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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依據：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強化全國環保艦隊計畫。 

貳、 目的： 

  近年來海洋受到漂流寶特瓶、廢棄漁網等海洋廢棄物污染，

不僅干擾漁民海上作業，許多海中生物也因誤食而喪命，因此海

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以下簡稱海保署）為清除海漂（底）廢棄

物，邀集各地方漁民成立環保艦隊，希望透由加入海上環保尖兵

行列，讓漁民取之海洋也善待海洋，讓蔚藍海洋能永續生存。 

  為提升本縣地區環保艦隊參與維護海洋海域之意願，鼓勵漁

民隨手將海上漂流廢棄物或漁業活動自產垃圾帶回岸上處理，特

建立「110 年彰化縣環保艦隊海上作業攜回廢棄物及資源回收物

兌換獎勵及評比機制」，希冀透過本獎勵機制，減少海洋漂流垃

圾，降低對海洋生物及海岸生態之影響。 

參、 計畫目標： 

  持續招募本縣漁民加入環保艦隊行列，擴大方向宣導環保艦

隊宗旨及資收物獎勵評比制度，提高清除海漂及自產垃圾之意願，

還予海洋乾淨無污的環境。 

肆、 參與單位： 

一、 本縣環保艦隊：經招募加入環保艦隊之船舶及現職從事

漁業工作之人員，自願配合攜回自行產生之垃圾、協助

打撈海漂垃圾、執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維護港口環

境及共同守護海洋之不支領薪資者。 

二、 執行單位：彰化縣環境保護局、鄉鎮市公所、彰化區漁

會、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 

伍、 計畫工作項目： 

一、 招募工作 

（一）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結合彰化區漁會辦理招募說明

會，邀集漁會人員、漁民參加及說明本計畫推動內容。 

（二） 由彰化縣環境保護局統一造冊列管環保艦隊船長

與船舶相關資料，並登錄海洋污染防治管理資訊系統。 



 

 

（三） 由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提供環保網袋或打撈網工具、

個人配備。 

二、 海漂（底）廢棄物清除工作 

（一） 環保艦隊負責項目： 

1. 出海作業結束後，將海漂（底）廢棄物或自產垃圾依

據一般垃圾、資源垃圾等不同類別，裝於網袋中（一

般垃圾：紅色環保網袋；資源垃圾：綠色環保網袋）

並擇一地點登錄。 

2. 由環境保護局於指定地點登錄紅綠網袋計袋。 

（二）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負責項目： 

1. 不影響原有勤務下，協助登錄環保艦隊資料、袋數、

重量及拍照（接受登錄時段由海巡署自行訂定），並

於每月 5 日前提供資料予彰化縣環保局彙整，登錄

表單如附表二。 

2. 協助宣導環保艦隊勿隨意丟棄廢棄物，並告知紅色

環保網袋盛裝的一般垃圾，經登錄袋數及重量後放

置於垃圾桶或各漁港設置之廢棄物暫置區；綠色環

保袋盛裝的資源垃圾經登錄袋數及重量後，放置於

漁港設置之資收站，並得兌換獎勵品。 

（三） 彰化區漁會負責項目： 

1. 辦理環保艦隊招募說明會，邀集各漁民參加及說明

本計畫內容。 

2. 如有自行招募之環保艦隊，每月提供新增之船舶及

現職從事漁業工作之人員相關資料予彰化縣環保

局彙整，合作辦理情形納入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海洋環境管理考核評比。 

（四）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負責項目： 

1. 辦理環保艦隊招募說明會，配合宣傳環保艦隊招
募訊息及說明本計畫內容。 

2. 於海洋污染防治管理資訊系統登錄環保艦隊相關
資料，並每月彙整區漁會自行招募之新增環保艦



 

 

