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重要政策
111 年 6 月

1. 專題:強化資源回收 發揮回收基金功能
行之有年且備受好評的資源回收四合一制度，當前推動的回收政策，著重在健全回收
處理業管理及稽核認證作業，以及擴大推展機關、團體辦理資源回收。未來，環保署
將持續資源回收宣導，並推動資源回收形象改造計畫，使資源回收業者成為社區的綠
色夥伴；還更積極地朝向垃圾全分類、零廢棄的目標前進，實現循環型社會之願景。
近年來，台灣在廢棄物處理上透過系統化的資源回收政策，獲得了國際間極高的評
價。過去的垃圾處理多著重於末端的焚化和掩埋，現在則是轉變為「源頭減量」和
「資源回收」的前端處理。回收基管會自結合社區民眾、回收商、地方政府清潔隊與
回收基金等四者共同執行後，資源回收確已建立良性機制。目前的回收政策主要為以
下四大方向（如圖 1）：

資源回收施行政策及目標
相關的政策推動重點及成果，臚列如下：
（一）加強資源回收
1.精進責任業者管理輔導
（1）縮短申報繳費輔導流程
優先催繳大額欠費及慣性欠費業者，並將大額欠費門檻由 30 萬元調降為 10 萬元，輔
導期程由 3 個月縮短為 1 個月，以提高稽催效益。
（2）為維護責任業者繳費公平性
110 年 1 月至 111 年 2 月共加強營業量繳費查核 2,814 家，查獲應補繳回收清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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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約 1 億 4,777 萬元。
（3）規劃紙餐具本體印製造業者標誌
為解決紙餐具逃漏申報營業量與回收清除處理費，推動紙餐具本體印製製造業者來源
標誌（QR code），以利辨識責任物。110 年 12 月 10 日預告「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
管理辦法」第 4 條之 1、第 18 條修正草案。111 年 2 月 24 日召開草案研商會。
2.強化回收處理管道
（1）汰舊換新資收車
擬定資源回收車採購共同供應契約，110 年補助汰舊換新 118 輛資源回收車。110 年
完成打造 1 輛創新設計之資收車，與新北市中和區清潔隊合作實車上路 1 個月，對於
提升資源回收分類效率、減輕清潔隊員分類負擔。另 111 年預定優先汰換車齡達 16
年以上資源回收車，對於提升民眾清運資收物便利性等皆有正面成果回饋。
（2）強化地方資收執行
結合社區民眾、回收商、地方清潔隊及回收基金推動資源回收，至 110 年資源回收率
為 58.86%，超過目標值 54%。
（3）資收貯存場興設優化
補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細分類廠之興建及優化，109 年 1 月至 111 年 2 月，各地方申
請 81 案，邀請專家學者完成 50 件工程設計審查，核定工程補助 32 件 5 億 4,632 萬
元，將改善約 16.8 萬公噸之資收貯存廠設施，改善約 4,300 名以上之清潔隊員作業環
境，提升資源回收貯存場運作效益及形象。
（4）推動社區大廈資源回收
為加強四合一回收並暢通多元管道，110 年 7 月起推動建構社區大廈回收工作，至
111 年 2 月，已輔導 1,620 處社區，並建立 150 個資源回收示範站，落實垃圾強制分
類，提高資源回收成效。
3.資收關懷計畫
（1）為減緩疫情對資收個體戶生計之衝擊，延長補助上限 5,000 元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2）微型保險
為避免經濟弱勢之資收關懷個體戶因發生意外事故，致經濟陷入困境，符合投保微型
保險之資收個體戶，補助每人保費上限一年 500 元，基本投保傷害險保額 30 萬元。
（3）環境服務巡迴團
為提高回收形象，避免囤積造成環境髒亂，推動巡迴服務團到府對資收個體戶進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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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改善及消毒，媒合回收商收購資收物。
（4）110 年協助 2 萬 2,012 人次，較 109 年成長 5.1%；回收總量 1 萬 1,567 公噸，
較 109 年成長 27.1%。另 111 年 1 月協助 1,763 人次，回收總量 955 公噸。
4.提升回收量
（1）訂定手機回收行動計畫及辦理手機回收月活動
為提升廢手機回收成效，110 年 4 月訂定「手機回收行動計畫」，邀集前 10 大品牌業
者及 5 大電信門市共同參與，建立回收目標、提供回收誘因、協助民眾抹除個人資
料，收取回收廢/舊手機及追蹤廢手機處理流向等。110 年 10 月辦理「回收廢手機，
