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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高雄市 108 年度希望種子資收站申請暨作業須知 

一、 目的: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強化基層資源回收工作的

推動，並將資源回收受益回饋民眾，期結合執行機關與里，共同建置基

層資源回收站網絡系統，促進居民就近響應資源回收工作，達成「里民

手牽手 回收有你我」之目的，進而提升資源回收效益，特訂定本計畫，

108 年度本局預計輔導補助設立 30 處希望種子資收站(並視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補助經費調整)。 

 

二、 補助對象申請規定及篩選原則： 

(一) 申請規定  

1. 里長需具意願者。  

2. 申請人身分應為里長，並由里長提出申請(可結合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辦

理)。  

3. 里長離職或屆期不續任者，應向本局重新提出申請。  

4. 105 至 107 年度已由本局輔導建立的希望種子資收站，不得重覆申請

補助。  

5. 108 年度已由本局其他資源回收相關計畫補助設置者，不得重覆申請

補助。  

(二) 篩選原則  

符合申請規定之行政里，本局將依據行政里提送之希望種子資收站

需求標的自我檢核表(詳表 1)所列評分原則及現勘結果，依積分排序遴

選出希望種子資收站補助對象，評分原則說明如下：  

1. 資源回收貯存空間(30%)，本項共 30 分  

(1) 已先自行覓妥資源回收站或辦理兌換活動所需場地，辦理活動地

點可位於資源回收貯存場空間或媒合其他單位場地。  

(2) 適當之資源回收貯存場空間(或辦理兌換活動所需場地)狀況，包括

遮雨及防積水設備充足、場地大小足夠置放回收物品、常態性維

護資源回收貯存場地(或辦理兌換活動所需場地)及周邊環境整潔，

並請提供以下照片供本局參考 : 

A. 有資收站：請於表 3 呈現資收站照片，本局於現勘時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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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分類情形及有無張貼分類標示、資源回收設施設置是否

合宜。  

B. 無資收站：請於表 3 呈現規劃設立資收站地點照片，本局於

現勘時確認場地合宜性。  

C. 若辦理資源回收兌換地點與資收站不同，請於附表 3 內額外

呈現照片供本局參考。  

2. 社會照顧關懷措施(30%)，以下每項 10 分  

(1) 導入個體業者從事資源回收工作。  

(2) 提撥部份資源回收回饋金作為媒合個體業者等社會照顧之用。  

(3) 已規劃變賣價金於社會照顧之用途，可用於社會救助 (針對個體拾

荒業者)、獎助學金及禮贈品、捐(協)助學校、捐(協)助弱勢團體或

族群、銀髮族照顧(65 歲以上)及補貼銀髮族共餐(每次不得超過該

共餐費用之 50%)等。  

3. 環保志義工動員能力(30%)，以下每項 10 分  

(1) 有志工組織，且定期從事資源回收及維護里內環境，並具備基本

電腦操作能力。  

(2) 配合本局於里內辦理資源回收兌換活動 (每月至少配合辦理 1 場

~5 場次)時，每場次至少有 3-5 名志工協助進行相關工作。  

(3) 承諾定期針對資收站之工作團隊或志義工團隊實施教育訓練，並

做成紀錄。  

4. 配合度(10%)，以下每項 2 分  

(1) 以里長兼具社區發展協會幹部之里為佳。  

(2) 能配合資源回收變賣所得專戶設置。  

(3) 每月提供資源回收量報表及變賣憑證。  

(4) 承諾配合本資收站申請暨作業須知辦理。  

(5) 願意從變賣所得中提撥至少 20%購置宣導品。  

 

三、 補助項目： 

(一) 每單位最高補助 3 萬元為限(並由本局視情況調整)，包含其招牌、分

類標示、形象改造(如彩繪及綠美化等 )、電子磅秤及暫時貯存設施

等，其中電子磅秤環保局保固 1 年，保固期間於保固範圍內由環保局

負責；保固期限後或保固範圍外設備若有損壞，由里長負責（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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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變賣金支付）。  

