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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序

署長序
我 國 事 業 廢 棄 物 之 管 理 ， 自 民 國 63 年 公 布 「 廢 棄 物 清 理 法 」
起，即分別就產源、清除或處理機構、再利用機構、境外輸出入
機構及最終處置機構等面向，陸續建置事業廢棄物管制架構及管
制作業。尤其在產源部分，藉由要求其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彰顯產源責任，環保主管機關並能掌握事業廢棄物之產出特性
、數量，再透過產出、貯存、清除、處理之申報及遞送聯單等作
業，掌握後續處理流向。歷經多年來，廢棄物管理全體工作同仁
不因人力有限或業務繁難而有所怠忽，而能與時俱進、竭力法令
修訂，積極落實輔導與管制作業，開創今日事業廢棄物管理新局
面，相關成效實值得肯定。
有鑑於事業廢棄物如無妥善清理而非法棄置，可能帶來嚴重
之環境污染，且後續之清理與污染整治亦須付出龐大社會成本，
事業廢棄物之管理實不容稍有鬆懈。廢棄物產生端應負起企業社
會責任，並了解事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再利用之相關法規規定，從
源頭遏止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事件發生，才是根本避免棄置污染
事件之關鍵。本實務輯針對工業廢棄物產出及清理現況、製造業
於各個階段應負之責任與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查核作業之應配合
事項以及常見問題與解答等方面相關實務，編撰而成，期能協助
各事業正確認知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亦可供環保機關同仁執
行業務時參據，使我國事業廢棄物適法清理與管理能更進一步深
根於企業文化中，讓非法棄置事件永不復見，特為題序。

行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署長

謹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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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目的及使用說明
事業廢棄物依產源屬性可類分為工業廢棄物、交通廢棄物、國防廢棄
物、教育廢棄物、農業廢棄物、營建廢棄物、醫療廢棄物及通訊傳播廢棄
物等，其中以工業廢棄物產出量最大，其能否妥善處理直接關係環境保護
與經濟發展兼顧之永續發展目標。
隨著經濟成長與社會朝向都市化發展，可供開發利用的土地與資源越
來越少，雖然政府持續鼓勵以再利用及回收等零廢棄的方式開拓各種處理
管道，但仍有不肖業者為了減少處理成本，未委託合格清除處理機構清運
廢棄物或非法棄置，如民國 97 年發生 22 家煉鋁業者，未委託合格清除處
理機構清運廢鋁和集塵灰，將廢棄物清運至租用之倉庫棄置，而廢棄物引
發之臭味也影響到附近居民之生活；民國 100 年 6 月台中市某化工廠委託
非法土石業者，違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同年 9 月桃園縣內某停工染整
廠，將含有重金屬之污泥委託非法機構清理，以致污泥流向不明；民國 101
年某再利用機構假藉製磚名義，將所收受之污泥非法棄置掩埋於廠區外所
租土地。
事業廢棄物之管理，以廢棄物清理法為主要法源，對產源事業課以清
除處理責任，並分別針對產源、清除與處理機構、再利用機構、境外輸出
入機構及最終處置機構等進行各項事業廢棄物管制作業。尤以產源事業對
於事業廢棄物清除、處理與管理之正確認識，更是根本避免棄置事件之關
鍵，同時提升產源對工業廢棄物妥善處理之能力，除可減輕環境負荷，亦
可創造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兼顧之產業環境，達永續發展之目標。反之，
工業廢棄物若未能妥善處理將阻礙產業發展或造成瓶頸。
爰此，本輯即針對工業廢棄物之清除處理，彙整產源依法其所應擔負
之責任及其相關清除、處理及再利用法規規定予以加強宣導，另亦收集主
管機關查核作業之應配合事項及常見問題與解答，使事業單位更進一步瞭
解法令規範，並讓環保機關同仁瞭解實務及適法管理。
viii

編撰目的及使用說明

本實務輯第一章主要提供我國工業廢棄物產出及清理現況之瞭解，並
針對主要產出之廢棄物種類進行管理現況之描述；第二章則提供產源對於
工業廢棄物於設立、營運及停止營運等三階段之責任說明；第三章及第四
章部分，則彙整工業廢棄物清理、再利用及申報之相關法令規定，提供相
關實務管理資訊，藉以提升產源自主管理及環保機關稽查程序之瞭解；第
五章則說明相關資訊管理系統之使用對象及功能；最後第六章及第七章，
則彙整業者之常見實務問答、重要法律疑義及解釋文，藉以提供業者於最
短時間內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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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業廢棄物產出及清理現況

第一章

工業廢棄物產出及清理現況

1.1 工業廢棄物產出現況
事業廢棄物係指由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事業之種類包含農工礦廠 (
場) 、營造業、醫療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
除處理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種類繁多。統計 100 年應進行網路申報之列管家數共 27,942 家，已完成
申報家數共 27,644 家，申報率達 98.9%，根據資料顯示(見圖 1.1-1)，100
年我國事業廢棄物產出量共計約 1,873 萬公噸，貯存量有 246 萬公噸。其中
工業廢棄物產出量計有 1,671 萬公噸，占總產出約 89.25%，其次為營建廢
棄物，占總量 8.33%，可知我國事業廢棄物產出量主要來源為工業廢棄物，
統計內容詳見圖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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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圖 1.1-1 歷年事業廢棄物申報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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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圖 1.1-2 各部會所轄事業廢棄物產出比例

1.2 工業廢棄物清理現況
統計 100 年全國列管事業之廢棄物清理量為 1,886 萬公噸，其中清理流
向以再利用處理最多，約占整體清理量之 81.8%；再進一步分析 100 年申報
再利用機構之再利用項目種類之比率，依再利用量排序分別為：公告再利
用項目(66%)、再生資源項目(22%)、通案及個案許可再利用項目(12%)(見圖
1.2-1)。而在所有事業廢棄物清理流向申報聯單中，以工業廢棄物申報之
1,676 萬公噸為最高，約占整體清理量之 88.84%(見圖 1.2-2)。
工業廢棄物清理流向中，又以再利用清理量最高(見圖 1.2-3)，占總工
業廢棄物清理量之 84.96%，其次為委託或共同處理，占總工業廢棄物清理
量 11.97%，可知我國工業廢棄物主要處理方法以再利用處理及委託或共同
處理為主，少數以自行處理或境外處理之方式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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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圖 1.2-1 再利用流向申報比例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圖 1.2-2 各部會所轄事業廢棄物清理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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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圖 1.2-3 工業廢棄物清理流向統計圖

1.3 國內主要事業廢棄物種類概述
為了解我國事業機構主要產生之廢棄物種類及比率，本節統計 100 年
前 10 大廢棄物種類及其清理量，茲將分析結果個別說明如後。
一、 前 10 大事業廢棄物種類
由我國 100 年之清理量中(詳如表 1.2-1 所示)，統計前 10 大廢棄物
清理量約達 1,125 萬公噸，其中以煤灰清理量約 544 萬公噸為最高，占
總清理量 28.86%；其次則為電弧爐煉鋼爐碴(石)約 160 萬公噸，占總
清理量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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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前 10 大事業廢棄物種類及清理量(100 年)
項次

廢棄物
代碼

廢棄物名稱

清理量
(公噸)

清理
比率(%)

1

R-1101

煤灰

5,444,717

28.86%

2

R-1203

電弧爐煉鋼爐碴(石)(此代碼
101/08/01 起停用，已由 R-1209
電弧爐煉鋼氧化碴及 R-1210 電
弧爐煉鋼還原碴取代)

1,595,636

8.46%

3

D-0902

無機性污泥

1,223,564

6.49%

4

R-0503

營建混合物

1,036,832

5.50%

5

D-0299

廢塑膠混合物

439,712

2.33%

6

D-0901

有機性污泥

434,983

2.31%

7

A-7101

電爐製鋼過程污染控制之集塵
灰或污泥

318,519

1.69%

8

D-1099

非有害廢集塵灰或其混合物

313,408

1.66%

9

D-0699

廢紙混合物

224,674

1.19%

10

D-0599

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

214,441

1.14%

11,246,487

59.62%

前 10 大事業廢棄物合計
事業廢棄物總計

18,865,189 100.00%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二、前 10 大一般事業廢棄物種類
100 年清理量前 10 大一般事業廢棄物約接近 1,114 萬公噸，其中
以煤灰清理量 544 萬公噸為最高，占一般事業廢棄物清理總量 31.03%
；其次為電弧爐煉鋼爐碴(石)及無機性污泥，清理量分別為 160 萬公
噸及 120 萬公噸，分別占一般事業廢棄物清理總量約 9.09%及 6.97%，
詳如表 1.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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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前 10 大一般事業廢棄物種類及清理量(100 年)
項次

廢棄物
代碼

清理量
(公噸)

清理
比率(%)

1

R-1101

煤灰

5,444,717

31.03%

R-1203

電弧爐煉鋼爐碴(石) (此代碼
101/08/01 起停用，已由 R-1209
電弧爐煉鋼氧化碴及 R-1210
電弧爐煉鋼還原碴取代)

2

1,595,636

9.09%

3

D-0902

無機性污泥

1,223,564

6.97%

4

R-0503

營建混合物

1,036,832

5.91%

5

D-0299

廢塑膠混合物

439,712

2.51%

6

D-0901

有機性污泥

434,983

2.48%

7

D-1099

非有害廢集塵灰或其混合物

313,408

1.79%

8

D-0699

廢紙混合物

224,674

1.28%

9

D-0599

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

214,441

1.22%

10

R-0904

漿紙污泥

207,522

1.18%

前 10 大一般事業廢棄物申報量

11,135,490

63.46%

一般事業廢棄物總計

17,546,044 100.00%

廢棄物名稱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三、前 10 大有害事業廢棄物統計
100 年前 10 大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理約 117 萬公噸，其中以電爐
製鋼過程污染控制之集塵灰及污泥清理量約 32 萬公噸為最高，占有害
事業廢棄物清理總量 24.15%；其次是銅及其化合物(總銅) (C-0110)清
理量約 13 萬公噸，占有害事業廢棄物清理總量 10.22%，詳如表 1.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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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 前 10 大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及清理量(100 年)
項次

廢棄物
代碼

廢棄物名稱

電爐製鋼過程污染控制之集塵
灰或污泥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僅限廢觸
媒、集塵灰、廢液、污泥、濾
2
C-0110
材、焚化飛灰或底渣)
廢酸性蝕刻液
3
R-2501
廢酸洗液
4
R-2502
廢液 pH 值小(等)於 2.0
5
C-0202
廢液閃火點小於 60℃（不包含
乙醇體積濃度小於 24%之酒類
6
C-0301
廢棄物）
電鍍製程之廢水處理污泥，但
下述製程所產生者除外：(1)鋁
之硫酸電鍍(2)碳鋼鍍錫(3)碳
7
A-8801
鋼鍍鋁(4)伴隨清洗或汽提之
碳鋼鍍錫、鋁(5)鋁之蝕刻及研
磨。
二甲基甲醯胺（DMF）粗液
8
R-2503
含金屬之印刷電路板廢料及其
9
E-0221
粉屑
鋼鐵工業鋼材加工或浸置之廢
10
A-7201
酸液
前 10 大有害事業廢棄物申報量
有害事業廢棄物總計
1

A-7101

清理量
(公噸)

清理
比率(%)