抽獎拿優惠!」手機回收月活動，建置 6,608 處回收點，回收 4.2 萬支廢手機。
（2）電池回收
A.修正調升鋰電池補貼費率
將二次鋰電池分為鋰鐵、鋰三元及其他二次鋰，並調升鋰鐵、鋰三元的補貼費率，並
自 110 年 7 月 1 日實施，增加回收誘因。
B.清潔隊資源回收車加掛電池回收筒
110 年全國計有 3,481 輛資收車完成設置。
C.110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21 日辦理「電池回收加碼多環保永續享樂活」之廢乾電池回
收加碼活動。至 110 年乾電池回收量 4,476 公噸，較 109 年 4,073 公噸，上升 403 公
噸(+9.9%)。
（3）穩定回收處理體系調整照明光源補貼費率
為維持整體照明光源處理量能，避免去化管道受阻，調高傳統及 LED 照明光源補貼費
率，110 年 7 月 1 日實施。110 年 1-6 月 LED 照明回收處理量每月平均 36 公噸，自
7 月起每月約 70 公噸，回收處理量上升 94%。
（4）舊衣回收
為推廣舊衣回收再使用，延長舊衣使用壽命，110 年 11 月 8 日訂定「民眾回收舊衣指
引」下達地方環保局據以宣導民眾。111 年 1 月 26 日發布新聞稿及於本署臉書粉絲專
頁宣導作法。
110 年 12 月 30 日核定補助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辦理「廢紡織材料定量鑑別
技術暨作業模式開發與驗證」計畫，建立舊衣材質自動分揀技術及開發自動分選設
備，研發舊衣依材質使用自動化分選設備提升後端處理技術，以提高舊衣再使用及再
利用比率，促進舊衣資源循環。
5.推動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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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輔導企業申請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
110 年 4 月 9 日發布「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推動作業要點」，積極輔導企業參與，
並受理企業產品申請標章。
（2）辦理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授予儀式暨成果發表記者會
110 年 12 月 27 日辦理授予 4 家企業、13 種產品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儀式。從海
洋廢棄物、製成原料等級的塑膠粒，擴展到一般民生用的消費性商品，深具環境教育
意義，完成意義重大之循環再利用典範，帶動關聯產業關注。
（二）清潔同仁照護及環境優質化
1.為落實總統照顧清潔人員職業安全之指示，109 年 6 月 4 日函頒「清潔人員職業安
全衛生促進小組要點」，聘請勞動部職安署、勞安所、地方環保機關與清潔人員工會團
體代表擔任委員成立「清潔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小組」，自 109 年 10 月 27 日起每
季召開委員會議，針對如何促進清潔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內容進行交流討論。
2.110 年辦理「清潔隊員工作安全促進計畫」，有效針對各地方環保機關於職安衛管理
不足之處，提供必要輔導、協助，計辦理 74 場次的各類職安相關訓練與會議，協助訓
練 141 位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與管理人員，有效提升各清潔隊與隊員重視執勤安
全；另辦理 25 場清潔隊職安管理訪查與現場輔導，邀請職安領域專家前往清潔隊現場
就職安管理措施可再加強之處進行輔導；111 年將繼續辦理「清潔人員職業安全衛生
促進計畫」，持續督請地方環保機關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各項規定。
展望未來
未來除持續加強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之運作、提升資源回收效率外，在源頭方面，將落
實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之管理；在回收處理方面，則是健全回收處理業管理及稽核
認證作業，以及擴大推展機關、團體辦理資源回收工作；另外在資源回收工程化應用
方面，將試辦廢玻璃及廢輪胎瀝青道路工程再利用計畫，以展現資源化回收技術及其
效益；而「廢車先回收車體後報廢車籍」制度，係規範車主須先將廢車交給合法回收
業者回收後，再到交通監理單位辦理報廢車籍，將有效且妥善降低環保及治安問題，
這也是回收基管會未來努力推動的重點工作。