隊資料。 

3. 定期辦理資源垃圾兌換獎勵品 

4. 每 2 個月結算垃圾重量並頒發禮卷（見三、評比
及獎勵機制） 

5. 本年度結算垃圾重量並頒發禮卷（見三、評比及獎
勵機制） 

6. 協調鄉鎮市公所清潔隊定期清運海漂（底）廢棄物。 

三、 評比及獎勵機制 

 獎勵對象：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登錄在案之環保艦隊。 

 執行作法： 

  1、海洋廢棄物攜回量登錄地點： 

彰化縣崙尾灣安檢所、王功漁港安檢所。 

  2、執行程序(如附圖一)： 

環保艦隊漁民出海作業結束如有攜回海漂(底)廢棄物或自產垃

圾，一般垃圾以紅色網袋盛裝（不含天然物質，例如：木頭、

樹枝、樹葉、石頭、泥砂等），資源垃圾以綠色網袋盛裝，前

述一般垃圾及資源垃圾倘含水分需瀝乾或倒除乾淨，請其前往

彰化縣崙尾灣安檢所或王功漁港安檢所，將由海巡署人員負責

登錄袋數及重量並拍照，由環保艦隊成員自行按回收物品類別

放置碼頭垃圾箱或資源回收區，俟配合地區鄉公所清潔隊清運

回收處理。 

  3、資源垃圾物品範圍（可放置於綠色網袋）： 

依臺灣國際淨灘行動記錄表(ICC，如附表一)項內可回收再利

用物品具有  回收符號之保特瓶、塑膠容器/瓶蓋、外帶

飲料杯(紙類、塑膠、保利龍等材質)、免洗餐具(杯/盤/便當

盒)、鐵鋁罐、鋁箔包/利樂包、玻璃瓶等。 

  4、獎勵品兌換時間： 

自公布日起至 110 年 09 月 30 日止，每月一次，日期確定後將

擇期公告，由彰化縣環保局專人於崙尾灣安檢所及王功漁港安

檢所進行兌換，遇國定假日或其他事故暫收時，另行公告。 

  5、兌換獎勵：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1,396 小包）、商店禮卷（面額

新臺幣 100 元整 770 份）。 



 

 

  6、兌換標準： 

(1)資源垃圾物品每 100 公克(g)可兌換點數 1 點。 

(2)上述點數綜合累積達 4 點即可兌換環保衛生紙 1 小包；50 點可
兌換商店禮券 1 張（面額新臺幣 100 元整），以此類推，兌換
完為止，其中商店禮券每個環保艦隊最高僅限兌換 30 份（環
保衛生紙不在此限），後續視試行成效擴增。 

