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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主持人/主講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0:05 主席致詞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05-10:30 環保署空氣品質淨化區
設置補助原則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

10:30-10:50 環保局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
與考核說明

立境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0-11:20 植栽選擇及修剪、養護方法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侯錦雄 名譽教授

11:20-11:30 綜合討論 與會人員

11:30- 會議結束



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補助及
考評方式

中華民國 111 年 01月18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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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品淨化區主要功能
淨化空氣
品質

生態模擬
生態教育

環境生態
生物多樣性

1. 吸收二氧化碳、釋出氧、吸收污染氣體、減少塵埃與懸浮微

粒、調節空氣中之溼度和溫度等，以淨化空氣的品質。

2.減緩廢棄物、噪音、水污染等人為環境污染。

3.提供生態模擬及生態教育的場所，並經由解說設施以增進民

眾對植物可淨化空氣的認知和對環境生態及環境保護的知識。

4.提供環境生態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場所。



二、補助種類

可改善空氣品質
公有土地

垃圾場綠化

其他經本署核定可供植栽綠化
以改善空氣品質之土地或空間

裸露地綠化

廢棄物棄（堆）置場綠化

指垃圾場於二次污染防制工

作後可供植栽綠化之土地

指荒廢場所或空地，經清理

後可供植栽綠化之土地

指地表裸露，易造成塵土飛

揚之土地

公有土地



二、補助種類

種植吸收污染能力、碳匯能力較高
的本土性原生或馴化樹種

整體綠覆樹苗應以2~3年生之容器苗

裸露之土壤

需有環境教育的功能 良好的維護管理

鼓勵民間及
企業團體認
養參與



三、計畫書內容及應檢附之資料
1 式 2 份向本署提出申請，
限期（2周內）補正，逾期
仍未補正退件

基地位置

• 基地位置圖
• 空氣品質背資料

基地概述

• 基地面積
• 現況
• 申請項目
• 經費表
• 切當書(10年)

