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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廢棄物清理法。
二、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加強環境清潔維護實施計畫。
四、本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
五、第二九○次縣務會議縣長指示事項。
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每月環境清潔日政策。
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清除行動計畫。
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
九、 九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宜蘭縣登革熱防治工作小組聯繫會會議決議事
項。
十、九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宜蘭縣政府一般廢棄物全分類零廢棄推動小組第
二次會議決議事項。
十一、本府九十九年度第五次法規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貳、目的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貫澈清除環境髒亂，改善環境衛生，以提
昇

縣民生活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參、辦理單位
一、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府環保局）。
二、執行單位：各鄉鎮市公所。就各鄉鎮市之地理環境、人口、資源、城鄉差異、
清潔單位之執行人力及清理環境等因素，區分為以下二組：
第一組：宜蘭市、羅東鎮、蘇澳鎮、冬山鄉、頭城鎮、礁溪鄉。

第二組：三星鄉、五結鄉、員山鄉、壯圍鄉、大同鄉、南澳鄉。
肆、實施方法
一、督導：
(一)督導小組：由本府環保局組成督導小組，定期督導各鄉鎮市公所，並將
所見缺失作成紀錄，要求權責機關（單位）清除整理。
(二)督導項目：
1.髒亂點之清理維護：
(1)督導各鄉鎮市公所、本府所屬及縣內依法負有管理維護之權責機關
（單位）執行環境清潔維護工作，並就環境清潔方面之缺失及髒亂點作
成紀錄。權責單位應於二週內要求髒亂點之所有權人或使用人逐一清除整
理，並追蹤其執行情形，列為考核依據，髒亂點 1 年內不可重複提報。
(2)各鄉鎮市髒亂點每月之自行查報列管數外，為加強髒亂點之清理，必要
時得由本府環保局自行查報列管，並列為考核之地點。
2.道路兩旁等空地環境整頓管理維護：
依據「本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對於都市計畫內空地，已公告區域內道
路兩旁空地、道路沿線及兩旁閒置未利用土地髒亂者，查明所有權別，責
由所有權人或經管機關（單位）清理，仍未改善者，則依法告發取締，環
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查報點半年內不可重複提報。
3.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行為稽查取締情形：
(1)由各鄉鎮市公所提報重大違規傾倒廢棄物之地點，由各權責公所列管追
蹤，必要時由本府環保局派員會同公所人員定點稽查。
(2)督導執行單位對於污染環境衛生行為者，就告發取締之成效及其相關資
料建檔列管。
二、考核：
(一)考核小組：
1.平時抽查：由本府環保局人員擔任。
2.小組抽查：由本府環保局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二)考核方式：
1.平時抽查：每月由本府環保局採無預警方式辦理。
2.小組考核：每月採預先通知考核時間方式辦理，由考核委員督導受考核鄉
鎮市公所執行環境清潔工作績效。

(三)考核項目：
1.實地考核鄉鎮市公所部分：（評分說明如附表一）
(1)環境髒亂列管點（含自行列管及本局列管）之清除與追蹤管制情形。
(2)違規張貼廣告之清除及稽查處理（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本府環保
局當月於各鄉鎮市拆除之廣告物數及移送相關機關處分數，提供委員參
考）。
(3)轄內設置付費式公設廣告欄使用管理維護情形。
(4)轄區所有道路沿線之環境清潔維護（考核所經過包含中央、縣、鄉鎮道
路沿線環境清潔維護工作）。
(5)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之執行成效。
(6)抽查道路一條，由本府環保局於當日現場臨時抽查，包括考核所經過沿
線道路及社區村里(含巷弄死角、水溝)之清潔維護情形。
(7)督導轄區內各目的主管機關所屬公廁清潔維護情形。
(8)環境清潔日及登革熱孳生源清除執行成果。
(9)遛狗不留便執行成果。
(10)村里之環境清潔工作項目。
（四）考核成績計算：
1.原民鄉評分項目及權重由本府環保局酌予調整。
2.考核成績 8 月至 10 月及特殊需求時以二次計算方式為平時抽查成績及小
組考核成績各佔四十五%合計後再加上行政配合度十%為當月總分，另其他
月份考核成績以一次計算，每月小組考核成績佔九十%加上行政配合度佔
十%合計後為總分；依每月實得總分合計後排定名次，每半年辦理行政獎
勵及獎勵金發放乙次。
三、教育宣導：
由本府環保局、教育處、各鄉鎮市公所及相關單位藉由各種傳播媒體、
各項集會及透過學校、民間社團等辦理宣導及教育工作，以促進民眾自動
自發清理居家環境。
四、重點清理：
縣內主要道路、風景區（點）之進出道路沿線及特殊之髒亂點除依「本
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要求土地所有權人清理外；必要時由各鄉鎮市
公所或本府環保局僱工清理。

