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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全面改善環境衛生，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落實馬總統的
「去污保育護生態、清淨家園樂活化」之環境政策，行政院

97 年核定本署所提之「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期程

自 98 年至 103 年，計畫內容包括「建構複式動員系統」、「全
面提升城鄉環境衛生」、「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及「重塑清

淨海岸風貌」等四大主軸。 

藉由本計畫之推動，首度建立全國共通之環保工作登錄平
臺，即「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EcoLife)網」（簡稱綠網），

不論政府或民眾皆可於綠網建立部落格，進行環境髒亂通報、

巡檢及清理，並登錄相關工作執行成果，或查詢相關環保資
訊，同時為使民眾更容易瞭解綠網之使用，本署製作圖文並茂

之中英文摺頁，供國內民眾與國外遊客參閱。累計至 103 年綠

網瀏覽總人次已達 2,499 萬 4,105 人次，每日平均約有 1 萬
1,413 人次上綠網瀏覽相關訊息，顯示綠網平臺之使用已相當

普及。 

另首創優質公廁環境衛生管理及評鑑制度，透過全國一致
的評分和分級標準，加強地方政府落實公廁列管評鑑及分級管

理制度，定期評比各地方政府辦理成果，提升全民公廁品質，

本署亦彙整全國優質公廁資訊，供其他地區參考學習。列管公
廁自 98 年 2 萬 4,521 座增加至 103 年 7 萬 5,838 座，且優等級

以上之列管公廁比例，自 98 年 78.1%提升至 103 年 98.8%，

未來持續推動列管公廁，並提升優等級以上之公廁數量，讓民
眾可以擁有便利、舒適的不濕、不髒及不臭之如廁環境，朝零

改善與零加強列管公廁之目標邁進。 

本計畫主要經費用為補助地方辦理環境衛生工作，並以本
署訂定之 14 項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為推動方向，累計至 103 年

已補助村里推動環境衛生永續指標 5,769 項次，將環境衛生工

作於村里在地扎根，亦補助鄉鎮市區營造 110 個優質環保示範
區，建立標竿示範，且各自具有主題特色，推動環境衛生永續

指標 378 項次，範圍涵蓋 2,666 個村里，帶動鄰近地區一同學

習跟進。其他成果包含累計至 103 年補助清理觀光景點及髒亂



 

點 1,465 處，全國淨灘參與人次達 90 萬 8,290 人次，海岸清理
長度達 7 萬 3,199 公里，清除海岸垃圾重量達 4 萬 6,399 公噸，

鼓勵 312 家企業團體及部落社區參與認養維護海灘，認養長度

478 公里，相關工作頗具成效。本署亦積極推動志義工參與環
保工作，鼓勵地方成立協巡組織進行環境巡檢照顧，累計至

103 年已成立 10,097 個協巡組織，藉由民眾自發性進行環境維

護，創造永續優質環境。 

此外，本署亦將相關成果推廣宣傳，鼓勵民眾觀摩學習，

並帶動觀光人潮，交通部觀光局資料顯示，國際觀光人數由

99 年的 556 萬 7,277 人，持續成長至 103 年的 991 萬 204 人（交
通部觀光局，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歷年來臺旅客統計），

顯示在環境衛生改善下，有助於提升觀光產業進而增進國內整

體經濟，未來本署仍將持續藉由動員全民力量，以達全面改善
環境衛生及整頓市容之成效，創造永續樂活及寧適的生活環

境，並提升優質環境品質，創造觀光效益。 

http://recreation.tbroc.gov.tw/asp1/statistics/year/tables/%E8%A1%A801.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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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及工作內容 

環保署有鑑於國家環境衛生需要全面更進一步向上提升，必
須由政府機關以宏觀視野整體規劃，並結合中央與地方群力積極

推動，方可有成；因此提出「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期整

合政府各部會能量，共同打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標竿示範區，期
能提升城鄉生活環境的衛生品質。 

98 年至 103 年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分為「建構複式動員系統」、

「全面提升城鄉環境衛生」、「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及「重塑清

淨海岸風貌」，其目標說明如下： 

一、 建構複式動員系統 

（一） 結合權責機關能量，建構環境衛生產官學研、環保團體
之複式動員系統，建立 e 化系統溝通平臺，做為全民總動

員之便捷溝通、登錄及查核工具。  

（二） 推動環保志工全民總動員，鼓勵志義工協助巡檢、通報
環境髒亂及清哩，由各鄉鎮市區公所推動所屬村里社區

組成，預計全國至少成立 60 個清淨家園協巡組織。  

（三） 建立全國宣導、管考機制與措施，定期辦理執行機關本
計畫推動情形之評比與成效考核。 

二、 全面提升城鄉環境衛生  

（一） 每年提升村里社區之環境衛生品質，至少符合環保署 14

項環境衛生永續指標之 1 項以上計 800 項次，持續全面

推動村里社區環境衛生在地扎根工作。  

（二） 補助地方推動水溝清理，以及 300 處髒亂點、觀光景點

之清理與環境衛生改善工作。  

（三） 推動優質公廁環境衛生管理及評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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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  

（一） 由縣（市）依地方優勢與特色，至少以鄉鎮區為區域之

系統性劃分方式，導入公共空間之環境管理觀念推動 5S

運動。  

（二） 由政府機關帶頭做起環境清理及市容整頓之示範作用，

採分級競爭機制，每年遴選推動 5 處以上須承諾達成本

署 14 項環境衛生永續指標中 7 項指標之優質環保示範區
（示範區級），並遴選 15~18 處優質環保示範區（入選級

及入圍級），承諾達成本署 14 項環境衛生永續指標中 3

項或 1 項指標，做為擴大推動單位。 

（三） 配合企業認養維護環境，發揮標竿示範作用，創造居家

生活舒適化之永續樂活環境。  

四、 重塑清淨海岸風貌  

（一） 為配合爭取國際觀光客，由政府部門帶頭優先清理重點

海灘；後續則擴大推動企業認養及志工參與海灘清理維

護工作，以節省政府海灘清理維護經費。  

（二） 推動及補助海岸觀光景點環境清潔維護（含淨灘活動）。 

 

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為全國性之重要示範推動計畫，

為提升各縣市政府之配合意願，協助解決地方因財政困難，因此，
由本署爭取編列中央公務預算，惟實際補助各縣市政府之辦理經

費，仍須以立法院刪減過後之經費為主，歷年辦理經費請詳表 1

所示。 

表 1  歷年辦理經費彙整表 

年度 
辦理經費（仟元） 

行政院核定 立法院審議後 

98 291,940 178,900 

99 912,310 768,221 

100 922,750 523,800 

101 914,500 480,600 

102 909,500 325,932 

103 837,000 486,530 

合計 4,788,000 2,76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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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98 至 103 年工作執行成果 

以下茲就工作內容於 98 至 103 年「清淨家園顧厝邊」及「營
造優質環保示範區」執行成果摘要說明如下： 

一、 「清淨家園顧厝邊」概述 

藉助網路系統之普及便捷特點，以本署所建置之清淨家園
顧厝邊綠色生活(EcoLife)網作為溝通與展示平臺（如圖 1 所

示），擴大資訊傳遞與相互觀摩效能。透過快速傳遞與公開之

相關資訊，建立政府、志義工與民眾間溝通橋樑，具體並迅速

地來解決民眾生活環境問題。 

 

圖 1  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EcoLife）網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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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構綠網 e 化溝通平臺 

藉由擴大環境資訊傳遞與相互觀摩效能，快速傳遞環保

資訊，並建立政府與民眾間 e 化系統溝通橋樑。自 97 年 11

月 26 日上線以來，至 103 年 12 月止累計有 24,994,105 人次
上綠網瀏覽，每年平均有 4,165,684 人次上綠網瀏覽，詳如

表 1 所示，每日平均約有 1 萬 1,413 人上綠網瀏覽相關訊息，

由此可知，綠網已逐漸普及化，本署亦製作圖文並茂之綠網
中英文摺頁介紹，供國內民眾與國外遊客參閱（詳附件一）。 

（二） 推動環保志工村里社區全民總動員 

為鼓勵全民擁有對居家環境的主動協巡、通報及舉發違
規事實的習慣，目前各縣市已建立之綠網部落格類別包含村

里、社區、志義工、協巡組織、企業、學校及社團（社團法

人、財團法人），其各年度累計數量詳表 2 所示；其中（從
98 年統計至 103 年）村里 7,830 個、社區 17,912 個、志義

工 5,562 個、協巡組織 10,097 個、企業 7,050 個、學校 32,787

個、社團（含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579 個，以上各項目合
計共達 81,817 個。 

表 1  98 年至 103 年建置綠網 e 化溝通平臺累計瀏覽人次統計表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平均 

累計綠網瀏

覽人次 

4,171,950 

人次 

8,501,580 

人次 

12,639,220 

人次 

17,567,085 

人次 

22,127,760 

人次 

24,994,105 

人次 

4,165,684 

人次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表 2  98 年至 103 年環保志工村里社區總動員部落格累計數量彙

