 
2. 場 館 主 任 上

AED 課程 

1.更衣室及理容

區部分吹風機損

壞 
2.泳池積水處擺

放警示標語 

兒童池有油漆碎

片掉落 

1.一樓男廁前燈

具閃爍 
2.直排輪教室鏡

面已更換完成 

直排輪教室消防

栓前有障礙物阻

擋 

 

表3-29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8年1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8 年 1 月 
4 日 

108 年 1 月 
9 日 

108 年 1 月 
19 日 

108 年 1 月 
23 日 

108 年 1 月 
29 日 

108 年 1 月 
30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電梯使用許可

證即將到期 

1.人行道有玻

璃瓶未清除 
2.輪胎部分移

至樓梯作圍籬 

1.綜合球場外

側有雜草未清

除 
2.一樓綠波墊

請大掃除時一

併清理 

綜合球場外側

區域有菸蒂數

根 

電梯故障頻率

較高，請廠商

確實檢查修繕 

1.設備機具標

示部分更換成

標籤紙 
2.浴室於 1/31
做深度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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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0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8年2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8 年 2 月 12 日 108 年 2 月 23 日 108 年 2 月 26 日 108 年 2 月 27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天花板油漆掉落泳池

及走道 

1.電梯許可證已更新 
人行道有玻璃瓶未清 
2.更衣室水溝泥作工

程之水泥未乾，建議

做區隔使用 

廠商進行蓮蓬沖洗室

之漏水評估 
淋浴區進行水泥施作

工程 

泳池旁走道易積水，

請擺放警示牌 

 

表3-31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108年3月份查核情形彙整表  

日期 108 年 3 月 5 日 108 年 3 月 12 日 108 年 3 月 13 日 
查核類別 不定期查核 不定期查核 定期查核 
環保局人員 蘇郁婷 蘇郁婷 蘇郁婷 
澄品查核人

員 溫雅莉 溫雅莉 溫雅莉 

廠商代表 陳柏均 陳柏均 陳柏均 

主要發現 
桌球室燈罩掉落 
B1 配電室消防栓前有障礙

物阻擋 

1.清潔人員刮除理容區牆壁

油漆 
2.廠商進行沖洗室磁磚黏貼

工程 

1.更衣室蓮蓬頭接口處會漏

水 
2.綜合球場講台之電源蓋脫

落 
3.更衣室地板污垢部分，建

議使用高壓清洗設備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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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場館設施維護修繕彙整表  

項次  日期  項目  修繕情形說明  

1 3/2 兒童池過濾桶管路更新  
因池底有石英砂出現，經廠商現勘後

並將過濾管線更新，目前無石英砂出

現  

2 3/5-3/7 大門屋頂防水工程  屋頂因舊有設計因素導致排水不良而

造成漏水，已完成相關防水施作工程  

3 3/7 淋浴熱泵主機電腦修繕完成  設備受損需修繕，目前使用無異常  

4 3/7 

游泳池緊急出口指示燈施作絕緣

處理及舊有線路拆除、看臺推窗

桿及控制盤修繕  

因游泳池濕氣較重，設備易銹蝕或損

壞，已建議廠商於天花板以斜坡的方

式排除水氣  

5 4/3 SPA 池 13 號鼓風機修繕  設備受損需修繕，目前使用無異常  

6 4/10 氣泡床更新  原氣泡床毀損無法使用，故需更換，

目前使用無異常  

7 4/13 大廳更換 LED 大燈  大廳天花板較高，舊有 LED 毀損，

導致光線不足，目前使用無異常  

8 
5/29-
5/30 

三樓球場 LED 大燈更新  
球友反映並經現勘後發現舊有燈光較

暗，故更新球場大燈，目前使用無異

常  

9 6/4-6/13 三樓球場新設空調設備  

球場暑假因天氣炎熱，室內氣溫較高

，又常有內定國小辦活動，故新設空

調設備，降低活動期間之悶熱感，場

館亦公告僅辦理活動或室溫達 28 度

以上才可使用  

10 

6/10 

6/19-
6/21 

7/12 

樓梯間磁磚拆除並補平  

樓梯間磁磚拆除並補平  

樓梯間牆面上漆  
磁磚因裂開損毀，故拆除補平後上漆  

 



第 3 章 主要工作內容及重要發現與成果  

 

 

                                                                                        3-78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表3-32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場館設施維護修繕彙整表(續) 

項次  日期  項目  修繕情形說明  

11 6/13 SPA 過濾桶氣動閥膜片更換  設備受損需更換新品，目前使用無異

常  

12 6/19 熱交換版 Y 型過濾器更換  設備受損需更換新品，目前使用無異

常  

13 6/22 三樓新設飲水機  因原飲水機毀損無法使用且年限已到

，故新購飲水機  

14 6/28 
視聽室旁地坪拆除並補平上漆及

維修孔封鐵板  

地坪因裂開損毀，故拆除補平上漆及

原維修孔之封口銹蝕，故封鐵板避免

造成人員受傷  

15 7/2 新設人流計數器  暑假期間因泳客眾多，避免過於壅擠

，故增設人流計數器  

16 7/4 增設理容區電源設備  暑假期間使用人數較多，故增加理容

區紓解等待人潮，目前使用無異常  

17 7/16 
三樓監視器更換及 207 理容區新

設監視器  
暑假期間使用人數較多，故增加理容

區紓解等待人潮，目前使用無異常  

18 7/19 蒸氣室天花板裝修  
蒸氣室天花板毀損，避免崩落造成泳

客受傷，故重新整修，目前使用無異

常  

19 7/31 207 理容區安裝吹風機  暑假期間使用人數較多，故增加理容

區紓解等待人潮，目前使用無異常  

20 8/13-8/21 烤箱裝修  烤箱座椅斷裂，考量使用者安全，故

重新整修，目前使用無異常  

21 
8/17-8/18 

8/31 
游泳池機房加藥管線更新及修繕  原加藥管線接口易造成漏水，故重新

安裝及修繕，目前使用無異常  

22 8/21 兒童池吸水孔泥作修補  
因吸水孔周圍水泥脫落，故重新泥作

，避免造成人員受傷，目前使用無異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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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場館設施維護修繕彙整表(續) 