基地現況

• 基地土地使用現況
• 有無占墾占用
• 未接受補助

土地資料

• 土地登記謄本或土地
所有權狀影本

• 地籍資料統計表
• 使用同意書

其他

• 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 地方團體及社區民眾

認養



大型固定污染源下風處或主要移動污染源附近之基地

四、優先補助原則

優
先
補
助歷年來辦理空品淨化區績效良好之縣市或固定空氣污染防制

費60%收入低於6,000萬元

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

需由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

具有示範性作用且其淨化空氣

品質之效益較大之重大建設計畫

有覓妥認養單位之基地



應注意事項

五、基地現勘與審查

1. 時效性 : 申請計畫書，於每年3月底前截止收件。

2. 基地特殊性 :非人為原因導致某項經費需求較多，或特別需增加某些設

施（如：灌木綠籬、版橋、防風網等），請於現勘時，向學者專家提

出，俾利後續核定經費時參考。

3. 基地使用現況 : 有占墾、占用等情形，請將面積扣除或排除後再送修正

計畫書至署。

4. 不重複補助 : 已有其他單位補助過綠化等工作項目，為避免重複補助，

本署不再予以補助。



六、設置之補助項目
基地之補助項目請參照附件表三

- 非核定之項目不予補助。

-除整地工程、植栽工程、養護管理工程外，其他部

分不超過總金額之1/3為原則。

-非表列項目不超過計畫申請總金額之1/10為原則

☆未依上述規定之申請案，以退件方式處理之

 經審查委員會核可之項目不含土地取得及維

護費用

 補助以當年度為主，惟若因空氣污染防制費

停止徵收或年度預算不足時，得停止補助或

移至下年度補助

項目名稱 單價 數量 申請經費(元） 核定金額(元） 說明

整地工程 整地 元/m2 m2
含放樣、挖方、填土及工資
等（以m2計）

植栽工程
喬木 元/株 株

含處理、搬運、植穴、種工、
支架、基肥、廢土清運等費
用（苗木由公有苗圃提供不
得購買，高度須達1.5公尺
以上，且現場栽植時容器須
移除）

草皮 元/m2 m2 草皮以混合草種為主

養護管理工
程

養護費 元/m2 m2

含澆水原則每周1次、施肥
原則草皮2個月1次喬木每年
2次、病蟲害防治等項。

其他

空品淨化區
標誌

元/式 式

含環教教育設施說明牌、解
說牌等項說明牌 元/式 式

願景告示牌 元/式 式

垂直綠化 元/m2 m2

簡易澆灌 元/式 式

簡易步道 元/m2 m2

交通管制 元/式 式

安全措施 元/式 式

實質工程費

工程管理費

設計監造等

小計

縣市分擔款（直轄市30%、縣市20%）

經費總計

備註

1.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目的，係以植栽綠化為主，達到改善空氣品質、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提供生態與
環境教育和資源永續利用，設施質樸，設計力求與自然環境和諧，且容易維護。

2.喬木須洽本署補助之公有育苗單位提供（不得購買，且高度須達1.5公尺以上）並註明其來源（設計前
應先與公有育苗單位聯繫確認存量，栽植時容器須移除）

3.涼亭、休憩座椅、花崗石、砌石、圍牆、鑿井、緣石、人工造景、人工生態池、或其他RC水泥人工
構造物等，均不符環境保護原則，且與空氣品質淨化無關，前述設施均不予補助，請勿設計施作。

4.請遵循上述目標及原則，依本署核定項目及額度進行設計及施作，非屬本署核定範圍及項目均不予補
助，設計及施作時請特別注意。



七、設置之限制條件

申請基地為公有地

以環保署『環境綠化育苗計畫」核定之樹種為主

『步道』及『環境教育教說設施』予補助

 基地內尚有違章建築物、或有占墾、占用者，

不予補助

未提供後續『維護管理經費』切結書者

無正當理由辦理『撤銷補助紀錄』之申請單位

應
注
意
事
項



八、撥款原則

300萬 300萬~3000萬 3000萬

 檢具契約書

 工程款

 空污費

 管理費

3次撥付

1、於工程發包後，核撥30%

2、總經費支用達20%時，核撥40%

3、總經費支用達60%時，核撥20%

4、於完工結案後，撥付尾款10%

4次撥付

檢送契約書、領據（工程款及工程管理費）、納入預算證明、原核定計畫及發包後之差異分析表

1、於工程發包後，核撥40%

2、總經費支用達30%時，核撥50%

3、於完工結案後，撥付尾款10%

1次撥付

發包金額高過本署核定經費時，不予補助

補助金額在1,000萬元以上者，給予一定的工作期限

經費已用完時，該原核定之金額將改由下一年度撥發



九、執行成效追蹤考核

申請單位設置空品淨化區
之整體執行成效

25%

50%

已核定空品淨化區
設置期間之執行成效

已完工空品淨化區
維護期間之執行成效

25%

相關考評指標及考評內容同本署SIP
考評要點之空品淨化區部分



十、辦理變更用途
空氣品質淨化區變更用途應注意

十年以上

未達十年者

另有其他用途者，請貴局本權責辦理。

請貴局檢附相關資料並敘明原因送署備
查。

1公頃以下(含1公頃) 不超過1/3面積

1~4公頃(含4公頃) 不超過1/6面積

4公頃以上 不超過1/10面積

1~3年 決算金額100%X變更面積比例

4~6年 決算金額90%X變更面積比例

7~9年 決算金額80%X變更面積比例



111年申請注意事項

為提升空氣品質減少碳排，並配合推動太陽光電綠能政策，申請空品淨化區

時，請納入設置太陽能板之規劃面積及配置圖（範圍）。

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申請補助機關應依本署核定計畫經費相對編足分擔款，

經費分擔比率：

 直轄市至少百分之三十。

 其他縣（市）至少百分之二十。

 惟若計畫有特殊狀況經本署同意者不受限制。



申請文件範例
設置申請表

表一  空品淨化區設置申請表  

1.計畫名稱：                                            

2.類別：□垃圾場綠化            □裸露地綠化 

□廢棄物棄(堆)置場綠化  █其他，請說明 閒置地綠化 

3.基地地址：                           . 