318,519

24.15%

134,807

10.22%

122,850
119,729
117,727

9.31%
9.08%
8.92%

114,307

8.67%

89,076

6.75%

83,700

6.35%

36,380

2.76%

28,899

2.19%

1,165,992 88.39%
1,319,145 100.00%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四、100 年重點廢棄物項目分析
(一)煤灰
由於我國各產業經濟發展逐漸擴大，能源需求量亦逐年增加
，使得電力公司須提供更多電量給各產業機構，一般國內發電來
源主要來自於燃煤之火力發電廠，以及各廠(場)因製程或發電所使
用之燃煤鍋爐，其利用煤炭燃燒後所剩下的灰燼即為「煤灰(R-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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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年煤灰之清理量約 544 萬公噸，其主要再利用方式為「將
廢棄物作為再利用之材料、添加物使用(R03)」類別，申報量占其
所有清理方式之 58.43%，主要再利用作為混凝土粒料、級配、預
拌混凝土等產品之材料及添加物等；而在貯存量方面較 99 年成長
約 1.5 萬公噸，故 100 年煤灰實際產出量接近有 546 萬公噸。
一般而言，煤灰的再利用應用範圍廣泛，包含道路工程、農
業利用、工業材料、建築材料、有價金屬回收及吸附劑替代品等
。而煤炭燃燒後所產生的煤灰，因顆粒大小、比重等不同性質，
產生出飛灰、底灰及飛灰含底灰等類別，因性質不同而再利用運
作方式亦有所不同。因此，經濟部(工業局)於 100 年 9 月 2 日公告
修正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及管理方式」中，將煤灰
之再利用用途再予以明確區分為飛灰及底灰等二種，並明確定義
各項用途之再利用機構應具備的資格。故考量現行實際作業運作
上及市場價值之需求，已進行修正或新增煤灰相關之廢棄物代碼
，以利有效的掌握及管理之目的。
(二) 電弧爐煉鋼爐碴
電弧爐煉鋼爐碴主要為一貫作業煉鋼製程及電弧爐煉鋼製程
之產物，100年爐碴清理量接近有160萬公噸，分析主要再利用方
式係作為「再利用之原料、材料及添加物使用(R02、R03)」
，占94.7%
，多數經破碎、篩選、磁選出有價物質及可再利用物料；而在貯
存量方面，100年貯存量接近有23萬公噸，較99年成長約9萬公噸
，故100年爐碴實際產出量約168萬公噸。另分析收受爐碴進行再
利用方式，主要以作為原物料或材料及添加物等(約占33.5%)。
本項所稱之電弧爐煉鋼爐碴(石)，泛指基本金屬製造業在電弧
爐煉鋼製程所產生之氧化碴(石)或還原碴(石)，然而，氧化碴(石)
及還原碴(石)之特性不同，除需分開貯存外，其再利用運作方式亦
有所不同(還原碴之再利用用途除再利用於水泥原料用途外，應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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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化處理措施)。鑑此，環保署因應經濟部(工業局)公告修正
R-1203 電弧爐煉鋼爐碴之再利用運作管理規定(99 年 8 月 6 日公告
，100 年 2 月 6 日開始實施)，亦已針對「基本金屬製造業在電弧
爐煉鋼製程所產生之氧化碴(石)或還原碴(石)」修訂新增相對應之
廢棄物代碼(分別為 R-1209 及 R-1210)，以利列管事業後續申報作
業及主管機關的管理。
(三)有害集塵灰
100 年有害集塵灰清理量約 45 萬公噸，主要產出廢棄物項目
為「A-7101 電爐製鋼過程污染控制之集塵灰或污泥」
，約占其總申
報量 70%，而 100 年貯存量約 40 萬公噸，其相較 99 年減少約 8.7
萬公噸，故 100 年實際產出量約 36.7 萬公噸。
表 1.3-4 及圖 1.3-1 為 95~100 年之有害集塵灰申報量資料及其
申報趨勢圖，顯示 98 年因國內鋼鐵業景氣不佳造成有害集塵灰產
生量驟減；另 97 年委託共同處理及再利用量攀升至 28 萬公噸，
顯示處理/再利用的技術成長，尤其內含之鋅、鉛等有害重金屬，
以熱處理法進行蒸發後冷凝成氧化鋅，藉以達到廢棄物資源化之
目標。而貯存量亦因去化管道改善，自 98 年起貯存差值持續呈現
負成長，此現象顯示有害集塵灰已有效去化並無貯存過量疑慮。
表 1.3-4

95~100 年有害集塵灰申報量統計
單位：公噸

申報流向
申報
委託共 自行處
境外處
年
再利用
同
理
理
95
96,832
2,353 59,047
6,424
96
104,555
8,499 71,860
6,990
97
165,768 10,545 116,757
2,254
98
152,193
6,112 130,354
47
99
214,194
2,457 140,991
84
100 285,605
5,967 162,782
101

貯存量
324,852
416,831
512,327
511,794
490,620
403,615

貯存差
年
值
產出量
50,624 215,280
91,979 283,883
95,497 390,820
-533 288,172
-21,175 336,551
-87,005 367,450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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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00 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及後續加強管理檢討報告)

圖 1.3-1

95~100 年有害集塵灰申報趨勢

(四)有害廢液
本項係指由有害製程產出或含有毒性化學物質或經有害特性
認定之廢液，包括：廢酸性蝕刻液、廢酸洗液、廢液 pH 值小(等)
於 2.0、廢液閃火點小於 60℃、二甲基甲醯胺(DMF)粗液、鋼鐵工
業鋼材加工或浸置之廢酸液…等，共計 98 項廢棄物代碼。產出量
約 62.5 萬公噸，主要清理方式以再利用為主(約占 74%)；貯存量
則較 99 年減少約 6 千公噸，100 年底貯存量約有 7 千公噸。進一
步分析 100 年有害廢液申報及清理情形，主要由大型事業、電子
零組件製造業及基本金屬製造業等行業產出，其中 68 %作為回收
金屬及溶劑等製程原料，6%為製程材料及添加物、燃料、肥料及
飼料，餘之 26%則以焚化處理、物理處理及化學處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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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業廢棄物產源責任

事業廢棄物產源係為事業廢棄物管理階段之源頭，並扮演重要產生者
之角色；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0 條已說明事業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
構清除、處理其事業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理及環境之
改善，負連帶責任。因此，事業除定期檢視相關規範權責外，環保機關應
針對其依法所應擔負之責任，予以加強宣導。
以下茲就事業(產源)於設立、營運中及停止營運等三階段，說明相關管
理重點及應遵守或注意事項，另說明現行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管理制度
，並提出相關問題探討及其因應對策。

2.1 設立階段
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審
事業設立前應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規範，辦理檢具事業廢棄
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理有關事項變更
時，亦同。因此，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指定公告「應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計 33 大類。
此外，為能提供產源端填報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符合管制所
需，故環保署公告「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
而依據前述公告事項五之規範，指定公告事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網路
傳輸申報系統所定格式及填表說明(網址：http://waste.epa.gov.tw)填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後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
於填報過程中應注意事項部分，環保署依據管制需求予以函示說
明，並登載於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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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aste.epa.gov.tw)，提供電子化下載功能(首頁/資料下載/手冊區)
＆(首頁/專題區/清理計畫書)，以利各界參閱，詳見表 2.1-1。
而事業營運前若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審，則可依據廢
棄物清理法第 52 條規定，貯存、清除、處理或再利用一般事業廢棄物
，違反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連續處罰。依同法第 53 條規
定，貯存、清除、處理或再利用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 31 條第 1 項者
，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按日連續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而前
述有關情節重大者，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60 條認定之。
表 2.1-1 產源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審應注意事項
函示

內容摘要

液體廢棄物填報於事業廢 新增 D-1505 、D-1506、D-1507 等液體廢棄物
棄物清理計畫書及上網申 代碼，供事業依實際運作情形據以填報。
報清理流向原則 (97.06.06
函)
事業廢棄物清除頻率填報 加強管理各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清除次
原則(98.03.1.23 函)

數及頻率，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四、
廢棄物之清理方式」，增列清除頻率欄位。

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 為利於代碼選擇與使用，供事業、清除、處理
類 使 用 指 引 與 判 定 原 則 機構與主管機關於判定廢棄物代碼時有所依
(100.10.25 函)

循。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 內載有「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參考指引
查作業參考指引(100.10.31 」，以供事業單位填報時參考使用。
函)

二、廢棄物代碼判定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2 條規定訂定「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98.06.05 修正）」中，第 2 條有害事業廢棄物以下列方式依序判定：列
12

第二章 工業廢棄物產源責任

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及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者。
其中，列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包括：
(一)製程有害事業廢棄物 (A 類)
針對基本化學工業、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塗料、漆料及相
關產品製造業、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製藥業、其他化學
製品製造業、石油煉製業、其他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鋼鐵冶煉
業、鋼材表面處理業、其他非鐵金屬基本工業及廢棄物處理業等
規範其相關製程產生之廢棄物皆為有害事業廢棄物，但其他行業
若具相同製程產生之廢棄物亦為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混合五金廢料 (E 類)
共分為 14 項，如廢電線電纜、廢電腦、廢家電等。
(三)生物醫療廢棄物(C-05 類)
(四)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B 類)
包括含鹵化有機物之第一類、第二類及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
廢棄物及其盛裝容器廢棄物(B-01)；含有毒重金屬之第一類、第二
類及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廢棄物及其盛裝容器廢棄物(B-02)；其他
屬第一類、第二類及第三類毒性化學物質廢棄物及其盛裝容器廢
棄物(B-03)。
而有害特性認定之廢棄物共分 9 類，包括：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C-01A~C-01E)；戴奧辛有害事業廢棄物(C-01)；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C-02)；易燃性事業廢棄物(C-03)；反應性事業廢棄物(C-04)；生物醫
療廢棄物(C-05)石綿及其製品廢棄物(C-07)；多氯聯苯有害事業廢棄物
(C-08)及其他有害特性認定之事業廢棄物(C-99)。
而為促使產源端選用正確之廢棄物代碼，環保署函頒「廢棄物及
再生資源代碼分類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100.10.25)」(「事業廢棄物申
報及管理系統」之「資料下載區」)以供各界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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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規範，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
，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之事業，其清
除機具及處理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及其
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因此，環保署 92 年 6 月 20 日公告「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
業技術人員之事業」以及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44 條訂有「廢棄物清理
專業技術人員管理辦法」，以利應設置者及擔任專業技術人員者有所
依循。而未依據前述進行設置或違反管理辦法者，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58 條規範，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針對專業技術人員應執行業務，則於「廢棄物清理專業技術人員
管理辦法」第 13 條予以規範之。另專業技術人員有違規情事者，另依
據「廢棄物清理專業技術人員管理辦法」第 16 條，由中央主管機關廢
止其合格證書。

四、工業區及科學園區應規劃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
針對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部分，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2 條規範，新
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理單位，應
於區內或區外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並於事業廢棄物處理設
施設置完成後，該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始得營運。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
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理單位，亦應規劃完成事業廢
棄物之處理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最遲於中華民國
93 年 12 月 31 日完成設置。

五、兼具再利用身分者應注意事項
對於事業(產源)以收受廢棄物作為製程原物料，依環保署公告「應
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
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之公告事項三規定，應檢具再利用檢核表向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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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再利用機構管制編號，再由該等機
關核發再利用機構管制編號，其核准期限以 2 年為限，屆期前 2 個月
內應重新申請。其收受再利用廢棄物種類應載明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之「原、物料及產品資料」中。