項次  日期  項目  修繕情形說明  

23 
9/7 

9/14 
籃球架修繕  

控制盤檢修並安裝測試，目前已可正

常運作，控制盤移位及鋼索更換部分

，於 10/3 完成修繕作業  

24 9/18-9/19 筏基逆止閥修繕及污水馬達測試  
因抽水馬達逆止閥有異常，造成抽水

時會發出聲響，故當天廠商進行善及

測試相關設備  

25 10/17 電梯按鍵線路檢修  電梯故障頻率較高，廠商接獲通知後

進行檢修工作  

26 10/30 三樓球場防火門更新  防火門因部分損壞，故更新防火門  

27 12/5 B1 磁磚拆除及水泥泥做工程  B1 梯廳磁磚因破裂而須拆除  

28 12/21 
理容區鏡子裝設、直排輪教室鏡

面破碎部分換新、大門門鎖更新  
直排輪教室鏡面破損嚴重，更換成上

下兩層之模式，目前已修繕完成  

29 1/8 B2 天花板及燈具修繕作業  
B2 梯廳燈具及天花板因先前淹水因

素導致設備損壞，故進行維修更換作

業  

30 1/9 操場樓梯設置輪胎牆  
泳池旁輪胎擺放較多，擔心阻擋逃生

通道，經局端指示，部分移至操場樓

梯擺放  

31 1/11 水底吸塵器履帶更換  因機器履帶無法正常使用，故更換相

關材料  

32 1/15 大廳門地腳鏈更換  大廳門因地腳鏈損壞無法正常開啟  

33 1/22 大廳鐵捲門限制開關更換  因設備損壞，故需更換此設備  

34 1/23 電梯導軌修繕  電梯因車廂歪斜，經廠商檢修後發現

係導軌問題，進行更換  

35 1/28 
兒童池過濾馬達及氣動閥膜片更

換  

設備經廠商現勘發現氣動閥膜片因使

用期限較長，導致變形而產生漏氣情

形，故請廠商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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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場館設施維護修繕彙整表(續) 

項次  日期  項目  修繕情形說明  

36 2/21 男女更衣室截水溝整修工程  因更衣室走道常積水，為了減少人力

清除頻率，故請廠商進行整修  

37 2/25 泳池一樓淋浴區抿石子施作  原為磁磚設計，避免突起處造成民眾

受傷，而改成抿石子  
 

三、辦理回饋設施營運管理網頁資料更新及維護相關工作：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硬體設備，包括溫水游泳池、健身設

施、綜合會議室、多功能視聽室、停車場、餐廳、籃球場、辦公室等，亦會舉

辦相關運動課程及活動。為了提供民眾可線上了解場館收費說明、場地使用說

明、開放時間、活動花絮等資訊，故本計畫將協助環保局定期更新網站內容，

經貴局確認後依實際執行情形進行文字及圖片之更新，提供民眾最新、最準確

之場館資訊。  

針對回饋設施營運管理網頁資料更新及維護工作，於每月完成下個月之資

料更新作業，讓民眾能利用網路，立即查詢當日場館開放及課程安排情形，目

前回饋設施每月於每周二安排戰鬥有氧及身心靈平衡推廣課程供民眾上課使用

，暑假期間則增加游泳課程。近期則新增周三舉辦 FUNKY DANCE 及歡樂派對

舞蹈供民眾選擇，藉由多元化的課程，吸引更多愛運動的民眾蒞臨此活動中心

，相關網頁資料及每月更新日期請參閱表 3-33 及圖 3-31。  

本計畫藉由回饋設施活動中心所提送之月報資料，填報並更新環保署焚化

廠營運管理資訊系統之相關數據資料，以利後續相關單位統計使用，相關網頁

資料及每月更新日期請參閱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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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3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管理資訊網網頁更新說明表  

月份  每月更新日期  說明  

107年3月  3/30 新增107年4月份課程表  

107年4月  4/28 
1.新增5月份課程表  

2.公告4/28因台電施作工程需休館一日  

107年5月  5/28 新增107年6月份課程表  

107年6月  6/27 新增107年7月份課程表  

107年7月  7/10 
1.新增107年8月份課程表  

2.公告修惜站手作DIY課程  

107年8月  8/27 
1.新增107年9月份課程表  

2.公告修惜站手作DIY課程  

107年9月  9/21 
1.新增107年10月份課程表  

2.公告舞蹈課程內定里專班課程  

107年10月  10/20 新增107年11月份課程表  

107年11月  11/5 新增107年12月份課程表  

107年12月  12/4 新增108年1月份課程表  

108年1月  1/4 新增108年2月份課程表  

108年2月  2/22 新增108年3月份課程表  

108年3月  3/15 新增108年4月份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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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 桃園市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營運管理資訊網108年3月份網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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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 環保署焚化廠營運管理資訊系統填報網頁更新  

 

3.4 桃園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工作  

隨著桃園市人口逐年成長，轄內一般廢棄物清運量也隨之攀升，因此每年在垃圾

焚化廠進行歲修或是農曆春節期間，僅能將一般廢棄物調度進入垃圾掩埋場進行暫置

。為減低垃圾暫置期間所造成的環境影響，故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發包辦理一般廢

棄物打包計畫，經由壓縮打包的方式來降低垃圾暫置異味、環境衛生疑慮、減少垃圾

暫置空間亦能同時改善民眾之觀感。  

 辦理地點原是由觀音區保障垃圾掩埋場或八德區大安垃圾掩埋場兩者擇一。但

考量相關環境條件、交通、氣候、場區配置及海風對機器設備容易造成鏽蝕損害等因

素下，最終選擇八德區大安垃圾掩埋場作為執行計畫地點。  

八德大安掩埋場位於桃園市八德區大竹段  1849.1850.1853.1854 等地號，東側為

國道 2 號，南側與新北市鶯歌區為界，北側則緊鄰原空軍舊有之懷生機場，目前已解

除機場功能，相關位置請參閱圖 3-33。  



第 3 章 主要工作內容及重要發現與成果  

 

 

                                                                                        3-84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圖3-33 計畫基地位置 

本公司於履約期間協助環保局每日 (以工作日為主，必要時應依環保局指示於例

假日到場)派 1 名工程師至現場確認打包計畫之操作廠商是否依照契約相關規定及經

核定的細部執行計畫書及完工報告書來執行計畫，並每日確實填寫相關查核紀錄表，

主要查核工作分「興建籌備階段」及「操作營運階段」兩階段來執行。  

一、興建籌備階段  

在興建籌備階段期間，廠商主要係進行廠區施工、機具設備安裝、測試以及試運

轉等相關作業，本公司於此階段除了會每日派員至現場查核外，亦會確認廠商是否有

依提送經貴局核備之相關細部設置計畫書、完工報告書等內容來執行計畫，查核內容

包含：  

(一).相關配置是否依據報核之計畫書設置。  

(二).機具設備之廠牌與型號是否符合提送報核之資料。  

(三).興建籌備進度是否落後，有無需求提出說明及趕工計畫之必要。  

(四).地磅設施是否經認證機構檢驗合格。  

(五).包膜檢驗結果是否符合原有招標文件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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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備試運轉之效率是否符合毎日至少 100 公噸。  