4.申請單位：○○鄉公所清潔隊 . 

機關名稱：○○縣○○鄉公所（申請單位為鄉、鎮、市或公營事業機構） 

機關首長姓名及職稱： 鄉長 ○○○ . 

承辦人員及職稱： ○○○ 技士 . 

聯絡地址： ○○鄉彰南路 75 號 聯絡電話： 00000000000 . 

手機： 00000000000 傳真： 000000000 . 

電子信箱：                      . 

5.核轉單位（申請單位之直屬主管機關，例如鄉鎮市之核轉單位為縣環保局） 

機關名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 

主管姓名及職稱： 局長 ○○○ . 

聯絡電話： 00000000000 傳真：0000000000. 

承辦人員及職稱： ○○○○○○ . 

聯絡電話：00000000000 傳真：0000000000. 

手機：000000000000 電子信箱：                    

○○○地號土地權屬○○鄉公所，位於○○鄉新光村，距離省道

台 3 線直線距離約 1,334 公尺，距離縣道投 31 約 421 公尺、

縣道投 28 約 282 公尺。 

 

 

     

 

 

 

 

 

 

圖 1-1 基地位置圖 

台 3 線 投 28 

投 31 

基地位置 

田豐國小 

一、基地位置

○○鄉○○段 220-0003 地號，土地使用編定種類為一般農業區，

地目為雜、面積 8,236.72 平方公尺，本期計畫進行空品淨化範圍

面積約 4,080 平方公尺，詳圖 2-1。 

     

圖 2-1 空品淨化範圍圖 

二、計畫範圍

 



申請文件範例
三、土地權屬

本案空品計畫區基地為○○鄉○○段 220-0003 地號，土地 

權屬○○鄉公所， 

 

 

圖 3-1 地籍圖及謄本 



申請文件範例
四、基地所在空氣品質 五、基地使用現況 六、基地有無占墾情形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縣○○市、竹山鎮

空氣品質指標各為 64 及 77 皆為普通級，惟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皆超出標準質，空氣品質有待改善。 

 

基地土地使用現況應就下列種類圈選 1 項： 

    □空地  ■部分植生覆蓋  □全部植生覆蓋 

    ■土壤條件，請說明：乾硬黃土     

    □其他，請說明：  

 

基地有無占用情形應就下列種類圈選 1 項： 

    ■無占用及占墾 

    □有占用情形，請說明：                      . 

    □有占墾情形，請說明：                      . 

    □其他，請說明：  

○○鄉○○段 220-0003 地號裸露地，未曾接受各級機關補助經費

辦理環境改善作業，有鑑於現況雜木林立、荒草蔓天，影響環境汙

染及周邊民眾生活品質，今提送空氣品質淨化計畫，期能獲得經費

補助，進行裸露地、減緩廢棄物、噪音、水污染等人為環境污染。 

七、未接受其他單位補助



申請文件範例
八、申請設置內容概述

基地原為空曠之裸露地，因○○鄉公所財政拮据未有經費辦理環境

改善作業，多年以來雜木林立、荒草蔓天，今提送計畫辦理雜木清

除，整地鬆土後舖植假儉草及栽植黃花風鈴木，藉以空氣淨化改善

環境污染。 

 

