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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獲邀分享環境改善與綠能經驗

台灣環境永續施政績效評比，榮獲 A 級的縣市計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
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六個縣市，其中屏東縣為非六都之外唯一獲得 A 級的縣市，潘孟安
縣長欣慰地表示：「屏東縣政府對環境永續發展的努力終於被看見！」。
屏東縣整體指標獲評定 A 級，四個層面包括綠能轉型及氣候變遷、公害防制及公共設
施、綠能經濟與公眾參與，以及國土規劃及生態保育等面向均獲正面肯定。屏東縣政府環
保局局長顏幸苑於 2 月 3 日獲邀於台灣大學舉辦之「地方政府永續環境施政評量論壇」分
享如何脫穎而出、如何進行環境改善及綠能推動之經驗。
此次評比報告中提及屏東縣境內有 123 萬頭豬、2.7 萬頭牛的畜牧大縣，雖面臨水污 環保局長顏幸苑獲邀分享環境改善及綠能推
染嚴峻考驗，仍採用人工溼地及沼液沼渣再利用施政對策;成立「核安監督委員會」督促 動經驗。
核電廠資訊公開透明、善用地利優勢太陽能發電裝置容量達 586MW 被譽為「太陽能前段
班」，並設定 2021 年縣內民生用電 100%綠電之明確目標。另外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為
0.6 公斤、廚餘回收減少焚化爐負荷、農業廢棄物集中處理，相較其他縣市表現亮眼，顏
幸苑局長全部不藏私地將近期推動環保永續施政之創新作為分享給其它縣市，包括環境科
技執法分析追蹤污染源、夜鷹早鳥及稽查無假期取締水污及空污、成立異味官能採樣隊及
實驗室，天羅地網補砂計畫及廢棄物稽查等努力成果，引起廣大熱烈迴響。
屏東縣於環保永續政策明確，亦逐一落實執行，屏東縣長潘孟安感謝縣政府團隊通力
合作，提升本縣永續發展內涵，致力於綠能與節能、友善環境與偏鄉韌性提升與深耕國際
參與等，同時也感謝企業、民間團體及縣民朋友配合節能減碳及響應綠色生活等各項政
策，促使屏東縣能在環境永續之磐石上立足。

萬丹甘棠水質淨化場改善東港溪水質。

年終歲末迎牛年
潘縣長致贈加菜金
慰勞感謝清潔隊員
最前線的消毒防疫英雄
農曆春節前夕，屏東縣長潘孟安為感謝清潔隊員及防疫消毒英雄一年來的辛勞付出，
肩負防疫消毒、垃圾清理回收及市容整頓等環境衛生任務，於 2 月 9 日前往屏東市公所清
潔隊部為基層清潔人員加油打氣，並致贈加菜慰勞金，以慰其辛勞。另對於服務態度優良
的清潔隊員，特別公開表揚。
潘縣長表示，清潔隊員為全縣防疫消毒及環境清潔維護主力，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一
年來在防疫期間全面投入各公共場所進行防疫消毒工作，在防疫消毒及防治登革熱噴藥
等，均全力以赴，堅守崗位，防疫工作滴水不漏，讓民眾安心，是防疫大英雄，縣府為此
於去(109)年辦理 3 場次感恩餐會，計 1000 餘人參加。今年持續進行各項防疫消毒工作，
上月迄今已消毒重點區域包括觀光景點 496 次、人潮聚集處 299 次、大型營業場所 50
次、交通場站 72 次、學校與民眾洽公機關場所 437 次等，共計 1344 次。縣府於 109 年 7
月承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感謝各鄉鎮市清潔隊的協助，密集展開環境消毒與垃圾清
運，讓參賽選手安心比賽，對屏東縣留下美好印象，也感謝隊員們不畏風吹日曬、不論環
境髒臭均任勞任怨，尤其年節前家家戶戶大掃除垃圾倍增而加班至半夜，面對即將到來的
春節假期人潮，潘縣長期勉清潔隊員持續針對民眾出入頻繁的戶外公共場所加強環境消毒
工作，務求落實本縣防疫工作，讓民眾安心過好年。
環保局表示，屏東縣人口數逾 81 萬人且幅員廣大，清潔隊員僅有 1103 位執行垃圾清
運、街道清掃(溝)、資源回收及市容整頓及環境防疫消毒等任務，相較直轄市清潔隊人力
配置較為吃緊，環保局特別呼籲民眾多多體諒清潔隊員辛勞，居家內外攜手維護環境清
潔，在家落實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不但能減輕清潔隊員的負擔，也能提高垃圾清
運處理效率，共同營造屏東健康舒適、乾淨宜居的生活環境。