(七).人員教育訓練是否落實。  

廠商依據場地整體空間規劃(圖 3-34)後分為「打包作業區」及「成品堆置區」兩

區域，並在出入道路口設置地磅站一座，打包作業區又劃分為垃圾暫存區、壓縮打包

區、成品待驗區、地磅區及柴油儲存區等區域，打包作業區細部配置圖請參閱圖 3-3

5。但廠商因實務作業上之需求做了些調整，包含成品堆置區從原先規劃在山坡處移

至成品待驗區旁，以及垃圾暫置區利用既有轉運站來暫置垃圾，減少環境異味。調整

後之廠區配置圖請參閱圖 3-36，以下為本公司人員在廠商設置垃圾暫存區、壓縮打

包區、成品待驗區、地磅區及柴油儲存區等區域時現場查核情形。  

圖3-34 廠區整體空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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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5 廠區各區配置圖  

圖3-36 調整後之廠區各區配置圖 

(一).垃圾暫置區  

  為使垃圾暫置所造成環境影響降至最低，故將以室內垃圾轉運站為垃圾暫置區

，此區作為每日即將打包垃圾之暫置地點，並利用輸送帶穿越牆壁將垃圾運送至打包

機區域進行打包，此外為使機具能順利上料亦將作業平台增長，查核相關施工照片請

參閱圖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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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站側壁開口作業 開口完成面 

  
輸送帶安裝 增長作業平台 

圖3-37  垃圾暫存區施工情形  

(二).壓縮打包區  

  此區為打包計畫之主要核心區域，此區搭建了鐵皮臨時建物，其中亦設置了包

含垃圾壓縮捆包機及包膜機兩大主要機械設備。廠商為防因風雨、潮濕影響及氣味污

水收集等因素考量，鐵皮臨時建物除鄰近垃圾暫存區一面為開放側面外，其餘三面封

閉，並於出入口設置鐵捲門方便機具出入，相關施工照片請參閱圖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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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壓縮捆包機具 設置包膜機具 

  
搭建鐵皮臨時建物 出入口設置鐵捲門 

圖3-38  垃圾暫存區施工情形  

(三).成品待驗區及驗收完成區  

  成品待驗區係廠商作為每日打包完成之暫置地點，待本公司人員抽檢符合相關

規定無問題後再移至驗收完成區，最後待清運公司將打包成品送至觀音掩埋場堆置。

廠商為防止機具在移動中間或是打包成品堆置後造成沈陷，故本區底部係以 RC 結構

做為支撐，相關施工照片請參閱圖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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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作業 

  
鋼筋鋪設作業 

  
灌漿作業 

圖3-39  成品待驗區圾成品堆置區施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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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磅區  

  地磅區設置於成品區左側，為進出打包作業區之出入口位置，請參閱圖 3-40。  

  
地磅區 地磅重量顯示器 

圖3-40  地磅區  

(五).柴油儲存區  

  此區係作為儲存柴油使及供應堆高機等搬運設備使用。位置於廠房左側入口區

外，緊鄰垃圾轉運站，採開放式設置，請參閱圖 3-41。  

  
柴油儲存區 

圖3-41  柴油儲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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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興建籌備階段本公司在上述各配置區建置時每日確實填寫相關紀錄表外，亦

另外針對廠商所規劃包含設置完成時間、人員教育訓練、試運轉等 3 個部分來查核，

填寫後之相關查核表單及資料亦會提送貴局核閱，查核說明如下：  

(1)設置完成時間：  

操作廠商分別於 106 年 11 月 30 日提送細部設置計畫、107 年 5 月 30 日提送完

工暨試運轉成果報告書，貴局亦於 107 年 6 月 26 日核定完工暨試運轉成果報告書(修

訂稿 )，本公司在興建籌備階段於現場查核施工進度時，廠商實際進度狀況為：107

年 1 至 3 月份進行場地整修，機台於 107 年 4 月份完成安裝及機具測試，107 年 5 月

25 日及 6 月 6 日進行全量試運轉，經貴局核定相關報告書後，已於 107 年 6 月 27 日

正式營運，圖 3-42 為廠商實際工作進度表。  

 

圖3-42  工作進度表  

(2)人員教育訓練：  

人員教育訓練，除了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的重點外，亦是人力資源資產增

值與提高效益之重要途徑。故針對不同工作性質需求落實執行員工教育訓練可提升作

業效率表現、降低工安事故發生及激勵員工士氣，更可有效增進營運效率，使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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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利完成。廠商於 107 年 5 月 25 日辦理人員教育訓練，訓練內容包含設備操作維

護訓練、緊急事件應變訓練及消防安全演練等部分，以充實員工專業技能及提升處理

系統之效能，相關教育訓練情形請參閱圖 3-43。  

   
設備操作維護訓練 設備操作維護訓練簽到表 

  
緊急事件應變訓練 緊急事件應變訓練簽到表 

圖3-43  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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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及演練 消防安全及演練簽到表 

圖3-43  人員教育訓練(續) 

(3)試運轉：  

在興建籌備階段期間，廠商一共進行了兩次全量試運轉，藉此確保處理設備能正

常運作以及處理效率能夠符合相關規定，以下分別為兩次試運轉情形。  

第一次試運轉：  

廠商於 5 月 26 日進行第一次全量試運轉，當天合計運轉 4 小時 10 分鐘，共處理

65.311 公噸，完成 37 顆打包成品，僅 1 顆未達規範之壓縮密度，以每日工時 8 小時

換算，可符合每日 100 公噸之最低需求。成品包覆率也符合 3 層重疊率需達 50%之規

範。唯成品破損部分，當天試運轉破損率達 27%，主要係因垃圾中含大量條狀物 (如

木棍、竹片等 )及含水率較高，容易導致包膜被刺穿及容易脫落破損，當日試運轉查

核情形相關照片請參閱圖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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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4  第一次試運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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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4  第一次試運轉情形(續) 

第二次試運轉：  

廠商又於 6 月 6 日進行第二次全量試運轉，本次試運轉已將儲坑所有垃圾處理完

畢，操作運轉時間為 7 小時，共處理 94.53 公噸，完成 54 顆打包成品，其中有 6 顆

未達規範之壓縮密度，以每日工時 8 小時換算，此次運轉效率亦可符合每日 100 公噸

之規定。  

至於在第一次試運轉碰到的困難點也就是破損率較高之問題，廠商亦提前先請貴

局協調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請清潔隊載運垃圾進場後先行將污水洩出後再傾倒垃圾及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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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撿拾排除會造成穿刺之物品，故第二次試運轉破損率降低為 1.85%，相較於第一次