2.2 事業營運階段
一、檢視先前送核定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事業於進入營運階段時，應優先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檢視
先前送核定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進而檢視是否符合廢棄物清理法
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範涉及變更或異動，並主動提出相關資料送審。
二、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理
應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規範，事業廢棄物之清理，除再利用
方式外，應以下列方式為之，包括：自行清除、處理；共同清除、處
理；委託清除、處理；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
(一)自行清除、處理
應以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 11 條為基準；自行清除之事業
，應隨車派員監控管理，並攜帶屬該事業員工之證明文件；所定
運輸業車輛，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 13 條及第 16 條規定。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訂有「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
物許可管理辦法」並明定其「處理」之定義範圍，包括：熱處理
；焚化處理；掩埋處理 (詳環保署 93 年 1 月 20 日環署廢字第
0930005825A 號令) 。
而產源若未依據前述作業辦理，則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55 條規
範，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違反依第 28 條所定管理辦法，處新
臺幣六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令其改善，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者，得按日連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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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清除、處理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0 條規範，事業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理機構清除、處理其事業廢棄物，未符合下列條件者，應與受
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理及環境改善，負連帶責任。環保署公
告訂有「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紀錄文件格式」
。
另若產源無法自行處理時，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3 條規範，
事業無法自行處理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亦無事業廢棄物處理
機構可供委託處理時，事業應妥善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必要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向事業收取費用，自行或輔導設置
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處理或暫時貯存之。
三、事業廢棄物之貯存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6 條規範，訂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理方法及設施標準」，其第 6 條規範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第 7
條則規範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另依前述標準第 45 條規範，環
保署公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產源端應據以標示之。
而產源端若未依據前述規範辦理時，主管機關得依廢棄物清理法
第 45 條規定，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金；致重傷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
百萬元以下罰金；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六百萬元以下罰金。相關罰則亦列於廢棄物清理法第
52、53 條及 60 條中。另於廢棄物清理法第 46 條亦規範有處一年以上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金之情形。

四、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9 條，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應依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理，不受第 28 條、第 41 條之限制，因此以環保
署為例，訂有「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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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為例，訂有「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以供產源
端產出事業廢棄物再利用時有所依循。
為能提供產源及主管機關針對廠（場）內自行再利用及自行處理
有所判別，環保署亦規範「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行再利用及
自行處理認定原則」(詳環保署 96 年 12 月 24 日 環署廢字第
0960098060 號令)，其判別方式詳見圖 2.2-1 所示。
廠(場)內廢棄物自行再利用與處理

廠(場)內自行再利用

廠(場)內自行處理

是

回原生產製程

否

於 廢棄 物清
理 計畫 書中
敘明，並經主
管 機關 審查
核准；非屬公
告事業，得自
行再利用

屬公告應設 置專業
技術人員事業，且符
合「處理」定義範圍

符合各目的事業主

否

否

毋須申 請自行處理
許可， 惟應於廢棄
物清理 計畫書中敘
明，並 經主管機關
審查核准

管機關公告之再利
用種類及管理方式

是

於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
敘明，並經主管機關審
查 核准； 非屬公 告事
業，得自行再利用

是

依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
廢棄物許可管理辦法，申
請自行處理許可

圖 2.2-1 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行再利用及自行處理認定原則
針對從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涉及違法清除處理及再利用認定原則
部分，相關處分情形，包括：「未依該公告之管理方式或許可文件內
容辦理者，以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39 條規定處以行政罰；其另有廢棄
物清理法第 45 條、第 46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則同時
移送法院科以行政刑罰；從事再利用非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
再利用之廢棄物且未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再利用許可者
，應取得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清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為之；未依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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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規定取得許可文件者，以違反本法第 41 條規定處以行政罰；其另
有本法第 45 條、第 46 條規定情形之一者，則同時移送法院科以行政
刑罰。」
五、事業廢棄物之輸出及輸入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8 條訂定「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
法」，以確保廢棄物妥善處理，環保署並陸續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
之事業廢棄物種類」及「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類」
兩項，並發布「廢棄物輸入輸出許可審查作業要點」。其廢棄物流向
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上網申報之事業，應依規定上網申報廢棄物流
向。
針對事業廢棄物之輸出及輸入部分，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45 條規
範，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逕行事業廢棄物輸出及輸入，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以下罰金；致重傷者，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九百萬元以下罰金；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處 5 年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六百萬元以下罰金。
六、流向申報與紀錄保存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範，環保署陸續公告「
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及「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
、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
內容及頻率」，以利列管事業進行相關廢棄物流向申報作業，相關申
報聯單資料應自行保存 3 年以供查核。
此外，於廢棄物清理法第 37 條規範，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理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錄妥善保存 3 年以上，以供
查核。而前項檢測之項目、方法、頻率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管理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此，訂有「有害事業廢棄物檢測及紀錄管
理辦法」，其檢測報告書應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或處理之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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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予以分類，並逐年彙集建立書面檔案或可讀取之電子檔，應保存 7
年。
針對流向申報與紀錄保存部分，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48 條規範，
依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
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另於廢棄物清理法第 56 條規範，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或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第 9 條第 1 項之攔檢、檢查、
採樣或命令提供有關資料者，處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六萬元以下罰
鍰。
七、兼具再利用身分者應注意事項
再利用機構待完成取得再利用機構管制編號後始得上網申報事業
廢棄物。該等再利用機構若違反再利用相關法規規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所在地環保主管機關可依法暫停其再利用行為或取消其再利用
管制編號。
具有再利用身分者於開始收受再利用廢棄物起應辦理事項如下：
(一)依「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
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規定
辦理上網點選確認收受/處理再利用聯單及營運紀錄申報。
(二)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9 條規定，應
於收到廢棄物 30 內完成廢棄物處理或再利用作業。
(三)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20 條之 1 及「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15 條規定申報再利用
產品之銷售紀錄及產品庫存量。

2.3 事業停止營運階段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事業，需依「應以網路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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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
事業」公告事項五規範，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之事業
，其符合解除列管條件者，得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解列作業方式申請解除
列管，且應檢附「製造業基線資料調查暨列管判定表」
，並經地方環保局進
行現場稽查後，確認廠(場)內貯存之廢棄物已清除處理完畢，使得完成解除
列管程序，圖 2.3-1 為事業申請關廠/停歇業之執行程序，其作業可分為 3
階段包含「自我檢視」
、
「申請解除列管」及「完成解除列管」
，茲就各階段
程序說明如下。
一、自我檢視階段
(一)事業執行工作
事業於關廠停歇業前，應自我檢視包括「廠房設備」、「原
物料」及「廢棄物」等三部分。其中廠房設備部分：應確認製程
、設備是否有需拆除廢棄，以及拆除過程中可能產出之廢棄物為
何，並進行必要之管理、貯存、清理規劃與作為。原物料部分：
可略分為已拆封及未拆封兩者，未拆封部分可以退回原供應商處
理之；已拆封部分於可行條件下進行出售轉讓或廢棄。其中廢棄
者，應妥善包裝、貯存管理，俾利與廠區內事業廢棄物一併進行
清理。事業廢棄物部分：應確認目前廠區內貯存之廢棄物，並進
行分類集中、包裝、貯存及管理。另廠區內設有廢(污)水處理設施
，應於關廠或停歇業前檢具廢水清理完竣證明並經環保主管機關
核備。
(二)主管機關執行工作
為能有效掌握轄內事業運作現況，及避免事業因關廠或停歇
業衍生污染問題，各地方環保局應與當地工商管理單位取得橫向
聯繫管道，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行把關工作，要求事業於關
廠或停歇業前須檢具相關環境污染物質已清理完竣證明並經環保
主管機關核備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辦理該事業之關廠或停
歇業相關事項。另針對主動提出關廠停歇業或廢止工廠登記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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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登記文件者，應進行後續查察及排定例行稽巡查作業，以加強
宣導事業自我檢視並善盡妥善處理廠區內廢棄物之責任。
二、申請解除列管階段
(一)事業執行工作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或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事業
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進行清理。
而於前述事業若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9 條規範者，
則應進行用地土壤污染檢測及檢測資料提送後併同申請解除列管
程序；若否，則遵循廢棄物清理法進行解除列管程序及其他環保
許可廢止作為。
(二)主管機關執行工作
地方環保局受理事業解除列管並查詢、確認事業單位列管期
間事業廢棄物流向申報完整性，必要時應會辦相關科、課室，以
便瞭解於固定污染源、水污染源、毒性化學物質、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等相關許可管制情形，併同聯合現場稽查，於現場稽查確認
後，辦理解除列管程序。
三、完成解除列管程序
(一)事業執行工作：進行相關許可(登記)文件註銷。
(二)主管機關執行工作
地方環保局函文通知申請者完成解除列管申請，另應會辦相
關科、課室，併同辦理固定污染源、水污染源、毒性化學物質、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等相關許可撤銷、廢止程序。
而針對該廠址遺留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行機關，均得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71 條規定命責任清除者完成清除處理。不依規定清除
、處理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行機關得命其土地之土
地所有人、管理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理，屆期不為清除處理時，得代
為清除、處理，並向其求償清理、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
，移送強制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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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事業申請關廠/停歇業之執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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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格式內容
產源應於設立前、營運中及停止營運等三階段分別辦理檢具、變更或
異動及申請解除列管等相關作業(詳如第 2.1 節至 2.3 節說明)，其格式內容
則依「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
（92.01.24.公告)規定辦
理，並依指定公告事業別制定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格式（詳附件所示），
包括「製造業、再利用機構、公民營廢棄物處理及清理機構」、「電力供應
業」
、「廢水、污水、淨水處理廠」……等 10 種，其填報內容說明如下：
一、事業基本資料。
二、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狀況資料。
三、產品製造或使用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
四、事業廢棄物之種類、數量及清理方式。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六、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應有火災、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
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措施、急救藥品
、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環保署近期已積極檢討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管理制度，未來將依各
行業實際需求檢討修正格式內容，並研議特定行業或製程事業廢棄物清理
計畫書須有技師簽證及負責人切結，以落實產源自我管理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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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問題探討及因應對策
鑑於事業廢棄物產源係為管理階段之源頭，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為環保機關掌握事業廢棄物產出、清除、處理及再利用流程，重要法律上
賦予之管理工具。環保署對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管理制度，歷經多次
研商會議審慎檢討，已歸納 7 大問題探討，包括：
一、產源自我管理責任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格式內容增修公告
三、事業送審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時機檢討
四、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作業應嚴謹規範
五、廢棄物與產品之認定
六、非法棄置案件清理責任及經費
七、相關資訊系統建置維護
依上述問題檢討，未來應強化事業廢棄物之產源責任，並定期檢討事
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管理制度，立法徵收事業廢棄資源清理基金，並促使
事業誠實填報，完善整體事業廢棄物之基線資料，具體因應對策說明如下
：
一、強化事業廢棄物之產源責任
(一) 檢討「指定公告應設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
，以納入專業
輔助，協助產源端正確申（填）報。
(二) 檢討園區產生廢棄資源之規劃與處理
配合審議中之「資源循環利用法 (草案) 」(以下簡稱資循法
草案)研訂強化園區產生廢棄資源之規劃與處理，園區目的事業主
機關、開發單位或管理單位，應於開發前規劃園區之廢棄資源清
理計畫，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同意或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另園
區管理單位，應至少每三年檢視園區廢棄資源清理情形，提報廢
棄資源清理計畫，經主管機關同意。
(三) 修正「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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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清除處理機構應增設磅秤設備及閉路電視錄影監視系
統(CCTV)、應加註產出產品用途範圍、申請許可應繳交自律切結
聲明，及其他配合檢討嚴謹管理之事項修正。
二、檢討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管理制度
(一) 研析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檢具時機
釐清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應檢具時機，並進行研析應檢具
事業相關遵行規範事宜。
(二) 檢討及增修填報格式
檢討「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
，針對現
有格式評估研修與影響範圍，另針對應加強管理者，如再利用機
構及處理機構等檢具格式、應載事項、簽署責任人，研擬並進行
政令宣導與配套措施。
(三) 加強產品與廢棄物之認定
針對製程產出物，事業應提供必要之資料，送主管機關審查
，經確認產品之說明合理、技術可行、流向無虞，方可認定為產
品，否則應認定為事業廢棄資源。
(四) 強化審查作業及管理機制
1. 訂定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作業規範，並規劃進行事業廢
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管理辦法之訂定。
2. 規劃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作業教育訓練。
3. 依據各事業之提報核准歷程進行系統調整，以瞭解事業填報資
料之控管與掌握。
三、徵收事業廢棄物資源清理基金
(一) 配合審議中之資循法草案，經立法院通過後為之。
(二)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指定公告之廢棄資源物產生源，依其廢棄資源
產生量、清理方式及環境風險等徵收事業廢棄資源清理基金，專
款專用於廢棄資源物清理設施及其他有關事項。
四、推動修法落實產源責任法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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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訂定資循法草案
為強化事業廢棄物產源管理，環保署擬具資循法草案，主要
管理架構係以物質生命週期為觀點，規劃事業廢棄資源由源頭至
最終處置之各階段行為均納入管理規範。此外，亦新增部分規定
，以補強現行事業廢棄物產源管理之不足，茲說明如下。
1. 強化廢棄物定義
由於現行廢棄物清理法對廢棄物並無明確定義，致部分業
者將廢棄物以產品方式登記，圖排除廢棄物清理法之適用，故
資循法草案第 3 條參考美國「資源保護及回收法」
、德國「循環
經濟與廢棄物管理法」
、巴塞爾公約及日本「廢棄物處理及清掃
法」
，明定廢棄資源及事業廢棄資源定義及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條
款，使業者及主管機關能有明確依循。
另為避免部分事業所申報廢棄物再利用後生產之產品，有
妨害公共利益、污染環境或影響人體健康之虞，於資循法草案
第 55 條，增加規範登載於事業廢棄資源清理計畫書之製程產出
物，事業應提供必要之資料，送主管機關審查，經確認產品之
說明合理、技術可行、流向無虞，方可認定為產品，否則應認
定為事業廢棄資源。又經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資源清理計畫書
所載產品有污染環境或影響人體健康之虞時，主管機關得依資
循法草案將該產品改列為事業廢棄資源。
2. 設立事業廢棄資源清理基金
產生事業廢棄資源之事業，其事業廢棄資源之清理有污染
環境之風險，因此中央主管機關有必要對事業廢棄資源進行管
理，其相關之管理成本應由相關之事業共同分擔，故於資循法
草案第 58 條增加徵收事業廢棄資源清理費用條文，設置事業廢
棄資源清理基金，以建立建全事業管理機制。
3. 增加特別管理必要之事業廢棄物管理
事業種類多樣，產出之事業廢棄物亦有相當差異，部分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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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資源之態樣可能與現行其他既有管理規定有極大差異，致有
另定特別管理方式之必要，故資循法草案第 59 條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對需特別管理之事業廢棄資源訂定管制規範。未來可依需
要作不同之管理要求，俾可有效管理需特別管理之廢棄資源，
強化事業對產出之廢棄資源清理責任。
4. 事業於停歇業前須提廢棄資源清理完竣證明
事業於停業、歇業前，本應對其所產生之廢棄資源先予清
理完竣，故資循法草案第 60 條新增事業於停業、歇業前應檢具
廢棄資源清理完竣證明，並向主管機關申報核准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始得受理該事業之停業、歇業相關事項。另為集中管
制成效，將對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逐批予以納入。
為落實前述規定，將同時要求土地所在地之登記主管機關
對於該事業之不動產，應禁止其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直至其
完成事業廢棄資源清理，並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其清理完竣證明
為止，避免事業不履行其清理責任。
5. 不法利得追繳
為避免事業為追求更大利益，不依規範處理其事業廢棄資
源，資循法草案第 109 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不法利益認定
準則，據以追繳不法業者因未妥善處理其事業廢棄資源而獲得
之利益。前述條文並輔以行為人依法申報之廢棄資源物清理計
畫書所載資料，作為核算其因違法而獲得之利益之基礎。
另草案條文納入舉證反轉機制，違法行為人須主動提出相
關帳冊資料，證明主管機關核算不法利益數額不合理後，始得
申請重新核算，降低主管機關行政成本。
(二) 修正「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
為解決近來發生之廢棄物非法棄置與疑似工業用硫酸銅流入
飼料使用等重大環保案件，環保署全盤檢討並修正「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
，朝向強化清除處理機構管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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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法方向，以期達嚴謹管理之目的並杜絕違法事件再次發生。
修法重點如下：新增處理機構應裝設磅秤設備及閉路電視錄影監
視系統(CCTV)，並嚴格規範 CCTV 之設置地點、規格及紀錄保存
及故障排除等內容；另要求處理機構應加註產出產品用途範圍，
避免工業用原料流入非工業使用；又清除、處理機構於申請許可
應繳交自律切結聲明，並針對其他配合檢討嚴謹管理之事項一併
修正（如刪除清理許可，回歸清除許可與處理許可、明確許可審
查及准駁期限、新增同意設置之期限、明確許可撤銷/廢止之規定
等）
。
(三)檢討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相關法規
為健全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管理制度，應就法規進行檢討
，將辦理之工作包含有：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等規範釐清應檢具事
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對象，檢討研修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及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等規範釐清事業廢棄物
清理計畫書之相關檢具送審時機。另檢討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格式項目內容，研擬相關格式項目內容之修正資料，針對特定業
別設計專屬填報格式，進而檢討研修公告「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
，並訂定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作業
規範，配合現行管理制度檢討，視需求檢討「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審查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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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業廢棄物清理及申報相關法規