九、經費分析表 十、後續維護管理
項目名稱 單價 數量 申請經費（元） 說明 

整地 

工程 

整地 68.18 元/m2 
4080m

2 
278,180 

含放樣、挖方、填土及工資等

（以 m2計） 

植栽 

工程 

喬木 445 元/株 250 株 111,250 

含處理、搬運、植穴、種工、

支架、基肥、廢土清運等費用

（苗木由公有苗圃提供不得購

買，高度須達 1.5 公尺以上，

且現場栽植時容器須移除） 

草皮 38 元/m2 
1836m

2 
69,768 草皮以混合草種為主 

養護費 
222,480 元/

式 
 1 式 222,480 

含澆水原則每周 1 次、施肥原

則草皮 2 個月 1 次喬木每年 2

次、病蟲害防治等項。 

其他 

放樣 5 元/m2 
4080m

2 
20,400  

空品淨

化區標

誌 

8,344 元/式 1 式 8,344 
含環教教育設施說明牌、解說

牌等項 

說明牌 元/式 式  

 願景告

示牌 
元/式 式  

垂直綠

化 
元/m2 m2   

簡易澆

灌 
58,334 元/式 1 式 58,334 2”HDPE 管 480m 

簡易步

道 
222.4 元/m2 120m2 26,688 碎石級配步道 240m 

交通管

制 
7,416 元/式 1 式 7,416  

安全措

施 
14,832 元/式 1 式 14,832  

實質工

程費 
   817,692  

工程管理費

設計監造等

(一) 執行團隊陣容 

  

(二) 公共空間維護管理由社區村里辦公室相互配合 

           針對公共空間休閒遊憩綠帶的維護及經營管理，需投 

       入相當之經費及人力，對於政府機關等公營單位而言，乃 

       是沉重的負擔，所以，未來朝向將公共建設和服務的工作 

       事項，轉交由企業、民間組織、社區義工組織認養及管理 

       維護，以增加行政和資源使用效率。 

           未來亦可引導社區發展協會及村民共同認養，以減少 

       政府部門人事支出，工程竣工後，本所每年編列經費進行後

續管理維護工作。 

執行團隊層級 團隊組織 聯絡方式 

行政團隊 

○○縣政府 000000000 

○○縣○○鄉公所 0000000000 

○○鄉鄉長：○○○ 0000000000 

建設課長：○○○ 000000000 

設計團隊 工程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  

學校 校長、教師、家長  

社區村民團隊 
社區發展協會  

村長  



申請文件範例
十一、切結書 十二、認養參與

切 結 書 

○○縣○○鄉公所為申請○○段 220-0003 地號空氣

品質淨化區之需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

淨化區設置申請補要點」中第三條「設置計畫書之內

容及應檢附之資料」之規定，本單位保證爾後每年均

將自行編列（或向縣市政府空污經費申請）該基地之

後續維護管理經費，並持續執行本案之維護管理作

業，特此證明。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單位名稱：○○縣○○鄉公所 

單位主管：代表人（鄉長）○○○ 

住址：○○縣○○鄉○○路 40 號 

電話：0000000000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 月○日 

切 結 書 

    ○○縣○○鄉公所為申請○○鄉○○段 220-0003 地號

空品淨化改善工程之空氣品質淨化區之需要，申請綠化面

積 0.408 公頃，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品質淨化區設

置申請補要點」中第三條「設置計畫書之內容及應檢附之

資料」之規定，本單位保證於計畫完成後 10 年內，不得廢

除或移作他用，特此證明。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單位名稱：○○縣○○鄉公所 

單位主管：代表人（鄉長）○○○ 

住址：○○縣○○鄉○○○40 號 

電話：00000000000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  月 ○  日 

維護經費編列
10年不得他用

本案基地完成空品淨化環境改善後，因周邊排水設施良好且地勢平

坦，將開放民眾做為公共空間遊憩使用；另本鄉○○○區發展協會

將辦理認養、維護工作。 



錯誤範例
空品淨化區設置申請檢核表  

1.計畫名稱：   XXXXX 段衛生掩埋場活化環保公園計畫規劃報告書. 

2.設置申請表                       □已檢附  □未檢附 

3.基地位置圖、範圍圖及說明         □已檢附並查核  □未檢附 

                          （□已辦理現勘查核  □尚未辦理現勘查核） 

4.地籍圖或地籍謄本                 □已檢附並查核  □未檢附  □其他 

地籍資料統計表                   □已檢附  □未檢附  □其他      . 

                     （□皆為公有地  □部分屬私有地  □其

他     ） 

5.空氣品質背景資料資料             □已檢附  □未檢附  □其他        . 

6.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已檢附  □未檢附  □其他   . 