試運轉之破損率(27%)已有顯著之改善，當日試運轉查核情形相關照片請參閱圖 3-45

。  

圖3-45  第二次試運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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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5  第二次試運轉情形(續) 

在正式操作營運前本公司除了每日至現場查核並確實寫相關紀錄表外，亦協助

貴局針對廠商所提送之報告書(包含設置工程、機具設置、試運轉結果及教育訓練等)

部分來進行審查及確核，在興建籌備階段本公司相關查核結果均符合操作廠商所提供

之報告書規劃內容。   

廠商也依規定將包膜材料送驗至認證合格之實驗室檢測其相關項目，試驗項目包

含落球充及強度、抗拉強度、伸長率、厚度等，試驗結果均符合契約規定，試驗成果

詳如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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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4 打包計畫打包膠膜試驗結果  

試驗項目 單位 契約規定 試驗結果 是否符合 

落球衝擊強度 - 300g 以上 10 個試驗中 0 個破裂 符合 

抗拉強度 Mpa 30 Mpa 以上 55.0 Mpa 符合 

伸長率 % 450%以上 533% 符合 

厚度 mm 20μm 以上  0.025mm 符合 
註(1)：落球衝擊強度試驗中，衝擊質量為 300g 

註(2)：1μm=0.001mm 

 

二、操作營運階段  

廠商於 107 年 5 月 30 日提送完工暨試運轉成果報告書，經貴局於 107 年 6 月 26

日核定後，打包計畫於 107 年 6 月 27 日開始正式營運，於此階段本公司協助貴局查

核廠商分為「現場查核」以及「文件審查」兩個部分。  

(一)現場查核  

現場查核項目大致可分「成行政管理」、「操作成效」及「打包單體查核」三個

部分，在打包單體查核部分，查核數量將不低於廠商每日打包數量的 10%(以每日平

均處理 120 公噸，原則上會查核 7-8 顆為主)，相關查核項目說明如下：   

(1)行政管理：  

1. 是否落實場區人員及車輛進出場管制。  

2. 落實機械設備保養並記錄。  

3. 場內各區、設備機具保持清潔，無廢棄物飛揚、溢散、散發惡臭或污染  

地面等情事。  

4. 廠區所設置消防設備可否正常運作。  

5. 廠區是否設有明顯之警戒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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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廠區有無緊急連絡人表單及聯絡電話。  

7. 相關證照人員是否確實值勤。  

8. 每日工作紀錄表確實填寫(包含工作數量、累計工作數量、工作人數及時

數、操作情形、異常情況及因應對策等) 。  

9. 廠區是否備有防護器具供工作人員使用。  

10. 操作人員是否著相關安全配備（安全帽、口罩、耳塞、工作服等）。  

(2)操作成效：  

1. 機具設備運轉情形是否正常。  

2. 地磅系統運作情形是否正常。  

3. 每日實際處理量不得低於 100 公噸。(當日工作不足 8 小時，則依比例計

算) 

4. 打包成品是否有編碼。  

5. 打包成品是否有妥善堆置存放無飛散情形。 

(3)打包單體查核：  

1. 打包成品單位體積重量應大於或等於 700kg/m3。(量測成品單體長寬高後

，計算體積，進行秤重，得出其密度)。  

2. 打包物綑綁材料是否可燃。(不得以鐵線或其他不可燃材質綑綁) 

3. 打包之成品是否有編碼，編碼是否正確。  

4. 膠膜包覆是否達 3 層、重疊率是否超過 50%以及外觀是否整完無破損。  

本公司查核人員於打包單體查核前，會先以目視的方式確認廠商所用之打包物綑

綁材料為可燃物，且包膜時包覆性至少達 3 層、重疊率亦超過 50%後再隨機抽驗，抽

驗打包成品相關程序如說明及圖 3-46：  

1. 隨機抽驗任一完成之打包成品，並確認廠商編碼是否正確。  



第 3 章 主要工作內容及重要發現與成果  

 

 

                                                                                        3-100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2. 確認外觀是否完整無破損情形。  

3. 過磅時與廠商確認重量並詳實記錄。  

4. 量測打包成品長度、寬度、高度並詳實紀錄  

5. 計算打包成品密度是否符合規定，並確實填寫紀錄表。  

隨機抽驗打包成品  確認外觀有無破損  

  

過磅情形  重量確認並記錄  

  

量測成品-長  量測成品-寬  

圖3-46  現場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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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成品-高  計算密度並確實記錄  

  

圖3-46  現場查核程序(續) 

現場查核人員除了針對打包單體進行抽驗查核外，亦會特別注意場內各區包含設

備機具、成品待驗區以及成品暫置區之環境整潔度，避免有廢棄物飛揚、溢散、散發

惡臭或污染地面等情事，並每日依據現場查核結果，填寫查核結果總表，如圖 3-47

。查核時如有遇到民眾陳情或工安事故等異常情形將立即通報貴局並填寫異常狀況通

報單，異常狀況通報填表內容包含了異常情形發生時間、異常狀況說明 (是否能夠於

當日排除狀況)、異常況狀排除時間以及異常狀況相關照片，請參閱圖 3-48。  

此外，本公司亦創建一個雲端硬碟並把瀏覽權限給貴局相關人員，查核人員每日

於現場查核時所拍攝之照片及相關統計資料都會上傳至雲端備份，此方式除了能讓貴

局能隨時利用雲端硬碟了解當日廠商操作情形以及本公司現場查核狀況外，亦能更加

掌握現場垃圾堆置情形有無堆置過多及廠商操作處理效能是否無疑慮，相關雲端硬碟

照片請參閱圖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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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7  操作營運階段現場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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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8  異常狀況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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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9  建置雲端硬碟  

圖3-49  建置雲端硬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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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件審查  