有關工業廢棄物之產源責任已於前章重點說明，本章針對工業廢棄物
清 除 、 處 理 及 再 利 用 之 相 關 規 定 彙 整 如 表 3-1 所 示 ( 內 容 請 參 閱
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並依法規面及管理執行面說明如後
，以期業者可有效妥善處理或再利用廢棄物，並提升廢棄物自我管理。
表 3-1
廢棄物清
理法條文

第 28 條

第 31 條

第 31 條

第 31 條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相關規定彙整表(1/2)
相關子法/公告/法規命令

1. 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許可管理
辦法(92.04.30)
2.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理機構管
理辦法（100.10.24.修正）
3. 科學工業園區廢棄物共同清除處理機構
管理辦法(90.08.29)
4. 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理設
施管理辦法(91.01.30)
1. 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
(99.08.10)
2.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
事項（92.01.24）
1. 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事業（99.08.10.）
2. 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
、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
(96.03.1.27)
1. 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
機具（99.03.1.22）
2. 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規格
及操作維護事項 （100.03.09）

內

容

事業廢棄物之清
理方式說明

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應檢具事業及
其格式內容說明

網路傳輸方式申
報之事業及內容

清運機具裝設即
時追蹤系統(GPS)
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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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相關規定彙整表(2/2)
廢棄物清
理法條文

相關子法/公告

內

容

第 36 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95.12.14）

事業廢棄物之貯
存、清除處理方法
及設施標準

第 38 條

1. 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
類（97.03.05）
2. 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
法（97.09.05）
3. 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
棄物種類（92.04.22）

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過境、轉口管
理說明

第 42 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
理辦法(101.12.05)

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理機構許可
管理說明

第 39 條

1.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
利用管理辦法(101.01.19)
2.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
法（101.07.19.）
3. 科學工業園區事業廢棄物再利用
管理辦法（101.04.02.）

事業廢棄物之再
利用管理說明

第 76 條

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91.11.20）

廢棄物清理執行
內容說明

3.1 工業廢棄物之清除處理
3.1.1 相關法規規定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規範，事業廢棄物之清理，包括「自行
清除、處理」、「共同清除、處理」、「委託清除、處理」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為有效掌握廢棄物基線資料及清理流
向，則應依第 31 條規定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申報遞送聯單
及清運機具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等；另為使事業廢棄物妥善清
理，分別於第 36 條、第 38 條及第 42 條規定事業廢棄物貯存及清理方
式、廢棄物輸出入管理及公民營清除處理機構管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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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執行與管理說明
一、清除處理機構設置、許可管理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中針對清除、處
理機構取得許可訂定相關規定及審查程序，以下分別就清除、處理機
構申請許可之審查作業程序(見圖 3.1.2-1 及圖 3.1.2-2)，簡要說明。
(一) 清除機構
1. 申請書填具與申請
欲申請清除許可證之機構檢具相關文件，並向各地方環保
局提出申請。
2. 文件資格審查
在資格的審查，僅針對法令相關要求的文件進行檢核，不
牽涉到技術性的審查。經主管機關通過資格審核，會核相關單
位，彙整各單位之意見後，進行下一階段審查。
3. 召開審查會
主管機關須依申請案的性質，聘請委員進行審查，如委員
會否決該申請案時，則須依規定予以退件，若仍有疑義時，則
可由廠商提出說明或補充文件，委員會亦可授權由承辦單位進
行複核。
4. 資料補正與查核
申請者依規定完成資料補正或說明後，由主管機關依職權
規定決定予以核可，如仍無法符合規定時，則依予以退件。
5. 許可證核發
符合前述規定後，業者完成相關規費的繳納，即應核予清
除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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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流程

審查機關

清除機構填具申請文件，提出申請

資格不符

環保機關

初審文件審查

監理處、
貯存地等
相關機關

會核相關單位

退件

召開審查會

專家委員
通過

有疑義
否

限期補正

未通過

審查補正資料

環保機關

取得清除許可證
圖 3.1.2-1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證申請作業流程圖

(二) 處理機構
1. 填具申請文件並提出申請
依規定申請處理許可證者，於設置廢棄物處理場（廠）前
，應先取得主管機關同意設置文件（以下簡稱同意設置文件）。
因此業者須檢具相關文件向各地方環保局提出申請同意設置。
經主管機關通過資格審核，會核相關單位，彙整各單位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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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行下一階段審查。
2. 現場勘查
初步文件審查資格通過後，第 2 階段即進行現場勘查，以
了解未來在實質的設廠對於週遭環境的影響，必要時於本階段
亦會與其他的業務主管機關進行合併會勘。並將會勘的結果，
以紀錄或文字方式記載下來，以利後續改善之追蹤。
3. 召開審查會
依各處理機構申請案的技術特性，邀請該領域專業委員進
行申請案的審查，決議該申請案是否可通過，若申請案遭否決
仍有疑義時，則廠商可提出說明或補充文件，委員會亦可授權
由承辦單位進行複核。如通過技術性審查，代表處理機構經初
審符合設置要求，可取得設置許可。如無法通過審查員的要求
或補充文件仍無法符合時，則申請案將予以駁回並退件。
而申請者經依規定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核發機關得僅
就其申請處理同意設置文件與環境影響評估不相同之部分進行
審查，並應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併入許可條件。
4. 設置完成之試運轉申請作業
處理機構於規定的期限內完成處理設施設置時，則須依規
定提出試運轉計畫書。地方主管機關依所提供之試運轉計畫書
進行文件初核，符合相關規定者，則同意其進行試運轉計畫。
如文件未能齊全者，則須於期限內進行補正。
5. 試運轉報告審核
處理機構經核定試運轉後，依規定的條件進行試運轉，並
將試運轉之結果與衍生之各項操作條件進行紀錄，並彙集成試
運轉報告，送交技術委員會進行技術審核。經審查若皆達到標
準，則可進行下一階段取得許可證，如未能通過，技術委員會
可駁回退件，或要求重新提試運轉計畫書。
6. 許可證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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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述規定後，業者即可取得處理之許可證。
審查流程