2. 預告修正「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
為持續擴大與強化溫室氣體排放源排放量之管理，環保署5月23日預告修正「第一批應
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並新增第二批應辦理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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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法規亦更名為「事業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另環保署已於6月29
日召開「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修正草案研商會，廣納各界意
見。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為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之重要基礎工作，了解溫室氣體從哪些排放
源排放，為什麼會排放以及排放量多少，才能進一步研析可以從哪裡減量。
環保署自 105 年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包含發電、鋼
鐵、石油煉製、水泥、半導體及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等特定行業製程別，以及全廠
（場）化石燃料燃燒產生之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達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以上
者，應於每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前一年度全廠（場）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經
統計，110 年應盤查登錄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計 287 家，直接排放量約
223 百萬公噸 CO2e，約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之 78%。
本次預告修正草案公告新增第二批事業應盤查登錄排放量之排放源（如下表）
，全廠
（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
計達 2.5 萬公噸 CO2e 以上之製造業，自明(112)年 1 月 1 日起適用，應於明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 111 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並於往後年度依規定期限辦理。

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修正草案 公告事項第一項附表新增第二批
納管條件：
5

批次

行業別

製程別

條件說明

二

製造業

各製程排放

全廠（場）化石燃料燃燒之直接排放及使用

源

電力之間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計

(新增)

達 2.5 萬公噸 CO2e 者。

3. 舊車換電動車減碳媒合平台上線 竹科與竹縣環保局率先購買
2022 年起，環保署針對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的減碳行為，採取實質獎勵，每輛
老舊機車汰換為電動機車有 2.3 公噸 CO2e 減碳效益。5 月 30 日環保署宣布，已有新
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及新竹縣環保局率先提出收購，6 月 10 日即在環保署「廢車一站
通」平台上線提供媒合功能。
環保署指出，該媒合平台提供通過環評審查，且提出「溫室氣體抵換量取得計畫」的
開發單位，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有意願提供轄內開發行為碳排放增量有抵換需求
者，至環保署媒合服務平台，購買民眾汰舊換購電動機車之減碳效益。
竹科管理局規劃分兩年收購 10 萬輛汰舊換購電動機車的減量效益，每輛 1,500 元；新
竹縣環保局則提出收購 400 輛(限新購電動機車車籍在新竹縣)，以每輛 2,000 元購買
換購車主的減碳效益。兩者將聯手買下 230,920 噸的減碳效益。參與減碳的民眾，也
增加額外收益。這種公私協力的模式可創造多贏，引導民眾從行為改變，邁向低碳生
活。
環保署副署長沈志修表示，台灣宣告參與 2050 淨零碳排，需要民眾一起生活轉型，其
中運輸佔全台整體碳排約 13％，1400 萬輛燃油機車與 800 萬輛燃油小客車等運具電
動化，為淨零排放的關鍵措施之一。目前全國約 300 多萬台老舊燃油機車，為優先鼓
勵汰換對象，至於小客車，目前政府政策正在努力於加速裝設友善充電設施。
依規定，每輛老舊機車汰換為電動機車約有 2.3 噸 CO2e 減碳效益，可提供開發單位，
或地方政府用於溫室氣體增量抵換。竹科這次的收購計畫是為了寶山第 2 期擴建，也
就是台積電 2 奈米廠用地，竹科提出收購計畫，台積電出資購買減碳效益。不僅是率
先響應購買減碳效益，竹科也已持續努力於節能、節水、綠能、綠色運輸等轉型作
為。
環保署分別與竹科管理局及新竹縣環保局簽訂媒合服務契約，後續二單位會依照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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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預計收購經費撥入環保署指定專戶，「廢車一站通」網站媒合功能正式上線，符合資
格民眾除可在該平台申請老舊機車車籍報廢及回收獎勵金 2,300 元，同時可選擇將換
購電動機車減碳效益售給竹科管理局，車籍於新竹縣民眾，更多一個售予新竹縣環保
局的選項。經媒合平台確認資料正確無誤後，於一個月內會另收到出售減碳效益的款
項 (1500 元或 2000 元)。
環保署再次呼籲車主及早淘汰老舊機車，如仍有騎乘機車需求，鼓勵換購電動機車，
透過線上方式申請，響應環保，達減空污又減碳的雙重效益。廢車回收一站通網站：
（https://epamotor.epa.gov.tw/people/OneStepServiceIndex.aspx）