整表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推動

環保

志工

村里

社區

全民

總動

員 

村里 7,770 個 7,828 個 7,835 個 7,835 個 7,835 個 7,830 個 

社區 15,913 個 17,015 個 17,383 個 17,667 個 17,835 個 17,912 個 

志義工 3,697 個 4,300 個 4,698 個 5,043 個 5,038 個 5,562 個 

協巡組織 264 個 993 個 3,500 個 5,866 個 7,464 個 10,097 個 

企業 4,296 個 6,121 個 6,681 個 6,995 個 7,027 個 7,050 個 

學校 8,364 個 16,614 個 29,443 個 31,028 個 32,351 個 32,787 個 

社團（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 245 個 394 個 486 個 539 個 560 個 579 個 

合計 81,817 個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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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綠網日誌統計 

依環保署規定頻率定期執行全國地方巡檢、通報、清理

及辦理志義工活動，並每月將執行成果建置於綠網及追蹤改

善情形。其中各（98 至 103）年度發表日誌篇數統計詳表 3

所示。 

（四） 村里社區環境衛生在地扎根 

為達每年提升村里社區之環境衛生品質至少符合環保
署 14 項環境衛生永續指標之 1 項以上計 800 項次，從 98 年

起至 103 年其推動村里社區環境衛生在地扎根之執行成

果，如表 4 所示。98 年因遇風災，故相關經費移緩濟急，
尚無達成環境衛生永續指標之統計；而 99 年開始至 103 年，

因各村里的大力推行，使每年達成環境衛生永續指標數呈逐

年增加，103 年增至為 1,341 項次。 

表 3  98 年至 103 年綠網日誌統計彙整表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巡檢日誌 1,257,492 篇 
1,094,388

篇 
784,584 篇 692,907 篇 750,454 篇 635,391 篇 

清理日誌 1,213,535 篇 866,035 篇 663,152 篇 511,980 篇 558,835 篇 563,553 篇 

通報日誌 224,966 篇 127,545 篇 39,444 篇 31,744 篇 39,447 篇 36,987 篇 

活動日誌 139,492 篇 200,054 篇 249,426 篇 265,843 篇 248,814 篇 171,540 篇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表 4  98 年至 103 年推動村里社區環境衛生在地扎根之執行成果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合計 

達成環境衛生

永續指標數 
（移緩濟急） 

1,436 

項次 

857 

項次 

937 

項次 

1,177 

項次 

1,341 

項次 

5,769 

項次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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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觀光景點及髒亂點清理 

為提升觀光景點、環境整潔及髒亂點清理，自 99 年至

103 年，累計清理 1,465 處之觀光景點及髒亂點，詳表 5 所

示。 

自 98 年至 103 年，全國村里合計建立巡檢路線數計

468,399 條，總長度達 21,642,801 公里，發表巡檢日誌篇數

為 5,215,216 篇，發表清理日誌數 4,377,090 篇，髒亂點清理
時效亦逐漸提升，顯示環境衛生維護推廣已見成效，詳表 6

所示。 

其次，透過表 7 所示，髒亂點通報件數已逐漸穩定至
103 年的 36,987 件，經由全國國民努力下，轄內環境日漸整

潔，亦使本項補助計畫之成果更形顯著。 

 表 5  98 年至 103 年累計清理觀光景點及髒亂點之處數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合計 

清理觀光景點及髒亂點處數（處） （移緩濟急） 240 167 342 365 351 1,465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表 6  98 年至 103 年巡檢及清理執行成果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合計 

巡檢路線建立

筆數（條） 
165,446 117,939 50,004 25,115 26,023 83,872 468,399 

巡檢路線建立

總長度（公里） 
518,639 5,869,116 10,884,076 107,118 3,694,610 569,242 21,642,801 

巡檢日誌篇數

（篇） 
1,257,492 1,094,388 784,584 692,907 750,454 635,391 5,215,216 

清 理 日 誌 數

（篇） 
1,213,535 866,035 663,152 511,980 558,835 563,553 4,377,090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表 7  98 年至 103 年髒亂點通報執行情形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合計 

通報件數（件） 224,966 127,545 39,444 31,744 39,132 36,987 499,818 

通報已清理件數（件） 210,906 126,054 39,113 31,445 35,680 35,375 478,573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未清理件數為移轉相關（非環保）權管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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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廁管理 

為提升公廁品質，研訂「推動臺灣公廁整潔品質提升五

年計畫」，督促公廁管理單位加強清潔衛生，透過增加檢查

頻率及處分手段，以逐年提升全國列管公廁達優等級以上
（特優級及優等級）之比例，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1、經由地方環保機關（環保局及清潔隊）逐年擴大列管公

廁對象，103 年度除 99、100、101、102 年度已列管公
廁外，再增加各級社教機關、公家機關設置供民眾使用

者、公營事業機構設置供民眾使用者及其他等場所設置

之公廁。 

2、依公廁檢查分級結果進行列管公廁環境整潔查核，特優

級應至少每 2 月稽（檢）查 1 次、優等級應至少每月稽

（檢）查 1 次、普通級應至少每 2 週稽（檢）查 1 次、
加強級應至少每週稽（檢）查 1 次及改善級應至少每週

稽(檢)查 2 次。 

3、環保單位每年針對轄內列管改善級、加強級及普通級公
廁，於寒暑假前完成三級複式動員檢查。 

4、推動公私民間企業團體參與認養公廁環境整潔維護。 

5、辦理清掃學習推廣活動，邀請環保及教育單位、村里長、
社區民眾、環保志義工等共同參與。 

6、針對觀光景點列管公廁，本署亦訂定有「觀光景點（含

夜市）環境整潔督導改善計畫」，除請中央部會配合督
導轄管遊憩區及其周邊設置之公廁，落實公廁之環境維

護管理，以提升整體遊憩區（含夜市）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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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持續推動公廁分級制度與加強查核輔導，逐年擴大
公廁列管範圍，並透過主動搜尋公私場所基本資料比對，將

尚未列管公廁資料建檔及請地方環保局予以列管（103 年再

增加列管 16,369 座公廁），加強對民眾反映公廁髒亂情形進
行稽查告發取締，並結合民間企業團體力量參與認養公廁之

清潔維護，藉由地方環保單位加強督導與查核，促使公廁管

理及維護單位進行公廁硬體設備改善提升等級及落實公廁
環境整潔維護工作，宣導民眾愛惜使用公廁。 

自 98 年至 103 年，全國公廁列管查核情形，彙整如表

8 所示，公廁列管座數有逐年增加之情形，自 98 年列管
24,521 座增加至 103 年 75,838 座。而依級別分析統計，優

等級以上之列管座數所占比例，亦由 98 年的 78%提升至 103

年的 99%；改善級以下座數亦有明顯減少，由 98 年的 1,294

座減少至 103 年的 18 座，顯示透過增加檢查頻率及處分手

段，可有效提升全國列管公廁達優等級以上（特優級及優等

級）之比例，提升國內公廁潔淨品質，本署亦彙整全國優質
公廁資訊，供其他地區參考學習（詳附件二）。 

表 8  98 年至 103 年公廁列管情形 

項目 
列管公廁 

（數量） 

特優級座

（數量） 

優等級座

（數量） 

普通級座

（數量） 

加強級座

（數量） 

改善級座

（數量） 

98 年 24,521 
6,665 12,347 2,514 956 1,294 

27.18% 50.35% 10.25% 3.90% 5.28% 

99 年 35,712 
12,851 19,543 1,796 510 617 

35.99% 54.72% 5.03% 1.43% 1.73% 

100 年 53,903 
13,060 39,698 973 154 27 

24.23% 73.65% 1.81% 0.26% 0.05% 

101 年 56,950 
31,991 24,512 379 10 58 

56.17% 43.04% 0.007% 0.0001% 0.001% 

102 年 59,469 
33,666 24,573 367 367 80 

56.61% 41.32% 0.62% 0.62% 0.13% 

103 年 75,838 
48,993 25,970 727 120 18 

64.60% 34.24% 0.96% 0.16% 0.02% 

備註 1：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備註 2：單位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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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淨灘與推動認養成果 

