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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減煤 
提升八大河川水質 
廢棄物處理 
未來重要推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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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重點摘要 



高雄市加速減煤 

2021年-2022年 

a. 中鋼汽電共生 
停止燃煤 

b. 汽電共生機組 
秋冬減煤 
 

c. 中聯2座熱風爐 
減煤 

 

 

 

減煤30.8萬噸 

減煤16萬噸 

d. 興達電廠擴大減煤 

1. 減煤35%提升至50% 

2. 新增減煤30日 

減煤38萬噸 

e. 大林電廠秋冬減煤 

減煤50萬噸 

減煤1.2萬噸 

110年 109年 

秋冬季節興達電廠 

燃煤機組停2減2 

中鋼汽電共生停止燃煤 

汽電共生機組秋冬減煤 

中聯2座熱風爐減煤 

大林電廠秋冬減煤 

興達擴大減煤30日 

減煤30.8萬噸 

減煤16萬噸 

減煤1.2萬噸 

減煤50萬噸 

減煤15萬噸 

3.5倍 為去年之 
(53萬噸) 

 110年推動減煤189萬噸 
 

減煤53萬噸 

興達停2減2+減煤35% 減煤76萬噸 

50% 

基準年為108年 



推動國營企業 帶領工廠改善空品 

 中油廢氣燃燒塔改善使用事件日 

 台船廠房塗裝區VOCs削減專案 

1日 

109年 

110年 
(1-8月) 

42日 

大林廠 

22日 

林園廠 

20日 

工程進度55% 

 中鋼煤礦室內化第一期工程 

工程進度94.4%，逸散減少98% 

 中鋼汽電共生鍋爐全面停燒生煤 

工程進度100% 

 台電電廠燃氣機組設備更新 

為減少氮氧化物，三大電廠燃氣機組進行設備更新 

大林2部 
(更新100%) 

南火4部 
(更新100％) 

興達5部 
(更新60%) 

 興達電廠煤場秋冬減少堆置 

110年秋冬季節室外堆置較平時減少75% 

 台船廠房塗裝區VOCs削減專案 

P1~P6廠房工程進度55% 

積極督促 

提前完成改善 

統計至8月底，改善工程進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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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味陳情案件下降75.1% 

楠梓加工區、路科宿舍、北高雄工廠 

成立專案 專業介入 
(陳情改善：82.9%) (陳情改善：90.6%) (陳情改善：62.6%) 

 異味專案 

 楠梓加工區 

 路科宿舍 

 北高雄工廠 

(陳情改善：82.9%) 

(陳情改善：90.6%) 

(陳情改善：62.6%) 

成立前 
陳情件數 

成立後 
陳情件數 

478件 

119件 

統計至8月底 

 大社工業區監測網 

 
 103年設置五常里OP-FTIR測站，每日監測 
 110年3月 增設東側測線，4月改為每日監測 
 110年9月 架設南側測線，每日監測 

110年增設東側及南側OP-FTIR測線，並將數據公開於大社工業區空品監測網 

 鳥松露天燃燒稽查專案 
執行作為：架設CCTV 、熱顯像空拍機、縮時攝影、增設13處微感 

聯合查緝 

陳情案件最大改善率85.7% 

增設每日監測測線 

 大發工業區專案 

 執行作為：夜間巡查、管道抽測、架設CCTV 、查核與輔導 (深度查核、減量輔導、管道檢測) 

9/8成立 

微型感測器平均每日次數由10.3下降至7.58，改善26.3% 
(統計至9/24) 

(統計至8月底) 



淘汰高污染車輛，守護市民生活品質 

•兩年投入3千萬元，加速汰換
燃油公車為電動車100輛。 

•統計至110年8月底，本市電
動大客車194輛 

推動補助電動公車 中央補助+地方加碼 
聯手加速成長綠色運具數 

• 110年向中央爭取1.4億元，又再加碼補助

4,094萬，補助汰換高污染機車 

• 110年1-4期燃油機車淘汰39,418輛 
全國第2 

•總計補助4,318輛汰購或新購電動二輪車 

•至今轄內電動機車數總計68,381輛 

全國第3 

全國第1 

•大型柴油車淘汰1,216輛 
全國第1 

大型柴油車補助汰換 
(統計至8月底) 

(統計至8月底) 

(統計至8月底) (統計至8月底) 



結盟6家認可保養廠 

至今服務逾2千輛柴油車 

結盟保養廠 方便民眾柴車定檢 

首度 
結盟保養廠 

未來 

●持續擴大結盟8家保養廠 

●規劃服務2,400輛 

優化服務 
保檢合一 

節省時間 
民眾就近檢驗 

自主管理標章核發數 

109年:5567張 

 

