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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大型活動環境友善度管理指引 

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縣長核定施行 

一.前言 

宜蘭縣(以下簡稱本縣)擁有豐富的地理、自然、文化、宗教及人文資源，每

年辦理之「宜蘭綠色博覽會」、「宜蘭童玩藝術節」、「冬戀宜蘭溫泉季」…等

各種大型活動或文化、健康推廣活動。有鑑於大型活動（單場參與人數 1,000

人以上），均吸引大批人潮，若未妥為規劃因應，易發生破壞環境及影響鄰

近住家生活品質之情事，致使精心規劃之活動，反而造成觀感不佳之負面形

象。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以「環保立縣」著稱，所辦理之活動，向以主題

明確、內容豐富及環境質感取勝，為培養民眾環境素養，並提升各類大型活

動之環境友善度，特訂定本指引，要求規劃辦理大型活動之機關、學校應就

活動屬性，將環境友善度指標列入活動計畫執行事項，及納入委託契約或大

型活動申請(補助)案審核之依據，並自我檢核，以及提供本縣轄內民間團體

及公司行號作為辦理大型活動之參考。 

 

二.訂定依據 

(一)依據「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

法」及「環保低碳活動指引」等環保法令相關規範。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大型活動環境友善度管理指引。 

(三)宜蘭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三.適用範圍及對象 

(一)適用範圍 

結合宗教、節慶、發展地方特色及為各種促進觀光、運動…等特定目的

所規劃辦理之單場參與人數 1,000 人以上之活動。 

 

(二)適用對象 

1. 本縣轄內各級機關、學校、民間團體及公民營組織等。 

2.向本府各單位申請活動計畫經費補助之對象。 

2. 場地租借機關、單位或個人。 

 

四.影響大型活動環境友善度因素 

(一)活動辦理單位於規劃階段進行場地選取、交通運輸規劃等是否考量環境

友善度。 

(二)活動場所環境維護設備數量（資源回收桶、垃圾桶、廚餘桶及公廁等）

是否足夠。 

(三)活動中是否規劃使用可能影響人體健康、環境品質或造成污染之物質或

物品，有無妥善規劃善後作為。 

(四)活動場所環境維護頻率或人力規劃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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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激發參與者公德心之活動前後相關宣傳是否足夠。 

(六)是否規劃因應參與人數暴增等突發狀況之交通運輸、環境維護、相關支

援及應變計畫。 

(七)其他因應時代變遷、創意更迭可能導致影響人體健康、環境品質或環境

污染之因素。 

 

五.規劃提升環境友善度 

為提升大型活動之環境友善度，活動辦理單位、場地租借單位、環保單位及

其他相關單位應依權責配合辦理下列事項：(活動辦理之前、中、後階段，

所需之環境友善度規劃及流程如圖 1) 