在文件審查方面，本公司會協助貴局針對操作廠商每月提送之請款月報來審核

，審查內容包含請款資料明細、出場過磅紀錄(磅單影本 )、每日出貨表、工作日誌有

無確實填寫、累計工作時數及打包計畫(重量)及每日打包重量表等，確認廠商提送之

請款內容之完整性、每日處理量及清運量是否有誤植等情事，經審核完成後再提供審

核意見供貴局核閱，相關審核表請參閱圖 3-50。  

圖3-50  請款資料審核表  

107 年 6 月 27 日為打包計畫廠商正式開始營運操作日，統計 107 年 3 月 15 日至

108 年 3 月 14 日止，廠商提報設施維護保養之次數共有 31 次(包含天候因素、台電

供電異常、機具設備故障以及成品區空間不足等因素共有 12 次因異常狀況導致操作

營運中斷)，表 3-35 及表 3-36 為本計畫現場查核次數統計表及查核情形彙整表。  

統計打包計畫從 107 年 6 月底開始操作營運至 108 年 2 月份已載運近 1 萬 8 千公

噸左右，原規劃暫置於觀音保障掩埋場，但礙於空間問題掩埋場已漸漸飽和恐無法再

堆置打包成品，故計畫觀音保障掩埋場堆置滿後將改堆置於大園北港掩埋場，但因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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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調度問題及尚未與當地居民取得共識，故於 108 年 2 月 15 日收到環保局函文通知

打包計畫暫停執行。  

表3-35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次數統計表  

執行月份  計畫名稱  地點  
執行  
次數  

提報設備保養次數(107年3
月至8月含施工、設備安裝

測試及維修、試營運等) 

107年3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13 5 

107年4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18 15 

107年5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4 17 

107年6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0 9 

107年7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2 5 

107年8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7 7 

107年9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5 0 

107年10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7 1 

107年11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6 3 

107年12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6 4 

108年1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27 11 

108年2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8 0 

108年3月  
八德大安掩埋場打包

計畫現場查核  八德轉運站  0 0 

合計  263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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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6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情形彙整表  

月份  執行日期  辦理情形  

107 年 3
月份 

107/03/15 本日進行配線及管線配置 

107/03/20 本日進行牆面施工作業 

107/03/26 本日進行地板鋼筋綁紮作業 

107/03/27 本日進行水泥打磨作業 

107/03/30 本日行燒接合版及板模拆除作業 

107 年 4
月份 

107/04/09 本日進行壓縮機安裝作業 

107/04/10 本日進行壓縮機安裝作業 

107/04/11 本日進行鐵棚安裝作業 

107/04/12 本日進行打包機電腦設定作業 

107/04/13 本日進行打包機束帶調整及包膜機安裝作業 

107/04/16 本日進行配線、整地作業 

107/04/17 本日進行配線、鐵捲門安裝作業 

107/04/18 本日進行配線、地坪灌漿作業 

107/04/19 本日進行包膜機效正測試、鐵捲門調整作業 

107/04/20 本日進行包膜機設定、鐵皮安裝作業 

107/04/24 本日進行打包壓縮試機作業 

107/04/23 本日進行包膜機測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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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6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情形彙整表(續) 

月份 執行日期 辦理情形 

107 年 4
月份 

107/04/25 本日進行打包壓縮試機作業 

107/04/26 本日進行打包壓縮試機、水電配管作業 

107/04/27 本日進行配電作業 

107 年 5
月份 

107/05/02 本日進行試機 

107/05/04 本日進行整地作業 

107/05/09 本日進行監視器安裝 

107/05/10 本日進行更換打包機閘門 

107/05/11 本日進行監視器設定調整 

107/05/14 本日進行測試營運 

107/05/16 本日進行測試營運 

107/05/18 本日進行天車抓斗測試 

107/05/21 本日進行更換變壓器 

107/05/22 本日進行打包機程式調整 

107/05/23 本日進行測試打包機及包膜機 

107/05/24 本日進行打包帶調整及測試 

107/05/25 本日進行打包機程式設定及測試 

107/05/26 本日進行試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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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6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情形彙整表(續) 

月份  執行日期  辦理情形  

107 年

5 月份  

107/05/29 本日進行包膜機 PE 膜試  

107/05/30 本日進行測試新 PE 膜  

107/05/31 本日進行廠房側邊架設鋼筋  

107 年

6 月份  

107/06/05 本日進行打包機及打包帶調整  

107/06/06 本日進行全量試運轉  

107/06/20 本日進行包膜機測試  

107/06/21 本日進行包膜機設定  

107/06/25 本日進行小量測試運作  

107/06/26 本日進行輸送帶安裝、配電、監視器調整  

107/06/27 本日開始正式營運操作  

107/06/28 本日進行設備維修保養  

107/06/29 本日操作營運因雷擊導致機械設備故障  

107 年

7 月份  

107/07/04 因成品堆置區空間不足，故上午停機等成品載運出貨  

107/07/05 本日上午進行設備維修保養，下午試運轉  

107/07/09 包膜機感應器異常，於當日排除異常情形  

107/07/12 小地磅顯示器故障故改為大地磅作業  

107/07/24 本日因雷雨導致天車跳電，故暫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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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6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情形彙整表(續) 

月份  執行日期  辦理情形  

107 年

8 月份  

107/08/02 壓縮打包機異常，於當日排除異常情形  

107/08/03 打包機軌道異常，須請廠商進行維修調整  

107/08/08 台電高壓電線及電壓器故障，無法作業  

107/08/10 打包帶刀組及溫度異常，於當日排除異常情形  

107/08/11 打包帶運作異常，於當日排除異常情形  

107/08/18 
上午台電供電異常，下午天車抓斗漏油故改以怪手上

料  

107/08/28 
天車滾輪軌道變形、抓斗油壓缸漏油，於當日排除異

常情形  
 

統計打包計畫操作營運廠商 107 年 6 月份至 108 年 3 月份之垃圾處理量為 18,614

.80 公噸及清運量為 18,199.91 公噸，表 3-37 為本計畫打包計畫處理量及清運量彙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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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7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處理量及清運量統計表  

桃園市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  

月份  
操作營運  

清運量(公噸)(2) 
處理量(公噸)(1) 打包數量(顆) 

107 年 06 月份  110.5 67 84.56 

107 年 07 月份  2,675.11 1,544 2,520.69 

107 年 08 月份  3,084.05 1,775 2,961.19 

107 年 09 月份  2,289.668 1,324 2196.473 

107 年 10 月份  2,336.943 1,367 2,550.370 

107 年 11 月份  2,736.306 1,588 2,591.130 

107 年 12 月份  2,643.266 1,528 2,584.630 

108 年 01 月份  1,777.253 1,030 1,672.080 

108 年 02 月份  961.701 551 1,038.790 

108 年 03 月份  0 0 0 

累計  18,614.797 10,774 18,199.913 

註 1：處理量為垃圾壓縮打包後過磅之重量總和。  
註 2：清運量為打包成品出貨之重量。  
註 3：處理量及清運量重量差異原因包含  
(1)處理量是打包成品經小磅過磅重量加總，清運量則係車輛載運打包成品經大磅過

磅之重量合計  
(2)打包成品暫置水分流失  
(3)每日打包成品並不一定當天全數載運出廠  
註 4：因垃圾調度問題，於 108 年 2/15 起暫停作業，故 108 年 3 月份廠商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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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垃圾車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  