為配合爭取國際觀光客，由政府部門帶頭優先清理重點海

灘；後續則擴大推動企業認養及志工參與海灘清理維護工作，

落實全臺海灘環境清潔維護。自 98 年累計至 103 年全國淨灘
參與人次共計 90 萬 8,290 人次，累積清理長度共計 7 萬 3,199

公里，清除 4 萬 6,399 公噸垃圾。鼓勵企業團體及部落社區參

與海灘認養維護，以 103 年為例計有 312 家企業團體及部落社
區認養海灘 256 處，認養長度 478 公里（詳表 9），顯示各界

對維護海岸（灘）環境之用心。 

此外，為提升遊憩環境品質，提供國人良好休憩消暑之海
岸（灘）環境，除每月由地方環保機關進行常態性維護之外，

每年針對春季、秋季重點時節及天然災害後，均進行擴大淨灘

工作，並結合公、私部門資源，號召民眾共同參與。 

表 9  98 年至 103 年重塑清淨海岸風貌執行成果彙整表 

項目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淨

灘

成

果 

參與人數 
共 103,177 

人次淨灘 

共 170,861 

人次淨灘 

共 150,101 

人次淨灘 

共 150,525 

人次淨灘 

共 160,608 

人次淨灘 

共 173,018 

人次淨灘 

清理長度 5,314 公里 19,700 公里 12,467 公里 10,831 公里 11,908 公里 12,979 公里 

清除垃圾重

量 
13,261 公噸 9,335 公噸 6,097 公噸 6,693 公噸 5,852 公噸 5,161 公噸 

推

動

認

養 

企業及社區

參與情形 

119 家次企業

團體及部落

社區參與認

養海灘152處 

253 家次企業

團體及部落

社區參與認

養海灘198處 

267 家次企業

團體及部落

社區參與認

養海灘191處 

264 家次企業

團體及部落

社區參與認

養海灘207處 

305 家次企業

團體及部落

社區參與認

養海灘252處 

312 家次企業

團體及部落

社區參與認

養海灘256處 

認養總長度 228 公里 381 公里 538 公里 500 公里 481 公里 478 公里 

成果公布 

未公布成果（綠

網該功能尚未

完成建置） 

每季於綠網公

布全國淨灘成

果 

每季於綠網公

布全國淨灘成

果 

每季於綠網公

布全國淨灘成

果 

每季於綠網公

布全國淨灘成

果 

每季於綠網公

布全國淨灘成

果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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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概述 

有關「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係採競爭型機制，以鄉鎮市

區為推動單位，由地方政府推薦轄內績優之 1~2 個鄉鎮市區提

出「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規劃報告書，經環保署遴聘之審查
委員組成遴選小組進行評比後，選出下年度分級推動單位並予

以補助經費辦理。 

表 10為彙整 99年至 103年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之指標達
成情形。每年均遴選出 20 幾個入圍級以上之推動單位（詳表

11），並於隔年補助至少 1 億 3 仟萬元以上之工程建設費，已

達成至少 378 項次（不含自創項目）之環境衛生永續指標，所
涵蓋之村里請詳表 12 所示。 

表 10  99 年至 103 年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指標達成情形彙整表 

年度 
提出申

請縣市 

候選 

單位 

推動 

單位數 
承諾達成指標數 自創項目 補助經費 

99 年 21 35 23 83 11 1 億 5,080 萬元 

100 年 15 22 22 75 14 1 億 4,900 萬元 

101 年 21 35 21 65 16 1 億 3,760 萬元 

102 年 20 29 22 83 16 1 億 4,900 萬元 

103 年 22 29 22 72 18 1 億 6,400 萬元 

合計 99 150 110 378 75 7 億 5,0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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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99 年至 103 年「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彙整表 

 

年度 

級別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小計 

（處） 

示範區級 

（7 項） 

新北市坪林區、嘉義縣大

林鎮、彰化縣鹿港鎮、高

雄市橋頭區、臺南市安平

區 

臺北市南港區、臺中市西

區、臺中市南屯區、臺南

市北區、高雄市彌陀區 

臺北市松山區、桃園市桃

園區、臺南市安平區、高

雄市大樹區、臺東縣池上

鄉 

新北市萬里區、桃園市中

壢區、新竹市東區、彰化

縣田尾鄉、嘉義縣大林

鎮、臺南市南區、臺南市

東區 

新北市三芝區、臺中市清

水區、臺南市新營區、臺

南市善化區、嘉義縣溪口

鄉、花蓮縣鳳林鎮 

28 

入選級 

（3 項） 

嘉義縣鹿草鄉、新竹縣竹

北市、臺中市西屯區、屏

東縣麟洛鄉、屏東縣枋山

鄉 

新北市雙溪區、宜蘭縣蘇

澳鎮、新竹市北區、臺南

市麻豆區、高雄市內門區 

新北市石門區、新竹市東

區、新竹縣北埔鄉、南投

縣集集鎮、屏東縣佳冬鄉 

宜蘭縣羅東鎮、臺中市大

甲區、高雄市楠梓區 

臺中市北區、新竹縣寶山

鄉、南投縣南投市、臺東

縣延平鄉 

22 

入圍級 

（1 項） 

宜蘭縣宜蘭市、臺中市石

岡區、臺北市大同區、南

投縣集集鎮、嘉義市東

區、嘉義市西區、新竹縣

新豐鄉、花蓮縣花蓮市、

澎湖縣七美鄉、雲林縣古

坑鄉、臺南市麻豆區、新

竹市香山區、基隆市安樂

區 

宜蘭縣員山鄉、桃園市新

屋區、桃園市龜山區、臺

中市豐原區、臺中市沙鹿

區、南投縣埔里鎮、南投

縣名間鄉、嘉義縣竹崎

鄉、嘉義縣六腳鄉、花蓮

縣吉安鄉、澎湖縣望安

鄉、金門縣烈嶼鄉 

基隆市暖暖區、苗栗縣南

庄鄉、臺中市霧峰區、彰

化縣福興鄉、雲林縣二崙

鄉、嘉義市東區、嘉義縣

中埔鄉、宜蘭縣羅東鎮、

花蓮縣新城鄉、澎湖縣西

嶼鄉、金門縣金湖鎮 

嘉義縣民雄鄉、雲林縣古

坑鄉、新竹縣關西鎮、新

竹市香山區、金門縣金湖

鎮、屏東縣崁頂鄉、雲林

縣虎尾鎮、花蓮縣新城

鄉、嘉義市西區、南投縣

草屯鎮、彰化縣田中鎮、

花蓮縣花蓮市 

臺北市內湖區、新北市蘆

洲區、彰化縣鹿港鎮、彰

化縣福興鄉、雲林縣虎尾

鎮、嘉義縣東石鄉、屏東

縣三地門鄉、澎湖縣西嶼

鄉、澎湖縣湖西鄉、新竹

市北區、嘉義市西區、金

門縣金城鎮 

60 

小計（處） 23 22 21 22 2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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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99 年至 103 年「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所屬村里數彙整表 

99 年至 103 年全國優質環保示範區及涵蓋村里數 

  年度 

 

