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海岸廢棄物寶特瓶及垃圾組成(ICC)監測工作 

操作手冊 

 

 

 

 

111 年 3 月 



1 

 

目錄 

 

一、海岸廢棄物監測地點篩選、調查頻率與監測內容說明 ............................................ 2 

(一)監測地點篩選原則 ......................................................................................................................... 2 

(二)調查頻率........................................................................................................................................... 2 

(三)監測區域及高低密度區塊選定 ................................................................................................... 2 

(四)監測寶特瓶及海岸垃圾組成(ICC) .............................................................................................. 3 

(五)監測順序（寶特瓶及垃圾組成 ICC） ....................................................................................... 5 

(六)定位 GPS（座標查詢方式） ....................................................................................................... 5 

二、監測區域現場量測及標定 ................................................................................................ 9 

(一)監測區域現場量測方式建議 ........................................................................................................ 9 

(二)監測區域之長度 100 公尺量測及標定 .................................................................................. 10 

(三)監測區域之高、低密度監測範圍量測及標定 ...................................................................... 11 

三、監測海岸廢棄物寶特瓶 ................................................................................................. 15 

(一)寶特瓶監測範圍 .......................................................................................................................... 15 

(二)寶特瓶監測記錄 .......................................................................................................................... 15 

(三)查看寶特瓶之銷售國家、品牌及條碼 ................................................................................... 16 

(四)資料彙整與回傳 .......................................................................................................................... 19 

(五)紀錄表格........................................................................................................................................ 19 

四、監測海岸垃圾組成（ICC） .......................................................................................... 22 

(一) 海岸垃圾組成（ICC）監測範圍 ........................................................................................... 22 

(二)海岸垃圾組成（ICC）監測記錄.............................................................................................. 22 

(三)資料彙整與回傳 .......................................................................................................................... 23 

(四)紀錄表格........................................................................................................................................ 23 

五、海岸廢棄物監測注意事項 ............................................................................................. 26 

六、海岸廢棄物監測現場量測及標定建議攜帶物品列表 ............................................. 26 

 



2 

 

一、海岸廢棄物監測地點篩選、調查頻率與監測內容說明 

(一)監測地點篩選原則 

監測地點選擇時需以安全、熟悉、交通為優先考量的因素，並排除人工設施

的海岸線，於執行監測調查前，先進行場地探勘，藉以瞭解監測地點之生態情

形與淨灘情況，避免破壞生態與調查數據失真之情形發生，篩選原則如下： 

1.監測海岸長度至少 500 公尺以上。 

2.調查區域寬度(海岸線至陸地植被距離)至少 20 公尺以上。 

3.具有垃圾高度集中區域。 

4.常被民眾陳情垃圾量較多之海岸線。 

5.較少人為干擾之海岸段。 

(二)調查頻率  

1.擇定之海岸線應每季監測至少 1 次，1 年共計 4 次（每次間隔至少 1 個月）。 

2.應避免於風災過後 7 日內進行調查。 

(三)監測區域及高低密度區塊選定 

由於監測時各海岸線地貌、垃圾分布及潮汐狀況皆有所不同，因此需制定相

同規範，使整體調查數據有一致性與代表性，可應用於後續其它分析。 

1.監測區域選定 

請選擇於退潮時辦理（安全考量），以目視方式，依據海岸垃圾分佈，選

擇具代表該海岸垃圾量之區域，並於海岸高潮線量測100公尺範圍進行監測，

紀錄 100 公尺起點與終點的 GPS 座標定位，座標需以「純數值方式」填寫至

小數點後 6 位數字，如:(24.751912，121.068458)。 

（每季於同一 100 公尺範圍進行監測，若因不同季別造成高潮線不一致的情

形，可依海岸線垂直方向前後調整。） 

2.高潮線判定 

請觀察滿潮時最高位置，依據沙灘顏色差異、貝殼及垃圾所形成的帶狀線，

進行高潮線判定，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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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低密度區塊選定 

以目視的方式，於 100 公尺監測範圍內，依垃圾量密度選擇監測之高低密

度區塊，垃圾量較多的 10m，做為高密度區塊，垃圾量最少的 10m，做為低

密度區塊。 

 

 (四)監測寶特瓶及海岸垃圾組成(ICC) 