審查機關

處理機構填具申請文件，提出申請
資格不符

退件

初審文件審查

環保機關

現場勘查

環保機關

召開技術審查會

專家委員

審查
未通過

駁回申請

取得同意核發設置文件

環保機關

設置完成，提報試運轉相關資料
退回修正

是否同意試運轉

環保機關

同意
駁回申請

未通過

進行試運轉測試，並提報試運轉報告審核

環保機關

通過

申請許可證
未通過

召開審查會審查

專家委員

通過

取得處理許可證
圖 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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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棄物輸出入管理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 1989 年 3 月在瑞士巴塞爾召開控制有
害廢棄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公約的簽署大會，並命名為「巴塞爾公約
」，該公約並於 1992 年 5 月 5 日正式生效。其設立的目的在於控制有
害廢棄物的越境移轉事宜。我國為符合該公約精神，依據廢棄物清理
法第 38 條發布「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以確保廢棄物
妥善處理。與廢棄物輸出入相關規定，尚包括「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
業廢棄物種類」及「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類」兩項
公告，及「廢棄物輸入輸出許可審查作業要點」。茲彙整重點說明如
下：
(一) 定義說明
1. 輸入：將其他國家之廢棄物運至我國之行為，但不包括轉口。
2. 輸出：將我國之廢棄物報關或通關出口至其他國家之行為。
3. 過境：其他國家之廢棄物以運輸工具載運至第三國，途經我國
通商口岸時貨品不起岸，由原運輸工具載運離境之行為。
4. 轉口：其他國家之廢棄物以運輸工具載運至第三國，途經我國
口岸時貨品需起岸，並於原口岸轉換運輸工具載運離境之行為
。
5. 有害廢棄物：指有害事業廢棄物、巴塞爾公約列管之有害性一
般廢棄物及經其他輸出國、接受國或過境國之國內立法認定為
有害之廢棄物。
(二) 廢棄物輸出入許可申請說明
1. 管制流程
除經公告為產業用料需求或禁止輸入之廢棄物種類外，其
餘之廢棄物應依規定申請核發許可後，始得進行輸出或輸入。
而事業、非事業及家戶產生之一般生活垃圾及其焚化灰渣，禁
止輸入及輸出。管制流程如圖 3.1.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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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輸入

廢棄物輸出

輸入者檢附有關文件
提出申請

輸入者檢附有關文件
提出申請

環保機關審查核准

環保機關審查核准

輸出國口岸
裝船出口

包裝作業準備輸出

海上運輸

本國境內運輸
並填具國內遞送聯單

運抵本國口岸

運抵輸出口岸

辦理貨品進口

辦理貨品出口

填具國內遞送聯單

填具海外遞送聯單

輸入本國境內

離開本國口岸

輸入者進行回收及處理

海上運輸
抵達接受國口岸

不定期稽查

地方環保機關

接受者提領貨品
遞送聯單簽字

廢棄物處理完畢
有害廢棄物處理完畢
遞送聯單第七聯

圖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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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資格(詳表 3.1.2-1)
表 3.1.2-1
項目

廢棄物輸出入申請資格彙整表

有害事業廢棄物
1.甲級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

一般事業廢棄物
1.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

輸入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具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具再
再利用資格及能力之事業
1.產生該廢棄物之事業

利用資格及能力之事業
1.產生該事業廢棄物之事業

2.甲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 2.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
輸出

構
3.執行機關
4.回收、處理業

3. 申請程序(詳表 3.1.2-2)
表 3.1.2-2
項目

廢棄物輸出入申請程序彙整表

有害事業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1.申請者→向直轄市、縣(市)主 1.申請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管機關申請→核轉中央主管
輸入

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

機關同意→直轄市、縣(市)主 2.許可期限為 3 年
管機關核發許可文件
2.許可期限為 1 年
1.申請者→向直轄市、縣(市)主 1.申請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管機關申請→核轉中央主管

輸出

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

機關同意→直轄市、縣(市)主 2.許可期限為 1 年
管機關核發許可文件
2.許可期限為 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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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出入許可申請書件說明
(1) 廢棄物輸出入許可申請書件包括申請書(貨品出口同意書
申請書、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應檢附書件(如表3.1.2-3
及表3.1.2-4所示)及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機關)指定之文件。
(2) 申請書表格可以管制編號及密碼登入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
訊網 (EMS，http://ems.epa.gov.tw/)填寫，操作說明書請自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資料下載/手冊區下載
(http://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 Func=7)，依系
統產出之「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
書」列印出 1 式 3 份，用印公司章與負責人，交由地方環
境保護局進行相關審核。
表 3.1.2-3

廢棄物輸入申請檢附書件一覽表

檢附文件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輸出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有害廢棄物輸出之文件
或輸出不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清理機構許可證或 限甲級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具再利用
資格及能力之證明文件及該事業之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
廢棄物來源及性質說明
經輸出國政府認可之
主要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
具之廢棄物檢測報告 有害成分分析檢測報告或毒
（1 年內）
性物質溶出量檢測報告
廢棄物預定分批啟運、輸入日期與數量、國內運送
路線、貯存處理場所及處理方式說明
國內運送過程緊急應變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
因故須退運出口或需代為處理時，其運輸與處理所
需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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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
廢棄物
★

一般事業
廢棄物
★

★
★
★
★
★

★
★
(3 年內)

★

必要時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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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4

廢棄物輸出申請檢附書件一覽表

檢附文件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有害廢棄物輸入之文件
或輸入不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接受國政府同意該一般事業廢棄物輸入之同意文件
或輸入不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接受國政府認可處理機構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
明文件及廢棄物處理或污染防治相關許可文件
申請輸出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醫療機構開業執照、甲級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證或回收、處理業登記證
申請輸出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醫療機構開業執照或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理機構許可證
廢棄物來源及性質說明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主要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 有害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之廢棄物檢測報告（一年 或毒性物質溶出量檢測
內）
報告
由本國至接受國之運輸過程及接受國處理機構清理
方式說明書
因故須復運進口時之運送合約及復運進口計畫
因故須復運進口時，其處理與運輸所需經費之財務
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運輸過程、復運進口過程之緊急應變措施及污染防
治措施
申請輸出者與接受國處理機構訂定之同意處理該廢
棄物之契約文件
五年內之申請者派員親赴接受國處理廠(場)實地勘
查處理能力與營運情形之報告書，並切結保證報告
內容屬實。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有害
廢棄物
★

一般事業
廢棄物
★

★
★
★

★

★

★
★
★

★
★(3 年內)

★

必要時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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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不得核發許可文件情形(詳表 3.1.2-5)
申請輸出入許可者有如表 3.1.2-5 之情形，主管機關不得核
發許可文件。
表 3.1.2-5

不得核發廢棄物輸出入許可之情形

不得核發許可之情形

輸入

曾輸入廢棄物，於回收、清除、處理過程中，發生嚴

★

輸出

重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活環境事實
曾輸出廢棄物未經妥善處理，經接受國政府通知
五年內曾遭查獲違法輸入/輸出一般事業廢棄物 5 次、

★
★

★

二年內輸入/輸出許可文件曾遭撤銷

★

★

曾轉借輸入/輸出許可文件予他人使用

★

★

未經主管機關同意，逕將輸入之廢棄物轉讓予他人

★

曾輸入廢棄物，有應退運出口而未辦理退運

★

有害混合五金廢料 3 次或其他有害廢棄物 1 次

曾輸出廢棄物，有應復運進口而未辦理復運

★

(三) 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類
1. 廢木材。
2. 熱塑型廢塑膠。但不含屬醫療廢棄物之熱塑型廢塑膠。
3. 廢紙。
4. 廢鋼(含不銹鋼)。
5. 廢單一金屬(銅、鋅、鐵、鋁、錫、鈦、銀、鎂、鍺、鎳、鎢)
，應符合下列要件：
(1) 不含汞成分。
(2) 具金屬性質(如金屬、合金或電鍍金屬)。
(3) 不包含粉末、污泥、灰渣或有害廢液。
6. 廢銅碎片：應符合下列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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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來源為裸銅線製程產生之銅碎片。
(2) 具金屬性質。
(3) 不含油脂。
(4) 銅含量大於(含)百分之 40。
7. 廢鋅渣，應符合下列要件：
(1) 來源為電鍍板表面及底部、壓鑄、熱浸電鍍板等製程產生
之鋅浮渣及鋅撇渣。
(2) 鋅含量大於(含)百分之 40。
(3) 有害物質需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性
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8. 廢鐵渣，應符合下列要件：
(1) 來源為煉銅製程產生之鐵渣(富含氧化鐵)。
(2) 於輸入時，僅得由水泥製造業輸入、使用。
(3) 有害物質需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性
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4) 主要金屬成分大於(含)百分之 40。
9. 廢鎂渣，應符合下列要件：
(1) 來源為鑄造及使用機器等製程產生之鎂浮渣或鎂沉渣。
(2) 鎂含量大於(含)百分之 40。
(3) 有害物質需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性
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10.廢觸媒：應符合下列要件：
(1) 用於石油化工原料製造及石油煉製等相關產業之製程或用
於機動車輛之觸媒轉化器。
(2) 含貴重金屬(金、銀、鉑、鈀、銥、銠、鋨、釕)、過渡金屬
(釩、鈷、鎳、銅、鋅、鉬)或沸石觸媒。
(3) 非屬重油加氫脫硫製程廢觸媒。
11.廢橡膠：不含廢輪胎及其處理後粒徑大於 4 公釐之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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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玻璃纖維布之切邊料及下腳料。但不含其碎屑及粉屑。
13.鋁銅混合廢料：指汽機車水箱及家電用品之散熱器(片)。
14.廢矽晶(塊、柱、圓、片或坩堝料)，應符合下列要件：
(1) 積體電路製造業或其他光電材料及元件製造業產生。
(2) 矽含量大於(含)百分之 90。
(3) 有害物質需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溶出毒性
事業廢棄物毒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者。
15.玉蜀黍、稻米、小麥或其他穀類之糠、麩皮及殘渣。
16.豆莢植物、澱粉製品之殘渣及類似殘渣。
17.甜菜渣、豆渣餅(大豆餅)。
18.提煉黃豆油及花生油所產生之其他固體殘渣(含油渣餅)。
19.棉子、亞麻仁(亞麻子)、向日葵子、油菜子、椰子及乾椰子肉
、棕櫚類核果及子仁及玉蜀黍(玉米)胚芽等之油渣餅及固體殘渣
物。
(四) 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類
1. 有害事業廢棄物，但屬下列情形者除外：
(1) 經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者。
(2) 不含油脂廢電線電纜。
(3) 非屬巴塞爾公約列管者，但混合五金廢料除外。
2. 廢皮革削皮（不適於製造皮製品者）及廢皮革粉。
3. 一般廢棄物中之生活垃圾及其焚化灰渣。
(五) 網路申報
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上網申報之事業，應依規定上網申報
廢棄物流向。
三、網路申報
有關網路申報業務係屬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之權責，針對
成立沿革、組織架構及網路申報相關規定說明如後。
(一) 成立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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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強化事業廢棄物的管制工作，環保署於 86 年開始進行設
立事業廢棄管制中心的先導計畫；87 年 7 月奉行政院核准，完成
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各縣市工作站資訊網路作業訓練。並自 88 年
起推動網路申報廢棄物流向制度及 89 年 10 月 21 日成立「事業廢
棄物管制中心」
，期藉由現代化資訊管理系統，以掌握事業廢棄物
之產源及流向，促使事業機構並妥善處置其廢棄物。
(二) 組織架構
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之組織編制乃設立於環保署廢管處之下
，編制有資訊組及勾稽稽查組，藉由資訊管理系統，對業者申報
的廢棄物資料予以比對、監控及勾稽，佐以現場稽查、告發取締
等工作，以監控全國事業廢棄物的流向，促使業者妥善處理，達
到源頭流向管理。其在清理管制的分工及定位詳見圖 3.1.2-4，而
組織架構詳見圖 3.1.2-5。
廢管處管制中心
環保單位
勾稽人力派駐

各級長官決策支援

勾稽稽查組

資訊組

流向管制

源頭管理

廢棄物產源

圖 3.1.2-4

清 除者

委 託處 理
再利用或境外

最終處置場

管制中心清理管制架構上分工及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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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

中 區 環境 督察 大隊

南 區 環境 督察 大隊

事 業 廢棄 物之 督察 稽查

事 業 廢棄 物之 督察 稽查

事 業 廢棄 物之 督察 稽查

事業 機構 事業 廢 棄 物清 除、 處理 資料 之勾 稽 、 比對 、統 計。
公民 營廢 棄物 清 除 處理 機構 清除 、處 理資 料 之 勾稽 、比 對、 統計 。
事業 廢棄 物最 終 處 置廠 處置 資料 之勾 稽、 比 對 、統 計。
篩選 出資 料異 常 名 單。
依製 程之 產能 因 子 ，編 撰完 整之 行業 別稽 查 手 冊。
依資 料異 常名 冊 排 定稽 查優 先順 序， 研訂 每 月 稽查 計畫 。
協調 環保 署督 察 大 隊督 導地 方主 管機 關執 行 事 業廢 棄物 流向 追蹤 管制 及 稽 查等 事項 。
追蹤 每月 稽查 成 果 ，定 期公 佈執 行績 效。
其他 交辦 事項 。