7.有無占用情形說明                 □已檢附  □未檢附 

8.未接受其他單位補助證明           □已檢附並查核  □未檢附 

9.申請設置內容概述                 □已檢附  □未檢附 

10經費申請項目是否符合             □已檢核  □未檢核（計畫書中規劃之

經費補助很多不符合：台電線補費、遊具設備施作項目並不在補助範圍內） 

11.後續維護管理計畫                □已檢附並查核  □未檢附 

12.不另作其他用途使用之保證        □已檢附  □未檢附 

13.使否有民眾參與及認養之辦理      □有      □無 

14.申請單位過去二年內核定計畫之預算執行百分比、核定計畫辦理撤銷

件數與說明、已核定未完工基地執行進度及查核情形、已設置基地近

期維護管理考評成績（縣市環保局提供）                                   

1.     □已檢附  □未檢附  □其他      

一、本案件未檢附設置申請表、空品淨化區後續維護管理經
費編列切結書、空品淨化區設置10年內不另做其他用途
使用切結書、「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生態檢核表及已
設置基地近期維護管理考評成績（縣市環保局提供），
請補充相關文件。

1.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目的，係以植栽綠化為主，達到改善
空氣品質、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提供生態與環境教育和資
源永續利用，設施質樸，設計力求與自然環境和諧，且容
易維護。

2.喬木須洽本署補助之公有育苗單位提供（不得購買，且高
度須達1.5公尺以上）並註明其來源（設計前應先與公有育
苗單位聯繫確認存量，栽植時容器須移除）

3.涼亭、休憩座椅、花崗石、砌石、圍牆、鑿井、緣石、人
工造景、人工生態池、或其他RC水泥人工構造物等，均不
符環境保護原則，且與空氣品質淨化無關，前述設施均不
予補助，請勿設計施作。

4.請遵循上述目標及原則，依本署核定項目及額度進行設計
及施作，非屬本署核定範圍及項目均不予補助，設計及施
作時請特別注意。



錯誤範例
一、本案件經費分析請依本署規範「空品淨化

區計畫申請經費分析表格式」內容填報提
出。
(一)放樣、挖方、填土及工資等（以m2

計），並以整地工程單一項目申請。
(二)鋪面施作項目，請依空品淨化區計畫

申請經費分析表格式其他類簡易步道
項目申請，並不得違反備註事項第3
項原則(不符環境保護原則，且與空氣
品質淨化無關)。

(三)植栽施作項目，植栽施作面積與鋪面
施作項目面積與數量相加所占基地面
積，顯示植栽施作面積生長空間不足，
請再評估，另植栽項目請以公有苗圃
既有植栽申請，不得另行採購。

(四)遊具設備施作項目、廁所施作項目及
照明設備施作項目等皆違反空品淨化
區計畫申請經費分析表格式備註事項
第3項原則(不符環境保護原則，且與
空氣品質淨化無關)，皆不得補助，請
予以刪除。



Q&A

可否以私有土地申請

• 依據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申

請補助要點第二點須以公有

土地申請

• 請審慎評估申請基地持續使

用性(是否短期內會有移作他

用、遊具設施破壞綠地覆蓋、

民眾占用停車或車行出入口

等)

• 周邊民眾使用率與維護管理

難易性，亦請於申請前審慎

評估

補助申請時間

• 以本署公告時限前提出及補

正，原則上為每年3月底前

• 本署於收件確認後，將安排

專家學者現場現勘核定補助

內容

• 依據現勘意見完成申請計畫

書修正通過後，核定補置經

費

• 請注意須依核定經費項目辦

理施作，否則施作項目不予

補助

可否自購樹種

• 樹種應選用具有吸收空氣污

染物之本土原生樹種或馴化

種，並以本署「環境綠化育

苗計畫」核定之樹種為主

• 喬木須洽本署指定之各公有

苗圃提供（須由縣市環保局

核轉苗木申請函文至該供苗

之公有育苗單位）

• 喬木須是2~3年生（苗木高

度需達1.5公尺以上）之容器

苗（栽植時容器須確實移除，

以利植物生長）



Q&A

Q A
如果想申請設置空品淨化區，但需綠化之地點分別位
於內不同的位置(如校園操場與步道)，請問是否需提
出兩份申請計畫書？

倘同一地點有2-3處需執行綠化，請於申請書內敘明分
別坐落位置，並於配置圖上標示清楚(例：本校擬施作
綠化地點分別位於操場西側及中庭右側空地…)，只需
提一份申請計畫書即可。

