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 
111 年度「空氣品質淨化區優良認養單位頒獎典禮暨觀摩活動」將

於 112 年 3 月 22 日(三)、23 日(四)舉行 

內容 

1.活動宗旨 

本署積極督促地方環保單位推動企業及社區民間團體參與認

養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管理，本(111)年度持續辦理「空氣品質淨

化區優良認養單位甄選活動」，選出認養績優單位，並公開表揚，

促使更多企業與社區民間團體參與認養，提高空氣品質淨化區設

置成效。 

請地方環保單位邀請轄內參與本(111)年度優良認養單位甄選

之認養單位報名參加。 

2.活動時間 

(1) 112 年 3 月 22 日(星期三) ~ 3 月 23 日(星期四) 

(2) 請於 3 月 13 日(星期一)前至網站 https://reurl.cc/EG79Mn

填寫報名表，以利訂房、租車及人數統計。 

3.活動相關資訊：活動議程、交通資訊如附件。 

4.為推廣*節能減碳*鼓勵與會者自備環保杯、筷等。 

5.獲獎單位補貼高鐵及台鐵交通費：特優獎-補助 2 人，其他獎項

補助 1 人，請備妥車票或購票證明請領。 

6.本活動安排住宿為 2 人 1 房，住宿費用說明如下： 

(1) 各縣(市)環保局：與會人員需依規定報支公務人員住宿費用，

請準備現金現場繳交，本活動將開立旅行社代收轉付收據作

為報帳依據。 

(2) 獲獎單位：補助住宿費用，特優獎-補助 2 人、其他獎項補助

1 人。 

(3) 非前述人員及其他單位：住宿費用計 2,980 元/人(含 3/22 晚宴

及 3/23 早、午餐)請準備現金現場繳交，恕不接受現場報名。

  



111 年空氣品質淨化區優良認養單位頒獎典禮 

暨觀摩活動 交通資訊 
 
一、 接駁車接送 

第一日：13：00 於臺鐵花蓮火車站前站集合上車 
建議搭乘車次 

車種 車次 臺北出發時間 花蓮抵達時間 行駛時間 
普悠瑪 278 09:20 11:32 2 小時 12 分 
自強 280 09:45 12:06 2 小時 21 分 
自強 170 10:00 12:33 2 小時 33 分 
普悠瑪 218 10:24 12:39 2 小時 15 分 

 
第二日：活動結束後，接駁車接送至臺鐵花蓮火車站 
回程建議搭乘車次 

車種 車次 花蓮出發時間 臺北抵達時間 行駛時間 
自強 221 13:48 16:24 2 小時 36 分 
自強 421 14:40 16:52 2 小時 12 分 
自強 177 14:46 17:46 3 小時 00 分 
普悠瑪 225 15:24 17:41 2 小時 17 分 

 
二、 自行開車前往 

於花蓮市內走台九線轉→化道路轉→中美九街 
依飯店方向指標行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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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空氣品質淨化區優良認養單位甄選活動」 

獲獎名單 
 【績優獎】 

1. 特優獎獲獎單位名單： 

項次 縣市 基地名稱 認養單位 

1 桃園市 莒光環保公園 桃園市中壢區普強里辦公處 

2 桃園市 
南崁溪人工溼地綠化園
區 

1. 桃園市蘆竹區錦興里水環境巡守隊 

2.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3 屏東縣 
荖濃溪(土庫堤防)朧祥河
濱公園 

富晟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彰化縣 
自然生態區綠美化-員林
農工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宜蘭縣 中山路與嵐峰路口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6 高雄市 
大寮區忠義國小空品淨
化區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7 宜蘭縣 民權新路與中華路口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8 新竹市 千甲段空氣品質淨化區 
1.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2. 千甲園丁水環境巡守隊 

9 臺南市 
臺南市柳營區重溪里空
品淨化區綠美化計畫 

臺南市柳營區重溪里辦公處 

10 臺南市 

臺南市七股區七股里
177-3空品淨化區綠美化
計畫 

臺南市七股區七股里辦公處 

 