◎ 網際 網路 連線 申 報 系統 之規 劃、 設計 、操 作 及 維護 事項 。
◎ 事業廢棄 物清理計畫書 之收 集、建立及維護事 業廢棄物 產源基線 資料及廢棄物 代碼
資料 之研 訂及 修 正 等事 項。
◎ 收集 、建 立及 更 新 公民 營廢 棄物 清除 處理 機 構 清 理 能量 資料 及 代 碼 資料 等 事 項 。
◎ 各目 的事 業主 管 機 關調 查事 業廢 棄物 質、 量 資 料之 收集 及建 檔 等 事項 。
◎ 其他 交辦 事項 。

◎
◎
◎
◎
◎
◎
◎
◎
◎

北 區 環境 督察 大隊

主任

事 業廢 棄 物 政策 研訂 及 法 規 修 正、 釋 示 等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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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組織架構圖(2000 年成立之後)

圖 3.1.2-5

勾稽稽查組
資訊組

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

聯繫
各科
事業廢棄物管理

環境督察總隊
廢棄物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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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申報規定
事業如屬「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
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99.08.10）」之指定
公告事業，應依「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
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
頻率(96.02.27.)」規定，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各項資料。
網路申報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網址為
http://waste.epa.gov.tw)進入申報，申報介面如圖 3.1.2-6 所示，相
關申報管制重點歸納如下。

定期申報項目

廢棄物清運/處理時流向
申報項目

圖 3.1.2-6

事業網路申報介面

1. 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
(1) 應於每月月底前，連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
物料使用量及主要產品產量或營運狀況資料、事業廢棄物
產出之種類及描述、數量、再生資源項目、數量等資料。
(2) 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連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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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連線申報無產出廢棄
物狀況。
2.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1) 應於每月 5 日前連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
貯存情形資料。
(2)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地點貯存，應依規定連線申報廠外貯存情形，並應比
照本公告事業將廢棄物清除至處理者之申報規定，連線申
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而清除、貯存者亦應比照本公告
清除、處理者申報規定，連線申報接收廢棄物清除、貯存
情形。
(3) 清除、處理、再利用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
，應申報項目、內容、頻率及方式，應於每月5日前申報其
機構內接受指定公告事業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情形資料。
3. 連線申報聯單遞送方式
(1) 依公告所規範之各相關機構除須依連線申報作業規定辦理
外，亦應將網路申報之清除、處理、再利用或輸出資料列
印出 1 式 3 份遞送聯單。遞送三聯單經清除者簽收後，1
份由事業自行存查，另 2 份應隨同廢棄物由清除者於 48 小
時內送交處理、再利用或輸出者簽收，如適逢假日得順延
至次 1 工作日簽收，清除者保存 1 份，由廢棄物處理、再
利用或輸出者存查 1 份，廢棄物處理、再利用者應於收到
廢棄物之 30 日內完成廢棄物處理、再利用作業。
(2) 指定公告事業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共同清除、處理方式清理廢棄物，因景氣因素或處理設施
容量不足，共同清除處理機構無法於收到廢棄物之 30 日內
完成廢棄物處理作業，得由該共同清除處理機構報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不受應於收到廢棄物之 30 日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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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廢棄物處理作業之時間限制。
(3) 遞送聯單資料應自行保存 3 年以供查核。
若事業具再利用身分，除應依前述規定申報外，另須進行收受廢
棄物之貯存情形、聯單點選及營運紀錄等相關申報作業(申報介面如圖
3.1.2-7 所示)，說明如下。
(一) 收受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再利用指定公告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於每月 5 日
前連線申報其機構內接受指定公告事業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情形
資料。
(二) 聯單點選申報
再利用機構於收受廢棄物時，應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
形、處理方法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料之依據。另應於再利用作業
完成後 24 小時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再利用作業完成日期時間及產
品名稱、數量等資料。
(三) 營運紀錄申報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利用許可之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所定再利用管理辦法公告或附表之管理方式，收受未受
環保署列管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者，應於每月 10 日前依下列規定
主動連線申報其前月之營運紀錄，如有報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
營運之狀況時亦同；另於廢棄物處理或再利用完成後，申報其完
成日期。
1. 接受委託清除、處理或再利用廢棄物之來源、種類及描述、數
量、收受日期、方法、過程、使用清除機具及流向去處等資料
。
2. 再利用廢棄物種類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時，應一併申報依事業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應填具之 1 式 6 聯遞
送聯單單號。
3. 營運紀錄內容以申請許可核准、再利用登記檢核通過依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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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法第 39 條規定接受委託清除再利用廢棄物等事項為範圍，
不適用公告事項十免連線申報廢棄物之規定。

圖 3.1.2-7

再利用機構收受廢棄物網路申報介面

四、廢棄物清除管理
「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行為；而「處理」則係指
中間處理、最終處置及再利用等行為。其清理方式可依廢棄物清理法
第 28 條規定辦理「自行清理」、「共同清理」、「委託清理」及「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其清除機具則須依「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規定裝設即時追蹤系統(GPS)，相關說
明如下：
(一) 廢棄物清運機具相關規定
1. 清運機具標示內容
包含 1.清除機構名稱、電話號碼、2.清除機構所屬之縣市名
稱、3.清除機構許可證字號、4.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告示
牌，且應於車頭車身兩側均須標示，如圖 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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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
車
頭
、
車
身
兩
側
均
須
標
示

清除機
構名稱

清除機
構許可
證字號
公司電話

圖 3.1.2-8

廢棄物清運機具標示位置示意圖

1. 清運機具車體規格要求應符合道路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
2. 廢棄物清運機具應遵守事項
(1) 於清除運送過程中，應防止廢棄物飛散、濺落、溢漏、惡
臭擴散、爆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的情事發生。
(2) 不具相容性之廢棄物不得混合清除。
(3) 事業自行或委託清除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至該機構以外，
應紀錄清除廢棄物之日期、種類、數量、車輛車號、清除
機構、清除人、處理機構及保留所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處置
證明。前項資料應保留 3 年，以供查核。
(4) 污泥於清除前，應先脫水或乾燥至含水率百分之 85 以下；
未進行脫水或乾燥至含水率百分之 85 以下者，應以槽車運
載。
(5) 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則應注意下列事項：
A. 應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分開清除、處理
B.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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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運機具：清除事業廢棄物之車輛、船隻或其他運送工
具於清除過程中，應防止事業廢棄物飛散、濺落、溢漏
、惡臭擴散、爆炸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情事發
生。
b. 分開清運：不具相容性之事業廢棄物不得混合清除。
c. 清運車輛：應標示機構名稱、電話號碼及區別有害事業
廢棄物特性之標誌，並應隨車攜帶對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緊急應變方法說明書及緊急應變處理器材。
d. 感染性廢棄物之清運車輛：
z 除依上列規定外，並應符合以不同顏色容器貯存之廢
棄物不得混合清除。
z 於運輸過程，不可壓縮及任意開啟。
z 運輸途中應備有冷藏措施，並維持正常運轉。
z 於裝卸過程若無工作人員在場，應保持清除車輛倉門
關閉並上鎖。
(二) 清運機具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之廢棄物種類
依據「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公告事
項三(三)及(四)規定，公告列管事業及再利用機構清運產生表
3.1.2-6 中廢棄物之清運機具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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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6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清運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種類

廢棄物種類或名稱
項次
廢棄物種類或名稱
20 不良礦石
有害事業廢棄物
21 金屬冶煉爐石(碴)
非有害顯影液
22 爐石(碴)或礦渣混合物
非有害廢鹼
23 廢耐火材
非有害廢酸
24 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
非有害有機廢液或廢溶劑
25 石材廢料(板、塊)
非有害廢液
26 營建混合物
非有害油泥
27 燃油鍋爐集塵灰
焚化爐灰渣
28 鋁二級冶煉程序集塵灰
有機性污泥
29 煤灰
無機性污泥
30 蔗渣煙爐灰
污泥混合物
31 鈷錳塵灰
漿紙污泥
斃死畜禽或畜禽屠宰下腳 32 潛弧銲渣
料
非有害廢集塵灰或其混合 33 廢鑄砂
物
34 電弧爐煉鋼爐碴(石)
爐渣
35 感應電爐爐碴(石)
重油灰渣
36 化鐵爐爐碴(石)
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
金屬冶煉爐渣（含原煉鋼 37 高爐礦泥、轉爐礦泥及熱軋礦
出渣）
泥
38 旋轉窯爐碴（石）
非有害礦渣

五、廢棄物處理管理
關於工業廢棄物處理之相關管理，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理方法及設施標準」對事業廢棄物之中間處理方法做規範，並對有害
事業廢棄物訂定檢測項目及監測頻率，同時要求廢棄物處理完成後須
做妥善處理紀錄報告，詳細規範內容說明如下：
(一)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中間處理方法
一般事業廢棄物除再利用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先
經中間處理，其處理方法如下：
1. 可燃性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以熱處理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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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廢變壓器其變壓器油含多氯聯苯重量含量在百萬分之二以上未
達百萬分之五十者：
(1) 廢變壓器應先固液分離，其金屬殼體以回收或物理處理法
處理。
(2) 變壓器油或液體，應以熱處理法處理。
(3) 其他非金屬之固體廢棄物，不可燃物以衛生掩埋法最終處
置，可燃物以熱處理法處理。
3. 人體或動物使用之廢藥品：以熱處理法處理。
4. 製造二氯乙烯或氯乙烯單體之廢水處理污泥：以熱處理法處理
。
(二)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中間處理方法
有害事業廢棄物除再利用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先
經中間處理，其處理方法如下：
1. 含氰化物：以氧化分解法或熱處理法處理。
2. 有害性廢油、有害性有機污泥或有害性有機殘渣：以油水分離
、蒸餾法或熱處理法處理。
3. 廢溶劑：以萃取法、蒸餾法或熱處理法處理。
4. 含農藥或多氯聯苯廢棄物：以熱處理法處理。
5. 含鹵化有機物之廢毒性化學物質：以熱處理法或化學處理法處
理。
6. 反應性有害事業廢棄物：以氧化分解法或熱處理法處理。
7. 廢酸或廢鹼：蒸發法、蒸餾法、薄膜分離法或中和法處理。
8. 含汞及其化合物：乾基每公斤濃度達 260 毫克以上者，應回收
元素汞，其殘渣之毒性特性溶出程序試驗結果汞溶出量應低於
0.2 毫克／公升；乾基每公斤濃度低於 260 毫克，以其他方式中
間處理者，其殘渣之毒性特性溶出程序試驗結果應低於 0.025 毫
克／公升。
9. 含有毒重金屬廢棄物：以固化法、穩定法、電解法、薄膜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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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蒸發法、熔融法、化學處理法或熔煉法處理。廢棄物中可
燃分或揮發性固體所含重量百分比達百分之 30 以上者，得採熱
處理法處理。
10.鋼鐵業集塵灰：以資源回收、固化法或穩定法處理。
11.戴奧辛廢棄物：以熱處理法處理。
12.含有毒重金屬之廢毒性化學物質：以化學處理法、固化法或穩
定法處理。
13.其他非屬含鹵化有機物或含有毒重金屬之廢毒性化學物質：以
熱處理法、化學處理法、固化法或穩定法處理。
14.貯存毒性化學物質或其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容器：採化學處理
法、熱處理法或洗淨處理法處理；採水洗淨處理者，須有妥善
廢水處理設施。
15.屬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石綿及其製品：經潤濕處理，再以厚度萬
分之六十公分以上之塑膠袋雙層盛裝，開口綁緊後袋口反折再
綑綁一次後，堅固之容器中，或採具有防止飛散措施之固化法
處理。
(三) 事業廢棄物紀錄格式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0 條規定，處理機構(受託人)完成廢棄物
處理後，應開具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紀錄文件給予委託者，其文
件格式則依據「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紀錄文件格式」規定，如表
3.1.2-7 所示。
(四) 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檢測管理
依據「有害事業廢棄物檢測及紀錄管理辦法」規定各有害事
業廢棄物之監測項目及監測頻率，並將檢測結果製作成有害事業
廢棄物檢測紀錄報告書，以書面或是電子檔方式保存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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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7