五、鼓勵民眾勇於舉發違反本法令之行為，並積極參與及關心本縣環境清潔之
維護。
伍、獎懲
一、獎勵：
(一)獎勵對象：
1.鄉鎮市公所：每半年之考核取各組之前三名為績優單位。
2.檢舉（陳情）人：凡本國居民（執行公務之人員除外）對於本縣轄內違
反「廢棄物清理法」（含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惟不包括違規廣告物）
之行為，經向本府環保局或各鄉鎮市公所提出檢舉（陳情），並經查獲告
發處分者。
(二)獎勵方式：
1.獎金核撥計算方式：
本獎勵金每半年核發乙次，每公所每月可得點數，計算原則如下：每半年
核算總點數及各公所得到之點數，以年度編列獎勵金預算額度之二分之一
除以半年總點數，得出每點之單價，再乘上各公所半年得到之點數，為每
一公所每半年應得之獎勵金總額（獎勵金十元以下採捨去或進位方式計
算）。每月考核依成績給予點數，評分達八十六分以上且名次為各組一至
二名者，給予六點。評分達八十六分以上且名次為各組三至四名者，給予
五點。評分達八十六分以上且名次為各組五至六名者，給予四點。評分未達
八十六分者，給予○點。
2.獎金運用規定：
獎金應運用於執行環境清潔維護計畫及相關工作人員國內、外環境保護相
關觀摩學習（若屬國外觀摩，應安排環保設施及值得借鏡學習的具體理由，
包括環境面、綠能面、衛生面及地景面等，並提報本府環保局備查），清潔
車輛之汰購儲金或維修、隊員裝備及工安訓練等環境維護計畫，不得作為
個人獎勵金，並應納入公所年度預算辦理，另考核半年平均分數低於八十
七分者，不能參加國外觀摩活動，以提昇考核獎金運用成效，其中編列觀
摩活動不得超過總額之九十五%。
3.績優單位由本府依左列規定敘獎：
(1)各組第一名：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各記功壹次。
(2)各組第二名：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各記嘉獎貳次。

(3)各組第三名：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各記嘉獎壹次。
(三)檢舉（陳情）人：
1.凡檢舉（陳情）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行為（含一般廢棄物暨事業廢棄
物），於違規行為發生日起一個月內送交本府辦理，並經查獲告發者，由
本府核發獎金，逾期送件，不予核發；違規案件未於當年度送件者，亦不
核發獎金，並以當年度罰鍰繳納先後情形核發獎勵金，當年度支用完後即
不再頒發。
(1)檢舉（陳情）違反一般廢棄物行為(包含攝影舉證違法、隨地吐痰、檳
榔汁、丟棄煙蒂)，經查獲告發處分並完成繳款者，頒給檢舉（陳情）人
每案獎金新台幣二○○元整，但屬檢舉張貼廣告部份，不頒給奬金。
(2)檢舉（陳情）違反一般事業廢棄物行為（如隨意棄置動物屍體或傾倒廢
棄物於道路兩旁、河川地、橋樑附近、山谷、海岸或公共場所等地），經查
獲告發處分者，頒給檢舉（陳情）人該件檢舉處分案件之處分金額五十%
之獎金，最高每件頒給獎金新台幣六萬元整。
(3)檢舉（陳情）違反有害事業廢棄物行為，經查獲告發處分者，頒給檢舉
（陳情）人該件檢舉處分案件之處分金額五十%之獎金。
(4)年度編列之獎金預算分配：檢舉（陳情）違反一般廢棄物行為案件佔年
度編列獎金 30%；檢舉（陳情）違反一般暨有害事業廢棄物行為案件佔年
度編列獎金 70%。
(5)檢舉（陳情）人為二或二人以上，獎金以平均分配為原則。先後檢舉（陳
情）同一案件者，獎金頒予先檢舉人。
(6)檢舉（陳情）人之獎金，於查獲所檢舉案件違規屬實，經告發處分且完
繳罰款後，應於二個月內通知檢舉（陳情）人領取獎金。經通知後三個月
未領取者，視為自願放棄領取獎金。
(7)匿名（假名）及未留下聯絡方式之檢舉（陳情）者，仍應依法查處。但
不適用本獎勵實施要點。
(8)受理檢舉之機關，對於檢舉人之姓名資料應予保密，如有故意洩露，依
相關法令處分。
二、懲處：
凡考核成績未達六十分或屢次督導仍未改善者，本府所屬機關首長（主
管）、業務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員各申誡貳次，非本府所屬之縣內相關機關

則函請其上級機關參照本項規定辦理。必要時得發布新聞。
三、於蘭陽大橋附近設置「環境清潔績效榜」，考核分數高於八十八分(含)之每
月每組前二名績優鄉鎮市，與考核分數低於八十三分(含)之所有應改善鄉
鎮市，均予掛牌告示，以激勵各鄉鎮市公所及相關單位重視環境清潔工作。
陸、經費來源
本要點考核所需經費，由本府環保局於年度編列下列預算支應之：
一、補助各鄉（鎮、市）公所執行環境清潔考核績優獎勵金。
二、核發檢舉一般暨事業廢棄物違規行為之獎金。
柒、預期成效
藉每月之督導、考核加強列管環境髒亂點之追蹤；透過教育宣導提昇縣民公
德心，珍惜淨土以維環境整頓成果；確實消除髒亂點，達成環境清潔之目標，以
提昇縣民生活品質。