屏東縣長潘孟安為清潔人員加油打氣，並致
贈加菜慰勞金。

潘縣長對於服務態度優良的清潔隊員，特別
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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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縣砂石場首度聯合年終大洗掃

降低空污 安心過好年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首度與縣內 64 家砂石場合作於 2 月 8、9 日進行聯合大洗掃，並持
續啟動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機制。協調砂石場及疏濬工程業者共同進行重點道路年終聯合大
洗掃作業，總計 2 天共出動 2 台掃街車、20 台加壓沖洗水車及 2 台灑水車、8 台山貓及至
少 12 名執行人員進行查核作業，總計執行長度 78 公里，預計可削減 597 公斤之 PM10 排放
量，環保局邀大家一起加強清理全縣髒污道路，讓春遊民眾有個空氣清新的年假。
為還給返鄉民眾乾淨的回家道路，傳達屏東安心過好年的理念，環保局鎖定台 1 線、
台 3 線、台 22 線及屏 185 線等砂石車輛經常性行駛路段，已於 1 月 21 日邀集警察局、鄉
公所、砂石場聯誼會、疏濬工程單位及相關道路主管機關，並結合本縣營建工地、砂石場
及洗掃街計畫共同召開重點道路聯合大洗掃研商會議，協調砂石場及疏濬工程配合提早春
節前停工，統一調度洗掃機具要求轄區內大型工地及砂石場，於年前除針對所轄認養區域
需確實洗掃外，亦需完成工區內整理，以防止道路塵揚逸散情形發生，減少空氣汙染，並
要求於春節期間，大型營建工地、疏濬工程及砂石場每日皆需有指派聯絡人，建立共同管
制窗口，有污染立刻解決，以免有任何車行揚塵情事。環保局呼籲各事業單位應共同注意
空污防制，環保無假期，春節期間，只要發現污染，將立即開罰，讓我們共同攜手維護屏
東縣空氣品質。

屏東縣砂石場進行聯合年終大洗掃。

環保局維護空氣品質春節不打烊，感謝各單位為維護屏東縣好山好水的努力，亦呼籲
各事業單位應主動做好各項污染防制設施與自主管理，以善盡企業對環境保護之責任。另
外，民眾若發現居家附近營建工地、砂石車等有污染行為，也可撥打本縣陳情專線 087351928 進行檢舉，環保局將儘速派員至現場輔導業者改善，維護好空氣，大家過好年。
環保局與警察局展開聯合稽查。

屏東縣防疫消毒大隊萬全準備

全面消毒安心迎開學

防疫消毒作業不停歇，屏東縣政府防疫消毒大隊於春節一結束，上班第一天
2 月 17 日立即進行校園及公共場所周邊公共環境消毒作業，包括運動場、廁所、
洗手台、溜滑梯遊樂等設施，已完成竹田、萬巒、里港、九如、枋寮、琉球、瑪
家、泰武及霧台鄉 57 所學校消毒，並持續於 2 月 20 日前全面完成 33 鄉鎮市 227
所大專院校以下（含公立幼兒園）學校校園周邊及校內戶外公共環境消毒工作，
讓師生安心迎接開學。
屏東縣政府表示，為因應防疫做好各項萬全準備，已於春節前針對人潮聚集
民生熱點及交通場地等場域消毒 1344 處。春節一結束 2 月 17 日再次針對公民營
交通場站交通船碼頭及人潮聚集處進行消毒作業，並持續加強鐵路、公路等交通
場站、百貨賣場等大型營業場所、超市、市場等人口聚集民生熱點實施消毒防疫
作業，以確保民眾安心、安全生活。

屏東縣防疫消毒大隊進行校園全面消毒。

屏東縣政府呼籲，除了學校等公共場所的清潔消毒外，提醒民眾進出人潮密
集交通場站、商圈、公園或熱門景點等場所時，請務必佩戴口罩、勤洗手、注意
咳嗽禮節等個人衛生習慣，降低感染風險，定期清潔家戶內外環境，才能維護自
己與家人健康。