已完成空品淨化區綠化成社區公園，是否可以向環保
署申請維護經費？

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申請補助要點」空
品淨化區計畫申請之補助項目，除整地工程、植栽工
程、養護管理工程外，其他部分所提列之項目得依各
該基地之特性調整之，但不含土地取得及維護費用。

已申請補助設置之基地，後因改建而移除草皮等綠覆，
經原土回填但植栽生長不佳，擬重新設置綠地，是否
可以再申請補助?

申請綠化之地點，倘為歷年曾受補助過（同一地點），
則不可再重複申請。

已設置基地內樹種患有褐根病等，擬於移除後再補植，
可否補助樹木移除及土壤整治費用

已設置空品淨化區之養護管理應由申請單位自行編列
支應。



謝謝您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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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淨化區背景說明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申請設置

淨化區自主管理線上填報說明

環境綠化育苗申請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補助對象
1.臺南市政府機關、學校(公立)

2.依法設立之民間團體需由臺南市政府機關
、學校(公立)為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申請時間
公告時間至當年7/31止

(計畫書提送至環保局期限)

設置土地要求 公、私有土地皆可申請

補助設置經費 上限10萬元整

後續納入列管
及考核

依據臺南市空氣品質淨化區暨綠牆管理考核及維護補助辦法

2
空氣品質淨化設置區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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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內容填寫未完
整，經環保局通知
限期補正

1.會同申請單位至
提報基地現勘，由
專家學者針對執行
方法與經費需求合
理性進行審核。
(例如：裸露地綠美
化、環境整頓、維護
管理及永續經營等)

自公告日起至
當年度7/31前
提出申請

當年度10/30前
施作完成

管理單位

函文檢送
1.申計畫書

2.申請經費表
3. 土地地籍謄本

4. 切結書

環保局初審

委員審核/現勘

環保局核定

申請單位依據核定內容施作

檢送相關文件辦理核銷：
1.原始憑證暨領據
2.驗收紀錄
3.成果報告書之光碟1份

當年度11/15前
完成核銷

4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申請設置



5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申請設置

 申計畫書(含規劃內容、欲施作基地位置圖、現況照片、告示牌
示意圖、預定施作簡圖、土地地籍謄本)

 地籍資料(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由地政單位之證明文件)

 申請經費表

 公有裸露地需取得所屬主管機關書面同意授權使用書

 私有裸露地需檢附使用至少三年地主同意書(含設置完工後3年)

 土地未受其他機關補助切結書



6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申請設置

 至本局淨化區網站首頁→點選左側「相關文件下載」

 淨化區網址：

 請下載最新版本文件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申請案件經審查核定後，始得進行淨化區施作工程。

 核定設置淨化區之補助經費採核實補助，上限為新台幣十萬元。

 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切實依據核定計畫書內容及經費編列
項目執行。

 同一案件不得重覆申請政府機關補助。

 基地內尚有違章建築物、或有佔墾佔用者，不予補助。

7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申請設置



 整地工程費：空地整理所需人力及其他費用(如整地怪手、
廢土清運)。

 植栽工程費：含搬運、植穴、植栽種工、支架、基肥等。

 告示牌或植栽解說牌之設置費。

 裸露地鋪廢棄碎木改善費。

 其他雜項支出：其他因考量基地特性及功能性所需簡易自
動澆水系統(水電費不補助)、簡易照明矮燈、植草磚或碎
石步道等以維護基地不破壞之資材費用及木類或竹類花架
費用，惟本項所需費用不得超過總經費十分之一。

8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申請設置



 通過核定後，應於當年度10月30日前施作完畢。

 執行完畢後15日內，將原始憑證暨領據、驗收紀錄、成果報告
書之光碟，彙送環保局審核完成後撥付補助款項。

 逾核銷期限仍未辦理核銷者，不予補助。

9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申請設置

 至本局淨化區網站首頁→點選左側「相關文件下載」

 淨化區網址：

 請下載最新版本文件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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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下列每項條件之淨化區，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管理單位前一年度有完成線上填報自主管理考核結果；