(二) 所提供之各項硬體設備，里長應負責保管維護。  

(三) 提供之設備若資源回收站並無使用，環保局有收回之權利。  

四、 申請流程： 

 

 

 

圖一、希望種子資收站申請流程  

 

(一) 應檢附文件：備齊下列文件後向環保局提出申請  

1. 自我檢核表（表 1）。  

2. 申請表（表 2）。  

3. 資源回收站內、外照片（表 3）。  

(二) 審核：環保局審查核准後給予同意設置函，變更及撤銷時亦同。  

 

五、 資收站營運作業 

(一) 回收地點、日期、時間由里長公告，並應依審查核准之內容，確實執

行。  

1. 回收項目：應依環保局資源回收物品分類明細進行回收（視環保局公

佈而調整之），但排除可能由事業產生或運輸、回收、堆置過程中易

造成志工傷害之物品，包括平板玻璃、強化玻璃、魚缸玻璃、汽車胎、

貨車胎、機具輪胎、高壓容器等。另資收站可視人力調度、場地空間

等因素拒收家戶以外產出之資收物。  

2. 民眾提供之回收物應確實分類、簡易清潔，避免影響環境衛生，未達

標準者，拒收。  

3. 民眾提供回收物時，應秤重至小數點後第 1 位（小數點後第 2 位四捨

五入），並記錄，單位為公斤。  

(二) 配合本局辦理資源回收兌換活動時間，由本局另行與各里資收站協調

辦理時間後公佈，惟兌換活動可結合各里每週所訂定的回收日共同辦

理。  

(三) 資收站相關水、電、網路費等相關費用，由希望種子資收站變賣所得

里長自行覓妥資
源回收站及辦理
兌換活動所需場
地

備妥應檢附文件，
提送環保局審核
及現勘

環保局審核通過
設站

1.設置回收設施
2.形象改造

1.訂定每週1日
回收日
2.依公告時間辦
理兌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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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金項下支應。  

(四) 資源回收站作業所需人力由里長負責，本局將不支援其他工作人力。 

(五) 定期維護資源回收站內暫時貯存設施（例如：資源回收桶、磅秤…等）

及環境清潔。  

(六) 民眾於資源回收站留存之基本資料除於資收站使用，不得做為其它用

途。  

(七) 向環保局換取兌換品(僅限於配合環保局辦理資源回收兌換活動)：  

1. 資收站配合環保局辦理資源回收兌換活動，由環保局統一預撥一定數

量之兌換品予資收站；但因資收量成長幅度大，導致資收站當月宣導

品不足，可向該本局提出申請。  

2. 環保局提供之兌換品，里長應依規定善盡保管責任及控管盤點，且不

得作為其他用途。  

3. 辦理資源回收兌換期間得因應市場行情檢討修正兌換標準，公告實

施，若無變動，則不另行通知。  

(八) 配合環保局統計回收量及提報相關報表。  

(九) 申請里長請務必配合設置資源回收金專戶，資源回收金收支應造冊並

公開於里辦公處或希望種子資收站設置地點，支出憑證應至少留存 3

年，以供不定期查核。  

 

六、 資收物變賣作業 

(一) 以交由該區清潔隊協助變賣為原則，清潔隊協助清運時間由里長與清

潔隊協商，以當日清運為原則。資源回收站將資收物交清潔隊前應先

依 11 大類分類(如表 4)；清潔隊清運時，里長需在場會同，資收量

以清潔隊當場秤重作為變賣依據，清潔隊將過磅單交付里長。  

(二) 清潔隊協助變賣者，依法變賣所得 70％作為資源回收金撥至專戶；

資收物由資收站自行變賣者，所得全數存入專戶。  

(三) 自行變賣者，清潔隊不協助載運至民營資收場，需以上述 11 大類(如

表 4)分類計重，並請民營資收場簽章。  

 