附表一

宜蘭縣環境清潔實施要點執行績效考核計分認定說明
考評項目

一、環境髒亂列管點之清除
與追蹤管制情形。

平地鄉 原民鄉
配分
配分
權重
權重

15

25

二、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
之執行成效。
15

三、抽查轄區整頓道路 3 條
(含次要道路)清潔維護
情形。
四、辦理稽查車攝影取締亂
丟廢棄物告發處分件數
及違規張貼、噴漆及道
路範圍內未經許可之繫
掛廣告之取締、清除成
果(含:每月辦理違規廣
告停話及告發處分績效
【不包含環保局告發件
數】)。
五、本府環保局選定村里之
環境清潔工作項目。
總

分

10

15

10

10

項目計分認定

髒亂點之認定：依廢棄物清理
法 可 直 接 告 發 取 締 之 行為 ，
如：堆置大量廢棄物造成髒亂
等影響衛生情事。
自治點之認定：公告區域內(如
附件)雜草過長超過 60 公分或
房舍老舊傾毀，無法依廢棄物
清理法直接告發取締，須依自
治條例限期改善無效後再依法
取締之空地。
當日臨時指定 3 條道路，考核
項目包含路面、安全島、水溝等
之清潔維護情形。
稽查車攝影取締評分標準：攝
影取締亂丟廢棄物告發處分件
數。
違規廣告物之認定：各鄉鎮市
之電桿、變電箱等公有設施噴
漆、張貼及繫掛廣告物，包含鐵
絲、膠帶、橫幅均納入考核扣分
項目。
每月考核村里由環保局指定。

50

50
100

備註：
一、由本府環境保護局每月將考核委員所見優缺點彙整統計。
二、本表所列考評項目及配分，得由本府環境保護局視實際情形增減之，總
成績占當月份考核成績之 90%。

村里之環境清潔工作項目評分方式說明

附表一
考評項目

配分
權重

一、公廁管理潔淨化

10

實地察看列管公廁管理潔淨化，不濕不髒不
臭，使用節水龍頭，盆栽綠美化。

二、清溝除污通暢化

10

實地查看轄區排水溝是否有垃圾、污泥淤積、
臭味、孳生蚊蟲情形。

三、遛狗不留便勸導
及狗便清除情形

10

實地查看轄區路面、空地是否有狗便。

四、髒亂點清除、認養
及清潔情形

20

實地查看轄區路面是否垃圾散佈，空地是否
髒亂。

五、空屋空地綠美化

15

實地查看轄區內空地、空屋及公園綠美化情
形。

六、景觀地標優質化

20

實地查看轄區是否有巨大垃圾、垃圾包、垃圾
箱滿溢、廣告物、檳榔渣、煙蒂及廢棄車輛等其
他髒亂。

七、居家外圍潔淨化

15

實地查看（評比範圍應包括 4 米以下巷道及
防火巷、冷氣機滴水及騎樓堆置雜物）

100

本考核分數佔宜蘭縣環境清潔實施要點執行
績效考核權重 50%。

總

分

評 分 方 式 說 明

備註：每次村里考核地點由環保局指定，並於通知考核行程時一併告知。

一

二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作業流程
作業方式
作業階段
檢舉人提出檢舉
1.檢舉方式：因本局頻寛限制，檢舉案請燒成光碟片
並轉成 MPG 檔或 AVI 檔， 敍明違反日期時間及地點
以郵寄或親送本局提出檢舉（檢舉人檢附連絡電話及地
址）
2.檢舉內容：凡檢舉（陳情）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行為
（含一般廢棄物暨事業廢棄物），於違規行為發生日起
一個月內送交本府辦理，經查獲告發者，由本府核發獎
金，逾期送件，不予核發；違規案件未於當年度送件
者，亦不核發獎金，並以當年度罰鍰繳納先後情形核發
獎勵金，當年度支用完後即不再頒發。

查證及裁處

1.審查檢舉文件及證據是否齊全及影片是否清晰。
2.環保局及各轄區公所依據行政程序法、廢棄物清理法及
訴願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三

獎勵金發放

1.檢舉（陳情）違反一般廢棄物行為(包含攝影舉證違
法、隨地吐痰、檳榔汁、丟棄煙蒂)，經查獲告發處分並
完成繳款者，頒給檢舉（陳情）人每案獎金新台幣二○
○元整，但屬檢舉張貼廣告部份，不頒給奬金。
2.年度編列之獎金預算分配：檢舉（陳情）違反一般廢
棄物行為案件佔年度編列獎金百分之三十；檢舉（陳
情）違反一般暨有害事業廢棄物行為案件佔年度編列獎
金百分之七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