 目前淨化區基地已設置完成2年(完工後第2年起基地納入平時考核)；

 前一年度平時考核成績≧75分。

11

自主管理考核 平時考核 年終考核

考核人員 各管理單位 環保局 專家學者及環保局

考核對象 各淨化區基地 各淨化區基地 平時考核成績優良淨化區基地

考核時間 1~6月 7~9月 10~11月

考核方式 實地考核，包含植栽養護修剪施肥、環境清潔及設施維護、永續維護等。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若內容填寫未完整，
經環保局通知限期
補正

當年度11/10前
完成核銷

自公告日起至
當年度8/31前
提出申請

管理單位

函文檢送
1.淨化區基本資料表

2.維護補助項目明細及經費概算表

環保局核定

申請單位依據核定內容施作

檢送相關文件辦理核銷：
1.原始憑證暨領據
2.驗收紀錄
3.成果報告書之光碟1份

環保局審核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12



13

 淨化區基本資料表

 維護補助項目明細及經費概算表

 至本局淨化區網站首頁→點選左側「相關文件下載」

 淨化區網址：

 請下載最新版本文件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依前一年度考核缺失項目列為優先改善項目。

 補助金額：

 環保公園、社區綠帶面積0.5公頃（含）以上，每處最高新台幣
4萬元；未達0.5公頃者，每處最高2萬元。

 環保林園大道、學區種樹道路綠帶長度0.5公里（含）以上，每
處最高2萬元；未達0.5公里者，每處最高1萬元。

 補助額度依前年度考核成績核算。

 申請補助額度未達補助金額者全額補助。

 申請補助案未依期限送至本局，不予補助。

 申請補助案經審核通過者，應切實依據核定項目執行，其經
費不得挪為他用。

14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至本局淨化區網站首頁→點選左側上方「維護單位登入」

 淨化區網址：

15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1.輸入帳號、密碼登入

2.點選考核結果

3.點選考核意見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植栽工程費：含搬運、植穴、植栽種工、支架、基肥等。

 肥料以有機肥料優先(如：環保局「尚介肥」)。

 植栽需標示樹名、樹高、米徑等尺寸規格(植栽以申請農業
局或林務局公有苗圃為優先)。

 養護管理費：淨化區養護管理之人力費用。

 基本工資應符合勞動部公告。

 告示牌或植栽解說牌之設置費。

 未設置或已模糊不清損壞者應優先申請補助項目。

 其他雜項支出：工具、耗材費用。

 硬體設施、水電費不予補助。

 垃圾袋應符合可以「目視」直接判斷內容物。

16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由臺南市港仔西廚餘堆肥廠所製造。

 成分：一般堆肥(5-10)，有機質：88.0%，全氮(N)：1.8%，全磷酐(P2O5)：
0.5%，全氧化鉀(K2O)：1.3%。

 適用對象：栽植洋香瓜、稻米，或花木。

17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銷售地點 電話 販售公斤數 住址

環保局東區藏金閣 06-2352011 1.5、3、20公斤裝 臺南市東區府東街41巷6號

臺南地區農會
訂單：06-2452032(林小姐)
送貨：06-2465521(王先生)

20公斤裝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二段292號

麻豆區農會 06-5722207(李先生) 20公斤裝 臺南市麻豆區興國路58號

新化區農會 06-5982015(林先生) 20公斤裝 臺南市新化區太平街18之2號

西港區農會 06-7952706#57(郭先生) 20公斤裝
臺南市西港區竹林里183號
臺南市西港區後營里1號

七股區農會 06-7871711#309(陳小姐) 20公斤裝 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272號

後壁區農會 06-6872111分機236 20公斤裝 臺南市後壁區97號

鹽水區農會 06-6525071 20公斤裝 臺南市鹽水區中山路49號

大型資收機 06-2890092 3、20公斤裝 安平家樂福前大型資收機

 http://tnepb-kitchen.clweb.com.tw/mode02.asp?m=20151022190602298&t=list



 通過核定並執行完畢後，應於當年度11月10日前將領據(註明解
款行號，若有僱工須檢附或提列薪資所得證明及點工表 、成果
報告含執行前、中、後照片及含空品淨化區告示牌之成果照
片），彙送本局審核。