「廢車一站通」網站於 111 年 6 月 10 日起正式上線

4.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全民綠生活 全國動起來！
2022 世界環境日主題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Only One Earth)」，呼籲各國提出政
策，推動更清潔、更綠色永續的生活方式，實現與自然和諧共生。臺灣也跟上潮流，
從中央到地方一起響應淨零綠生活，由環保署張子敬署長帶領全國 22 縣市環保局長串
連拍攝「2022 世界環境日-全民綠生活．全國動起來」影片，邀請全民一起響應「淨
零綠生活」，大聲說出對地球的愛。
環保署表示保護環境沒有人是局外人，環保署作為環境主管機關，結合全國各縣市共
同響應「淨零綠生活」，更能彰顯中央地方攜手合作的決心。影片由中央串聯地方，從
臺灣頭到臺灣尾，由各縣市從「用在地」、「惜資源」、「護環境」三大核心展現在地特
色的轉型綠生活。各縣市積極創新推動綠生活，以「食衣住行育樂購」面向做出改
變，一同守護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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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世界環境日-全民綠生活．全國動起來」影片包含 90 秒影片 1 支及 3 分鐘影片
1 支，已於 6 月 3 日在環保署官方粉絲專頁首發，並提供各縣市環保局同步推播，同
時歡迎民眾於社群媒體轉傳，一起用行動愛地球。
此外，為了讓大眾同步認識「淨零綠生活」概念與各縣市特色，環保署也於全民綠生
活資訊平台(https://greenlife.epa.gov.tw/)推出「縣市串聯綠生活全臺任你綠悠遊」
活動專頁，提供全國各縣市推動綠生活的特色與亮點，便於民眾查詢。
環保署強調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個臺灣，在疫情考驗下，更需要思考人類與環境之
間的平衡，邀請大家在生活中做出一點改變，透過實際行動一同攜手保護這片土地，
邁向「2050 淨零綠生活」。

5. 環保署首度與 NGO 簽署「淨零願景・綠色行動」合作備忘
錄
環保署首度與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於 6 月 1 日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簽署「淨零願
景・綠色行動」合作備忘錄，並與佛陀紀念館進行「淨零綠生活」揭牌儀式，由張子
敬署長、人間文教基金會代表佛光山住持等多位來賓共同見證。
為因應氣候變遷，各國陸續提出「2050 淨零排放」的宣示，並將行為改變列為關鍵策
略，蔡英文總統也於公開場合提出臺灣要與世界一起邁向淨零，生活轉型要啟動，絕
非少數產業的責任，而是關乎全民的事。故在推動過程中要做好社會溝通，建立全民
共識，才能凝聚各界力量，共同落實行動。
張署長致詞時也提到，溫室氣體減量不是只有能源部門或企業的責任，人們行為的改
變也是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關鍵，因此，每個人都要開始行動落實綠生活，才能
達到 2050 淨零願景。
環保署首度與民間團體合作，共同簽署「淨零願景・綠色行動」合作備忘錄，期盼藉
由與民間團體與學校環境教育合作，攜手淨零綠生活，未來將共同「觀念宣導與教育
推廣」、「推廣行動方案」以及「舉辦論壇」，提升民眾對於綠生活的認知與關注度，一
同迎向淨零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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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敬署長（左）代表環保署與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於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簽署
「淨零願景・綠色行動」合作備忘錄