級別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小計 

地區 

村

里

數 

地區 

村

里

數 

地區 

村

里

數 

地區 

村

里

數 

地區 

村

里

數 

示範區

（處） 

村里數

（個） 

示範 
區級 

（7 項） 

新北市坪林區 7 臺北市南港區 20 臺北市松山區 33 新北市萬里區 10 新北市三芝區 13 

28 759 

嘉義縣大林鎮 21 臺中市西  區 25 桃園縣桃園市 76 桃園縣中壢市 85 臺中市清水區 32 

彰化縣鹿港鎮 29 臺中市南屯區 25 臺南市安平區 15 新竹市東  區 52 臺南市新營區 29 

高雄市橋頭區 17 臺南市北  區 43 高雄市大樹區 18 彰化縣田尾鄉 20 臺南市善化區 21 

臺南市安平區 15 高雄市彌陀區 12 臺東縣池上鄉 10 嘉義縣大林鎮 21 嘉義縣溪口鄉 14 

   
臺南市南  區 39 花蓮縣鳳林鎮 12 

臺南市東  區 45  

入選 
區級 

（3 項） 

嘉義縣鹿草鄉 15 新北市雙溪區 12 新北市石門區 9 宜蘭縣羅東鎮 23 臺中市北  區 36 

22 487 

新竹縣竹北市 26 宜蘭縣蘇澳鎮 26 新竹市東  區 52 臺中市大甲區 29 新竹縣寶山鄉 10 

臺中市西屯區 39 新竹市北  區 44 新竹縣北埔鄉 9 高雄市楠梓區 37 南投縣南投市 34 

屏東縣麟洛鄉 7 臺南市麻豆區 29 南投縣集集鎮 11 
 

臺東縣延平鄉 5 

屏東縣枋山鄉 4 高雄市內門區 18 屏東縣佳冬鄉 12  

入圍 
區級 

（1 項） 

宜蘭縣宜蘭市 40 宜蘭縣員山鄉 16 基隆市暖暖區 13 嘉義縣民雄鄉 28 臺北市內湖區 39 

60 1,420 

臺中市石岡區 10 桃園縣新屋鄉 23 苗栗縣南庄鄉 9 雲林縣古坑鄉 20 新北市蘆洲區 38 

臺北市大同區 25 桃園縣龜山鄉 30 臺中市霧峰區 20 新竹縣關西鎮 21 彰化縣鹿港鎮 29 

南投縣集集鎮 11 臺中市豐原區 36 彰化縣福興鄉 22 新竹市香山區 24 彰化縣福興鄉 22 

嘉義市東  區 39 臺中市沙鹿區 21 雲林縣二崙鄉 18 金門縣金湖鎮 8 雲林縣虎尾鎮 29 

嘉義市西  區 45 南投縣埔里鎮 33 嘉義市東  區 39 屏東縣崁頂鄉 8 嘉義縣東石鄉 23 

新竹縣新豐鄉 17 南投縣名間鄉 23 嘉義縣中埔鄉 22 雲林縣虎尾鎮 29 
屏東縣三地門

鄉 
10 

花蓮縣花蓮市 45 嘉義縣竹崎鄉 25 宜蘭縣羅東鎮 23 花蓮縣新城鄉 8 澎湖縣西嶼鄉 11 

澎湖縣七美鄉 6 嘉義縣六腳鄉 25 花蓮縣新城鄉 8 嘉義市西  區 45 澎湖縣湖西鄉 22 

雲林縣古坑鄉 20 花蓮縣吉安鄉 18 澎湖縣西嶼鄉 11 南投縣草屯鎮 27 新竹市北  區 45 

臺南市麻豆區 29 澎湖縣望安鄉 9 金門縣金湖鎮 8 彰化縣田中鎮 22 嘉義市西  區 45 

新竹市香山區 24 金門縣烈嶼鄉 26 
 

花蓮縣花蓮市 45 金門縣金城鎮 8 

基隆市安樂區 25    

小計 23 516 22 539 21 438 22 646 22 527 110 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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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年至 103 年，「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計
110 處，表 11 所示）已達成之指標數；其推動單位轄內受益

之村里數達 2,666 個（詳表 12）。環境衛生永續指標數中，以

空屋空地綠美化比例較高（共計 58 項次），其次是公廁管理
潔淨化（共計 43 項次）、在地環境舒適化（共計 43 項次），

上述指標之執行多能讓民眾體認到環境改善；然而，道路電纜

整齊化為執行數量較少之指標項目，研判係因該項指標需投入
經費較高且需與工務單位配合及協調分工，才能順利推動之工

作項目。迄至 103 年環境衛生永續指標填報數量，合計 378

項次（詳表 13），歷年示範區特色詳表 14 及附件三。 

表 13  99 年至 103 年推動單位承諾達成之環境衛生永續指標項次

數 

         年度 

 

 

環境衛生 

永續指標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合計項

次（f）

=（a）+

（b）+

（c）+

（d）+

（e） 

預定

達成

項次 

已填

報項

次

（a） 

預定

達成

項次 

已填

報項

次

（b） 

預定

達成

項次 

已填

報項

次

（c） 

預定

達成

項次 

 

已填

報項

次

（d） 

預定

達成

項次 

 

已填

報項

次

（e） 

公廁管理潔淨化 9 9 7 7 10 10 8 8 9 9 43 

遛狗清便風尚化 3 3 2 2 3 3 2 2 2 2 12 

在地環境舒適化 8 8 8 8 5 5 11 11 11 11 43 

清溝除污通暢化 10 10 7 7 8 8 8 8 5 5 38 

道路電纜整齊化 1 1 0 0 1 1 4 4 0 0 6 

居家外圍潔淨化 9 9 7 7 2 2 8 8 7 7 33 

景觀地標優質化 4 4 7 7 4 4 4 4 2 2 21 

空屋空地綠美化 13 13 13 13 12 12 9 9 11 11 58 

公共設施標準化 6 6 7 7 5 5 5 5 8 8 31 

公共空間公園化 5 5 5 5 5 5 5 5 5 5 25 

室內空氣清淨化 3 3 1 1 0 0 6 6 1 1 11 

路面無坑平坦化 6 6 7 7 4 4 7 7 7 7 31 

居家生活寧適化 2 2 2 2 2 2 2 2 1 1 9 

健康環境無毒化 4 4 2 2 4 4 4 4 3 3 17 

小計 83 83 75 75 65 65 83 83 72 72 378 

備註：彙整資料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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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99 年至 103 年推動單位特色彙整表 

年度 推動單位 願景口號 特色 

99 

新北市 

坪林區 

低碳樂活森

呼吸之旅 

以「推廣環保觀光，產業永續發展」的理念，建立從

傳統鄉村進步到以環保、觀光產業、環境美化兼具的

現代化健康城市，同時也展開首創低碳知性旅遊行程。 

彰化縣 

鹿港鎮 

簡樸低碳整

潔生活 

量利用鹿港的傳統工藝之美做成藝術造景宣導環保標

語，矗立在街頭一角讓環保更能容入古蹟之美，也喚

醒全民環保意識，進而自己動手清理家園愛護環境而

達到全面淨化，並利用各項環保建材來再現鹿港風華。 

嘉義縣 

大林鎮 

在地文化深

耕看見希望

大林 

結合大林豐富的生態與自然資源，以及廣大的運動與

休閒空間，打造一個充滿健康與活力的綠色環保大

鎮，營造一個舒適樂活的生活環境。 

臺南市 

安平區 

重塑安平歷

史人文生機 

透過本計畫與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結合，將安

平區整體都市環境整體改觀，創造一個清淨、健康又

具生態文化都市，進而帶動地方發展，刺激觀光產業

發展。 

高雄市 

橋頭區 

『鐵路加鐵

馬、捷運加

五分車』低

碳旅遊寶地 

積極啟動守護家鄉及關懷環境行動，逐步呈現無毒家

園、永續環境、環保優良形象等具體面向，朝向『鐵

路加鐵馬、捷運加五分車』低碳旅遊寶地來發展。 

100 

臺北市 

南港區 

改善居家；

桂花飄香；

再生優質新

家園 

結合區內綠美化景觀及部門帶領創新，同時結合民間

公益團體力量並激勵私部門、民間團體共同營造「環

保示範區」遠景。 

臺中市 

西區 

綠柳風情、

西區再現 

市政各項文化建設多在西區完成，且轄內機關、學校、

文化設施比比皆是，期透過計畫持續區內環境清雅，

回復以往文風興盛之榮景。 

臺中市 

南屯區 

南屯老街風

情再現 

南屯老街舊稱「犁頭店街」，為臺中盆地斜貫通路的中

繼交通站，極具歷史、文化、藝術建築等價值。 

臺南市 

北區 

世界多元文

化 觀 光 城

市、東方充

分就業科技

城市、臺灣

美麗田園福

利城市 

結合臺南公園賞花季、鎮北坊文化園區營造、處處公

園好望角、林蔭步道及商圈再造等，提升整體都市環

境有成，帶動地方觀光及產業發展。 

高雄市 

彌陀區 

清淨家園、

漂亮彌陀 

原有的傳統經驗、歷史資產，與Ｅ化生活接軌，結合

文化、產業與景觀資源，勾勒出彌陀鄉的新願景；透

過影像、文字、網路社群等傳達媒介激發「關愛鄉情、

熱愛鄉土」的真情，建構起彌陀人的驕傲，重新型塑

彌陀新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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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推動單位 願景口號 特色 

