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47 

議案：一、桃園市有幾座環保公園？ 

      二、幾個環保教育場所？ 

      三、垃圾分類後南北區垃圾處理量有減少嗎？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報告人：沈  志  修 

壹、前言 

一、目前本市共有 29處空氣品質淨化區 (俗稱環保公園)，包括中壢區 7

處、平鎮區 2處、桃園區 4處、龍潭區 3處、龜山區 4處、蘆竹區 7

處、觀音區及新屋區各 1 處，總面積達 20.72 公頃(其中一處桃園區

成功路自行車道長度 2.38 公里)，累積吸收二氧化碳量已達 1,113.4

噸。 

二、桃園市境內目前有 10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分別為東眼山自然教育

中心（復興區）、三和社區農村價值綠活圖體驗園區（龍潭區）、石

門水庫（龍潭區）、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中壢區）、澗仔壢環境教

育中心（中壢區）、中台資源科技(股)公司環境資源教育中心（觀音

區）、好時節休閒農場永續農業環境教育中心（大溪區）、 小人國

微縮文化學校（大溪區）、虎頭山環境教育園區（桃園區）及郭元益

糕餅博物館（楊梅區）。這 10 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具備相當多元的

環境教育課程，含括氣候變遷、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自然保育、

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等 7 個領域。提

供給桃園市市民乃至於全國民眾豐富、多元又有趣的環境教育體驗，

提升全民的環境教育素養，共同為地球永續努力。 

三、因應國際資源永續及「零廢棄」趨勢，本市配合執行我國垃圾清理

政策，朝向「源頭減量、資源回收」為主要方向，以資源永續的觀

點，提倡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再使用及再



生利用等方式，將資源有效循環利用，逐步達成垃圾全回收、零廢

棄之目標。環保署自 94年起推動垃圾強制分類，規定民眾應先將家

戶廢棄物分為資源、廚餘及垃圾三大類，再分別交由清潔隊回收或

清除。環境教育法施行後，環境教育將更深化，未來環保觀念也將

更融入民眾之生活習慣。 

貳、現階段執行情形 

一、環保公園 

（一）環保公園補助興建與維護管理 

1. 已設置完成 29處空氣品質淨化區，總面積達 20.72公頃，一年至

少可吸收二氧化碳量約達 1,113.4公噸；本府環保局每季進行現場

查核，截至 105年 8月底完成轄內空品淨化區現場查核 87處次，

加強輔導維護管理單位進行植栽養護、設施損壞等缺失改善。 

2. 設置中之空氣品質淨化區計 1 處，地點位於楊梅區和平段，其面

積為 2.5公頃，於 104年 3月 11日開工，105年 6月底完工，目

前正進行驗收作業，預估可增加二氧化碳吸收量約 57.5噸。 

3. 目前已有 13 家單位認養維護 16 處空氣品質淨化區，認養率達

55%。 

（二）提升環保公園植栽綠覆與民眾使用率 

1. 近年空品淨化區查核發現缺失，以「植物養護」及「裸露地改善」

問題最為常見，針對本市各環保公園綠化設施，若有植栽生長不

佳與地表裸露者將持續輔導綠覆改善作業。 

2. 105年 6月完成桃園區同德環保公園裸露地改善示範工程，植生復

育成效明顯且周邊民眾反應良好，本府環保局規劃擴大辦理，以

有效強化本市各空氣品質淨化區、環境綠美化場所等綠化品質，

並藉由綠美化品質提升達到有效吸引更多民眾前往使用、遊憩之

目的。 



桃園市空氣品質淨化區基本資料表 

序

號 

分布

區域 
名  稱 座落位置 

面積 

(公頃) 

長度

(公里) 

吸收二氧

化碳量 

(公噸) 