1.監測寶特瓶 

於監測範圍 100 公尺內，將垃圾量高密度及低密度各取寬度 10 公尺×長

度（以海岸高潮線為基準，向下測量 5 公尺、向上延伸至植被處或人工設施）

的範圍進行監測，每季需於同一個 100 公尺範圍內進行監測，若海岸高潮線

向下測量之長度不足 5 公尺者，請依海岸線垂直方向，往上調整監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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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監測海岸垃圾組成(ICC) 

於監測範圍 100 公尺內，將垃圾量高密度及低密度各取寬度 10 公尺×長

度 15 公尺（以海岸高潮線為基準，向下測量 5 公尺、向上測量 10 公尺，或

至植被處或人工設施）的範圍進行監測，每季需於同一個 100 公尺範圍內進

行監測，若海岸高潮線向下測量之長度不足 5 公尺者，請依海岸線垂直方向，

往上調整監測區域。 

海岸垃圾組成（ICC）撿拾可分成兩種方式進行，請依現場實際需求選擇： 

(1)集中分類：將監測範圍內所有垃圾集中後，依據垃圾類型，於 ICC 調

查表中記錄垃圾類型、數量並秤重。 

(2)邊撿拾邊分類：將監測範圍內的垃圾，每撿拾一樣，則依該垃圾類型，

於 ICC 調查表中記錄垃圾類型、數量並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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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測順序（寶特瓶及垃圾組成 ICC） 

 

(六)定位 GPS（座標查詢方式） 

請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座標查詢，以利記錄調查範圍高密度及低密度的各

別 GPS 定位，IOS 作業系統及 Andriod 作業系統操作如以下說明。 

1. IOS 作業系統（iPhone）的座標查詢方式 

      (1)開啟定位服務：手機的設定→隱私→定位服務→定位開啟。 

      (2)下載 APP：APP STORE 搜尋「台灣座標轉換 Lite」APP 並下載。請點選

開啟。 

      (3)座標查詢：開始 APP 後，可記錄目前所在位置經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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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定位相關之 APP 依據定位，記錄目前所在位置經緯度 

 

  



7 

 

2. Android（安卓）作業系統的座標查詢方式 

     (1)下載 APP：Play 商店搜尋「台灣大地羅盤及座標轉換工具」APP 並下載。 

      (2)開啟定位服務：打開 APP 後，允許 APP 存取裝置的位置資訊。 

      (3)座標查詢：使用 APP，可記錄目前所在位置經緯度。 

      (4)座標顯示轉換：點選 APP 上方「 」圖示，點選「經緯度表示方式」，。 

 

  

下載定位相關之 APP 開啟 APP 點選上方「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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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經緯度表示方式」 點選純數值 

 

 

記錄目前所在位置經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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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測區域現場量測及標定 

(一)監測區域現場量測方式建議 

 監測區域的現場量測方式，建議有兩種方式，器具量測（如布尺）與人

工量測（步行１公尺多少步以推算 100 公尺長度），詳細請參照下表。 

【方式一：器具量測】 

使用布尺，測量欲監測之 100 公尺長度。 

 

【方式二：人工量測】 

先計算自己 5 公尺需行走之步伐，並以此推估監測區域 100 公尺之長度，

需步行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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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測區域之長度 100 公尺量測及標定 

於高潮線進行 100 公尺長度量測，使用水管（營釘、木樁…等可固定物品）

進行起點與終點之標定，並記錄起點與終點之 GPS 座標。 

Step1：使用水管及槌子，進行 100 公尺監測區域起點的標定，並記錄起

點的 GPS 座標 

  

Step2：量測 100 公尺監測區域的長度，進行 100 公尺終點的標定，並記

錄 GPS 座標 

  

Step3：100 公尺監測區域中，可在每 25 公尺插一個水管標註 (共計 5 隻

水管)，並用塑膠包裝繩依序綁在水管上，避免因海風吹拂而位移 100 公

尺監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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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測區域之高、低密度監測範圍量測及標定 

1.ICC 範圍量測 

選定高低密度監測範圍後，量測寬度 10 公尺×長度 15 公尺（使用布尺

或人工量測等方式，於高潮線向下量測 5 公尺、向上測量 10 公尺的位置）， 

並將監測範圍用水管（營釘、木樁…等可固定物品）進行標定，記錄此範圍

之中心點 GPS 座標。 

2.寶特瓶範圍量測 

原量測之 ICC 監測範圍，寬度不變，長度向上延伸至靠陸地植被處或人

工結構物之位置，使用布尺量測該段長度，並使用水管（營釘、木樁…等可

固定物品）進行標定，記錄此範圍之中心點 GPS 座標及長、寬距離。 

3.高低密度做法相同，詳細步驟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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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選定高低密度監測範圍，量測與海岸線平行寬度 10 公尺的監測範