2. 優等獎獲獎單位名單： 

項次 縣市 基地名稱 認養單位 

1 臺南市 

臺南市新營區土庫社
區裸露地環境整頓暨
綠美化計畫 

1. 臺南市新營區土庫社區發展協會 

2.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 臺北市 (公 204)八仙公園 私立禾康康復之家 

3 彰化縣 道東書院綠化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4 新竹縣 
國際環境教育園區空
氣品質淨化區 

1. 社團法人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2. 台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嘉義市 

富國空氣品質淨化區
(富國重劃區裸露地綠
敷植被防止揚塵計畫) 

嘉義市環保志工隊-短竹里志工小隊 

6 屏東縣 
瀰力社區生態公園空
間改善空氣淨化 

屏東縣里港鄉瀰力社區發展協會 

7 新竹市 環保自行車道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 花蓮縣 
花蓮市公園街景環境
改善綠美化 

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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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縣市 基地名稱 認養單位 

9 高雄市 
愛群國小校園綠化工
程 

台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澎湖縣 
改善馬公市髒亂點綠
美化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尖山發電廠 

 

 

 【特殊貢獻獎】 

1. 降污減碳組獲獎單位名單： 

項
次 

縣市 基地名稱 認養單位 

1 嘉義市 

嘉油鐵馬道淨化區(下
路頭段自行車道-紅瓦
厝段、民生南路段) 

1. 嘉義市環保志工隊-紅瓦里小隊 

2. 嘉義市環保志工隊-獅子里小隊 

2 臺南市 
臺南市南區文南社區文
南公園(公兒二)綠美化 

臺南市南區文南里辦公處 

 

2. 環境教育組獲獎單位名單： 

項
次 

縣市 基地名稱 認養單位 

1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
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財團法人省立基隆海事文教基金會 

 

3. 志工服務組獲獎單位名單： 

項
次 

縣市 基地名稱 認養單位 

1 新北市 土城桐花公園 新北市土城區自然景觀保護協會 

2 雲林縣 
斗南鎮石牛溪南側公園
綠化 

雲林縣身心障礙者重建協會 

3 臺中市 后里區后里環保公園 台灣美光記憶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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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模範獎】 

1. 獲獎單位名單： 

項次 縣市 基地名稱 認養單位 

1 臺北市 (公 104)洲子一號環保公園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臺中市 清水區海風里環保公園 
1. 臺中市清水區海風里辦公處 

2.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臺中市 太平區麗園公園一期 
1. 臺中市太平區光華里辦公處 

2.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4 臺中市 石岡區東豐綠廊自行車道 
1.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2.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5 臺中市 大里區公七環保公園 
1. 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辦公處 

2.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6 臺南市 
臺南市七股區竹橋里空品淨
化區綠美化計畫 

1. 臺南市七股區竹橋里辦公處 

2. 利懋研發企業有限公司 

7 臺南市 
臺南市善化區嘉北社區空間
環境改造計畫 

臺南市善化區嘉北里辦公處 

8 高雄市 
社會教育館(95裸露地計畫
執行)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煉製事業部─大林
煉油廠 

9 高雄市 
鳳山區生明社區閒置空間綠
美化工程 

高雄市鳳山區生明社區發展協會 

10 桃園市 中園路環保公園 桃園市中壢工業區聯合幼兒園 

11 桃園市 龍岡森林環保公園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里辦公處 

12 新竹縣 斗崙空氣品質淨化區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苗栗縣 通霄鎮舊鐵道綠美化工程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通霄發電廠 

2. 苗栗市通霄鎮通西里辦公處 

14 南投縣 日月潭文武廟環境綠化工程 財團法人臺灣省日月潭文武廟 

15 彰化縣 四芳村裸露地綠化 彰化縣永靖鄉四芳社區發展協會 

16 雲林縣 虎尾鎮東西屯環保公園 雲林縣虎尾鎮西屯社區發展協會 

17 雲林縣 二崙鄉崙西村社區綠化 雲林縣二崙鄉崙西社區發展協會 

18 花蓮縣 
秀林鄉陶樸閣衛生掩埋場復
育綠化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製造廠 

19 花蓮縣 
吉安鄉稻香路段─臺 9線
197 km至 198.5 km 

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 

20 澎湖縣 

湖西鄉尖山南段 928、1026

地號廢棄物堆置地污染場址
綠化計畫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尖山發電廠 

2. 澎湖縣湖西鄉尖山村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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