維護管理單

位 

1 新屋 

大牛欄段後湖

小段 261等地

號裸露地綠化 

東興路二段

946號旁 
2.5 - 3.44  

環保局新屋

區中隊 

2 觀音 四維環保公園 
四維二街與四

維一街口 
0.32 - 33.03  觀音區公所 

3 

蘆竹 

南崁溪人工溼

地綠化園區 

錦 福 路 28

號，錦興宮後

方 

2 - 36.75  
環保局水質

保護科 

4 中福環保公園 
大竹一街、中

興四街口 
0.19 - 16.16  

蘆竹區公所 

5 中興環保公園 
大興四街與興

中路口 
0.2 - 8.67  

6 兒 2環保公園 
大新一街、新

福街口 
0.23 - 19.56  

7 綠 2環保公園 
大興十一街、

大新三街口 
0.26 - 105.93  

8 兒 3環保公園 

南竹路五段

224 巷、45 弄

口 

0.2 - 12.00  

9 大興環保公園 大興十街 0.26 - 11.76  

10 

龜山 

山德段 725-2

地號綠美化 

山鶯路 1 巷 1

弄內 
0.0236 - 0.07  財政局 

11 坪頂環保公園 
文三三街 20

巷 
0.19 - 17.81  

龜山區公所 12 頂湖環保公園 
新興街 172-1

號 
0.19 - 21.81  

13 新城環保公園 
新興街 68 巷

123號 
0.28 - 16.88  

14 龍潭 
石門山環保公

園 

三林村清水坑

22之 2號 
0.2 - 277.20  勞動局 



序

號 

分布

區域 
名  稱 座落位置 

面積 

(公頃) 

長度

(公里) 

吸收二氧

化碳量 

(公噸) 

維護管理單

位 

15 大平環保公園 
大平村永平路

35號對面 
1.04 - 6.69  

龍潭區公所 

16 
八張犁環保公

園 

梅龍一街 63

巷 57 號斜對

面 

0.25 - 0.13  

17 

桃園 

同德環保公園 
中埔一街與同

德六街口 
0.83 - 96.59  

桃園區公所 

18 經國環保公園 
莊敬路一段與

經國路口 
0.2 - 32.08  

19 
虎頭山環保公

園 

成功路三段

（舊址垃圾

場） 

2.5 - 12.08  

20 
成功路自行車

道 

成功路 (春日

路起至虎頭山

環保公園) 

- 2.38km 0.00  

21 

平鎮 

天津環保公園 天津街 0.21 - 13.52  

平鎮區公所 

22 漢口環保公園 漢口街 0.2 - 9.82  

23 

中壢 

莒光環保公園 
環中東路與幸

福街口 
2.03 - 53.13  

中壢區公所 

24 
中園路環保公

園 

中園路啟英高

中旁 
1.16 - 85.55  

25 藝術環保公園 

南園二路 101

巷 6 弄與南園

二路 57 巷 18

弄 

0.71 - 38.78  

26 永福環保公園 西園路 114巷 0.81 - 19.36  



序

號 

分布

區域 
名  稱 座落位置 

面積 

(公頃) 

長度

(公里) 

吸收二氧

化碳量 

(公噸) 