(一)活動辦理單位 

活動前應依影響環境友善度因素妥為規劃，規劃動線考量，避免活動進

行時所產生之環境問題，造成影響用路人及住戶困擾。並備置包含環境

清潔維護、公廁提供及管理、廢棄物清理、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節能減

碳、噪音控制及相關宣傳等之規劃及執行計畫，於活動開始 15 日前，檢

附活動計畫書、「辦理大型活動作業檢核表」及「提升辦理大型活動環境

友善度自行檢核表」(如附件一、二)，向環境保護局提請核備，並與相關

單位進行溝通聯繫；於活動進行時應安排人員定時巡檢，確認活動場地

是否確實依規劃進行清理維護作業，並對突發狀況進行機動處理。於活

動後依規定進行場地及周邊環境復原工作，及於活動結束後 15 日內，向

環境保護局辦理執行成果備查。 

(二)場地租借單位 

1.為避免污染環境，應從嚴審核活動辦理單位所提活動規劃及場地設置

資料（含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除租借費用外，應納入規範場地復原

之保證金。 

2.於活動辦理時定時或不定時查核活動是否依所提之「大型活動環境友

善度自我檢核表」確實執行，並於活動結束後進行活動場地檢查，確

認復原狀況，並辦理保證金退還作業。 

(三)環保單位 

1.環境保護局審核活動辦理機關所提出之「提升辦理大型活動環境友善度

自行檢核表」（如附件二），並將審核結果副知活動場地轄內之鄉鎮市

公所。並於活動結束後辦理執行情形及成果備查。 

2.因應活動辦理單位提出共同或委託環保單位進行廢棄物清理之需求，

環保單位可比照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處理方式，訂定廢棄物委

託清理收費標準，有價提供活動辦理單位協助清理廢棄物之服務，並

妥為規劃辦理。必要時，得有價委託本縣鄉（鎮、市）公所執行清理

工作。 

3.於活動辦理時定時或不定時查核活動是否有違反環境相關規定事宜，

並於活動結束後進行活動場地廢棄物清理檢查或清運，及場地周邊環

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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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噪

音管制法」…等環保法令之行為予以查處，促使活動辦理單位儘速排

除污染。 

5.公布有嚴重違反環保相關法令的活動辦理單位名單及違反行為，供場

地租借或活動受理申請案審核單位參考。 

(四) 其他相關單位 

於接獲活動主辦單位因應活動性質所需之醫療、警政或消防相關支援請

求後，規劃所需配合協助之醫療、交通管制、安全檢查等相關事宜。 

(五) 申請補助計畫單位及審核 

1.申請補助計畫單位：應將「大型活動環境友善度自我檢核表」內容列

入計畫提報，並將執行成果於成果報告書中呈現。 

2.補助單位：應詳加檢視申請計畫書是否將「大型活動環境友善度自我

檢核表」列入計畫執行，並於審查成果報告時詳加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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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之前、中、後階段，所需之環境友善度規劃及流程 

六.環境友善度作業指標及自我檢核 

活動規劃內容除包含活動相關內容及場地設備配置外，應納入以下環境污染

防制及安寧、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等議題之規劃考量，以維護環

境，提升環境友善度，建立良好鄰里關係，並培養參與人員之環境素養。相

關作業指標及自我檢核分項條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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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友善度 

作業指標 
檢核項目 

(一 )環境污
染防制及整
潔安寧維護 

1. 訂定廢棄物清理計畫及編列廢棄物清理(除)經費，維持活動會場垃圾不
落地並確保妥善清運。（必要時依法委託活動所在地公所或廢棄物清除
處理事業機構清理） 

2. 活動辦理前，應依規定繳納場地復原保證金；活動結束後，未依規定清
理者得沒入保證金，若不足則追繳清理費用。 

3. 依菸害防制法吸菸場所之限制，活動地點若屬全面禁菸場所者，應協助
勸阻吸菸行為；非吸菸限制場所者，需設置吸菸區及菸蒂收集容器。 

4. 活動週邊及場內於適當距離設置有蓋不漏水之垃圾桶。 

5. 定時派員清理所設置之垃圾桶及維護場地清潔，避免發生垃圾溢滿及場
地髒亂情形。 

6. 若有攤販營業，營業範圍場所週邊另設置有蓋不透水之垃圾桶，並保持
環境整潔，不得任意堆置物品，於（當日）營業結束後，將營業範圍場
所清理完畢。 

7. 以播放錄音或錄影等效果方式，取代施放煙火及爆竹，以減少空氣污染。 

8. 若攤販營業涉及廢油污水應妥善收集處理不可隨地棄置，油煙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 

9. 公廁及流動廁所採節水、節能省電設備。 

10. 公廁及流動廁所隨時保持乾淨並定時巡查（無積水、通風、有水沖洗、
無臭味及內置垃圾桶且無溢滿情形）。 

11. 公廁及流動廁所無損壞或不堪使用。 

12. 公廁及流動廁所明顯處懸掛清潔及檢查人員紀錄表。 

13. 噪音管制區內，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時間、地區或場
所不得從事燃放爆竹、神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動，致妨害他人生
活環境安寧（依本府公告辦理）。 

14. 依據噪音管制標準視情況調整活動擴音器擺放位置及調降其音量，以
避免鄰近住戶受到噪音的干擾。（噪音管制資網 http://ncs.epa.gov.tw/） 

15. 加強宣導參與人員維護環境衛生及配合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16. 活動完成後道路及周邊污染應清掃，不可沖洗到水溝或河川污染水體。 