 逾核銷期限仍未辦理核銷者，不予補助。

 本市各機關學校原始憑證採就地審計留存受補助機關。

18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維護補助費申請

 至本局淨化區網站首頁→點選左側「相關文件下載」

 淨化區網址：

 請下載最新版本文件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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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登入帳號密碼

進入淨化區網站首頁→鍵入帳密→登入

STEP2  填寫「會員管理」資料

填寫各管理單位窗口聯絡資料
確認基地基本資料

STEP3  新增「自主管理檢查表」

點選左側「自主管理檢查表」
→新增自評表→選擇基地類別

STEP4  填寫「自主管理檢查表」

填報考評資料(行政區、基地名稱等…)

→填寫自評內容→上傳基地照片

填報位置

臺南市政府空氣品質淨化區資訊網 :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Step1. 登入帳號密碼

登入帳號及密碼

21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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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填寫「會員管理」資料

維護作業前

填寫承辦人員姓名

填寫承辦人員連絡電話

填寫承辦人員電子信箱(系統發信聯絡)

填寫/修改基本資料

填寫承辦單位名稱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步驟1. 點選「自主管理查核表」

步驟2. 依據基地類別，點選該項類別，即可新增表單

23

Step3新增「自主管理檢查表」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步驟1. 首頁「空品淨化區設置」
點「各區空品淨化區」

24

▼基地類型查詢(1/2)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步驟2. 點選基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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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類型查詢(2/2)

步驟3. 點選基地照片



◎管理單位→各行政機關
如：區公所、學校、工務局

◎維護單位→淨化區所簽訂的認養單位
如：里辦公處、學校志義工隊

26

Step3 填寫自主管理檢查表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1.逐項點選基地現況

2.總分，系統會自動加總

3.上傳基地現況照片(需標示拍攝日
期，JPG檔，且包含一張告示牌照片)

4.按確認送出

27

▼自主管理檢查表

自主管理線上填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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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發苗木單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森林及自然保育科

 申請條件：以本市機關、里辦公處、公益團體等單位，進行

公共空間綠美化為限。

 森林及自然保育科專線：(06)6321731、(06)6354986

 苗木申請網址：

 https://agron.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20&s=1176652

29
環境綠化育苗申請



 https://freshair.epa.gov.tw/airweb/tree_inquery.aspx

30
環境綠化育苗申請

 至環保署空氣品質淨化區資訊網→點選左下側「環境綠化育

苗」 →「苗木查詢」查看育苗單位可提撥之苗木資訊。

 向各縣市育苗單位提出申請。



各處承辦人員連絡資料

育苗單位 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聯絡FAX 聯絡EMail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溫文明 03-5518101 *2924 03-5558266 1002857@hchg.gov.tw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徐慧玲 037-559788 037-370758 f070318@ems.miaoli.gov.tw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周珮甄 049-2222340 049-2243872 j351953@yahoo.com.tw

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劉玉英 089-343611 089-340981 g2010@taitung.gov.tw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陳珮雯 03-8233575 03-8232778 ag4814@hl.gov.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
殖場

黃世恩 04-25825495 04-25825496 seanhuang@tss.gov.tw

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李嶸泰 05-2717482 05-2717467 jtlee@mail.ncy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繆八龍 02-33662559 02-23630559 plmiao88@ntu.edu.tw

國立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羅南璋 04-22840397 #800 04-22861455 njl@nchu.edu.tw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

林鏈嘉 049-280-2272 049-280-1045 llc@mf.ntu.edu.tw

 https://freshair.epa.gov.tw/tc_undertaker_list.asp

31
環境綠化育苗申請

更新日期: 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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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單位：空氣及噪音管理科

承辦人：鄭惠婷 06-2686751#262

 委辦公司：立境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徐靖雅 06-3123089#25

 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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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pb2.tnepb.gov.tw/air/index.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