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社區囤積行為處理原則
108 年 6 月 20 日核定
108 年 7 月 17 日修訂
109 年 12 月 8 日修訂
111 年 6 月 17 日修訂

壹、處理原則及權責機關：
一、本原則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衛生局、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
及建築工程管理處（以下簡稱建管處）為權責機關。
二、本原則所稱囤積行為，指行為人持續蒐集特定或不特定物品堆積住家或周
遭環境，致壓縮行為人生活空間，並對周遭環境有致生公共危險或引發傳
染病之虞。
三、囤積行為依行為地點區分如下：
（一）公寓大廈公共空間：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
空地、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室)。
（二）私宅：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
的者，例如民眾之居室或陽台等。
四、囤積行為處理之權責機關依行為人及地點之不同，區分如下：
（一）公寓大廈公共空間：建管處。
（二）私宅：
1.私宅內有傳染病之虞之案件、因健康因素受衛生局列冊照護者，或身心
健康狀態不佳顯需醫療資源介入者：衛生局。
2.行為人具社福身份別、受社會局相關單位開案或受列冊關懷者（含獨居
長者），或家戶情形顯需社福資源介入者：社會局。
3.非屬上述類型：區公所。
處理原則

權責/協辦機關

一、通報

本府市民通報熱

1.通報：民眾、管委會、里長或里幹事等，於社區內 線與通報受理機
發現疑似囤積行為案件，透過 1999 市民熱線等管道 關：
通報案件。

1999 市民熱線、

2.判斷屬囤積行為：受理通報管道依民眾陳情內容及 建管處、環保
提供照片或資料，判定是否符合囤積行為定義；1999 局、衛生局、社
市民熱線有判定疑義時，洽陳情地點所在地區公所。 會局及區公所

3.囤積行為發生地點類型：通報資料顯示囤積地點係
屬公寓大廈公共空間者派案給建管處，囤積地點為
私宅內者派案給所在地區公所進行後續分案；涉及
二者時，分別派案給建管處及區公所。
4.如非屬囤積行為案件，由權管機關逕為處理。
二、公寓大廈公共空間清運

權責機關：

1.公寓大廈公共空間堆置雜物如屬囤積行為，由建管 建管處
處辦理聯合會勘並列管，再由建管處張貼公告限期 協辦機關：
七日清除，屆期未清除，函請環保局依行政執行法 環保局、消防
辦理清運。

局、警察局

2.期限屆滿是否改善。
3.期限屆滿未改善者，發函環保局清除並由警察局到
場側錄存證。
4.清理完畢，如可查明行為人，發函行為人告知再有
囤積行為，除依公寓大廈公共空間清運流程辦理清
運，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裁處。
三、私宅內清運
（一） 區公所

權責機關：區公

1.聯合關懷：區公所收到分案後，七日內會同衛生局 所
及社會局至現場，關懷並確認行為人身心等情形， 協辦機關：社會
以確立權責機關。各機關於到場前自行調查行為人 局、衛生局
之醫療、健康及受照護情形、社會福利系統各項福
利身份、開案紀錄與案件開案及相關輿情通報紀錄，
以利權責機關之確立。
2.決定 PM：經聯合關懷瞭解現場狀況後，區長依現場
情形（是否有傳染病之虞）及行為人情形（有身心
問題或福利需求）指定 PM，派案給權責機關做後續
協處。
3.如囤積現場，沒有發生傳染病之虞，行為人也非有
身心問題、社福身分或福利需求等，由區公所列管，
並由里幹事聯絡相關親友、管委會等，與行為溝通，
勸導行為人自行清除。
4.確認行為人是否願清理囤積物，行為人如無意願，

執行程序 3；行為人有意願，再進一步確認行為人
是否有能力自行清理。
（二） 衛生局：

權責機關：衛生

1.確認是否有傳染病發生之虞；有發生傳染病之虞， 局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執行進場會勘。

