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環保友善加油站評選作業辦法 

表揚加油站於油氣回收、優質公廁、資源回收、節能減碳、

防止地下水及土壤之污染等相關環保議題。期望取得環保加

油站之企業具有落實環保工作並對社會展現友善性，以減量

污染物及提供優質加油環境為目的。 

壹、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貳、 評選條件：本市列管加油站且符合下列 3 項條件者 

一、 自行或委託執行油氣比及氣漏檢測： 

(一) 氣油比近 2 次檢測合格率達 100%。 

(二) 氣漏檢測近 1 次檢測合格率達 100%。 

二、 近 3 年無公害重大陳情及無違反相關環保法規紀錄。 

參、 報名作業： 

一、 填妥應備文件後，郵寄至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二樓

空噪科(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133 巷 72 號)，並註

明「參加環保友善加油站評選」。 

二、 應備文件：報名表(如附件一)及評選辦法第貳點之檢

測報告。 

三、 報名日期：每年 5 月 1 日起至每年 7 月 31 日止。 

肆、 評選作業流程： 

一、 採二階段進行評分汰選 

(一) 第一階段：審核報名者是否符合評選辦法第貳點

之評選條件。 

(二) 第二階段：由環保局組成評選小組，依據報名對

象至現場進行實地評選。 

二、 評選日期：每年 7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三、 評分項目： 

加油站評選總共 4 大項指標，分別為空氣品質、水體



污染(含地下水與廢水處理)、公廁文化及環保政策配

合與宣導等 4 項指標。此 4 大指標共分 11 項評選事

項，11 評選事項分為 5 項必要性評選事項及 6 項選擇

性評選事項，評分說明如附件二。 

伍、 表揚作業： 

經兩階段評選，選出 6 家加油站，於公開場合進行環保

友善加油站評選之表揚。 

陸、 注意事項 

一、 凡參賽單位必需尊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 

二、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視實際情況補充修訂

之。 

柒、 諮詢窗口與報名表索取 

一、 臺南市環保局空氣及噪音管理科：蔡先生，電話

06-2686751#259。 

二、 臺南市揮發性有機物稽查管制及空污費催補繳計畫：

楊致嘉先生、林誌鵬先生，電話 06-3129455 

三、 報名表索取： 

(一)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下載。 

(二)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133巷 72號）二樓空噪科索取。



附件一 

臺南市環保友善加油站 

報名表 

 

    

管制編號：            

加油站名稱：           

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職稱：           

連絡電話：            

聯絡傳真：             

電子信箱：            

 

 
備註：請將報名表填妥並檢附氣油比及氣漏檢測報告，郵寄

至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133巷 72號二樓空噪科並註明

「參加環保友善加油站評選」。  

單位戳章 

或發票章 



附件二  

加油站評選總表 

   加 油 站 基 本 資 料 

加油站名稱  體系  

地址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評定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評選指標 評 選 事 項 評 比 優 劣 

空氣品質 

(60%) 

*氣油比/氣漏比合格率 (10 分) 10□ 8□ 6□ 4□ 2□ 

*定期舉辦油槍加油員之教育訓練 (10 分)  10□ 8□ 6□ 4□ 2□ 

污染行為巡查-強迫加油行為 (10 分)  10□ 8□ 6□ 4□ 2□ 

污染行為巡查-油品滴漏或濺灑行為 (10 分)  10□ 8□ 6□ 4□ 2□ 

污染行為巡查-設備故障仍持續使用 (10 分)  10□ 8□ 6□ 4□ 2□ 

VOC 檢測儀器測零洩漏 (10 分) 10□ 8□ 6□ 4□ 2□ 

水體污染 

(含地下水與

廢水處理) 

(15%) 

*防止污染地下水體及廢水處理設施之規定

(15 分)   
15□ 12□ 9□ 6□ 3□ 

公廁文化 

(10%) 
*公廁檢查為特優級 (10 分)  10□ 8□ 6□ 4□ 2□ 

環保政策配合

與宣導 

(15%) 

*站區設置回收桶 (5 分)  5□ 4□ 3□ 2□ 1□ 

張貼環保宣導海報 (5 分) 5□ 4□ 3□ 2□ 1□ 

相關環保政策配合度 (5 分)  5□ 4□ 3□ 2□ 1□ 

*必要性評鑑項目 

其他備註：  

綜合評比分數  

評定結果 是否為環保友善加油站 □是 □否 

承辦人員：              



附件二 

加油站評分表說明 

指標 評選重點說明 

空
氣
品
質 

1.氣油比檢測合格率 100％：(必要性評選事項) 

檢測數值以近 4 次檢測結果及本局近 2 年稽查抽測結果為依據進行評選。 

2.氣漏比檢測合格率 100％：(必要性評選事項) 

檢測數值以近 2 次檢測結果及本局近 4 年稽查抽測結果為依據進行評選。 

3.定期舉辦加油教育訓練：(必要性評選事項) 

每月至少需舉辦一次加油教育訓練，並妥善保存相關訓練資料供評選。 

4.污染行為巡查： 

依據是否強迫加油、不當加油行為及油品滴漏或濺灑行為評選。 

5.VOC 檢測儀檢測零洩漏： 

VOC 檢測儀檢測油氣回收設備各接口處，並檢查油氣回收口及卸油口是否上鎖。 

水
體

污
染 

1.防止污染地下水體及廢水處理設施之法規規定：(必要性評選事項) 

除應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第 33 條外，另所附洗車場如屬水污染防治法第 2 條事業定義，

則需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第 7 條、第 14 條或第 20 條規定。 

公
廁

文
化 

1.優質公廁維護：(必要性評選事項) 

公廁評比為 86~100 分者，即符合此項評選。  

環
保
政
策
宣
導 

1. 站區設置回收筒：(必要性評選事項) 

檢查站區是否設置廢容器回收筒、廢紙類回收筒、廢潤滑油回收筒、廢乾電池回收筒，

並標示回收標誌。 

2.張貼環保宣導海報： 

每季進行相關環保宣導，於站區明顯處張貼（自製）宣傳海報、旗幟，並於每季更新

主題乙次(張貼時拍照並紀錄，以便日後評選之進行)。 

3.相關環保政策配合度 

(1).贈品印有環保文宣：贈品上印有臺南市環保相關宣導標語。 

(2).提供兌換獎勵活動：提供民眾資源回收、加油跳停之獎品兌換獎勵活動。 

(3).節水措施： 

所有用水設備至少裝置一項下列之作為：使用環保標章商品、於水龍頭上加裝節

水墊片、使用感應式水龍頭等。 

(4).節電措施： 

以下四項作為至少達成三項：使用環保標章商品；減少多餘燈管數；使用節能燈

具、感應式燈具等；冷氣控溫在 26-28℃。 

(5).綠美化作為： 

站區綠美化，以環保署提供之「清淨家園優質盆栽敎戰撇步」為原則，擺設盆栽、

植栽等綠化站區環境之作為，達到優質綠美化。 

(6).使用環保標章產品： 

站內辦公事務設備及文具使用環保標章商品達 3 項以上。至少規劃三項綠色或環

保標章產（含環保袋）作為贈品之使用，並評斷各項採購是否以綠色產品為優先

考量。 

(7)近 5 年曾獲選得獎者，得參酌予以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