遊樂設施等各個角落均全面消毒。

2

因應空品不良
屏東縣政府立即啟動一級應變機制
加強固定污染源應變查核管制
依據環保署監資處預報，2 月 19 日白天起強烈大陸冷氣團減弱，環境風場由
東北風逐漸轉為偏東風，迎風面擴散條件較佳，但中部以南地區位在下風處，擴散
條件較差，其中高屏地區早上空品可能達「紅色警示」等級，為因應本次空品不良
之情形，環保署已聯合西半部 16 縣市同步實施聯合稽查行動，本次聯合稽查將加
強汽電共生廠、大型污染源、堆置場等污染源管制。
屏東縣政府環保局自 2 月 18 日接獲通報後立即啟動空品不良應變八大管制措
施 ，本次 應變重 點為固 定污 染源轄 內工廠 ，要求 當空 品事件 日達預 警一級時
(AQI>150)即要求啟動廠內減量機制，減量做法則包含產線降載或停止非必要製程
操作，減量目標為至少 2%以上。另本局已排定針對本縣大型固定污染源包含廢輪
胎熱裂解程序、非鐵金屬二級冶煉程序、瀝青混凝土拌合程序將進行固定污染源操
作許可及逸散性粒狀物管理辦法法規符合度查核，同時也將一併進行各廠防制計畫
落實度查核，若後續有發現業者有違法之情形將依法進行處分。
另依據環保署監資處預報資料，高屏空品區已達連續兩日(細)懸浮微粒濃度達
一級預警，2 月 19 日也啟動禁止「指定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期間之空氣污染行
為」，環保局將嚴格要求禁止進行鍋爐清除作業，以及有機液體儲槽清洗或開啟孔
蓋之相關維修作業，期藉由上述管制及減量措施來減少對空氣品質之負荷。另也請
民眾配合加強自我防護措施，外出記得配戴口罩，並可多加利用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airtw.epa.gov.tw)或透過「屏東空氣品質通報即時通」手機 APP，查詢
最新空氣品質變化資訊，共同攜手度過，為維護空氣品質共盡一份心力。

屏東縣政府積極維護海洋環境
連續兩年考評榮獲全國特優

環保局加強稽查固定污染源。

加強道路洗掃作業，增加洗掃路段及頻
率。

環保艦隊 478 艘全國排名第二

屏東縣政府積極維護海洋環境，不但成立環保艦隊已達 478 艘全國排名第二，結合潛水
志工持續清除海洋廢棄物，每年更落實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演練，實際運用於漁港及海洋漏油
災害的即時應變處置，將污染降至最低，109 年度經中央考評榮獲全國特優，縣府已連續兩年
獲得特優肯定，實屬不易。
環保局強調，屏東擁有豐富海洋資源，海洋污染防治亦為本縣重要環境保護工作，環保
局每年皆辦理多場次宣導活動及論壇，推動海洋環境教育，並於聯合轄區內海巡、岸巡、農
業處及漁會等單位，執行港口稽查作業 109 年共計 195 次。環保局秉持「防災重於救災、離
災優於防災」原則，每年辦理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演練，透過平時訓練，使海洋污染事件發生
時得以運用即時應變，當遇到海洋污染事件時，近年來無論是 107 年的雜貨船擱淺案、109 年
鹽埔漁港火燒船案等較重大之案件，或是船舶沉船案及漁船漏油案等事件，本局於第一時間
前往現場立即應變處置，運用各項救災資源、人力及裝備，強化整體救災能力，降低油污染
影響層面，建立海上救援與動員默契，使災害損失減至最低，並與縣府相關局處共同研擬對
策並加強安全宣導，防止未來發生類似事件。

屏東縣政府落實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演練，
運用於漁港及海洋漏油災害的即時應變處
置，將污染降至最低。

環保局表示，目前環保艦隊共計 478 艘；此外，成立屏東縣潛海戰將淨海大聯盟，目前
共招募 79 位潛水員，並聯手本縣轄內 22 處海岸巡單位所組成的海洋應變聯盟。在政府及民
間，中央與地方相互支援與合作，共同為屏東縣所轄屬海域築起一道最強而有力的守護網。
在 109 年清除海洋廢棄物中，環保艦隊成員清理約 1,568 公斤；潛海戰將成員清理約 122 公
斤，其中廢棄繩索及漁網為最大宗；淨灘活動清理約 789 公斤，以塑膠類為最多，共計清除
2,479 公斤，有效清除海底(漂)廢棄物，恢復海洋美麗風貌。
屏東縣長潘孟安表示，縣府團隊維護屏東海洋環境不遺餘力，此次再獲特優，是對縣府
團隊之肯定，未來除持續推動海洋污染防治工作外，另呼籲民眾一起加入守護海洋志工的行
列，減少陸地垃圾進入海洋，共同維護屏東的海洋環境。