協辦機關：環保

2.經確認有傳染病發生之虞者，由衛生局開立傳染病 局、警察局
源改善通知單限行為人七日內完成囤積物含傳染病
孳生源改善。
3.確認屆期是否改善。
4.未改善者再次開立傳染病源改善通知單並列為高危
點。
5.高危點聯合稽查是否改善。
6.已改善者執行清理完畢；未改善者由衛生局會同環
保局強制清理囤積物並清除傳染病孳生源，警察局
在旁錄影存證。
7.衛生局依規定裁罰行為人。
8.確認行為人是否依限(或經催告後)繳納。
9.未繳納者，三個月內移送強制執行；已送強制執行
並取得債權憑證者，定期查察行為人財產資料。
10.查調行為人名下是否有財產。
11.經查調行為人無可執行之財產者，取得債權憑證，
執行程序 9。
12.行為人已繳納罰款或強制執行罰款完畢。
13.行為人有身心問題，或有長照等需求時，引入長照、
心衛等醫療資源支持，並由專業心理衛生人員協助
溝通。
14.確認行為人是否願清理囤積物，行為人如無意願，
提請社會安全網個案研討會討論；行為人有意願，
再進一步確認行為人是否有能力自行清理。
（三）社會局：
1.行為人是否因福利需求或是身心問題，嚴拒配合； 權責機關：社會
行為人如有身心問題或長照需求，由社工協調衛生 局
局提供相關心衛、長照及醫療資源支持。

協辦機關：衛生

2.行為人如有福利需求，由社工協助申請福利或是媒 局、環保局、警
合民間社福團體協助。

察局

3.行為人如非有身心問題，亦非有福利需求時，由社
工、相關局處或民間團體持續與行為人溝通並建立
關係，勸導行為人自行清理囤積物。
4.行為人仍難以勸導者，提報社會安全個案研討會研
商。
5.各機關依社會安全網個案研討會專家建議執行。
6.社會局於區級社會安全網會議向區長報告討論及執
行成果。
7.確認行為人是否有清理囤積物意願。
8.如行為人仍不願清理者，由區級社會安全網會議列
管。
9.行為人經權責機關確認有無自行清理能力。
10.行為人無能力自行清理時，請行為人簽代為清理同
意書，由社會局引入社福團體進場清理，廢棄物以
本市專用垃圾袋包裝，清運至私宅外空間。
11.環保局協助清運囤積物，另為避免行為人日後異議，
得請警察局協助錄影存證。
12.行為人自行清理或協助清理完畢；清理完畢，於區
級社會安全網解除列管。
貳、案件控管流程圖（如附件）。
參、法令依據：
一、廢棄物清理法（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
(一) 第十一條：
一般廢棄物，除應依下列規定清除外，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內者，
由執行機關清除之：
一、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
除。
二、與土地或建築物相連接之騎樓或人行道，由該土地或建築物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三、因特殊用途，使用道路或公共用地者，由使用人清除。