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紀錄文件

1.聯單編號
2.事業機構

3.清除者

4.處理者或最終處置
者

5.清運日期及時間

6.廢棄物清除機具車
號
事

業

廢

棄

物

描

述

9.原廢
13.主要(
17.廢棄
7.產生 8.製造
11.物理 12.有害
14.清理 15.廢棄 16.容器
棄物代 10.物種
有害)成
物重量(
行業別 程序
性質
特性
方式 物顏色 數量
碼
分
公噸)

18.處理場(廠)地址(或最終處置場(廠)
地址)
19.處理方法
20.處理(場)廠收受日期及時間
(或最終處置收受日期及時間)
21.處理(場)廠完成日期及時間
(或最終處置完成日期及時間)
茲保證上述事業所委託之事業廢棄物已妥善處理(許可內容如附件)
處理者 :
(請蓋機構印鑑及負責人簽名蓋章)
負責人 :

處理技術員 :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______年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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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廢棄物貯存管理
(一) 一般事業廢棄物
1. 依主要成份特性分類貯存
2. 保持清潔完整(圖 3.1.2-9)
3. 堅固抗蝕
4. 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流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圖
3.1.2-10)
5. 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惡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
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圖 3.1.2-11)
6. 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圖 3.1.2-12)
7. 不具相容性之廢棄物分別貯存

圖 3.1.2-9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保持完整清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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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0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防水進入及滲透污染措施示意圖

圖 3.1.2-11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收集或防止污染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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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2 一般事業廢棄物貯存場所標示名稱示意圖
(二) 有害事業廢棄物
1. 依危害特性分類貯存(圖 3.1.2-13)
2. 應以固定包裝材料或容器密封盛裝，置於貯存設施內，分類編
號，並標示產生廢棄物之事業名稱、貯存日期、數量、成分及
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圖 3.1.2-14~圖 3.1.2-17)。
3. 貯存容器設施具有相容性。
4. 貯存以 1 年為限，欲延長者，應於屆滿 2 個月前向貯存設施所
在地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並以 1 次為限，且不得超過 1 年。
5. 應設置專門貯存場所，其地面應堅固，四周採用抗蝕及不透水
材料襯墊或構築。
6. 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流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圖
3.1.2-18)
7. 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惡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
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8. 應於明顯處，設置白底、紅字、黑框之警告標示，並有災害防
止設備(圖 3.1.2-19)。
9. 地下貯存容器，應有液位檢查、防漏措施及偵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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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配置警報設備、滅火、照明設備或緊急沖淋安全設備。
11.應依其危害特性種類配置所須之監測。

圖 3.1.2-13 有害事業廢棄物分類貯存示意圖

圖 3.1.2-14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示意圖(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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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固定包裝材料
或容器密封盛裝，
置於貯存設施內

圖 3.1.2-15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示意圖(內部)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代碼：
事業名稱：
有害成分：
事業包裝貯存日期：

容器編號：
重量：

公斤

圖 3.1.2-16 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示意圖(標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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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毒性事業廢棄物

2.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
TCLP WASTE

3. 戴奧辛有害事業廢棄物

4. 多氯聯苯有害事業廢棄物

5. 腐蝕性事業廢棄物

6. 易燃性事業廢棄物(固體)

圖 3.1.2-17 有害事業廢棄物標識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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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易燃性事業廢棄物(液體)

8. 反應性事業廢棄物(易爆炸)

9. 反應性事業廢棄物(易產生毒氣)

10. 石綿及其製品廢棄物

圖 3.1.2-17 有害事業廢棄物標識圖(2/2)

圖 3.1.2-18 有害廢棄物貯存場所收集或防止污染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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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9 有害廢棄物貯存場所設置警告標示及災害防止設備示意圖

3.2 工業廢棄物之再利用
3.1.2 相關法規規定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9 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應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定辦理。爰此，相關再利用之許可申請、申報、種類及運作
管理規定，則可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制訂之管理辦法及管理方式辦理
，包括「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經濟部事業廢
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等。
3.2.2 執行與管理說明
一、再利用許可管理模式
目前已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9 條授權訂定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
法之部會，包括經濟部、農委會、衛生署、內政部、國科會、財政部
、教育部、交通部、通傳會及環保署等 10 大部會。以工業廢棄物為例
，其所發布之再利用管理辦法所涵蓋之再利用運作模式，包含「廠內
再利用」、「公告再利用」及「許可再利用」等 3 種，其中許可再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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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又可分為試驗計畫、個案許可再利用及通案許可再利用，其許可管
理模式詳如圖 3.2.2-1 所示，其中廠內再利用部分僅需於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中載明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可，另針對公告再利用及許可再利用
之申請流程說明如後。
再利用分類

廠內自行再利用

管 理

許 可

公告對象
(廢清法§31-1.1)

清理計畫書經主管機
關核准後，得於場(廠
內)進行再利用

非公告對象

得自行於場(廠)內再利
用

性質安定
公告再利用

再利用技術成熟
廣為應用

許可再利用

向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圖 3.2.2-1

公告再利用種類及
管理方式
得逕依管理方式規定
進行再利用
經核准後進行再利用

1.申報
2.稽查處分(嚴重者停
工)
環保署1項、經濟部57項、
農委會9項、內政部9項、
衛生署12項、財政部2項、
交通部8項、通傳會5項，
合計103項
1.再利用登記檢核
2.申報(含營運紀錄)
3.稽查處分(嚴重者停工)
1.再利用登記檢核
2.申報(含營運紀錄)
3.稽查處分(嚴重者停工)
4.廢止許可

現行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許可管理現況

(一) 公告再利用
再利用廢棄物種類若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公告再利用廢棄
物，則再利用機構應依「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
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公告事項
三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公告事項八(三)與公
告事項九之規定，檢具再利用檢核表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再由該等機關核發再利用機構管制編號，有關申
請公告再利用登記檢核流程如圖 3.2.2-2，待完成取得再利用機構
管制編號後始得上網點選收受再利用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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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受理時，除應審視再利用廢棄物是
否符合相關規定(包含來源、允收標準、再利用產品用途及運作管
理規定等)，針對同時具有許可再利用資格之再利用機構，另應檢
視整體再利用申請總量(包括公告再利用廢棄物再利用量+個通案
許可量)是否超出設備處理量能，以確認其再利用處理能力。
(二) 許可再利用
對於再利用廢棄物非屬公告再利用廢棄物種類者，則應依規
定辦理許可再利用申請，由再利用機構與產源機構共同提出申請
書件，經書面完整性審查、現場實質審查及核發許可三階段辦理
其許可審查流程如圖 3.2.2-3 所示。經許可後，再利用機構再依「
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
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公告事項四及「應檢具事業廢
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公告事項八(二)之規定，檢具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再利用許可證明文件資料及再利用登記檢核表向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再利用機構管制編號。

64

第三章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再利用相關規定

登記案

身分申請案

已 有 再 利用 機 構管 制 編號 者 ，
欲 增 加 廢棄 物 收受 項 目或 取 得
管 制 編 號逾 2年 申 請續 用

未 有 再 利用 機 構管 制 編號 者

上 網 填 寫再 利 用登 記 檢核
申請表

列 印 一 式兩 份 申請 書 連同 附 件
用 印 後 函送 環 保局 審
查
檢核

書
書面檢核
面審查

現勘

由 地 方 環保 局 函發 事
業 管 制 編號

圖 3.2.2-2

發 文 至 事業 管 編
得續用

再利用登記檢核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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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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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通案再利用許可審查流程(以工業廢棄物為例)

第三章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再利用相關規定

二、網路申報管理
再利用機構收受再利用廢棄物應依「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
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
式、項目、內容及頻率」規定辦理相關聯單申報作業。
(一) 遞送聯單申報
1. 再利用廢棄物收受後 24 小時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形、
處理方法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料之依據。
2. 於再利用作業完成後 24 小時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再利用作業完
成日期時間及產品名稱、數量等資料。
3. 遞送聯單資料應自行保存 3 年以供查核。
(二) 營運紀錄申報
對於收受再利用廢棄物之產源非屬「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
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
事業」之列管事業者，則應辦於每月 10 日前依下列規定主動連線
申報其前月之營運紀錄，如有報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之狀
況時亦同。
(三) 產能申報
1. 於每月月底前，連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料使
用量(包含再利用廢棄物使用量)及主要產品產量或營運狀況資
料、事業廢棄物產出之種類及描述、數量、再生資源項目、數
量等資料。
2. 於每月 5 日前申報前月底收受再利用廢棄物及衍生廢棄物之貯
存量。
(四) 再利用產品銷售流向申報
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20 條之 1 規定，
於每月 10 日前主動連線申報前月再利用產品名稱及其銷售對象、
證號、地址、銷售量、事業廢棄物代碼、名稱及使用量與前月底
之再利用產品庫存量相關資料；如無再利用產品銷售時，亦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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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前月底之再利用產品庫存量或無再利用產品庫存。
三、再利用廢棄物貯存管理
應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9 條規定，
應於收到廢棄物 30 內完成廢棄物再利用作業，其再利用廢棄物詳細貯
存規定請參第 3.1.2 節之廢棄物貯存管理。

以上為工業廢棄物清理及申報相關法規規定之重點說明，如有事
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檢具及申報或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操作方
式等問題，可洽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 0800-059-777 免付費專線諮詢。
針對清理管理實務問題與解答及相關解釋文，則分別彙整說明於第六
章及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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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事業自主檢查及環保機關查核

4.1 事業自主檢查
綜觀近年對於事業廢棄物政策之推動，管理作法已日趨嚴謹。為使事
業各項環境管理工作能確實符合環保法規避免受罰，特彙整製作「事業廢
棄物自主檢查表」(詳表 4.1-1)，提供事業檢視廢棄物管理之程度，藉以達
到自主管理、持續改善之環境管理目標。此外，建議事業宜訂定工業廢棄
物教育訓練計畫，針對製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性質、危害特性、貯存方法
、法規規範等，納入教育訓練中，提升員工對於工業廢棄物之管理能力及
環保理念，並定期進行教育訓練成效評估，依據評估結果修正訓練內容。
另建議訂定工業廢棄物減量之目標，強化源頭減廢之觀念，鼓勵研發新技
術或新製程以減少廢棄物產出量，推行綠色產業，利用無毒原料取代有害
物質，減少廢棄物產出量及降低處理成本。以下針對事業自主檢查之目的
、表單架構及使用對象及時機說明如下。
一、目的
(一) 提供整合性自主管理紀錄表單
(二) 簡化環境管理之執行程序
(三) 提昇事業自主管理能力
(四) 避免違反環保法規而受罰
(五) 協助新進人員之業務接軌
二、表單架構
該表單之項目係依據事業廢棄物管理相關法規研擬，表單設計之
目的在於強化事業自主管理能力，表單中各項項目及查核時間可由業
者依據實際需求增修調整。本表單僅供業者自行參考使用，仍須依據
廢棄物實際產出情形查核發現之缺失擬定改善計畫。
三、使用對象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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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主檢查紀錄表主要提供事業廢棄物專責人員或管理與執行人
員使用，每年不定期自我查核至少 2 次。除此之外，若專責人員異動
，新任專責人員應於交接完成後 1 個月內重新檢視自主檢查紀錄表並
實施自我查核乙次，以檢核及確認是否依循法令規範執行業務。
表 4.1-1 事業廢棄物自主檢查表(1/4)
項目