6. 因應氣候變遷修正發布飲水水質標準 確保水質安全
環保署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調適，強化飲用水水質管理，修正發布飲用水水質
標準中不影響健康物質之水質項目，以提升穩定供水韌性，並確保飲用水安全及品
質。
環保署於 87 年訂定發布飲用水水質標準，並歷經 6 次檢討修正，目前飲用水水質標準
管制項目共計 68 項。環保署長久以來，持續因應環境變遷調適、科技發展及國際管理
趨勢檢討飲用水水質標準，考量旱災、暴雨、地震等天然災害期間，水源缺乏、水源
水質不穩定等因素，易影響淨水處理後之供水水質，為使天然災害應變期間，飲用水
供應無虞，確保飲水品質，故本次修正及增訂不影響健康物質項目之水質標準。
1. 修正因暴雨或其他天然災害致飲用水水源濁度超過 1,500NTU 時之自由有效餘氯標
準。為因應極端氣候調適，因暴雨或其他天 然災害致飲用水水源濁度 超過
1500NTU 時，該 高濁度原水雖經淨水處理，濁度仍會比平時稍高。為免濁度較
高，致使水中微生物較易生長，或藏匿於 懸浮顆粒孔隙中，因此需 提高出水加氯
量，以持續殺菌消毒，確保水質安全，故修正自由有效餘氯標準為 0.2-3.0 (毫克/
公升)，原先上限為 2.0 (毫克/公升)。
2. 增訂天然災害應變期間，實施自來水分區供水區域之飲用水水質標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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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效餘氯限值範圍：0.2-3.0 (毫克/公升)



物理性標準：濁度最大限值為 4 NTU，色度為 10 鉑鈷單位



影響適飲性、感觀物質：鐵 0.5 (毫克/公升)，錳 0.1 (毫克/公升)，總硬度
(Total Hardness as CaCO3) 400 (毫克/公升)

7. 「量少、質精、有效管理，環保署發布固定污染源定檢精進
新措施」
環保署於111年6月6日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測及申報管理辦法」，以
「量少、質精及有效管理」為三大修正重點，明定「好學生條款」鼓勵業者做好自我
管理，在降低污染排放量同時，給予適度調整定期檢測頻率之誘因，減少非必要檢測
數量，另針對少數投機取巧規避主管機關查核的業者，則新增「功能性定期檢測」強
制性檢測工具予執法機關使用，同時整合許可證制度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以提升定期檢測數據品質。
環保署表示，為使既有固定污染源定期檢測制度更為健全，本辦法納入國外著有績效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制度，以作為公私場所檢測期間應遵循之準據，可提升檢
測數據之代表性，並藉以建構二層次不同強度之檢測管理機制，第一層為強化現行公
私場所自主管理之例行性定檢規範，鼓勵公私場所應自我提升維運管理，第二層係針
對有致空氣污染之虞或未能落實自主管理之公私場所，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其於限期內實施功能性定檢，用以驗證空氣污染防制措施之有效性，藉以深化
污染源排放管理作為。
環保署強調，本辦法自92年2月19日發布施行後，業已明定固定污染源定檢結果應紀
錄、申報、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以落實固定污染源定檢制度，惟該定檢管理辦法
及公告應定檢對象迄今已逾十年未修正，期間雖陸續以多項涉及定期檢測之法規，強
化對固定污染源定期檢測之管理，經通盤檢討歷年執行實績及面臨問題後，確實有與
時俱進之修正必要，爰針對本辦法進行整體性檢討及修正，並因應當前空氣污染防制
之現況與管理機制，明定替代方案及有條件免檢測樣態，減少非必要檢測數量亦提升
定檢數據品質；本次修法另整合現有多項法規涉檢測管理之程序，同時公告訂定「公
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除落實簡政便民原則並使定檢制度更臻完
備，創造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運作共利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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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布 110 年環境用藥查核成果 籲民眾勿上網販賣環藥
110 年環保機關查核環境用藥廣告、標示、偽藥及抽驗有效成分含量共計 37,621 件，
合格率 98.7%。其中，環境用藥廣告查核 10242 件，違法廣告 233 件，違法廣告態樣
大多數是民眾無照在電商通路平臺廣告販售殺菌消毒劑及蟑螂螞蟻藥劑等環境用藥。
為保障消費者選用合法安全的環境用藥，環保署每年訂定「環境用藥查核計畫」函請各
地方環保局執行。本次標示查核 27,260 件，不合格計 270 件；抽驗 117 件環境用藥有
效成分含量，不合格 0 件；查獲未經查驗登記的偽造環境用藥 2 件；上述不合格商品均
已依環法裁處並要求限期下架。
現今透過電商通路平臺網路購物或拍賣相當便利，但若不是取得環境用藥許可證照的業
者，請勿上網廣告販賣環境用藥，因違規上網販賣或廣告環境用藥，一經查獲將會被處
6 萬至 30 萬元罰鍰。環保署呼籲，請民眾堅守環境用藥廣告的「3 不原則」，「1.不刊
登」，無照不上網廣告販售；「2.不亂買」，不買來路不明且無環保署核准「環署衛製」、
「環署衛輸」或「環衛藥防蟲」等字號的環境用藥；「3.不推薦」，不要在網路廣告宣稱
環境用藥殺蟲或防蟲等效能。
如果想知道所選購的環境用藥是否經過合法登記，可至環保署化學局建置的「環境用藥
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https://mdc.epa.gov.tw/PublicInfo)，鍵入產品名
稱或許可證字號查詢即可，也可查詢合法的病媒防治業及環境用藥販賣業。若想瞭解安
全用藥知識或查詢不合格環境用藥商品資訊，請至「環境用藥安全使用宣導網站」
(https://topic.epa.gov.tw/evsu/mp-8.html)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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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垃圾焚化廠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公告修正
111 年 5 月 19 日修正發布「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之部分公告事項，
重點：增訂焚化再生粒料 用途與應符合之環境標準及品質規範，新增非都市土 地使用
分區內之使用地點限制、限縮部分焚化再生粒料用途之使用地點，以及新增申請工程管
制編號應檢具的證明文件等規定。
本次修正，係為強化焚化再生粒料之品質及流向管理，環保署說明，垃圾焚化廠焚化底
渣再利用管理方式於 109 年 5 月 18 日訂定公告，為配合實務運作管理，加強規範焚化
再生粒料使用用途及限制使用地點，爰修正本管理方式，其修正要點包括：
一、增訂焚化再生粒料用途、限制使用規定及應符合之環境標準：焚化再生粒料用途有
11 種，前 9 種應優先使用於公共工程：
（1）基地填築。
（2）路堤填築。
（3）港區填築，僅限使用於商港、工業專用港或已核定造地之工業區。
（4）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層。
（5）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6）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僅限使用於道路工程。
（7）瀝青混凝土，僅限使用於道路工程。
（8）磚品。
（9）用於紐澤西護欄及緣石之水泥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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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泥生料，僅限作為水 泥廠之水泥原料。
（11）衛生掩埋場非與鋼 材接觸用工程材料及衛生掩埋場覆土。但不得作為最終
覆土。
二、新增焚化再生粒料使用地點限制。
三、增訂使用單位得連線查詢相關資料及修正焚化再生粒料相關申報規定。
四、新增焚化再生粒料應符合之品質規範，以及屬民間工程者，其申請解除列管作業應
檢附檢測報告。
五、增訂焚化再生粒料申請工程管制編號應檢具之證明文件、程序及供料機關規定。