(3)點數統計至本年度 09 月 30 日截止，並於 10 月 15 日前兌換完
畢，不得保留至翌年。 

  7、兌換方式： 

資源垃圾物品經現場秤重計算後，依累積點數總和，由環保局值

勤人員填寫獎勵品兌換簽收表(如附表三)後，將獎項給予回收人

簽收，回收人(環保艦隊成員)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領取獎勵品；

倘回收人無法親自到場領取，其親屬可持回收人身分證明文件

代為領取。 

  8、施行期間分為 3期別結算評比並針對績優環保艦隊頒發獎勵禮卷，

（環保艦隊收集「一般圾垃」及「資源垃圾」皆納入統計）。 

A. 第 1、2 期頒發禮劵總額 6,000 元，第 3 期頒發禮劵總
額 9,000 元：前 3 名攜回垃圾重量最多，且達 15 公
斤以上環保艦隊船長頒予禮劵以茲鼓勵，其中第 1、2

期（為期二個月）評比頒發予每位績優者 2,000 元；第
3 期（為期三個月）評比頒發予每位績優者 3,000 元。 

B. 第一期：統計當年度 3 月~4 月， 5 月 5 日前頒發。 

第二期：統計當年度 5 月~6 月， 7 月 5 日前頒發。 

第三期：統計當年度 7 月~9 月，10 月 5 日前頒發。 

  9、本年度結算評比並績優環保艦隊頒發獎勵禮卷，前五名且達 80

公斤以上（環保艦隊收集「一般圾垃」及「資源垃圾」皆納入統

計），頒發以下獎項以茲鼓勵： 

A. 第一名：面額新臺幣 1 萬 6 仟元商店禮券。 

B. 第二名：面額新臺幣 1 萬 2 仟元商店禮券。 

C. 第三名：面額新臺幣 1 萬元商店禮券。 

D. 第四名：面額新臺幣 8 仟元商店禮券。 

E. 第五名：面額新臺幣 6 仟元商店禮券。 

10、本計畫施行自公布日起至 110 年 09 月 30 日止。 



 

 

 附表一 臺灣國際淨灘行動記錄表(ICC) 

  



 

 

附表二 海洋廢棄物登錄表 

 

  

項

次 
日期 船名/編號 船長姓名 電話 

紅網袋袋數及重量 

（一般垃圾） 

綠網袋袋數及重量 

（資收垃圾） 

安檢所

人員 

簽名 

回收 

人員 

簽名 

1 
    袋數： 

重量(g)： 

袋數： 

重量(g)： 

  

2 
    袋數： 

重量(g)： 

袋數： 

重量(g)： 

  

3 
    袋數： 

重量(g)： 

袋數： 

重量(g)： 

  

4 
    袋數： 

重量(g)： 

袋數： 

重量(g)： 

  

5 
    袋數： 

重量(g)： 

袋數： 

重量(g)： 

  

6 
    袋數： 

重量(g)： 

袋數： 

重量(g)： 

  

7 
    袋數： 

重量(g)： 

袋數： 

重量(g)： 

  

（＿＿＿＿＿＿）漁港 

備註：1.作業執行須拍照記錄。 

2.資源垃圾每 100 公克 1 點，集滿 4 點可兌換 1 小包環保衛生紙、50 點可兌換商店禮券 1 張（面額新臺幣 100 元整），每個環保艦隊最高僅限兌換 30 份，後續視試行成效擴增。 

3.每 2 個月及本年度成果評比獎勵，將一般垃圾及資源垃圾合併統計。 



 

 

附表三 獎勵品兌換簽收表 

項

次 
日期 

兌換人 

船名/編號 
總點數 

本次兌

換點數 

剩餘

點數 
兌換獎項 

環保局人員

簽名 
兌換人簽收 

1 
     □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____小包 

□禮卷（面額新臺幣 100 元）____張 

  

2 
     □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____小包 

□禮卷（面額新臺幣 100 元）____張 

  

3 
     □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____小包 

□禮卷（面額新臺幣 100 元）____張 

  

4 
     □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____小包 

□禮卷（面額新臺幣 100 元）____張 

  

5 
     □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____小包 

□禮卷（面額新臺幣 100 元）____張 

  

6 
     □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____小包 

□禮卷（面額新臺幣 100 元）____張 

  

7 
     □獎勵品（環保衛生紙）   ____小包 

□禮卷（面額新臺幣 100 元）____張 

  

（＿＿＿＿＿＿）漁港 

備註：1.作業執行須拍照記錄。 

2.資源垃圾每 100 公克 1 點，集滿 4 點可兌換 1 小包環保衛生紙、50 點可兌換商店禮券 1 張（面額新臺幣 100 元整），每個環保艦隊最高僅限兌換 30 份，後續視試行成效擴增。 

3.每 2 個月及本年度成果評比獎勵，將一般垃圾及資源垃圾合併統計。 



 

 

附圖一  回收程序圖 

 

 

 

 

環保艦隊回收人員 

攜回海漂(底)廢棄物或自產垃圾 

地區清潔隊回收清運處理 

環保艦隊成員將一般垃圾放置垃圾箱； 

可回收物放置碼頭資源回收站 

海巡署人員協助秤重 

並登錄袋數、重量及拍照 

環保局依環保艦隊資源垃圾回收量

發放獎勵品，並進行成果評比，針

對績優環保艦隊頒發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