環保局結合潛水志工持續清除海洋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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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廢寶特瓶再製「潯寶衣」

資收業與紡織業合作天衣無縫

海洋廢棄物議題近年受國際關注，屏東縣政府透過公私協力於去年度辦理
16 場次淨灘及海洋垃圾清理作業，共 1,525 名志工朋友參與，清理出 5.8 公噸
垃圾，其中寶特瓶共 0.5 公噸，環保局表示 「垃圾是錯置的資源」，如人人能
隨手妥善資源回收、垃圾分類，可延長物質生命週期，減緩環境負荷。
環保署於去年結合國內資源回收產業與紡織業合組國家隊，發表原料含量
達 96%海廢寶特瓶製成的「潯寶衣」，以展現產官合作與跨業結盟的軟硬實力，
希望再次成為世界的領頭羊，展現臺灣宣示保護海洋的決心，有鑑於屏東縣環
保同仁與環保志義工對於協助清理海洋廢寶特瓶備感辛勞，環保署特致贈 「潯
寶衣」以表最深的感謝；另配合環保署「海洋廢棄物高質化循環利用示範推廣
計畫」推行，除了不定期舉辦淨灘活動外，以雇工方式積極進行海岸清潔，且
有各清潔隊、巡守隊、民間及企業團體等志義工傾力協助清理海洋廢棄物，藉
由「潯寶衣」的發表，更提升民眾對海洋廢棄物源頭減量、關心海洋環境的理
念與責任。

屏東縣政府透過公私協力辦理淨灘及海洋垃
圾清理，各界熱烈響應。

屏東縣政府將於 110 年擴大舉辦淨灘活動，並配合行政院向海致敬-海岸清
潔維護計畫，預計公私協力合辦淨灘活動超過 25 場次，除了持續維護海岸線沙
灘乾淨外，同時也能喚起全民重視海岸環境並主動參與清理工作，共同維護美
好的海岸環境。
海廢寶特瓶製成的「潯寶衣」。

環保局成立特別行動小組 日以繼夜地毯式稽查
為維護空氣及環境品質，屏東縣政府環保局持續出動稽查人員至民眾陳情區域執
行一般稽查外，亦於 2 月 23 日迅速成立特別行動稽查小組，聯合稽查科、水污科、
空污科及綜企科，針對重點區域進行事業、畜牧場之廢水及異味等稽查。
本次特別行動稽查小組由環保局長顏幸苑帶隊，於各時段皆派稽查人員至縣內進
行無預警查核，從黑夜至白天強力執行查核，即使天公不作美，稽查人員仍風雨無
阻，採接力式不分晝夜針對民眾重點陳情鄉鎮展開地毯式巡查，天羅地網強力打擊不
法業者。共出動 51 人地毯式巡查 6 處重點陳情鄉鎮，針對水質部分完成 123 家畜牧
環保局成立特別行動小組進行稽查。
場稽查、告發 6 家、放流水採樣 22 家，針對臭味部分，異味官能稽查 10 家、採樣 3
家。未來仍將持續執行，以遏止不肖畜牧業者之違規，逐步改善屏東縣居民生活環境
品質。
除了水質及異味官能測定外，環保局亦會同消防局針對長治鄉轄內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處理業進行貯存地點回收分類及堆置場消防安全設備查核業務，查核登記應回收
廢棄物回收處理業計 7 家，另未登記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計 2 家，合計 9 家業者，現
場查核無違規情事。
環保局長顏幸苑表示，屏東為畜牧大縣，容易因疏於管理產生臭味及污染河川情
形，呼籲業者除經營事業營運利潤外，企業應發揮企業良心、加強自主管理，達善待
環境之社會責任，對於產生的污染應善盡義務將污染降低，共同維護環境品質。環保
局除了稽查取締外，也聯合農業處定期安排輔導團，棍子與蘿蔔並施，導入循環經濟 環保局長顏幸苑帶隊展開無預警稽查。
理念輔導畜牧場轉型，加速改善畜牧廢水。畜牧業者可致電輔導專線 08-7351922，環
保局將會安排專人到場輔導。環保局呼籲，民眾如果發現污染情事，請立即通報 24
小時環保報案專線 08-7351928，共同協力維護屏東縣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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