圍，使用水管及槌子進行標定。 

  

  

Step2：使用布尺或人工量測等方式，測量高潮線向下５公尺處。 

(請注意，若高潮線向下延伸之長度不足 5 公尺者，請與海岸線垂直方向，

往上調整監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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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測量高潮線向上 10 公尺的位置，總長度為 15 公尺代表 ICC 監測

範區塊，寶特瓶區塊的長度則需再向上延伸至靠陸地植被處或人工結構物

之位置。並用水管及塑膠尼龍繩標定以利辦別，進行此區塊之中心點 GPS

座標定位（經、緯度座標格式，可填寫至小數點後第 6 位） 

  

Step4：高低密度區塊完成標定後，可使用耙子將「ICC 高低密度區塊」中

的垃圾集中後，再進行記錄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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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測海岸廢棄物寶特瓶 

(一)寶特瓶監測範圍 

於監測範圍 100 公尺內，將垃圾量高密度及低密度各取寬度 10 公尺×長

度（以海岸高潮線為基準，向下測量 5 公尺、向上延伸至植被處或人工設施）

的範圍進行監測，每季需於同一個 100 公尺範圍內進行監測，若海岸高潮線

向下測量之長度不足 5 公尺者，請依海岸線垂直方向，往上調整監測區域。 

 

 (二)寶特瓶監測記錄 

1.參與的環保單位在監測寶特瓶國別之前，請先熟悉【海岸廢棄物「寶特瓶」

監測調查成果表】的內容，有助於更快速、且正確的填寫記錄。 

2.請填寫調查縣市、海岸線名稱、監測日期、監測人數、監測區域長度及監測

區域起點與終點之 GPS 座標（經、緯度座標格式，可填寫至小數點後第 6

位）。 

3.監測開始時，請填寫調查密度之類型（高密度或低密度）及監測範圍長度，

並畫出高密度或低密度之寬度 10 公尺ｘ長度（以海岸高潮線為基準，向下

測量 5 公尺、向上延伸至植被處或人工設施）的範圍，並記錄此範圍之中心

點 GPS 座標（經、緯度座標格式，可填寫至小數點後第 6 位），另請務必將

高密度與低密度分別填寫一張記錄表。 

4.請每季於同一個 100 公尺監測區域內進行調查，並由一人負責記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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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責辨識其銷售國家等相關資料。 

5.寶特瓶監測範圍包含 ICC 監測範圍，因此，ICC 監測範圍內之寶特瓶，需同

時記錄於「寶特瓶監測調查成果表」與「ICC 監測調查成果表」中。 

6.請辨識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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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將可完整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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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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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特瓶上若國別無法辨識者，請直接在無法辨識

銷售國家的欄位中，以正字記號進行統計。 

(2)可辨識國別，但「品牌或製造日期不清楚」等資訊不詳者：寶特瓶上若

可辨識國別，但因製造日期不清楚，或是不同語言造成品牌無法辨識者，

請在該銷售國家以正字記號統計，並將寶特瓶上其他可辨識的資料，填

寫於表格的細項說明中。 

 (三)查看寶特瓶之銷售國家、品牌及條碼 

為確實監測寶特瓶之來源與製造時間，若該寶特瓶包裝完整，監測調查成

果表須確實填妥三項資訊：銷售國家、商品品牌及製造年份，寶特瓶資訊查看

範例如下圖所示，查看各項資訊說明如下： 

1.銷售國家：若寶特瓶的瓶身附有相關中文標示（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規定的

進口商之中文標示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的營養成

分之中文標示等），即可辨識為臺灣所銷售的寶特瓶。另外，若

無相關中文標示，則依據瓶身上的語言進行判斷並填報至紀錄表

（如日本、韓國、中國含香港及其他銷售國家等）。  

2.商品品牌：請查找瓶身上方標示品名中的文字或瓶身上外包裝的特殊文字即

可得知，品牌範例如下表。 

3.製造年份：瓶身上標示的日期通常為有效日期而非製造日期，因此需參考保

存期限，將有效日期減去保存期限即可計算出製造日期。本監測

不須填寫月份及日期，僅算出年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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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符號 進口商之中文標示 營養成分之中文標示 

 

 

  



18 

 

    

茶裏王 御茶園 冷泡茶 每朝健康 

    

UNI water 美粒果 可口可樂 麥香 

    