10. 資源循環績優企業遴選開跑
環保署賡續辦理「資源循環績優企業遴選」，已受理報名至 7 月 15 日止，邀請國內推動
資源循環之企業參加遴選，獲獎者將公開表揚並頒發獎座及商品禮券，獎項總金額達 50
萬元，遴選須知下載網址 https://reurl.cc/e6raWm。
近年來氣候變遷議題引起了國內外高度的重視，我國於 2022 年 3 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其中包含 12 項關鍵戰略，資源循環零廢棄為關鍵戰略之
一，為鼓勵企業產品採易循環設計、將廢棄資源能資源化、建立資源循環網絡、投入資
源再生技術研發應用、發展永續循環商業模式，提升資源循環效率。
今（111）年度遴選對象分為兩組，一組為促進物料再生循環利用、具備實際推動績效
的「循環組」，另一組為將創新概念投入循環服務模式、創新產品的「新創組」。為使企
業瞭解本遴選資料填寫方式、內容及遴選規則，將辦理 3 場次線上「資源循環績優企業
遴選說明會」，並邀請資源循環績優企業進行經驗分享。欲參加說明會者，請至線上系統
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XjURczAfG9ek3RtM8）。
環保署表示，在政府積極推動資源循環的帶動下，產業透過綠色設計、提升資源再生技
術、增加資源循環效益，越來越多企業投入資源循環領域，成果斐然，環保署將歷年獲
得資源循環績優企業獎項之案例彙集成冊，分享歷年獲獎企業如何推動資源循環，歡迎
各界下載（https://online.fliphtml5.com/odjzp/vjz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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