今年經檢驗合格，至今發放

8,757張自主管理標章，是

去年的1.57倍 
(5,567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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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八大河川流域水質現況 

110年1~8月平均RPI：4.96 
105~109年平均RPI：5.36 

河川水質逐年改善 

110年1~8月與過去五年比較： 

│河川污染長度比例 

√嚴重污染減少0.24% 

√輕度污染及未稍受污染增加

11.01% 

│河川污染指數(RPI) 

√八大流域110年平均RPI為過

去五年來最佳，水質改善率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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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業綠色循環經濟 

綠色 
循環經濟 

畜牧糞尿資源化 

減排糞尿省化肥 
│核定100家沼液沼渣資源化 
│預計每年可削減： 

   生化需氧量：367.54公噸 
   懸浮固體物：485.26公噸 

沼液槽車集運 

集運車隊便施灌 
│110年已集運1,852公噸 

二仁溪沼氣中心 

集中處理生質能 

│預計110年12月底前完工 
沼氣量1,135m3/日 
發電量1,892kw/日 

可供給約 
189戶/年 
用電使用 

生質能源 



鳳山溪水污染管制區執行成果 

大東橋上游水污染管制區 

已於109年4月1日正式施行，針對鳳山溪(含前鎮河)稽查267家次，(違
反30條)處分20件，處分金額60萬元。 

鳳山溪流域110年1-8月平均RPI 5.4，相較去年同期(109年1-8月)平均
RPI 5.8，全流域水質改善6.9%。 

110年1-8月鳳山溪上游(大東橋以上)民眾陳情水污染件數34件，較去年
同期(109年1-8月)58件，減少24件，下降比例達41.4%。 

鳳山溪博愛橋上游河道廢棄物 

清理計畫 

辦理鳳山溪博愛橋上游河道廢棄物清
理累積清理78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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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前 

清除後 



後勁溪-興中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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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勁溪氨氮總量管制區執行成果 

後勁溪氨氮總量管制區 

於106年12月29日公告，108
年12月29日正式施行，110
年8月10日預告修正。並強化
流域事業管制，109迄今(110
年8月)，稽查317家次，處分
13件，處分金額約4,763萬元。 

後勁溪流域下游測站興中橋氨
氮濃度自106年平均7.99 mg/
L至110年下降至4.47 mg/L，
改善幅度44%。 

下降趨勢 

改善前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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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河水污染管制區執行成果 

愛河水污染管制區 
已於109年6月1日正式施行。自1
09年度6月迄今(110年8月)，針
對愛河稽查201家次，(違反30條)
處分2件，處分金額6萬元。 

愛河水色變化告示牌 
設置愛河水色變化告示牌，讓市民
了解愛河水的顏色會隨著不同藻類
產生的色素而出現不同的顏色。 

環境教育 
於110年10月3日舉辦「愛河水生
態保育」導覽環教活動，宣導愛河
水色變色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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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側溝清疏情形 
每年汛期前完成積淹水路段的巡檢與清疏。 

氣象預報強降雨或颱風來臨前，各區隊加強派員巡檢及清疏，避免積淹水。 

洩水孔巡查 
確認側溝、洩水孔
排水狀況，視現況
排除阻塞 

 清疏現況 
針對道路加強清疏 

確保即時排水順暢 

避免積淹水狀況 

 

 洩水孔巡查 

 

 

雨中開溝蓋  加速洩水 
瞬間強降雨洩水不及，
開啟溝蓋加速水流 

洩水孔清理 
洩水孔巡查發現樹
葉等雜物堵塞，即
刻清理，維持排水
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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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蚊調查作業及防治 
 加強列管陽溝改善 
以高溫高壓沖溝及溝壁蟲卵沖刷作業防治改善。 

截至110年9月27日為止，高溫高壓沖溝40,365公尺， 

溝壁蟲卵沖刷執行230,027公尺。 
 

雨後監測數值偏高區域加強巡檢及噴藥作為 
雨後48小時啟動列管場域孳檢工作。 

誘殺桶監測指數高者為優先里等，實施水、熱噴藥防治。 
 

 防治實例 
鳳山區中崙里於110年第32~35週監測數據，陽性 

率偏高，均值約40%。 

區隊持續針對社區、菜園等進行孳檢、髒亂點清除 

及水、熱噴等防制作為。 

防治後第38週，陽性率有效降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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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廢棄物處理現況 