一、工作地點  

(一)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  

針對各區公所之垃圾清運車輛、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進行落地檢查作業。  

(二)於以轉運方式清運垃圾進焚化廠之公所轉運站：  

針對進轉運站（龍潭區、八德區、復興區、龜山區、觀音區）之垃圾清運

車輛進行落地檢查作業。  

二、工作方法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垃圾）採樣方法（NIEA R124.00C），

針對本市各區之垃圾清運車輛隨機進行落地破袋檢查，每車次檢查之垃圾量至少為 3

00 公斤，區中隊依垃圾性質分為不可燃物 (陶瓷、磚、瓦、石頭、砂土等 )、可燃物 (

塑膠類、皮革橡膠類、纖維布類等)、資源回收物(電池、鐵金屬、非鐵金屬、廢輪胎

、紙容器及塑膠容器)、廚餘、巨大廢棄物、事業廢棄物、其他等 7 類；焚化廠自行

接收廠商則分為不可燃物(陶瓷、磚、瓦、石頭、砂土等)及資源回收物(電池、鐵金屬

、非鐵金屬、廢輪胎、紙容器及塑膠容器 )等，計算出各類項目所佔之比例並填寫於

紀錄表。  

由於 105 年 11 月 3 日欣榮焚化廠發生儲坑失火事故，為預防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故於落地檢查表單項目中增列了 VOC 與輻射的檢測，藉此保障焚化廠以及傾卸平

台操作人員之安全，但因儀器設備需與欣榮公司商借，因此 VOC 與輻射的檢測僅限

在欣榮焚化廠執行落地檢查時做檢測。  

三、工作頻率：  

(一 )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楊梅區、蘆竹區至少每

月執行 2 車次；大溪區、大園區、新屋區至少每月執行 1 車次；焚化廠自

行接收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機構則至少每月執行 2 車次。  

(二 )垃圾轉運站：八德區、龜山區至少每月執行 2 車次；龍潭區、觀音區、復

興區至少每月執行 1 車次。  



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  

 

  3-113 澄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Champion  consultant  Co., Ltd. 

 

(三 )如遇突發狀況（例如國家清潔週、農曆春節等假期，廢棄物產出量突增情

形）得由貴局通知暫停執行。  

3.5.1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分析  

本公司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垃圾 )採樣方法，進行桃園市垃

圾清運車輛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作業，依其性質共分為 7 大類，並分別計算各類所佔

之比例。  

本計畫辦理落地檢查次數：執行落地檢查作業共 264 車次，包含區中隊車輛落地

檢查 240 車次以及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 24 車次，查核結果未發現異常之情形，依各

區垃圾車檢查成果，區中隊之不可燃物、巨大傢俱、事業廢棄物、其他類均為 0%、

可燃物落於 91.5~97.5%之間、廚餘落於 2.1~8.2%之間、資收物則是介於 0.2~0.6%之

間，焚化廠自行接收之清運車輛之落地檢查分類項目比例統計來看，不可燃物均為 0

%、資源回收物比例落於 0.02~1.9%之間、事業廢棄物則落於 98.1~99.9%之間，此數

據表示區中隊車輛及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車輛所收取之廢棄物，大部分均依規定收取

相關廢棄物，焚化廠亦確實監督是否有不可進場物品載運進場，在雙重查驗的情形下

，減少焚化爐因燃燒水分較高或熱值較高之物品，所造成之焚化量降低或爐體之損壞

。落地檢查每月執行數量統計與分析成果請參閱表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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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8 落地檢查每月執行數量統計表  

地點 對象 
每月應 
執行數

量 

實際執行 

107/3 107/4 107/5 107/6 107/7 107/8 107/9 107/1
0 

107/1
1 

107/1
2 108/1 108/2 108/3 

欣榮 
焚化廠 

桃園區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中壢區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平鎮區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楊梅區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蘆竹區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大溪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大園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新屋區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焚化廠

自行 
接收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小計 15 10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5 

垃圾 
轉運站 

八德區 2 0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龜山區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龍潭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觀音區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復興區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小計 7 4 7 7 7 7 7 7 7 7 7 7 7 3 

合計 22 14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8 
註：(1)107/3 執行數量將與 108/3 執行數量合併計算。  

(2)統計至 108 年 3 月份累計完成 264 車次。  

 

由於 105 年 11 月 3 日欣榮焚化廠發生儲坑失火事故，為預防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故於落地檢查項目中增列了 VOC 與輻射的檢測，藉此保障焚化廠以及傾卸平台操

作人員之安全，但因儀器設備需與欣榮公司商借，因此 VOC 與輻射的檢測僅限在欣

榮焚化廠執行落地檢查時做檢測。依工作頻率主要分為以下 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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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各區垃圾清運車輛：本計畫共執行 156 車次。  

VOC 測值介於 0~2ppm(場內自我管理值為 50ppm)，輻射測值介於 0.05~0.06 微

西弗(場內自我管理值為 0.2 微西弗)，各區垃圾清運車輛 VOC 與輻射皆檢測值

符合欣榮焚化廠廠內管理。  

2. 垃圾轉運站：目前轉運站包含有龍潭區、八德區、復興區、龜山區、觀音區

，因 VOC 與輻射的檢測僅在欣榮焚化廠執行落地檢查時做檢測，故垃圾轉運

站無執行此項檢測作業。本計畫於垃圾轉運站共執行 84 車次。  

3. 焚化廠自行接收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機構：本計畫共執行 24 車次。  

VOC 測值介於 0~2ppm (場內自我管理值為 50ppm)，輻射測值均為 0.05 微西弗

(場內自我管理值為 0.2 微西弗)，焚化廠自行接收之清運車輛 VOC 與輻射皆檢

測值符合欣榮焚化廠廠內管理值。  

落地檢查作業工作人員於執行相關檢查作業時，攜帶磅秤，運送機具，清潔用具

，數位攝影機、數位相機及所需記錄表單等，以利工作執行。工作人員亦遵守各項勞

安規定，包括穿著防護衣及安全鞋，佩戴安全帽，護目鏡，手套，口罩或其他確保安

全之防護用品。檢查結束後，也會清潔場地並恢復原狀。  

3.5.2 累計執行成果分析  

本公司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垃圾 )採樣方法，進行桃園市垃

圾清運車輛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作業，依其性質共分為 7 大類，並分別計算各類所佔

之比例。  

本公司於計畫期間共執行 264 車次落地檢查作業，包含區中隊車輛落地檢查 240

車次及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 24 車次。  

統計計畫期間桃園市 13 區及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之落地檢查各類重量及比例如

