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寫範例 行政院環保署辦理國際淨灘活動「ICC」監測調查成果表 

淨灘縣市：       新北市淡水區      (縣市/鄉鎮)     海岸線名稱：       羊稠子沙灘           

監測日期：  107  /  01   /  20                    監測人數：         100       人 

監測區域：    100   公尺 （100 公尺 GPS 定位請填寫下列）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1) 經度：  121.634025       緯度：    25.239448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2) 經度：  121.634026       緯度：    25.239449      

調查密度類型：□高密度 ■低密度  

調查範圍：長度    15     公尺、寬度：    10     公尺（GPS 請寫於下方區） 

 

座標點以監測範圍中心點記錄（經緯度座標格式） 

經度： 121.644021  ；緯度：  25.249446      

 

資源垃圾總重：     0.1       噸；非資源垃圾總重：     0.2        噸；垃圾總重：       0.3      噸 

1.請將海灘上所有的人為垃圾皆撿拾乾淨，讓漂流木、樹葉、海藻等天然物留在原地。 

2.請統計本表上所有海灘廢棄物的撿拾數量，沒有被列在紀錄表中的物品不用登記，以正字記號計算數量，並請將數字

填於空格中，如：10 塑膠袋 正正），破碎的物品若完整程度不足 50%，或無法辨識，則無需登記。 

3.請將所有撿拾到的海灘廢棄物進行秤重，並填寫撿拾的資源垃圾重量及非資源垃圾重量（單位為噸）。 

生活垃圾與遊憩行為(從都市街道、下水道與河川中的生活垃圾與海岸遊憩所產生垃圾) 抽菸 

塑膠容器類 外帶飲料免洗餐具 10 菸蒂 

   正正 10  寶特瓶   正正 

 

 

25 吸管 正正正正正 

打火機 

30 塑膠瓶蓋 

  正正正正正正 

15 外帶飲料杯 
   正正正 

 

含紙類/塑膠/保麗龍等材質 

漁業與休閒釣魚 
與漁業、水產養殖、垂釣行為相關的圾圾 

釣魚用具 
例：釣竿/釣餌/浮標/魚線/魚鉤/木蝦/螢

光棒與相關包裝 
 5 其他飲料食物容器 

例：優酪乳/鮮奶瓶/生鮮肉品托盤 

   正 

 

不含寶特瓶但含保麗龍材質 

25 免洗餐具(部分回收) 

例：杯/盤/便當盒/筷子/刀叉/湯匙/竹籤 

    正正正正正 

 

含紙類/塑膠/竹製/保麗龍等材質 

5 非食物瓶罐容器 
    例：清潔/美妝用品/機油瓶 

正 

其他材質 10 漁業浮球/浮筒/漁船防碰墊 
     正正 

 

含塑膠/保麗龍/其他發泡材質 
5 鐵鋁罐 

    正 
塑膠袋 鋁箔包/利樂包 漁網與繩子 

10 塑膠(提)袋 
例：超商/賣場/夜市商家提供裝便當/飲料 

     正正 
玻璃瓶 

 
當地關心的廢棄物 
自行填寫並計算您所關心的廢棄物 食品包裝袋 例：零食 

50  種類 1 保麗龍碎片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醫療/個人衛生用品 

牙刷 針筒、針頭 口罩 種類 2 

 



行政院環保署辦理國際淨灘活動「ICC」監測調查成果表 

淨灘縣市：                          (縣市/鄉鎮)     海岸線名稱：                           

監測日期：        /        /                        監測人數：               人 

監測區域：    100   公尺 （100 公尺 GPS 定位請填寫下列）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1) 經度：             緯度：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2) 經度：             緯度：              

調查密度類型：□高密度 □低密度  

調查範圍：長度    15     公尺、寬度：    10     公尺（GPS 請寫於下方區） 

 

座標點以監測範圍中心點記錄（經緯度座標格式） 

經度：           ；緯度：              

 

資源垃圾總重：             噸；非資源垃圾總重：             噸；垃圾總重：             噸 

1. 請將海灘上所有的人為垃圾皆撿拾乾淨，讓漂流木、樹葉、海藻等天然物留在原地。 

2. 請統計本表上所有海灘廢棄物的撿拾數量，沒有被列在紀錄表中的物品不用登記，以正字記號計算數量，並請將數字

填於空格中，如：10 塑膠袋 正正），破碎的物品若完整程度不足 50%，或無法辨識，則無需登記。 

3.請將所有撿拾到的海灘廢棄物進行秤重，並填寫撿拾的資源垃圾重量及非資源垃圾重量（單位為噸）。 

生活垃圾與遊憩行為(從都市街道、下水道與河川中的生活垃圾與海岸遊憩所產生垃圾) 抽菸 

塑膠容器類 外帶飲料免洗餐具 菸蒂 

寶特瓶 

 

 

吸管 

打火機 

塑膠瓶蓋 

 

外帶飲料杯 
 

 