101 

臺北市 

松山區 

營造松山優質

環境示範區 

推動環保示範區，讓效益擴及「形塑城市魅力，創

造臺北環境美學」與「凝聚市民意識，形成社會運

動」，營造區內街廓、建築及公共空間的綠與美。 

桃園縣 

桃園市 

人文環保健康

城 

重視節能減碳及環保議題，多項業績榮獲全國第

一，持續推動環境清潔與垃圾減量。 

臺南市 

安平區 
王城風華再現 

改造河堤景觀，營造整體優質生活環境，創造一個

清淨、健康又生態的文化都市。 

高雄市 

大樹區 

高屏溪畔的美

麗鄉城 

以前瞻性的作為，進而創造優質環境，使生態、環

境資源生生不息，讓環保意識趨向地方化。 

臺東縣 

池上鄉 

樂活池上、後

山傳奇，再現

米鄉生命力 

積極結合環境永續推展觀光產業，擴大轄區各村

鄰、角落，確實營造潔淨環保之有機生態之鄉，並

結合地方特色景觀。 

102 

新北市 

萬里區 

海洋生態、城鄉

風貌與觀光休閒

優質環境示範區 

萬里區三面環山與面海，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同

時主要產業以漁業及旅遊觀光業為主，轄區內風化

地形、溫泉區為名。 

桃園縣 

中壢市 

低碳永續環保

示範區 

著重落實推動環境教育，且長期重點設計環境教育

空間與再生能源展示空間。 

新竹市 

東區 

世博臺灣館，

城市新亮點 

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外，鼓勵市民或組織團體相

關環保工作。 

彰化縣 

田尾鄉 

優質舒適低碳生

活環保示範區 

推動觀光產業軟體行銷，尤其花卉產業帶動田尾經

濟，提升發展潛力。 

嘉義縣 

大林鎮 

米蘭小鎮，大

林 My Darling 

結合大林豐富的生態與自然資源，以及廣大的運動

與休閒空間，打造一個充滿健康與活力的綠色環保

大鎮，為鎮民營造一個舒適樂活的生活環境。 

臺南市 

南區 

南方新門戶，

濱海新樂園 

轄區內黃金海岸為臺南市海岸景觀資源極具觀光

發展潛質，透過環保意識介入，並提高設施的可及

性與多樣性，邁向臺南海洋觀光城市新願景。 

臺南市 

東區 

優質環保綠生

活，低碳永續

新東區 

適時適地引入永續環保議題並建構良好的公共場

城以創造地區經濟活絡及優質生活空間的基礎條

件，創造居住優先的人本生活空間。 

103 

新北市三

芝區 

環保有機生態

村 

結合環保有機生態村，以打造大台北地區的後花園

為長期目標。 

臺中市清

水區 

低碳城市在清

水 

串聯五福圳等自行車道，使遊客體驗鄉村風貌、賞

荷花、追逐火車及高美濕地生態之旅，以達到休閒

及教育功能。 

臺南市善

化區 

活力善化幸福

家園 

重視地方歷史文化資產並推動自然農法示範區，朝

生態永續方向邁進。 

臺南市新

營區 

宜居搖籃  環

保城市 

榮獲 2012 年國際宜居城市銅牌獎，該區將獲取宜

居城市經驗進而孵育區內之宜居社區。 

嘉義縣溪

口鄉 

重現老街生命力

愛溪口秘密通道 

運用行銷手法進而推廣地方產業及發揚客家精

神，並持續推動老舊巷道環境之改造。 

花蓮縣鳳

林鎮 

慢城鳳林-長壽

之鎮 校長故鄉 

除了持續推動客家文化之外，為與國際樂活城市接

軌，將「打造樂活、慢城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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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為將「清淨家園全民運動」及「營造永續優質
環境」之觀念融入民眾日常生活內，從 99 年起，以 14 項環境

衛生永續指標為主題，鼓勵民眾真情捕捉各環保示範區、鄉鎮

市區及村里的自然景觀、人文風情、環境改造等影像畫面，建
立全民對於日常居住環境中的環保意識，進而提升全國公共區

域及居家環境的生活品質，營造優質環保生活及清淨家園的目

標，並展現環境衛生維護工作的繽紛風貌。有關各年度指標作
品請參考附件四。 

自 100 年起至今，「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示範區級推動

單位共辦理 28 場次之標竿示範觀摩活動，其活動主要目的在
於讓與會民眾了解，轄區透過計畫推動下，結合轄內志工及村

里社區力量，並積極投入環境巡檢、清理照顧工作，進而強化

地區之環境衛生品質；再者，藉由活動辦理過程使各單位及民
眾體認節能減碳、社區營造、閒置空地再利用及資源回收再利

用等工作成果，於未來更齊心努力營造舒適樂活的優質環境，

其各年度標竿示範宣導觀摩活動照片，見圖 2 至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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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區（2011.03.27） 嘉義縣大林鎮（2011.04.30） 

  

高雄市橋頭區（2011.08.27） 彰化縣鹿港鎮（2011.09.25） 

 

新北市坪林區（2011.10.23） 

圖 2  100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示範區宣導觀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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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北區（2012.06.09） 高雄市彌陀區（2012.06.30） 

  

臺中市南屯區（2012.10.17） 

臺中市西區（2012.10.17） 
臺北市南港區（2012.10.21） 

圖 3  101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示範區宣導觀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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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平區（2013.05.05） 臺東縣池上鄉（2013.08.24） 

  

臺北市松山區（2013.10.01） 桃園市桃園區（2013.10.22） 

 

高雄市大樹區（2013.12.07） 

圖 4  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示範區宣導觀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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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2014.05.27） 臺南市東區（2014.07.19） 

  

臺南市南區（2014.07.27） 嘉義縣大林鎮（2014.08.02） 

 

彰化縣田尾鄉（2014.08.30） 

 

新竹市東區（2014.08.26） 

 

新北市萬里區（2014.10.08） 

圖 5  103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示範區宣導觀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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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芝區（2015.03.20） 臺南市新營區（2015.04.18） 

  

臺南市善化區（2015.07.18） 花蓮縣鳳林鎮（2015.07.25） 

  

臺中市清水區（2015.09.01） 嘉義縣溪口鄉（2015.09.11） 

圖 6  104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示範區宣導觀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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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本計畫結合「EcoLife 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系統」，供
一般社會大眾使用，並且納入不同層級政府機關（上至中央單位，

下至縣鄉鎮市及村里等），落實全民生活環保運動。綠網平臺每日

平均有 1 萬 1 千餘人在綠網瀏覽相關訊息，顯示綠網平臺之使用
已相當普及。 

再者，為了提升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廁品質，透過全國

一致的評分和分級標準，加強地方政府落實公廁列管評鑑及分級

管理制度，定期評比各地方政府辦理成果。截至目前為止，已列

管的 7 萬 5,838 座公廁，優等級以上之列管公廁比例為 99%。期許

將來列管公廁能持續增加，並提升優等級以上之公廁數量，讓民
眾可以便利、舒適的使用，朝零改善與零加強列管公廁之目標邁

進。 

由於長年鼓勵地方成立協巡組織進行環境巡檢照顧，運用組
織力量來改善環境衛生及整頓市容。截至目前為止，全國已成立

的 10,097 個協巡組織，期盼今年度更能將協巡組織成立之理念深

入各村里，使每個村里皆有協巡組織，共同推動志義工參與環保
工作。 

此外，為維護臺灣美麗的海灘，環保單位藉本計畫積極辦理

臨海地區海灘清理活動，讓民眾體認至海灘遊樂時不要製造垃
圾，隨手清理垃圾；且地方企業團體及部落社區也主動加入海灘

認養行列，為維護海岸環境潔淨及海洋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 

「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98 年至 103 年）把各個示範
區所施作的地「點」串連的觀光旅遊或特色景點路「線」，而 102

年行政院核定通過「建構寧適家園計畫」（104 年至 107 年）將銜

接前期計畫，引導各縣市之鄉鎮市區結合當地特色，逐步達成承
諾的環境衛生永續指標，以「面」的方式推廣，使其有風吹草偃

的成效，並吸引國外遊客觀光，打開國際知名度。 

整體而言，未來也在中央、地方、民間團體及社區民眾的共
同努力下，期望將臺灣營造成為大家所期盼的「東方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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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EcoLife)網」中英文摺頁 

中文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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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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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全國優質公廁特色彙整 

縣市/地點 臺中市中友百貨公廁 

特色 

臺中中友百貨共有 15 座不同的主題廁所，包含各式各樣歐式、美

式或童話般等不同風格的廁所，例如：可口可樂、綠野仙蹤、秘密

花園以及海底總動員等主題，主題廁所也多次獲得臺中市政府的肯

定。更入選英國的比價網站「廉價航班」(cheap flights)，獲選為世

界十大精彩廁所。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http://www.chungyo.com.tw/toilet.php 

http://www.chungyo.com.tw/toile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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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臺北市臺電大樓捷運站公廁 

特色 

102 年最人性化公廁，由捷運臺電大樓站脫穎而出，獲得最高特優

評比，廁所的設計採通用、人性化，許多民眾即使不搭捷運，也會

來使用公廁。最人性化公廁捷運臺電大樓站獲選原因為：緊鄰臺灣

師大商圈，以致遊客接待量繁重，但因為廁所設計選擇通用、人性

化風格，許多民眾即使不搭捷運，也會來使用公廁。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925/264

60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925/26460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925/26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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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臺北市臺北車站公廁 

特色 

臺北車站「魔法一號」不僅是一個公共廁所，而且是一個觀念，一

個愛家、重環保的觀念。同時這間廁所從建材配置到空間處理，可

以說全面照顧到每一個人的需求，未來必能一改國人對公廁那種髒

亂、污穢的傳統印象。 

魔法一號大門左邊的「問候牆」有 13 個國家問候的文字，表現出

臺灣人的熱情與歡迎；另外，溫馨的哺乳間、寬敞的親子廁所，給

人的感覺就是方便與舒適。「魔法一號」已不是一個單純的公廁，

它也是一個傳遞資訊與關懷，心情轉換與放鬆的好所在。這座集「環

保、科技、生態、人文」兼備的示範公廁，即將於近日完工交給臺

鐵供大眾使用。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219781.htm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2197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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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新北市淡水八里公廁 

特色 

新北市淡水八里的環境教育中心示範公廁，更被譽為「白宮一

號」，不僅結合高科技與環保，全部採用綠建築建造，更運用資源

循環與環保概念，成為新一代環保公廁。而且使用免水沖洗小便

斗以及採奈米材質的小便斗，與白宮相同，也讓此公廁無味無臭，

也讓民眾享有與美國總統歐巴馬一樣的如廁品質，更讓新北市成

為全臺第 1 個建立環保公廁的縣市。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 

http://tw.twent.chinayes.com/Content/20100128/KC6Z1HJN33W7C.s

html 

http://tw.twent.chinayes.com/Content/20100128/KC6Z1HJN33W7C.shtml
http://tw.twent.chinayes.com/Content/20100128/KC6Z1HJN33W7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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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新北市猴硐貓咪公廁 