表 3-39 所示，從一般廢棄物之落地檢查結果可以發現，均以可燃物為主要產物占了

95.73%，其次為廚餘 3.89%，最後是資源回收物約為 0.38%；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部

分，主要係以事業廢棄物佔了 99.60%，資源回收物則占了 0.40%。  

將本計畫執行成果與 106 年同期落地檢查成果資料相比較，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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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可燃物、資源回收物、巨大廢棄物、事業廢棄物相較於 106 年都有改善，惟廚餘

方面比例有明顯由 2.31%增加至 4.2%，主要係本計畫落地檢查執行 264 車次中，針

對市場車輛抽查次數共 4 車次，與去年相比較，於執行 468 車次中，市場車輛亦執行

4 車次，故導致今年廚餘量較高。至於在焚化廠自行接收廠商落地檢查部分，因今年

度執行數量較去年低，故資源回收物之比例較 106 年高，詳如表 3-40 所示。  

在落地檢查頻率上，106 年執行 468 車次落地檢查，依契約規定之數量，本計畫

執行了 264 車次落地檢查，較 106 年執行車次數低，但執行成果也較 106 年差，冀望

環保局或是環境清潔稽查大隊之行政督導及相關宣導下能加強宣導，亦能藉由定期辦

理相關會議跟各區中隊來檢討相關缺失及如何改善。此外，目前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已

辦理之宣導活動，如巡迴專車兌換活動、增設資源回收工作站、回收站回收換好禮 (

加值金、宣導品 )等可增加辦理次數，藉此鼓勵民眾落實垃圾分類提升資源回收率及

垃圾減量。另針對市場車輛，建議環境清潔稽查大隊可不定期派員督導或提供廚餘車

至現場收取，避免因分類不確實，導致焚化效能降低並有效降低廚餘進場量。  

落地檢查除了能觀察並分析民眾對於資源需回收及垃圾需分類的觀念外，也能督

導第一線之清潔人員或是焚化廠人員落實垃圾把關之重要性，減少危險性、不可燃等

物品進廠之可能性，除了能使焚化廠操作營運更加順利，也藉此降低垃圾量因而提升

資源回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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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9  107年3月至108年3月落地檢查成果分析表  
 

表3-40  106年與107年落地檢查成果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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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後續執行建議  

本公司於執行桃園市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及敦親睦鄰查核輔導計畫(本計畫)期間

，對於「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桃園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

「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及「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輔導查核業務提供相關建議，說

明如下：  

一、  垃圾處理廠場回饋業務  

依據各垃圾處理場廠所提出之回饋計畫，可分為環保生活用品、環保觀摩活動

、環境宣導活動、公共服務及課程等五大類型，依據前一章節回饋計畫類別佔比彙整

總表中，針對桃園市各垃圾處理場廠來說明，在八德大安掩埋場與龜山區垃圾轉運站

之回饋實施要點中，可辦理「促進居民健康或生活品質等相關活動」，但大安掩埋場

之回饋里僅辦理環保觀摩活動，建議可多增加環境宣導活動及公共服務計畫，除能響

應政府政令宣導外亦可加強里民情感交流；桃園會稽掩埋場部份，目前主要以辦理環

保生活用品及環保觀摩活動，但並非所有回饋里均有辦理，建議可多舉辦里民參與之

普及率較高之計畫；觀音灰渣處理場除了新屋區永興里大多計畫類別都有辦理到，其

餘回饋里辦理計畫類型均為環保生活用品、環境宣導活動及公共服務計畫等三類，故

建議可辦理其他如環保觀摩活動及課程類型之計畫，讓里民能夠透過不同類別活動之

辦理，擴大社交生活圈、增進里民之向心力；楊梅員本掩埋場之部份，除楊梅區上田

里外，其餘回饋里針對環保生活用品類型計畫辦理程度較低。此外，在課程類型計畫

除了楊梅區員本里有辦理外其餘里均無辦理，故建議能多辦理環保生活用品及課程類

型之計畫，藉由發放環保用品來提升里民環保觀念以及里民的參與度，也可經由相關

課程的辦理讓里民學習到更多不同的生活技能或手藝。而提供採購報價部分，因大多

數為資料補正或用印，為提升雙方面行政效率，由計畫人員協助函送補正資料，並由

專人解說之方式，提升文件之完整性以加速計畫之推動。  

除了協助局端進行計畫初審作業外，亦協助輔導里辦公處撰寫相關計畫，於計

畫執行期間內發現各里辦公處所提送之計畫中有些是屬於相同性質之計畫，如購買環

保清潔用品、購買里辦公處文具用品等，雖由不同里別提出，辦理之時間點亦不同，

但從提送到最後核准辦理當中的作業程序就得不斷重複，導致執行效率不如預期。為

了能有效提升執行效率及減少相關流程作業次數，建議可提供共同契約項目中較常購

買之物品供里辦公處挑選，可減少里辦公處在選擇物品上之困難外，亦可加速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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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採購之方便性。  

二、  桃園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  

目前桃園市區域垃圾焚化廠回饋設施活動中心是委託宥達運動有限公司來營運

管理，本公司建議未來能每季或每半年針對回饋設施活動中心設置相關績效指標並設

定其目標，藉由滾動式的管理方式使場館在設施維護及營運管理上能更加精進。績效

指標內容大致分為「營運中斷」、「市民使用情形」、「環境滿意度」、「硬體設施

管理」、「收支情形」、「人員管理措施及行政配合」等七大項目，各項說明如下：  

(一)營運中斷：因突發因素造成全館(場館設施包括綜合球場、韻律教室、泳池、

直排輪教室、桌球室等)營運中斷，不可歸責於得標廠商之因素除外 (如台電公司需進

行整修工程、颱風等天災)。  

績效目標：全年度 0 次營運中斷。  

 (二 )市民使用情形：統計入館使用總人次 (區分各回饋區里民、非回饋區民眾、

出示志工證、身心障礙、內定國小師生等)及民眾反映事項處理效能。  

績效目標：高於前三年場館進場人數平均值。  

(三 )環境滿意度：包括場地清潔及場館安全防護措施是否完備及水質檢測是否符

合規定等項目。透過廠商之每日清潔檢點表、現場查核作業及廠商所提報之報告資料

，可確核各項目是否確實執行及缺失改善進度。  

績效目標：無工安事件發生及水質符合衛生局檢驗標準。  

(四 )硬體設施管理：包含財產核實登錄及保管與設備安全檢查、定期維護保養紀

錄完備情形，場館設施屬環保局財產，每年配合貴局進行至少 1 次財產盤點作業，除

了確認財產使用情形及確認使用年限是否已達報廢期限外，針對未完成報廢之物品，

是否有盡到保管之責任；針對需定期進行維護保養或試運轉之設施，可藉由廠商報告

所提供之資料及檢視現場記錄表單是否確實填寫及彙整，以避免巡檢廠商維護不當導

致民眾受傷。  

績效目標：年度財產盤點無異常且規劃設備維修保養期程  

(五 )收支情形：統計每月營收金額是否有增加或減少之情形，亦可與進場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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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設施作統計分析，以了解民眾之喜好，做為未來提升場館服務績效之依據。  