含紙類/塑膠/保麗龍等材質 

漁業與休閒釣魚 
與漁業、水產養殖、垂釣行為相關的圾圾 

釣魚用具 
例：釣竿/釣餌/浮標/魚線/魚鉤/木蝦/螢

光棒與相關包裝 
其他飲料食物容器 
例：優酪乳/鮮奶瓶/生鮮肉品托盤 

 

 

不含寶特瓶但含保麗龍材質 

免洗餐具(部分回收) 

例：杯/盤/便當盒/筷子/刀叉/湯匙/竹籤 

 

         

含紙類/塑膠/竹製/保麗龍等材質 

非食物瓶罐容器 
例：清潔/美妝用品/機油瓶 

 

其他材質 漁業浮球/浮筒/漁船防碰墊 
 

 

含塑膠/保麗龍/其他發泡材質 
鐵鋁罐 

塑膠袋 鋁箔包/利樂包 漁網與繩子 
塑膠(提)袋 
例：超商/賣場/夜市商家提供裝便當/飲料 

玻璃瓶 

 
當地關心的廢棄物 
自行填寫並計算您所關心的廢棄物 食品包裝袋 例：零食 

種類 1 

 醫療/個人衛生用品 

牙刷 針筒、針頭 口罩 種類 2 

 



 
 

填寫範例            行政院環保署辦理海灘廢棄物「寶特瓶」監測調查成果表 

淨灘縣市：      新北市淡水區        (縣市/鄉鎮)    海岸線名稱：       羊稠子沙灘           

監測日期：  107  /  01   /  20                    監測人數：        100        人 

監測區域：    100   公尺 （100 公尺 GPS 定位請填寫下列）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1) 經度：    121.634025       緯度：  25.239449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2) 經度：    121.634026       緯度：  25.239448      

調查密度類型：■高密度 □低密度  

調查範圍：長度      25     公尺、寬度：    10    公尺（GPS 請填寫於下方區） 

 

座標點以監測範圍中心點記錄（經緯度座標格式） 

經度： 121.644021 ；緯度：  25.249446   

 

1.請統計海灘上所有的寶特瓶，其他廢棄物則填寫 ICC 紀錄表。 

2.請辨識海灘上所有寶特瓶的細項資訊（如銷售國家、品牌、製造年份等），以正字記號統計數量並紀錄，將可完整紀錄細

項之寶特瓶總數，依不同銷售國家填寫於左上角方框中，如：5 臺灣 正。 

3.無法完整記錄細項之寶特瓶，請依據下面兩個原則進行欄位填寫。 

  (1)無法辨識「國別」者，請直接連寫在最左方-無法辨識銷售國家的欄位。 

  (2)可辨識國別，但「品牌或製造日期不清楚」等資訊不詳者，請以正字記號統計銷售國家，可辨識的細項內容依舊填寫。 

寶特瓶總數量：_____130______個  

無法辨識銷售國家 臺灣銷售 日本銷售 韓國銷售 中國(含香港)銷售 其他銷售國家 

50 正正正正正正正

正正正 
30 正正正正正正 5 正 10 正正 30 正正正正正正 5 正 

品牌 製造年 茶裏王 2015 伊藤園 2016   可口可樂 2016   

品牌 製造年 FIN 2016     不詳 2017   

品牌 製造年 多喝水 不詳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行政院環保署辦理海岸廢棄物「寶特瓶」監測調查成果表 

淨灘縣市：                          (縣市/鄉鎮)    海岸線名稱：                           

監測日期：        /        /                       監測人數：               人 

監測區域：    100   公尺 （100 公尺 GPS 定位請填寫下列）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1) 經度：             緯度：              

100 公尺監測區域長度之定位(2) 經度：             緯度：              

調查密度類型：□高密度 □低密度  

調查範圍：長度            公尺、寬度：    10    公尺（GPS 請填寫於下方區） 

 

座標點以監測範圍中心點記錄（經緯度座標格式） 

經度：           ；緯度：              

 

1.請統計海灘上所有的寶特瓶，其他廢棄物則填寫 ICC 紀錄表。 

2.請辨識海灘上所有寶特瓶的細項資訊（如銷售國家、品牌、製造年份等），以正字記號統計數量並紀錄，將可完整紀錄細

項之寶特瓶總數，依不同銷售國家填寫於左上角方框中，如：5 臺灣 正。 

3.無法完整記錄細項之寶特瓶，請依據下面兩個原則進行欄位填寫。 

  (1)無法辨識「國別」者，請直接連寫在最左方-無法辨識銷售國家的欄位。 

  (2)可辨識國別，但「品牌或製造日期不清楚」等資訊不詳者，請以正字記號統計銷售國家，可辨識的細項內容依舊填寫。 

寶特瓶總數量：_______________個  

無法辨識銷售國家 臺灣銷售 日本銷售 韓國銷售 中國(含香港)銷售 其他銷售國家 

□ □ □ □ □ □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品牌 製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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