四、火災或其他災變發生後，經所有人拋棄遺留現場者，由建築物所
有人或管理人清除；無力清除者，由執行機關清除。
五、建築物拆除後所遺留者，由原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六、家畜或家禽在道路或其他公共場所便溺者，由所有人或管理人清
除。
七、化糞池之污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
八、四公尺以內之公共巷、弄路面及水溝，由相對戶或相鄰戶分別各
半清除。
九、道路之安全島、綠地、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除。
(二)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一、不依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清除一般廢棄物。
二、違反第十二條之規定。
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民國 111 年 5 月 11 日）
(一) 第十六條：
住戶不得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惡臭物質或發生喧囂、振
動及其他與此相類之行為。
住戶不得於私設通路、防火間隔、防火巷弄、開放空間、退縮空地、
樓梯間、共同走廊、防空避難設備等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
或營業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路障及停車位侵占巷道妨礙出
入。但開放空間及退縮空地，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範圍內，
得依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供營業使用；防空避難設備，得為
原核准範圍之使用；其兼作停車空間使用者，得依法供公共收費停車
使用。
住戶為維護、修繕、裝修或其他類似之工作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
關核准，不得破壞或變更建築物之主要構造。
住戶飼養動物，不得妨礙公共衛生、公共安寧及公共安全。但法令或
規約另有禁止飼養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住戶違反前四項規定時，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
處理，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
(二)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屆期
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起造人或臨時召集人違反第二十五條
或第二十八條所定之召集義務者。
二、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規定者。
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第六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住戶、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請求，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
(三) 第四十九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四萬元以
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
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一、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違反第五條規定者。
二、住戶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九條第二項關於公寓大廈變更使用限
制規定，經制止而不遵從者。
三、住戶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擅自變更專有或約定專用之使用
者。
四、住戶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
五、住戶違反第十七條所定投保責任保險之義務者。
六、區分所有權人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繳納公共基金
者。
七、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違反第二十條所定之公告或移
交義務者。
八、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違反第五十七條或第五十八條規定者。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住戶有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行為，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 第六十一條：
第六條、第九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第
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五十九條所定主管機關應處理事項，得委
託或委辦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三、傳染病防治法（民國 108 年 6 月 19 日）
(一) 第二十五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蠅、蚤、蝨、鼠、蟑螂及其他病媒。
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私場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依地方
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
(二) 第三十六條：
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配合接受主管機關之檢查、治
療、預防接種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三) 第三十八條：
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
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
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
者，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
逕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場。
(四) 第六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儲備、調度、屆效處理或拒絕主管機
關查核、第三十條第四項之繳交期限、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規
定所為之限制、禁止或處理。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所為之輔導及查核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採行之
措施。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五十條第四項
規定或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
為之處置。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留驗、檢查、預防
接種、投藥或其他必要處置之命令。
五、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二
項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之優先使用、徵調、徵用或調用。
醫療機構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依主管機關之規定執行，或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感染管制
措施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令限期改善，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
處分：

一、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二、停止全部或部分業務至改善為止。
(五) 第七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必要
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六條規定所定檢查、治療或
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三、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所定之防疫措施。
四、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檢體及其檢出病原體之保存規定者。
有前項第一款情形，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必要時，得命其
停工或停業。

附件

貳、囤積行為處理原則案件控管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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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持續與行為人溝通
否

4.提報社安網個案研討會
討論

是
5.依專家建議執行

否
是
10.查有
財產

4.案件權管機
關逕為處理

否

11.
取得
債權
憑證

4.限期 7 日
改善並列高
危點

8.區級社
安網會議
列管

6.區級社安網會議報告執
行成果

是
否
12.裁罰/
執行完畢

否

5.聯合稽查是
否改善
是
6.強制清除/
清理完畢

7.行為人願
清理
是
9.行為人有能力
自行清理
否

權責機關：PM 建管處

管 受理機關：1999 市民熱

屬上述類型）

機 線、建管處、環保局、衛

協辦機關：

關 生局、社會局及區公所

環保局、消防局、警察局

依民眾陳情內容及照片等
備
註

資料，判定是否符合囤積
行為定義；1999 市民熱線
有疑義時，洽陳情地點轄
管區公所。

權責機關：PM 區公所（非

權責機關：PM 衛生局（私宅內有傳染病之虞之案件、因健康因素受衛生局
列冊照護者，或身心健康狀態不佳顯需醫療資源介入者）
協辦機關：環保局、警察局
裁罰案件開立後，民眾未依限繳納者，三個月內辦理移送強制執行。

11.環保局清理

權責機關：PM 社會局（行為人具社福身份別、受社會局相關單
位開案或受列冊關懷者（含獨居長者）
，或家戶情形顯
需社福資源介入者）

協辦機關：社會局、衛生局

10.行為人簽同
意書，社會局引
入社福團體清理

是
12.清理完畢
/解除列管

權 本府市民通報熱線與通報

2.社工協助申
請福利或連結
社福團體

無相關需求

2.限期 7 日
改善

9.移送強制
執行定期查
察財產資料

1.行為人因福利
需求或身心問題
嚴拒配合

有福
利需
求

協辦機關：衛生局、環保局、警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