特色 

為讓更多遊客感受到猴硐的迷人特點與享受便利旅遊，新北市政府

將主要景點與設施融入在地元素與貓咪意象，就是要讓遊客一來到

猴硐，彷彿走進貓之國度，視野所及，均可發現貓蹤、貓影環繞四

周。貓咪公廁，可是全臺第一間結合貓咪意象而打造的廁所，透過

插畫家貓小 P 繪製的一系列可愛貓咪插圖貼於外牆上，Q 版活潑的

圖樣設計，吸睛度百分百。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http://solomo.xinmedia.com/taiwan/8893-Xnbei 

http://solomo.xinmedia.com/taiwan/8893-Xn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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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臺東縣史前博物館公廁 

特色 

臺東史前博物館具有五星級的廁所，就隱身在史前博物館旁的停車

場地下樓層，24 小時全日開放且完全沒有廁所刺鼻的味道。公廁具

備豪華的育嬰室，設置成溫馨的氛圍，提供沙發、嬰兒床及玩偶；

另外，還有自動感應開蓋的垃圾桶，讓使用者更佳的便利。公廁各

角落也進行許多綠美化作業，應用許多綠色植栽來除提升視覺上的

舒適感外，也讓整體公廁的空氣品質更佳清新。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http://applejuan.pixnet.net/album 

http://applejuan.pixnet.net/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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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臺東縣臺糖加油站公廁 

特色 

「上廁所，請脫鞋！」別訝異，到臺東縣臺糖加油站上廁所，真的

要脫鞋，這間公廁號稱無味、無塵，獲環保署評為特優公廁，可能

是全國唯一要脫鞋的公廁。這間臺糖加油站位於臺東濱海公路上，

男、女廁門口都放著兩雙拖鞋，民眾得脫鞋、換穿拖鞋才能如廁。

加油站長說，剛開始民眾會抱怨，覺得麻煩，但上完廁所，都會一

臉驚喜說：「你們的廁所怎麼乾淨到連一滴水漬都沒有？難怪要換

穿拖鞋！」有客人加完油，一定去上他們的廁所，還有人在廁所門

口拍照。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49628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ART_ID=4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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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臺東縣史前博物館公廁 

特色 

一般人只要聽到掃廁所，可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臺東市康樂國

小，掃廁所的工作，可是人人搶著做，因為只有表現好的學生才有

爭取的機會，而且學校的廁所超級乾淨，甚至進去還得脫鞋子才

行。廁所裡的地板、洗手臺乾淨的閃閃發亮，猶如五星級大飯店的

洗手間，此外還是獲得特優評鑑的公用廁所，不過這份榮譽可是得

來不易，這是每個小朋友勞心勞力，直接趴在地上拿抹布仔細刷洗

的成果。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186363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18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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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臺南市北門公廁 

特色 

臺南市北門公廁位於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於 99

年 12 月興建完成，以虱目魚、鹽田、燕鷗為設計理念，並採取候

鳥展翼的形象為造型，自興建完成後已成為北門地區的重要地標。

此外，於 101 年榮獲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評選為「100 年度臺南

市績優公廁」，相當難能可貴，為北門地區創造一項榮譽。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http://blog.xuite.net/swcoast/twblog/ 

http://blog.xuite.net/swcoast/tw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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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南投縣竹山金筍公廁 

特色 

南投縣竹山鎮紫南宮具有七星級的「金筍迎客」公廁，竹筍造

型公廁佔地達四百坪，裡面設計噴水池，還播放音樂，營造休

閒輕鬆的氣氛，且當空氣濁度超過一定標準，感應器還會自動

開啟所有窗戶，抽進新鮮空氣，連日本觀光客都組隊前來參

觀。管理單位還曾經在廁所開畫展！讓公廁不但講求乾淨，甚

至要營造出充滿藝文休閒的氣氛。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 

http://forum.pchome.com.tw/content/56/77036 

http://forum.pchome.com.tw/content/56/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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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點 高雄市金鑽夜市公廁所 

特色 

高雄「金鑽夜市」號稱全臺最大夜市，共有近一千個攤位緊鄰，

其中還主打夜市內有媲美五星飯店的「超華麗廁所」，廁所內

有噴水池、LED 情境燈，在全臺夜市罕見，走入廁所內，宛如

進入五星飯店的廁所，空間規劃也相當寬敞，顛覆傳統夜市給

人擁擠、雜亂的印象。 

實地照片 

 

資料來源：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247179.htm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2471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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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各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示範區級推動單位特色 

99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新北市坪林區 

推動單位 新北市坪林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景觀地

標優質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 

路面無坑平坦化 

願景口號 低碳樂活森呼吸之旅 

特色 

以「推廣環保觀光，產業永續發展」的理念，建立從傳統鄉村

進步到以環保、觀光產業、環境美化兼具的現代化健康城市，

同時也展開首創低碳知性旅遊行程。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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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彰化縣鹿港鎮 

推動單位 彰化縣鹿港鎮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遛狗清便風尚化、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

污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空屋空地綠美化、路面無坑平坦

化、健康環境無毒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室

內空氣清淨化 

願景口號 簡樸低碳整潔生活 

特色 

利用鹿港的傳統工藝之美做成藝術造景宣導環保標語，矗立在

街頭一角讓環保更能容入古蹟之美，也喚醒全民環保意識，進

而自己動手清理家園愛護環境而達到全面淨化，並利用各項環

保建材來再現鹿港風華。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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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嘉義縣大林鎮 

推動單位 嘉義縣大林鎮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遛狗清便風尚化、在地環境舒適化、居家外

圍潔淨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

化 

願景口號 在地文化深耕看見希望大林 

特色 

結合大林豐富的生態與自然資源，以及廣大的運動與休閒空

間，打造一個充滿健康與活力的綠色環保大鎮，營造一個舒適

樂活的生活環境。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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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南市安平區 

推動單位 臺南市安平區 

指標項目 

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空屋空

地綠美化、室內空氣清淨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健康環境無毒

化 

願景口號 重塑安平歷史人文生機 

特色 

透過本計畫與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計畫結合，將安平區整體

都市環境整體改觀，創造一個清淨、健康又具生態文化都市，

進而帶動地方發展，刺激觀光產業發展。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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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高雄市橋頭區 

推動單位 高雄市橋頭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遛狗清便風尚化、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

污通暢化、道路電纜整齊化、居家外圍潔淨化、景觀地標優質

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室

內空氣清淨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居家生活寧適化、健康環境

無毒化 

願景口號 『鐵路加鐵馬、捷運加五分車』低碳旅遊寶地 

特色 

積極啟動守護家鄉及關懷環境行動，逐步呈現無毒家園、永續

環境、環保優良形象等具體面向，朝向『鐵路加鐵馬、捷運加

五分車』低碳旅遊寶地來發展。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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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北市南港區 

推動單位 臺北市南港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空屋空

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路面無坑平坦

化 

願景口號 改善居家；桂花飄香；再生優質新家園 

特色 
結合區內綠美化景觀及部門帶領創新，同時結合民間公益團體

力量並激勵私部門、民間團體共同營造「環保示範區」遠景。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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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中市西區 

推動單位 臺中市西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遛狗清便風尚化、在地環境舒適化、居家外

圍潔淨化、景觀地標優質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

化、路面無坑平坦化 

願景口號 綠柳風情、西區再現 

特色 

市政各項文化建設多在西區完成，且轄內機關、學校、文化設

施比比皆是，期透過計畫持續區內環境清雅，回復以往文風興

盛之榮景。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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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中市南屯區 

推動單位 臺中市南屯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遛狗清便風尚化、在地環境舒適化、居家外

圍潔淨化、景觀地標優質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

化、路面無坑平坦化 

願景口號 南屯老街風情再現 

特色 
南屯老街舊稱「犁頭店街」，為臺中盆地斜貫通路的中繼交通

站，極具歷史、文化、藝術建築等價值。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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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南市北區 

推動單位 臺南市北區 

指標項目 

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空屋空

地綠美化、室內空氣清淨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健康環境無毒

化 

願景口號 
世界多元文化觀光城市、東方充分就業科技城市、臺灣美麗田

園福利城市 

特色 

結合臺南公園賞花季、鎮北坊文化園區營造、處處公園好望

角、林蔭步道及商圈再造等，提升整體都市環境有成，帶動地

方觀光及產業發展。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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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高雄市彌陀區 