多喝水 冰鎮 舒味思 伊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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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彙整與回傳 

請各縣市環保機關進行海岸監測時，將海岸廢棄物寶特瓶計數成果，填報

至海岸淨灘認養系統（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default.aspx）

海廢調查專區中的海廢寶特瓶填報區。  

(五)紀錄表格 

紀錄表格及填寫範例表格，如下表所示。 

  

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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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測海岸垃圾組成（ICC） 

(一) 海岸垃圾組成（ICC）監測範圍 

於監測範圍 100 公尺內，將垃圾量高密度及低密度各取寬度 10 公尺×長

度 15 公尺（以海岸高潮線為基準，向下測量 5 公尺、向上測量 10 公尺，或

至植被處或人工設施）的範圍進行監測，每季需於同一個 100 公尺範圍內進

行監測，若海岸高潮線向下測量之長度不足 5 公尺者，請依海岸線垂直方向，

往上調整監測區域。 

 

 (二)海岸垃圾組成（ICC）監測記錄 

1.參與的環保單位在監測海岸垃圾組成（ICC）之前，請先熟悉【國際淨灘行

動「ICC」監測調查成果表】的內容，有助於更快速、且正確的填寫記錄。 

2. 請填寫調查縣市、海岸線名稱、監測日期、監測人數、監測區域長度及監

測區域起點與終點之 GPS 座標（經、緯度座標格式，可填寫至小數點後第

6 位）。  

3.監測開始時，請填寫調查密度之類型（高密度或低密度）及監測範圍長度，

並畫出高密度或低密度之長度 15 公尺 （從海岸高潮線向下５公尺至海浪

前緣，延伸至海岸高潮線向上 10 公尺或至植被或人工設施）ｘ寬度 1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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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的範圍，並記錄此範圍之中心點 GPS 座標（經、緯度座標格式，可填寫

至小數點後第 6 位），另請務必將高密度與低密度分別填寫一張記錄表。 

4.請每季於同一範圍 100 公尺監測區域內進行調查，由一人負責記錄，其他

人負責撿拾裝袋。 

5.請將海岸上所有的人為垃圾都撿拾乾淨，讓漂流木、樹葉、海藻等天然物留

在原地。 

6.海岸垃圾組成（ICC）撿拾可分成兩種方式進行，請依現場實際需求選擇： 

  (1)集中分類：將監測範圍內所有垃圾集中後，依據垃圾類型，於 ICC 調查

表中記錄垃圾類型、數量並秤重。 

  (2)邊撿拾邊分類：將監測範圍內的垃圾，依據垃圾類型，於 ICC 調查表中

記錄垃圾類型、數量並秤重。 

7.請統計【國際淨灘行動「ICC」監測調查成果表】上所有海岸廢棄物的撿拾

數量，沒有被列在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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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具有回收符號的物品(回收符號: )，代表為公告應回收，請置於回收袋內。 

9.請將所有撿拾到的海岸廢棄物進行秤重，並填寫撿拾的資源垃圾重量及非資

源垃圾重量（單位為噸）。 

 (三)資料彙整與回傳 

請各縣市環保機關進行海岸監測時，將海岸垃圾組成分析（ICC）計數成

果，填報至海岸淨灘認養系統(https://ecolife2.epa.gov.tw/coastal/default.aspx)

海廢調查專區中的海廢 ICC 填報區。 

(四)紀錄表格 

紀錄表格及填寫範例表格，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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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岸廢棄物監測注意事項 

(一)穿戴麻布手套與包腳鞋，以避免執行海岸廢棄物監測時，遭利物刺傷。 

(二)著長袖衣服、長褲，除避免進行海岸廢棄物監測遭利物劃傷，亦有防曬效果。 

(三)穿戴遮陽帽及領巾防曬。 

(四)攜帶水壺，隨時補充水分，不用瓶裝水。 

(五)攜帶雙肩背包，空出雙手來進行調查。 

(六)若廢棄物太過於龐大，切勿一人搬運、清理，避免受傷。 

(七)注意玻璃、針頭、或其他尖銳物品。 

(八)遠離海浪，並隨時注意潮水之變化，並注意安全。 

(九)避免踩踏海濱植物或沙丘地區。 

(十)注意並避免傷害海岸上的生物。 

六、海岸廢棄物監測現場量測及標定建議攜帶物品列表 

 

皮尺（100 公尺） 



27 

 

  

塑膠包裝繩 施工三角旗 

  

水管、槌子 旅行行李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