分類／年度 109年 110年規劃 

一般 

廢棄物 

本市家戶 697,291 697,000 

外縣市 
家戶 

114,344 90,000 

合計 811,635 787,000 

一般 

事業 

廢棄物 

本市事廢 325,719 374,000 

外縣事廢 234,764 139,000 

合計 560,483 513,000 

總計(公噸) 1,372,119 
預估

1,300,000 

697,291 

114,344 

325,719 

234,764 

697,000 

90,000 

374,000 

1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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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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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本市家戶 外縣市 本市事廢 外縣事廢 

109年 110年規劃 



焚化廠招標案目前辦理進度 

高雄市焚化廠委外招標計畫辦理進度 

中區廠 

升級整備四大面向— 

1.加強空污減排 

2.提升能源回收及節能成效 

3.底渣及穩定化物減量及再利用

處置 

4.妥善處理本市廢棄物 

仁武廠及岡山廠持續辦理招商作

業，預計於110年11月完成。 

仁武廠/岡山廠(ROT) 

再生能源發電 
具備碳中和效益 
灰渣減量及再利用 

南區綠能資源示範園區BOT案 

• 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採BOT方式

興建及營運南區綠能示範廠 

• 透過民間的資金、創意及管理技術，提升

公共服務品質 

• 目前已完成召開公聽會及招商說明會，期

達成共識後辦理促參招商作業。 

發電量為約4.5億度/年 

溫室氣體減量15萬公噸/年 底渣再利用/飛灰穩定化物減量/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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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廠安排於仁武、

岡山廠招商整建工作

完成及南區廠綠能廠

完成投入處理服務後

除役轉型。 



 本市廢棄物焚化處理總體政策，全市焚化量以130萬公噸/年；南區

綠能資源示範園區BOT案設計處理量由1800噸/日下修為1600噸/日 

 發電量增加為4.5億度/年、溫室氣體減量15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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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綠能資源示範園區BOT案 

  排放量(噸/年) 產生率(%) 

項目 粒狀物 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氯化氫 一氧化碳 鉛 鎘 汞 戴奧辛 底渣 飛灰 穩定化物   

舊廠設計值 74.8 245 739 112 257 2.26 0.226 0.226 4.12x10-7 15.92 5.1 8.2   

新廠設計值 16.5 43.2 311 49.3 113 0.099 0.007 0.05 1.65x10-7 ≦12 ≦2.5 ≦3.5   

減量率(%) 78%  82% 58%  56%  56%  96%  97%  78%  60%  25%  51%  57%   

新舊廠設計之各項空氣污染物、底渣、飛灰及穩定化物減量 

新舊廠設計空氣污染物排放濃度下降 

污染物 粒狀物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氯化氫 一氧化碳 鉛 鎘 汞 戴奧辛 

單位 mg/Nm3 ppm ppm ppm ppm mg/Nm3 mg/Nm3 mg/Nm3 ng I-TEQ/Nm3 

法規值 C=1364.2xQ-0.386 180 80 40 120 0.2 0.02 0.05 0.1 

舊廠設計值 18.18 95.45 22.73 18.18 54.55 0.55 0.05 0.05 0.1 

新廠設計值 <5 <50 <5 <10 <30 <0.03 <0.002 <0.015 <0.05 



溫室氣體減量 

第一期(2018年-2020年)執行46項減量措施，減碳效益達
340.5萬噸。第二期(2021-2025)預估減碳192.7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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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綠電推動專案小組 

帶動500億元綠能產業經濟效益 

建置405.2MW太陽光電板改善

都市建築地景 

110年1-7月165MW，較109年

同期提升126.5%。未來6年將設

置1GW，較109年提升68% 

 

發電 

經濟 

都市 
景觀 

脫煤減碳成果 

年減少燃煤量30.8萬噸；
減碳量35.1萬噸 

8家業者之汽電共生鍋爐於
110年秋冬季減少使用16
萬公噸生煤；減碳量38.5
萬噸 

 

各部門減碳措施 

擴大改善 

空氣品質 

減 碳 量 

減煤16萬噸 

汽電共生廠 
110年秋冬季歲
修或停止操作 

相關目前及未來減碳政策 

南區綠能示範園區，綠能
發電預期減碳效益達15萬
噸/年 

提升共享運具:共享汽車
2030年提升10倍至1,000
輛 

持續補助10處低碳社區 

 

 



環境永續(SDGs)—提出自願檢視報告
書(V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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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盤點121項永續發展行動亮
點扣合聯合國17項SDGs，管