推動單位 高雄市彌陀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

圍潔淨化、景觀地標優質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

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居家生活寧適化 

願景口號 清淨家園、漂亮彌陀 

特色 

原有的傳統經驗、歷史資產，與Ｅ化生活接軌，結合文化、產

業與景觀資源，勾勒出彌陀鄉的新願景；透過影像、文字、網

路社群等傳達媒介激發「關愛鄉情、熱愛鄉土」的真情，建構

起彌陀人的驕傲，重新型塑彌陀新印象。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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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北市松山區 

推動單位 臺北市松山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清汙除溝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空屋空

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路面無坑平坦

化 

願景口號 營造松山優質環境示範區 

特色 

推動環保示範區，讓效益擴及「形塑城市魅力，創造臺北環境

美學」與「凝聚市民意識，形成社會運動」，營造區內街廓、

建築及公共空間的綠與美。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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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桃園縣桃園市 

推動單位 桃園縣桃園市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遛狗清便風尚化、清汙除溝通暢化、居家外

圍潔淨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居家生活寧適

化、健康環境無毒化 

願景口號 人文環保健康城 

特色 
重視節能減碳及環保議題，多項業績榮獲全國第一，持續推動

環境清潔與垃圾減量。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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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南市安平區 

推動單位 臺南市安平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遛狗清便風尚化、道路電纜整齊化、景觀地

標優質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居家生活寧適

化 

願景口號 王城風華再現 

特色 
改造河堤景觀，營造整體優質生活環境，創造一個清淨、健康

又生態的文化都市。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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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高雄市大樹區 

推動單位 高雄市大樹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清汙除溝通暢化、景觀地標優質化、空屋空

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路面無坑平坦

化 

願景口號 高屏溪畔的美麗鄉城 

特色 
以前瞻性的作為，進而創造優質環境，使生態、環境資源生生

不息，讓環保意識趨向地方化。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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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東縣池上鄉 

推動單位 臺東縣池上鄉 

指標項目 

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

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健康環境無毒

化 

願景口號 樂活池上、後山傳奇，再現米鄉生命力 

特色 
積極結合環境永續推展觀光產業，擴大轄區各村鄰、角落，確

實營造潔淨環保之有機生態之鄉，並結合地方特色景觀。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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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新北市萬里區 

推動單位 新北市萬里區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道路電

纜整齊化、景觀地標優質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

化、公共空間公園化、路面無坑平坦化 

願景口號 海洋生態、城鄉風貌與觀光休閒優質環境示範區 

特色 
萬里區三面環山與面海，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同時主要產業

以漁業及旅遊觀光業為主，轄區內風化地形、溫泉區為名。 

實地照片 

 

 



 

52 

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桃園縣中壢市 

推動單位 桃園縣中壢市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清溝除污通暢化、道路電纜整齊化、居家外

圍潔淨化、公共設施標準化、室內空氣清淨化、路面無坑平坦

化 

願景口號 低碳永續環保示範區 

特色 
著重落實推動環境教育，且長期重點設計環境教育空間與再生

能源展示空間。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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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新竹市東區 

推動單位 新竹市東區 

指標項目 

在地環境舒適化、道路電纜整齊化、居家外圍潔淨化、公共設

施標準化、公共空間公園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居家生活寧適

化、健康環境無毒化、遛狗清便風尚化、景觀地標優質化、室

內空氣清淨化 

願景口號 世博臺灣館，城市新亮點 

特色 
積極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外，鼓勵市民或組織團體相關環保工

作。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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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彰化縣田尾鄉 

推動單位 彰化縣田尾鄉 

指標項目 

公廁管理潔淨化、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

圍潔淨化、空屋空地綠美化、公共設施標準化、路面無坑平坦

化、健康環境無毒化 

願景口號 優質舒適低碳生活環保示範區 

特色 
推動觀光產業軟體行銷，尤其花卉產業帶動田尾經濟，提升發

展潛力。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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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嘉義縣大林鎮 

推動單位 嘉義縣大林鎮 

指標項目 

清溝除污通暢化、道路電纜整齊化、景觀地標優質化、室內空

氣清淨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居家生活寧適化、健康環境無毒

化 

願景口號 米蘭小鎮，大林 My Darling 

特色 

結合大林豐富的生態與自然資源，以及廣大的運動與休閒空

間，打造一個充滿健康與活力的綠色環保大鎮，為鎮民營造一

個舒適樂活的生活環境。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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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南市南區 

推動單位 臺南市南區 

指標項目 

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空屋空

地綠美化、室內空氣清淨化、路面無坑平坦化、 

公共空間公園化 

願景口號 南方新門戶，濱海新樂園 

特色 

轄區內黃金海岸為臺南市海岸景觀資源極具觀光發展潛質，透

過環保意識介入，並提高設施的可及性與多樣性，邁向臺南海

洋觀光城市新願景。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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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推動單位：臺南市東區 

推動單位 臺南市東區 

指標項目 

在地環境舒適化、清溝除污通暢化、居家外圍潔淨化、空屋空

地綠美化、室內空氣清淨化、路面無坑平坦化、健康環境無毒

化 

願景口號 優質環保綠生活，低碳永續新東區 

特色 

適時適地引入永續環保議題並建構良好的公共場城以創造地

區經濟活絡及優質生活空間的基礎條件，創造居住優先的人本

生活空間。 

實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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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99 年至 102 年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特色照片 

99 年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特色照片 

  

公廁管理潔淨化（彰化縣鹿港鎮） 遛狗清便風尚化（臺中市石岡區） 

  

在地環境舒適化（臺南市安平區） 清溝除污通暢化（臺中市石岡區） 

 

 

道路電纜整齊化（新竹市東區） 居家外圍潔淨化（臺中市石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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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地標優質化（臺南市安平區） 空屋空地綠美化（臺南市安平區） 

 

 

公共設施標準化（新北市坪林區） 公共空間公園化（臺南市安平區） 

  

室內空氣清淨化（臺中市石岡區） 路面無坑平坦化（澎湖縣西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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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寧適化（臺南市安平區） 健康環境無毒化（臺中市石岡區）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綠厝邊之美」攝影比賽，2010。 

 

 

100 年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特色照片 

  

公廁管理潔淨化 遛狗清便風尚化（高雄市橋頭區） 

  

在地環境舒適化 清溝除污通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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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電纜整齊化 居家外圍潔淨化 

 

 

景觀地標優質化（高雄市彌陀區） 空屋空地綠美化 

  

公共設施標準化 公共空間公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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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清淨化 路面無坑平坦化 

  

居家生活寧適化 健康環境無毒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二屆綠厝邊之美」攝影比賽，2011。 

 

 

101 年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特色照片 

  

公廁管理潔淨化（臺中市霧峰區） 遛狗清便風尚化（臺中市霧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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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環境舒適化（新竹市東區） 清溝除污通暢化（臺中市霧峰區） 

  

道路電纜整齊化（臺中市霧峰區） 居家外圍潔淨化（花蓮縣新城鄉） 

  

景觀地標優質化（新竹市東區） 空屋空地綠美化（臺中市霧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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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標準化（高雄市大樹區） 公共空間公園化（花蓮縣新城鄉） 

  

室內空氣清淨化（新竹市東區） 路面無坑平坦化（臺中市霧峰區） 

  

居家生活寧適化（新竹市東區） 健康環境無毒化（臺東市池上鄉）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我家就是綠厝邊，第三屆綠厝邊之美」攝

影比賽，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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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特色照片 

  

公廁管理潔淨化 遛狗清便風尚化（桃園縣桃園市） 

  

在地環境舒適化 清溝除污通暢化 

  

道路電纜整齊化 居家外圍潔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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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地標優質化 空屋空地綠美化 

  

公共設施標準化 公共空間公園化 

 

 

室內空氣清淨化 路面無坑平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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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寧適化 健康環境無毒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四屆綠厝邊之美」攝影比賽，2013。 

 

 

103 年環境衛生永續指標特色照片 

  

公廁管理潔淨化 遛狗清便風尚化 

  

在地環境舒適化 清溝除污通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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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電纜整齊化 居家外圍潔淨化 

  

景觀地標優質化 空屋空地綠美化 

  

公共設施標準化 公共空間公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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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清淨化 路面無坑平坦化 

  

居家生活寧適化 健康環境無毒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第五屆綠厝邊之美」攝影比賽，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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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4 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環保示範區景點 

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新 北

市 

坪林區親

水吊橋 

坪林區在封溪護魚的保護

下，水質清澈見底，漫步於觀

魚步道，可見溪底成群的苦花

魚，沿著魚梯溯溪而上，親水

吊橋位於北宜公路的牌樓旁

邊，為坪林地區美麗景點， 

環保署於 101年補助施作環保

公廁等設施，以利往來遊客使

用，亦藉此宣導環境保護的觀

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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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新 北

市 

萬里區獅

子公園 

位於臺 2 線 52 公里處萬里獅

子公園，園內的「入口意象石

雕」，為遊客拍照留念的最大

目標。園內規劃完善的自行車

步道，很適合全家大小遊玩。

公園週遭風景豐富，生物生態

也十分豐富，值得大家駐足。 

環保署於 102年補助萬里區公

所經費建立示範公廁，以利往

來遊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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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新 北