17. 活動結束 4 小時內，妥善復原及整理活動後之場地及其周邊環境。 

18. 非屬固定地點之活動，應由活動舉辦者尾隨活動之進行，於 1 小時內
清除及維護完畢。 

19. 其他。 

(二 )垃圾減
量及資源回
收 

1. 活動週邊及場內於適當距離設置有蓋不漏水之資源回收桶。 

2. 定時派員清理所設置之資源回收桶，避免發生溢滿情形。 

3. 廢棄物回收項目應至少分為資源回收類、一般垃圾及廚餘類（如有供應
餐飲）。 

4. 降低文宣用紙量（如改於活動場地週邊設置標示/告示牌等）。 

5. 場地布置避免使用無法回收再利用的物品，儘量使用可重複使用的標示
與指示或向其他單位借用。 

6. 宣導參與民眾資源回收分類（如：於活動場地週邊設置資源回收宣導標
語）。 

7. 宣導鼓勵民眾自備餐具(碗、筷)、杯子、水壺、提袋及手帕等，及要求
攤商避免提供塑膠袋及免洗餐具，減少無法重複使用或再利用的物品。 

8. 回收識別證封套，如非必要，場地標示與指示不打印活動名稱，以便下
次使用。 

9. 活動結束 4 小時內，妥為清理活動後所產生的垃圾或資源回收物。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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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節能減
碳 

1. 提供出席者完整及明確的交通指引，包括到達活動地點之大眾運輸工具
（活動選址應優先考量至少有一種大眾運輸工具可直接抵達）、電動自
行車、電動機車或自行車租借方式或步行資訊，並提供接駁車接送出席
者至活動地點或住宿地點(提供住宿者)。 

2. 切實管理及要求交通車停車怠速不得超過 3 分鐘。 

3. 活動場地具有足夠的窗戶，可選擇自然採光及自然通風。 

4. 使用網路方式進行出席者邀請、報名及確認工作。 

5. 不使用或減少使用實體宣傳媒體。 

6. 購買活動所需物品或宣導品，應優先採購環保標章商品。(綠色生活資訊
網 http://greenliving.epa.gov.tw/public) 

7. 非必要不提供紀念品及贈品。 

8. 活動中，至少對全部出席者公開說明 1 次「環保低碳活動」的配合方式。 

9. 場所照明設施採用省電燈具，如須開設冷氣空調則控制在室溫攝氏 26

度以上。 

10. 規劃合理的住宿地點，且飯店可由房客選擇不更換床單、毛巾及備品。 

11. 選擇在地、當季的蔬菜，不使用不能食用之裝飾用菜。 

12. 活 動 辦 理 前 後 ， 估 算 並 公 布 活 動 碳 足 跡 資 訊 （ 網 址 : 

http://greenevent.epa.gov.tw/register.asp）。 

13. 其他。 

 

七.環境維護設備規劃原則 

由於辦理大型活動時所導致之環境整潔問題，常是影響周邊環境及居民的主

要因素，要有效解決環境整潔問題，須確保活動場所設置有充足的環境維護

設備（資源回收桶、垃圾桶、廚餘桶及公廁等）、足夠的環境維護人力及提

供合理之維護頻率。 

(一)環境維護相關設備及人力配置 

1.為使有意籌辦大型活動之公、私機關團體及公司行號於規劃其所需之環

境維護設備及人力配置上能達成其維護環境之目標，編整辦理大型活動

所需人力、垃圾收集及資源回收設備設置數量如表 1，所需人力可商請

各鄉鎮市公所志（義）工協助。 

2.以 1,000 人之活動為例，至少應規劃設置 2 個置備有垃圾桶、資源回收

桶（視供應餐飲狀況加設廚餘回收桶）之回收點（站），並請宣導人員

在旁協助進行資源分類宣導，如有 2 個以上出入口，則可視活動場地動

線，考量於其他出入口增設垃圾桶及資源回收桶，並由環境維護人員每

小時巡邏清理，以維護現場環境。如活動場地較大，應視活動場地、動

線及人潮聚集狀況增設回收點及環境維護人員。回收點之設置點及區域

以不影響交通、人員通行及活動整體觀瞻為原則。 

http://greenevent.epa.gov.tw/registe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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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垃圾收集/資源回收設備及人力基本需求 