七、 資源回收金運用用途 

(一) 資源回收金（包括自行變賣及由清潔隊協助變賣者）運用於里建設、

環境維護，資源回收站建設、維護、運作管理，觀摩交流、環保志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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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教育訓練及其他因公支出，與獎助學金及針對個體拾荒業者、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與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之社會救助等用途。違反

上述運用方式，經本局查證屬實者，撤銷資源回收站資格。  

(二) 資源回收金運用管理委員會：由里長召集成立資源回收金運用管理委

員會，負責資源回收金收支、運用及保管之決定。  

(三) 資源回收金專戶收支應造冊並公開於里辦公處或希望種子資收站設

置地點，支出憑證應至少留存 3 年，以供不定期查核。  

 

八、 注意事項 

(一) 環保局提供之設備若資源回收站並無使用，環保局有收回之權利。  

(二) 資源回收站設置後若無運作，則撤銷設置資格。  

(三) 若不願設置資源回收金專戶或不按照本局規定資源回收金運用用途

辦理者，則撤銷設置資格。  

(四) 里長應負責保持資源回收站之整潔與環境衛生。  

(五) 宣導推廣資源回收站之執行方案  

1. 配合本局定期辦理之「一起愛回收一起愛地球」進行宣導活動。  

2. 配合本局行動回收教育站宣導活動訊息。  

3. 藉由媒體宣導，如可規劃報紙、廣播、本局全球資訊網、本局資源

回收網、本局資源回收 FB 專頁刊登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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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希望種子資收站設置自我檢核表  

項目 配分 得分 評分標準說明 

1 

資源回收貯存場

空間(或辦理兌

換活動所需場

地) 

30   

每項 15 分，總和共 30 分。 

1. □已先自行覓妥資源回收貯存場空間或辦理兌換活動所需場地，活動辦

理地點位於：(10 分) 

□資源回收貯存場空間。□媒合場地。 

2. 適當之資源回收貯存場(或辦理兌換活動所需場地)空間狀況 

□遮雨及防積水設備充足。(10 分) 

□場地大小足夠置放回收物品。(10 分) 

□常態性維護資源回收貯存場地(或辦理兌換活動所需場地)及周邊環

境整潔：平均_______天整理一次。(10 分) 

2 
社會照顧關懷措

施 
30   

每項 10 分，總和共 30 分。 

1.□媒合個體業者從事資源回收工作。(10 分) 

2.□提撥部份資源回收回饋金作為媒合個體業者等社會照顧之用。(10 分) 

3.□已規劃變賣價金於社會照顧之用途，將用於：(10 分) 

□社會救助(針對個體拾荒業者) 

□獎助學金及禮贈品 

□捐(協)助學校 

□捐(協)助弱勢團體或族群 

□銀髮族照顧(65 歲以上) 

□補貼銀髮族共餐(每次不得超過該共餐費用之 50%) 

3 
環保志義工動員

能力 
30   

每項 10 分，總和共 30 分。 

1.□有志工組織，且定期從事資源回收及維護里內環境，並具備基本電腦

操作能力。(10 分) 

2.□配合本局於里內辦理資源回收兌換活動(每月辦理 1-5 場次)，每場次

至少有 3-5 名志工協助進行相關工作。(10 分) 

3.□承諾定期針對資收站之工作團隊或志義工團隊實施教育訓練，並做成

紀錄。(10 分) 

4 配合度 10   

每項 2 分，總和共 10 分。 

1.□以里長兼具社區發展協會幹部之里為佳。(2 分) 

2.□能配合資源回收變賣所得專戶設置。(2 分) 

3.□每月提供資源回收量報表及變賣憑證。(2 分) 

4.□承諾配合本資收站申請暨作業須知辦理。(2 分) 

5.□願意從變賣所得中提撥至少 20%購置宣導品。(2 分) 

書面總分 100    

里辦公處核章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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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高雄市希望種子資收站申請表  