績效目標：高於前三年場館收入平均值。  

(六 )人員管理措施：針對新進人員是否實施人員培訓或教育訓練、人員離職率，

確保新進人員能短時間了解場館運作情形及當離職人數超過一定程度時，可即時了解

廠商管理狀況是否出現問題。  

績效目標：每半年辦理一次相關訓練(內容包含專業能力及工作態度等)。  

(七 )行政配合：即配合市府辦理宣傳活動及相關課程、是否準時提報相關契約規

定之報告資料。回饋設施活動中心隸屬環保局所管轄，常有各機關函文須借用場館或

配合環保局委辦計畫，做為聯合展售或辦理活動之場地，得標廠商除了依據環保局指

示提供場地外，亦派員留意進場人員是否依場館規定使用，降低使用者對場地之破壞

及造成危害；另針對每月定期需繳交之報告資料，除了檢視是否廠商依規定之時間提

送外，本公司亦提供相關審查意見予環保局。  

績效目標：積極配合市府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及課程且無延遲提送契約規定繳交之

書面資料。  

三、  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  

本公司在今年度執行一般廢棄物打包計畫查核中，對於廠商在執行圾垃打包作業

上發現某些部分能夠有改善空間及加以精進之地方，分別是「異味飄散問題」和「生

產效能問題」，以下針對這兩部分來簡略說明及建議：  

(一)異味飄散問題  

雖然廠商每日對於家戶前一晚所排出之生活垃圾大多都能處理完畢並保持儲坑清

空，但難免還是會有異味飄散之問題，目前廠商雖已於垃圾傾倒口上方裝設水霧器噴

灑小蘇打水來降低異味或使用酵素來將異味分解進而達到除臭之效果，但還是建議廠

商能規劃定期於工作區域 (包含儲坑、打包壓縮區、成品暫置及堆置區等 )噴灑小蘇打

水、酵素或是除臭劑等。此外，亦建議廠商能規劃並定期清理相關機械設備及夾運載

具來保持機具設備之整潔，廠區的截水溝最好能於每日操作處理完畢後來做清理避免

積水狀況發生，經由建立管理制度並將噴灑藥劑(酵素)、機械設備清潔以及清理廠區

截水溝等工作項目納入相關檢核表中，藉由定期檢核執行狀況來達到環境維護及敦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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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鄰之效。  

(二)生產效能問題  

目前打包計畫廠商每日工作時數平均約為 8.3 小時，處理量約 120 公噸，雖然大

致能達成每日進廠垃圾全數處理完畢之目標，但仍離實際設計處理量有不小差距。為

求生產效率之提升及減緩桃園焚化廠處理之壓力，建議廠商後續能透過「設備的有效

管理」、「操作能力的掌握」、「人員積極調動」這三個方向來改善及精進，以達生

產效能之正成長。說明如下：  

1、設備的有效管理：  

(1)參數條件指標的建立與運用  

建立適當的參數條件設定並依現場實務狀況來做調整，經由時常檢視及確認調整

來降低異常情形(如打包帶斷裂)發生之頻率，達到成品品質之改善。  

 

(2)定期檢修保養  

應將設備機具保養作業列入廠商自主檢核項目中來定期檢視，並建立檢修保養頻

率及作業表單，降低設備故障頻率。  

2、操作能力的掌握  

(1)人員作業流程建立與運用  

依據現場實際情形建立合適之操作流程 SOP 並依實際操作情形修正，便於後續

管理、建少操作缺失、穩定成品品質。  

(2)設備異常狀況排除能力  

應多培訓異常狀況發生時能處理及排除狀況之人力，經由異常狀況排除 SOP 的

建立及訓練，來降低異常狀況排除時間。  

(3)降低成品品質不良率  

上料人員應先將較大型或是有穿刺疑慮之垃圾先行排除或處理，以確保垃圾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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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膜後外觀方整及完整性。  

(4)操作人員熟練度  

定期舉辦人員教育訓練，提升人員操作設備機具之熟練度。  

3、人員積極調動  

(1)發揮有效工作時間：  

合理安排每人每天的工作目標 (任務)，檢調修正工作流程及分工，有效運用工作

時間，以防止設備閒置的現象發生。  

(2)作業分工平衡及人員短缺的增補：  

依現場實際情況適時調度人員或是增補人員來分擔工作內容，透過訓練提升團隊

工作默契及成效。   

另一方面亦建議廠商能再增加操作處理時間以完成每日交付量，在完成每日交付

量之基礎下爭取提升處理量，以期未來能調度更多垃圾進行打包作業，經由機械設備

調整、生產流程改進、人員訓練、規範作業、提高成品品質、參數條件優化以及現場

管理改善的實施來提升生產效能並降低異常情形頻率。在打包處理效能持續優化之情

況下，能使環保局在每年焚化廠歲修或是緊急狀況所導致垃圾焚化及暫置問題能夠有

緩衝的空間。  

四、  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  

本計畫一般廢棄物落地檢查針對各區中隊及事業單位檢查車輛數是以月份為基準

，除了在執行上較無彈性外，亦容易讓受檢對象有僥倖之心態，認為當月只會檢查 1

至 2 次後即不會再被抽檢到。建議未來可將每月規定各區執行數量調整為每季或是上

下半年度來辦理，透過較為彈性之隨機抽查來達到嚇阻作用，以降低不應進廠物的比

例，維護焚化廠之焚化效能及品質。此外，針對事業廢棄物或是清潔隊收市場車輛之

專案檢查，在經費許可情況下，建議亦可增加檢查次數。  

焚化廠要維持高效能的運轉以及焚化品質，除了靠末端的落地檢查及事業單位的

產源查緝外，在前端的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亦有著重要的影響，希望經由政府相關單

位持續的宣導，期許民眾都能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垃圾分類來維護這片土地，朝向零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5%9e%83%e5%9c%be%e5%88%86%e9%a1%9e.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8%b3%87%e6%ba%90%e5%9b%9e%e6%94%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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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零廢棄的目標一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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