活動人數 

需求 
6,000 人 3,000 人 1,000 人 

回 收 點 數 量

（個） 
12 6 2 

收集設備種類 

垃圾桶、資源回收

桶（如有用餐行

為，應加設置廚餘

回收桶） 

垃圾桶、資源回收

桶（如有用餐行

為，應加設置廚餘

回收桶） 

垃圾桶、資源回收

桶（如有用餐行

為，應加設置廚餘

回收桶） 

宣導人員 

（人/回收點） 
1 1 1 

環境維護人員

（人） 
36 18 6 

清潔頻率 

（次/小時） 
1 1 1 

備註： 

1. 如活動場地較大，應視活動場地、動線及人潮聚集狀況增設回收點（垃

圾桶及資源回收桶）及環境維護人員。 

2. 宣導人員進駐於回收點，負責即時導正並宣導正確資源分類。 

3. 環境維護人員負責清理收集設備，進行回收點及活動場地之即時整理及

清掃。 

4. 每增加 500 人，應增加設置至少 1 個回收點（站）、1 位宣導人員及 3

位環境維護人員。 

 

(二)流動廁所設置、維護及人員配置 

辦理活動時，應考量活動性質、持續時間及參與人數規劃設置流動廁所，

以 1 場 1,000 人之活動為例，至少應設置 8 座流動廁所，並依內政部營建

署規範男女廁所數比例 1：3 要求調整男、女性可使用數量，並視實際使

用狀況機動調整。另參酌建築技術規則之規範，每增加 100 人應增加設

置 1 座流動廁所。若活動持續時間較長，為免抽肥頻率不足，致臭味溢

散，影響使用，應考量增加規劃抽肥頻率。編整辦理大型活動所需流動

廁所設置、維護及人力配置如表 2。流動廁所之設置以不影響景觀及交通

為原則，應有充分供水，設置適當阻隔及綠美化，並設置明顯標示及引

導指標，提升美觀、衛生程度、辨識度及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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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流動廁所設置基本需求 

活動人數 

需求 
6,000 人 3,000 人 1,000 人 

流動廁所（座） 48 24 8 

清 理 維 護 人 員

（人） 
12 6 2 

清理頻率 

（次/小時） 
1 1 1 

抽肥頻率 

（次/5 日） 
1 1 1 

備註： 

1. 清理維護人員負責流動廁所之清理。 

2. 應依內政部營建署規範男女廁所數比例 1：3 要求，調整男、女性可使

用數量，並視實際使用狀況機動調整。 

3. 每增加 100 人應增加設置 1 座流動廁所。 

4. 活動辦理期程 5 天以上者，應增加規劃抽肥頻率【4,000 人/次.座÷（1,000

人×6次/天÷8 座）≒5.33天】。 

 

八.大型活動辦理單位配合事項 

(一)大型活動之辦理單位，應於規劃階段就辦理活動之環境污染防制及整潔

安寧、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等提升環境友善度相關作業指標

進行規劃檢核，並儘量避免使用可能對環境及人體健康產生危害之物

質。 

(二)活動辦理應於活動辦理前 15 日，至行政院環保署「環保低碳活動平台」

之環保低碳活動/低碳活動成果分享中填報預定辦理之大型活動基本資

料（包括辦理單位、活動名稱、舉辦時間、地點、活動內容及環保友善

作為等），並於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上傳活動有關環境友善度之規劃執

行情形。 

(三)大型活動如為委託辦理，委託辦理單位可就活動性質及需求，將本指引

相關內容載明於契約書相關條文中，要求受委託辦理單位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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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環保低碳活動平台」之環保低碳活動/低碳活動成果分享填報內容範例 

網址: http://greenevent.epa.gov.tw/register.asp 

 

http://greenevent.epa.gov.tw/register.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