維護管理單

位 

27 
西園路環保公

園 

西園路社區西

側 
0.7 - 18.68  

28 甲蟲環保公園 元生三街 0.54 - 10.78  

29 
龍岡森林環保

公園 

龍岡路與龍慈

路口 
2.5 - 135.08  

二、環境教育場所 

（一）潛力場所輔導作業 

1. 主動協助潛力場所辦理申請認證事宜。主要輔導內容包含設施場  

所場域特色盤點、環境教育認證人力建構、環境教育課程編撰輔

導、申請書審視及初審、再審會議輔導等。 

2. 依據過去 5 年的輔導經驗，課程編撰是各申請場所最需要提供的

協助內容，因此辦理設施場所增能課程，邀請環境教育領域專家

及學者，辦理課程編撰專業課程，協助潛力場所加速提升課程編

撰能力。 

（二）已取得認證場所輔導作業 

1. 辦理聯繫會報作業，會議內容包含高階課程、各場域教案分享、

優良場域觀摩、經營管理課程等，協助各認證場域提升專業技能

及永續經營的能力。 

2. 協助各項環保署考核作業。 

三、垃圾分類後南北區垃圾處理量 

（一）本市全區(未分南北區)家戶垃圾由環境清潔稽查大隊收運後，交由

本市垃圾焚化廠焚化處理。 

（二）94 年度開始推動垃圾強制分類政策，當年度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

生量為 0.667公斤，至 104年度已下降至 0.492公斤，顯示本市民

眾普遍具有垃圾強制分類觀念並且已生活化。 



（三）本市是一個正值快速成長期，人口數增加幅度大，從 94年時總人

口數為 186萬 2千人，至 104年時已增加為 208萬 2千人，10年

期間總人口增加了 22萬人，由於人口急遽成長，因此整體垃圾處

理量是呈現增加趨勢，本市現有垃圾焚化廠已營運 15年，且隨著

營運操作年限增加，相對設備之處理效能隨之下降，恐無法滿足

本市居住人口蓬勃發展下衍生產出之家戶垃圾處理需求量能。 

叁、未來規劃方向 

一、持續推廣及媒合認養環保公園 

（一）增加桃園市綠地，持續推廣新設環保公園，環保公園的潛在來源

分別為垃圾場復育綠化(各區已停用之公有垃圾掩埋場復育)、裸露

地綠化(本裸露地意指公有裸露地)、廢棄物棄(堆)置等污染場址綠

化(公有地污染場址綠化)、公有空地綠化、都會區道路綠化(植栽

槽人行道綠化)等五大類，持續與本府機關或區公所合作輔導以上

五類場所成為空品淨化區，以增加民眾親近綠地的機會。 

（二）環保公園認養作業確實提升了公園的使用率及改善環境整潔維護

狀況，本府將持續推動，積極媒合環保公園周邊可能認養之團體

外，並輔導既有認養單位維護管理作業及提升公園品質。 

（三）提升資訊網功能並建置「720。環景教育系統」7 處環保公園環景

影像資料，便於智慧型平板、手機切換使用，增加便利性，以提

升使用滿意度，有效推廣環境教育。 

二、桃園市境內目前已有 10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然而我們並不以此為

滿足，為讓桃園市成為全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典範，落實桃園市

地球永續的理念，未來將強化三個層面的工作。 

（一）輔導市府各機關管理場所認證事宜 

市府應作為環境教育推動的表率，其中最實質展現之一就是針對

具備申請潛力的管理場所取得環境教育認證場所。目前市府管轄



之桃園北區水資源中心、八德區埤塘公園已經啟動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認證事宜；觀音藻礁、許厝濕地等為規劃階段，未來有信心

可以讓這些具備桃園在地特色的場域，成為全國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的亮點。 

（二）潛力場所輔導認證事宜 

目前全國環境教育認證場所已 136處，環保署審查作業日趨嚴謹、

各場域若特色不足，即使取得環境教育認證場所資格，後續經營

將會非常辛苦。因此強化潛力場所特色盤點及課程內容豐富度、

場所環境多樣性等輔導。 

（三）優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培育 

未來環境議題將會是市民越來越重視的議題，因此可預期對於環

境教育設施認證場所的需求將會增加。然而，優質環境教育設施

場所是需要時間、分階段進行培育。目前將依據國家的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篩選桃園市境內合適的場域成為環境教育學習中心，

以作為未來培育成優質環境教育設施認證場所的種子。 

三、本市自 105 年 8 月份起推動周收 5 日清運政策，後續持續觀察垃圾

減量效果並適時調整源頭減量執行策略。 

肆、 結語 

一、 空氣品質淨化區與一般的公園綠地都具有綠美化及休閒遊憩的功能，

不同的特點在於空氣品質淨化區廣栽植物用以提高空氣淨化效益，

並減少設置人工設施，同時設置植物或環境解說設施，便於市民親

近大自然與瞭解自然生態，進而建立環境保護與生態永續經營的觀

念。 

二、 地球環境永續不僅是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民的責任，也是全球共同

的責任。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應該承擔這份責任。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是提供市民及全國民眾一處有趣、豐富精采的環境教育學



習場域，也是提升全民環境素養的重要學習據點，因此市府將以系

統且深入的輔導方式，全面提升桃園市境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的品

質及永續經營的能力，讓它們成為環境教育的發電機。 

三、 民眾環保意識抬頭，新闢建垃圾處理設施(如焚化廠或掩埋場)非常不

易，而現有垃圾處理設施亦面臨設施(備)使用期限屆齡，需延役或設

備升級，因此，本市將持續落實執行垃圾強制分類並透過環境教育

與宣導，將環保觀念內化成民眾的生活習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