申   

請   

人 

單    位  
辦 

公 

處 

電話  

傳真  

辦 公 處 

地    址 

          鄉鎮市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代     

表    

人 

里長姓名  
身 份 證 

字    號 

 

聯絡電話 
室內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資 

收 

站 

基 

本 

資 

料 

環  境 □室內；□室外無屋頂；□半開放空間 場地大小 約        平方公尺 

預計開放

時    段 

 

(範例：每週三 9:00~12:00，若有異動，

請同步通知環保局) 

電   話 

□同辦公處電話 

□其他                     

地    址 

□同辦公處地址 

□其他：      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資收物變

賣方式 

□由清潔隊協助變賣 

□自行變賣（變賣方式若有改變，請立即告知） 

土地性質 

□公有土地（土地屬性：□里活動中心、□里巡守隊、□其他） 

□私有土地 

代表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例如環境衛生、場地維護、資收時交通管制等

責任；資收站所在地有所異動，屆時會同步通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配合辦理回收兌

換活動場地 

□資源回收站 

□媒合其他場地 

同意書 

本里申請高雄市 108 年度希望種子資收站設立，均依申請暨作業須知

各項規定及內容辦理，若有違反各項作業規定本里將自願放棄資收站資

格，特此證明。 

立書人(負責人)：                  （簽名並蓋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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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雄市希望種子資收站內外照片  

       區        資源回收站 

照片 1 照片 2 

  

說明：資收站貯存區 說明：資收站分類標示 

照片 3 照片 4 

  

說明：資源回收整理環境現況 說明：辦理兌換活動地點 

里長簽名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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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希望種子資收站資源回收物品分類明細  

回收物項目 說明 

廢紙類 
如報紙、紙箱、電腦報表紙、電話簿、牛皮紙袋、雜誌、書籍、紙類、瓦

楞紙等 

寶特瓶 
塑膠材質碼為 1(PET)，為裝填碳酸飲料、茶、果汁、包裝飲用水、酒及醬

油等 

鋁罐 

裝填食品、動物食品、飼料、乳製品、調味品、醋、食用油脂、飲料及其

他供飲用之包裝水、酒、藥酒、含胺基酸類及多種維他命之內服液劑之鋁

容器。 

鐵罐 

裝填食品、動物食品、飼料、乳製品、調味品、醋、食用油脂、飲料及其

他供飲用之包裝水、酒、藥酒、含胺基酸類及多種維他命之內服液劑之鐵

容器。 

資訊物品 
僅收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電腦螢幕、個人電腦(含主機板)、印表機、

影印機、鍵盤、滑鼠等。其他非上述物品不予回收。 

小家電 

1. 大型家電：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冷暖氣機等 。 

2. 小型家電：電熱水瓶、脫水機、電鍋、飲水機、微波爐、烘乾機、吹風

機、烤箱、電暖爐、烘碗機、咖啡機、收錄音機、傳真機、影音光碟機、

電風扇、錄放影機等。 

玻璃容器 

僅限玻璃容器能自行變賣給回收業者的里資收站辦理 

分為褐色、綠色及白色等，不含平板玻璃、強化玻璃、魚缸玻璃及盛裝藥

水的玻璃瓶 

綜合類 

1. 上述 1-6 項未達兌換標準，可採分項過磅加總，若無分項過磅者混合在

同一回收袋內則不予兌換。 

2. 下列回收項目歸類於綜合類 

(1) 鋁箔包 

(2) 紙容器：紙杯(飲料杯)、紙碗、紙餐盤、紙餐盒(含內盒)、利樂包(如

牛奶紙盒)等 

(3) 其他金屬製品。 

(4) 其他塑膠容器：塑膠材質碼為 2.3.4.5.6.7，如為裝填清潔劑瓶、牛

奶瓶、優酪乳、果汁飲料、乳製品(如布丁)、養樂多、蛋盒、塑膠杯、

保麗龍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