市 

三芝區八

連溪生態

村 

位於三芝區八賢村，結合生態

與農村特色，透過現代與懷舊

設施結合交錯，讓景觀區豐富

許多，值得大家駐足。 

環保署於 103年補助三芝區自

創營造「環保有機生態村」，

藉由舉辦有機無毒生態體驗

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使

市民獲得有機無毒的正確觀

念，並推動有機無毒生產課

程，讓市民學習栽植有機無毒

健康蔬菜，進而帶動觀光與促

進地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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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臺 中

市 

南屯區南

屯老街 

原中部的斜貫古道，從彰化縣

經南屯老街到豐原，全長共 30

公里，至今多數皆已消失，但

在南屯老街及周邊仍可追憶

其過去的歷史痕跡；更有其他

豐富的資源如南屯溪、踩街文

化、字姓戲、麻芛…等。 

環保署於 100年補助南屯區老

街路面周邊改造，統一店家招

牌，使其具在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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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臺 中

市 

清水區山

海線自行

車道 

清水區擁有豐富景觀及自然

資源，轄內有著水圳與鐵道相

伴的人車共行車道「五福圳自

行車道」，沿途依山傍水可遠

眺鰲峰山跟田園景色，以及位

於高美溼地旁的「高美自行車

道」，沿途設置了多處景觀

區，包括河濱生態解說園、燈

塔博物館、生態展售館等，沿

路可欣賞高美溼地的自然風

景及豐富生態。 

環保署於 103年補助清水區，

清水區公所整合在地環保生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03037.html
http://iphoto.ipeen.com.tw/photo/comment/6/8/5/cgmbe12b2fda599bfb0dc4e5985a9257f1386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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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態資源，規劃針對山海線三大

自行車道進行串聯，包括：五

福圳自行車道、臨海路自行車

道、高美自行車道，提供鄰近

居民及遊客一個休閒娛樂的

景點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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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彰 化

縣 

鹿港鎮文

武廟 

文武廟又稱為「文祠」，佔地

寬廣，環境幽雅，包括文開書

院與文武兩廟，而構成十分奇

特的景觀。 

環保署於 99 年補助鹿港鎮，

改善其文武廟內公廁，讓遊客

可以享有更舒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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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彰 化

縣 

田尾鄉怡

心園 

怡心園建於民國 78 年，於 91

年進行整修，園區免費開放，

園內設有兒童親子戲水區及

音樂噴泉，適合全家同遊。 

環保署於 102年補助田尾鄉公

所辦理怡心園停車場環境改

善工程，以提供更好的在地舒

適環境。 

 

田尾鄉公

路花園 

位於田尾鄉園藝特定區內，是

全臺灣最大的花草盆栽集散

區。園區道路北起民生路南至

民族路，全長 4.7公里，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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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341公頃，為盆栽苗木生

產專業區，有近 400家私有花

園。 

環保署於 102年補助田尾鄉公

所辦理公路花園區段破損道

路重新舖設作業，以增加其耐

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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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嘉 義

縣 

大林鎮三

疊溪明華

濕地生態

園區 

本區以濕地自然淨水法，藉由

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去除水中

污染物，，園區內並設有太陽

能燈等藝術景觀，結合環保與

生活、教育、休閒，為一處多

樣文化內涵休憩場所。本園區

佔地面積近 3公頃，園區設有

截流井、曝氣區、沉澱區、溼

地區、放流渠道、放流生態

區、木棧道、涼亭、植草磚步

道、停車區、生態島、景觀紋

石、太陽能及風力發電景觀

燈、水生植栽 6仟多株等。 

環保署於 99 年補助大林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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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理頂員林埤沿岸，自然護岸整

裡、休憩平臺、空間綠化、步

道連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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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嘉 義

縣 

溪口鄉愛

溪口的秘

密通道 

鄉公所委請藝術家以成長、童

玩為創作主軸，並結合社區居

民、國小學童等共同打造「愛

溪口的秘密通道」，以漂流木

等素材，用產業特色打造「愛

溪口」、「麵線妹」、「竹簍哥」、

「陀螺弟」等主角人物，讓秘

密通道更多元更有探索性，並

將老街商店特色融入信箱，住

家則以客家花布為素材，營造

老街每一戶都有獨一無二的

信箱特色。 

環保署於 103年補助溪口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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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所，以 134巷愛溪口的秘密通

道周邊現有巷道為主，設置招

牌示範街道及區域，藉以營造

優質化景觀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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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臺 南

市 

安平區樹

屋 

樹屋原本是臺鹽廢棄倉庫，在

荒廢多年後，榕樹特殊的生長

特性將老倉庫包覆，形成了樹

以牆為幹、屋以葉為瓦的特殊

景觀。臺南市政府在不破壞原

有面貌的原則下，重新整修樹

屋，並連接周遭相關景點，

如：夕遊出張所(原臺灣總督

府專賣局臺南支局安平分

室)、朱玖瑩故居(前鹽務總局

局長兼臺灣製鹽總廠總經理)

等，成為了一個休閒的好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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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環保署於 101年補助鹽水溪堤

岸觀景臺及周圍綠美化工

程，提供遊客及居民最佳觀賞

鹽水溪的觀景臺，更可作為民

眾散步及自行車的最佳休憩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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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臺 南

市 

新營區南

瀛綠都心 

座落於新營區民治路上，有一

片水綠交融的園地—南瀛綠都

心，營造兼具景觀、生態、休

憩及停車等多項功能的新型景

觀公園，為老公園注入新生

命，並透過百花季花卉展出，

邀請民眾體驗南瀛綠都心的城

鄉魅力。 

環保署於 103 年補助新營區公

所，結合地方特色並透過環境

改善工程，打造宜居搖籃環保

城市，提供民眾舒適的遊憩場

所。 

 

 

http://www.walkingtaiwan.org/userfiles/sm800_images_F1b/189912306467223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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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臺 南

市 

善化區胡

厝寮彩繪

村 

沿著 178線道，往善化陽明國

小方向即可抵達胡厝寮(胡家

社區)－「胡厝寮彩繪村」，這

個具有純樸寧靜特色的小

鎮，透過居民彩繪風潮帶動觀

光效益。 

環保署於 103年補助善化區公

所，透過列管道路改善工程及

社區植栽栽培及工程規劃，除

提升公共場所空氣品質及環

境綠美化，更有效提高環境品

質，提供居民及遊客休閒遊憩

的環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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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高 雄

市 

彌陀區漯

底山自然

公園 

漯底山延續南化泥岩層地

質，是觀賞泥火山特殊奇景的

好地方，因泥質岩層裸露，含

水性低且植物不容易著生，因

長時間雨水侵蝕，致地形陡

峻，生態並不豐富，但卻成了

園區的特色。園區內設有登山

休閒步道、觀景臺等設施。 

環保署於 100年補助彌陀區公

所，於漯底山自然公園內辦理

水撲滿街段性節能計畫，用以

宣導環保節能，落實環保教育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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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高 雄

市 

大樹區舊

鐵橋溼地

公園 

舊鐵橋濕地公園為一以浮葉

植物為主之深水埤塘為濕地

公園，經相關單位的維護，成

為魚類及野生動物的良好棲

地，園區內有豐富的鳥類、昆

蟲與植物族群，並成功復育國

內瀕臨絕種的水雉，為一良好

的戶外教學與旅遊的景點。 

環保署於 101年補助大樹區公

所辦理環保示範區，藉此營造

良好的環境教學及生態旅遊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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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臺 東

縣 

池上鄉伯

朗大道 

臺臺東池上一條田野道路，因

伯朗咖啡的廣告而聲名大

噪。沿著萬安社區的伯朗大道

到環圳自行車道，兩旁的田地

翠綠相連，並依季節有不同的

變化，流連其間另人心懭神

怡。 

環保署於 101年補助延平鄉公

所，改善道路不平整狀況，以

便利民眾或單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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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縣市 地點 說明 照片 

花 蓮

縣 

鳳林鎮客

家文物館 

鳳林鎮為保存客家文化，特別

設置客家文物館及客家特色

館，讓外地人能藉此瞭解屬於

鳳林的獨有文化，館內有著客

家人的食、衣、住、行等多元

生活型態與各種器物、解說牌

等，可讓遊客更加認識鳳林的

文化特色，此外館內提供免費

導覽解說，更將客家話進行羅

馬拼音音譯標示，讓參訪者也

能練就一口流利的客家話。 

環保署於 103年補助鳳林鎮公

所，打造慢城運動城市，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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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國家清潔週環境清理維護良好風景點推薦表 

緩慢城市運動的力量，在保護

地方文化及傳統基礎上，創造

經濟價值並提升生活品質，營

造慢城客庄，亦提供大眾一個

可以放慢步調旅遊休憩的好

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