考144項重要施政指標。 

 

中文版VLR報告書初步完成，

送永續會審定 

 

審定同時編撰英文版，未來

提送至日本全球環境策略研
究所(IGES)發表 

 

實踐 

  就從VLR開始做起 

永 續 高 雄 

封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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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月至8月異味陳情案件數共計：7,200件 
其中來自一般民眾之各類燃燒行為佔污染大宗 

本局針對污染熱點加強空拍巡查、以CCTV及縮時攝影全天候監控 

• 油煙共計1,712件，較
同期(109年1-8月)減少61
件，減幅3.4%。 

• 露天燃燒、燃燒行為等
燃 燒 異 味 案 件 共 計
2,221件，佔整體案件
31%。 

環境稽查-異味陳情案件受理情形 

油煙較同期
減少61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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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執法-露天燃燒 

• 透過搭載熱顯像機之空拍機快速掌握污染來源 
• 縮時攝影機及CCTV全天候錄影蒐證 

熱顯像空拍機、縮時攝影及CCTV 

熱顯相空拍機、縮時及CCTV 
查獲鳥松棄置及非法燃燒 

熱顯相空拍機 
查獲大社農地露天燃燒 

CCTV 縮時攝影 

熱成像空拍 聯合保七、南督稽查 

違反空污法第32條  
裁處10萬元 移送偵辦 

違反空污法第32條  
裁處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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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執法-工業區污染蒐證 

• 透過CCTV及縮時攝影進行廠區周界及排放管道監控 
• 改善工業區空氣品質 

CCTV、縮時攝影 

CCTV監視畫面 
發現大發工業區廠區煙霧逸散 

縮時攝影監視畫面 
發現楠梓加工區管道冒煙 

(目前設定可疑對象監測中) 要求設備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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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執法-水污染源蒐證 

OOO科技有限公司排放油污案件 

利用空拍機追蹤下游污染情形 

OOO有限公司排放有害健康物質案件 

利用縮時攝影掌握排放證據 

違反水污染防制法第36條，移送地檢署偵辦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裁處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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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重要推動政策 

加速減煤 綠能交通 公私合作 

◢ 成立專案加強工業區異味
抓臭/抓漏 

◢ 透過智能通報系統，加強
敏感受體秋冬季節保護 

◢ 利用微型感測器、CCTV
等科學儀器 要求營建業者
管控噪音及逸散 

◢ 持續加強汽電共
生製程業者秋冬
季節減煤 

◢ 補助汰舊高污染
燃油機車/公車/大
型柴油車 

◢ 增加空氣品質維
護區劃設 

◢ 研擬提升垃圾車
減碳效益 

推動多項空污防制策略 改善高雄空品 



作為登革熱防治參考、人力動

員及監測區域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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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推動重點 
歷年病媒蚊監測數據、結合雨量、氣溫等氣候因素，  

分析登革熱病媒蚊風險程度，預防登革熱發生。  誘殺桶蚊
媒指數 

110年監測里
監測里別 

雨量 

氣溫 

誘殺桶
蚊媒指
數 

110年監測
里監測里別 

雨量 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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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重要推動政策 
廢棄物處理政策 

 

• 焚化廠垃圾年處理量減量至130萬噸/年 

• 建置廢棄物調度平台資訊系統 

• 推動南區綠能資源示範廠 
(提升能源回收率/導入先進技術維護空氣品質) 

• 南區廠及仁武廠持續推動環保金爐(預計每年可焚燒處理2,200公噸) 

• 持續推動廚餘處理(多元的處理方案，搭配傳統堆肥、高速廚餘發酵及脫

水設備，以廚餘堆肥化及自然熟化方式資源循環) 
 

• 全國唯一連續三年榮獲環保署焚化再生粒料查核評鑑特優獎 

 
 

焚化廠垃圾年處理量減量至130萬噸/年 

建置廢棄物調度平台資訊系統 

推動南區綠能資源示範園區 
• 提升能源回收率/導入先進技術維護空氣品質 

南區廠及仁武廠環保金爐運作 

• 預計每年可燒化紙錢2,200公噸 

• 三大節慶由各區隊收運; 平日由網路預約 

持續推動廚餘處理、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 

• 傳統堆肥、高速廚餘發酵及脫水設備，進行廚餘資源化處理 

全國唯一連續三
年榮獲環保署焚
化再生粒料查核

評鑑特優獎 

持續開發建置河川水色辨識系統 

持續第三代ARM自動資源回收機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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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