一、清理計畫書
二、網路申報資料
三、廢棄物清除、處理及再利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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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內容
1.事業基本資料已符合現況
2.主要原物料(添加劑)已符合現況
3.主要產品(副產品)已符合現況
4.廢棄物及產出情形已符合現況
5.廢棄物清理方式已符合現況
6.現場製程已符合清理計畫書中載明之程序(如自
行處理)
7.相關附件資料(包含製程流程圖、廠區配置圖…
等)完整無誤
1.申報系統中之基線資料(含廢棄物代碼設定)內
容與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內容相符
2.事業廢棄物產出種類、數量與產能情形申報資
料無誤
3.依規定完成申報「營運紀錄」
4.完成 84 小時聯單確認作業
5.完成 35 日廢棄物完成處理之聯單確認作業
6.廢棄物自行處理及廠內再利用已完成聯單相關
申報作業
1.委託清除/處理/再利用機構之廢棄物許可內容
正確無誤
2.委託清除/處理/再利用機構之許可尚未到期
3.委託清除/處理/再利用契約期限尚未到期
4.委託清除/處理/再利用契約內容簽訂完整
5.污泥於清除前，應先脫水或乾燥至含水率 85%
以下；未進行脫水或乾燥至含水率 85%以下者
，應以槽車運載。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
法及設施標準§13(2)）

查核結果 查核事實

預計改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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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事業廢棄物自主檢查表(2/4)
項目

查核內容

查核結果 查核事實

預計改善
方式

三、廢棄物清除、處理及再利用

6.事業自行或委託清除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至該
機構以外，應記錄清除廢棄物之日期、種類、
數量、車輛車號、清除機構、清除人、處理機
構及保留所清除事業廢棄物之處置證明。本項
資料應保留三年。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
法及設施標準§15）
7.廢棄物之委託清除處理皆已與清除者、處理業
者簽訂契約或取得執行機關同意處理文件。
（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43）
8.委託清理之廢棄物皆已取得處理/再利用機構所
開具之妥善處理紀錄文件。（廢棄物清理法§30
）
9.有害事業廢棄物經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
準」第 5 條第 1 款規定申請表列排除核准者，
應每 6 個月檢測 1 次。(有害事業廢棄物檢測及
紀錄管理辦法§4(1))
10.有害事業廢棄物中間處理後之廢棄物，應由處
理者每 6 個月檢測 1 次。但經連續 2 次檢測結
果均未超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者，得改
為 1 年檢測 1 次。(有害事業廢棄物檢測及紀錄
管理辦法§4(2))

四、廢棄物貯存方法 設/施

1.有害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已分開貯存（事業廢棄
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5、6(1)(1)、7
、8）
2.廢棄物已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類貯存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7(1)(1)）
3.廢棄物貯存設施或地點保持清潔完整
4.貯存容器、設施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性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6(1)(3)）
5. 事業廢棄物貯存設施或地點於明顯處以中文
標示名稱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
施標準§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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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事業廢棄物自主檢查表(3/4)
項目

查核內容
6.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固定包裝材料或容器密封盛
裝，置於貯存設施內，分類編號，並標示產生
廢棄物之機構名稱、貯存日期、數量、成分及
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之標誌。
（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7(1)(2)）
7.廢棄物現場貯存量與貯存申報量相符
8.廢棄物貯存設施具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
流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10(1)(1)）
9.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惡臭等，已有
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空氣

四、廢棄物貯存方法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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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理方法及設施標準§6(1)(2)）
10.有害事業廢棄物已設置專門貯存場所，其地面
應堅固，四周採用抗蝕及不透水材料襯墊或構
築。（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
準§11(1)(2)）
11.有害事業廢棄物於明顯處，設置白底、紅字、
黑框之警告標示，並有災害防止設備。（事業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11(1)(4)
）
12.有害事業廢棄物設於地下之貯存容器，具有液
位檢查、防漏措施及偵測系統。（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11(1)(5)）
13.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應配置所須之警
報設備、滅火、照明設備或緊急沖淋安全設備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11(1)(6)）
14.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期限以一年為限，若有特
殊情形，應獲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延長
後始得延長。（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
及設施標準§7(2)）
15.廢棄物貯存設置地點存放且製作貯存紀錄。

查核結果 查核事實

預計改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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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事業廢棄物自主檢查表(4/4)
項目

查核內容

查核結果 查核事實

四、廢棄物貯存方法
設施

預計改善
方式

五、廢棄物處理 再利
/
/ 用設備狀況 處理 再
(
/
利用機構適用 )

16.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認定之易燃性
事業廢棄物、反應性事業廢棄物及毒性化學物
質廢棄物，應依其危害特性種類配置所須之監
測設備。其監測設備得準用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法、勞工安全衛生法之監測設備規範。（事業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11(1)(7)
）

六、污染防治 制(
設備運作狀況

1.產品銷售/庫存紀錄與申報資料相符
2.產品已有相關認驗證證明文件
3.產品已符合相關法規或許可內容規定
4.廢棄物處理設備操作及維護紀錄已符合法令或
相關許可資料規定紀錄
5.廢棄物處理或再利用實際運作現況與相關許可
或法規規定內容一致

)

1.污染防治(制)設備處理能力足夠且無異常
2.污染防治(制)設備運作現況符合相關許可內容(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規定
3.污染防治(制)設備操作/維護紀錄符合法令或相
關許可資料規定

其他有關廢棄物管理成效之說明

填表人

日期

年

月

日

說明：
1.紀錄方式：符合- ○；不符合-X；有待改善- ᇞ；無此項目-無或「-」 。
2.法條標註：標示於本表法令名稱後之數字為條次編號，依序為「§條（項）（款）
（目）
」。
3.有法條標註之查核項目，應務必符合，以避免違反法令而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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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環保機關查核
4.2.1 查核時應配合事項及義務
為確保事業之事業廢棄物有妥善清理，相關環保機關於不定期會辦理
現場稽查業務，表 4.2-1 為彙整環保人員相關稽核重點提示，依查核項目列
出所應備妥相關文件，藉以提升業者有關廢棄物之文件及現場實務管理。
該等文件之保存期限依規定應保存 3 年，以供查核。
表 4.2-1 現場查核重點及其相關調閱文件清單(1/2)
查核重點
基本資料

網路申報

文
件
查
核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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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內容
備查文件
相關許可資料與實際現況 工廠登記、營利事業登記、廢棄
是否相符
物自行清除、自行處理許可文件
、環保專責人員、檢測報告等。
核對網路申報內容與實際 用水/電量紀錄、產品銷售紀錄(
現況之合理性
產品去化證明、買賣發票或契約

)
清理計畫書
評估製程、使用原料及產 用水/電量紀錄、操作日報表/月
生的廢棄物是否合理(確 報表(或領料/進料單)
認是否短報或漏報)
清除處理流向 核對清理/再利用契約有 清理/再利用契約
效時間及清理或再利用資
格
確認聯單之異常紀錄
廢棄物清運聯單紀錄、妥善處理
證明文件等。
環保法規裁罰 追蹤確認告發、處分情形 視改善內容而定，如申報資料。
紀錄及目前處 之改善方式及改善執行現
況
理方式
再利用/處理紀 確認後端產品流向、產品 許可文件、產品銷售紀錄(產品去
錄文件(再利用 庫存量及銷售量是否異常 化證明、買賣發票或契約)及檢測
分析資料等相關證明文件。
/處理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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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現場查核重點及其相關調閱文件清單(2/2)
查核重點

查核內容

準備文件

生產流程及製 確 認 製 程 產 生 之 廢 棄 物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用水/電量紀
程

與 廢 棄 物 清 理 計 畫 書 中 錄、操作日報表/月報表
所申報之種類與數量是
否合理

貯存方法及貯 廢 棄 物 貯 存 方 法 及 設 施 －
存設施設備

設備法規符合度
核 對 廢 棄 物 實 際 貯 存 量 貯存申報資料、廢棄物貯存場所
與貯存申報量

製
程

進出紀錄

廢棄物處理/再 抽 查 該 廠 廢 棄 物 處 理 設 操作日報表/月報表、維護紀錄
利用設備狀況 施 及 設 備 操 作 維 護 資 料
，以確保所產生的廢棄物

查

皆有最佳的處理程序

核

確 認 廢 棄 物 處 理 或 再 利 處理設備相關許可資料(如清除

項

用 實 際 運 作 現 況 與 相 關 處理許可、再利用許可)

目

許可或法規規定是否相
符
1 年內之環保 追蹤確認告發、處分情形 視改善內容而定，如貯存情形。
法規裁罰紀錄 之 改 善 方 式 及 改 善 執 行
及目前處理方 現況
式
污染防治設備 檢 視 污 染 防 治 設 備 之 處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水污染防
運作狀況

理能力、操作維護狀況及 治許可證(文件)、操作/維護紀錄
運作現況

、檢測資料、用水/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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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環保機關擬定之相關稽查作業程序
對於環保單位之稽查作業程序可分為 3 階段，包括「現場查核」
、「處
分及限期改善」及「不法利得追繳」等階段，詳細說明如後。
一、現場查核階段
稽查人員至現場須主動出示證明文件以表明身分並說明來意後，
再行辦理現場查核(包含文件查核及製程查核)相關事宜，其現場查核
要點如表 4.1-1 所述，過程中業者可針對異常情形進行說明或出示相關
證明文件。
對於具有自行處理或處理/再利用身分者之查核若有異常者，必要
時可採取功能查驗作業，以確認處理/再利用設施功能足夠，且符合相
關許可文件內容。其功能查驗程序包含按處理流程之各處理單元檢查
、操作參數查驗、各單元操作控制紀錄及測定等資料蒐集，並整理受
查資料期間處理或再利用設施相關用電、用水量等資料及支出憑證，
加以執行合理性分析，並比對許可證登記內容及同資料期間之網路申
報文件，據以認定是否有違反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流程如圖 4.2-1 所
示。
稽查
說明

現場文件查核

研判違規樣態

現場製程查核
事業針對異常情
形進行說明或出
示相關證明文件

製作稽查紀錄

圖 4.2-1 環保單位稽查作業-現場查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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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否
違法

填寫設備功能查
驗表及拍照存證

綜合討論

是

現場設備功能
查驗

否
設備
功能
是否
異常

填寫現場查核檢
查表及拍照存證

現場製程查核

現場文件查核

說明稽查目的

出示稽查證件

調閱文件

結案

處
分
是 及
限
期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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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分及限期改善
若查核結果有違反法規者，稽查人員將於稽查紀錄附上佐證資料(
檢驗報告、違規相片…等)辦理告發處分作業及限期改善，若違規行為
涉有刑責及不法利得者，則分別得函請當地地檢署依法偵辦及辦理不
法利得追繳作業，流程請參考圖 4.2-2 所示，另詳細說明如後。
(一) 違規行為涉及按日連續處罰者
另若違規行為涉及按日連續處罰之相關條文內容(廢棄物清
理法第 50 條~第 53 條及第 55 條)，除依法處以罰鍰外，並限期令
其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日連續處罰，並應依據職權
逐日查驗，確認其未改善完成，始據以裁罰，並持續追蹤其污染
改善情形。
(二) 違規行為涉及不法利得者
違規行為若涉及不法利得者，得辦理不法利得追繳作業。倘
因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所得之利益，於未超過廢棄物清理法法定罰
鍰最高額者，於裁處罰鍰裁量時應予審酌該利益（行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參照）。
處分作業

按日連罰

限期改善

改善追蹤

結案
列管追蹤污染改
善情形

否

逐日查驗改善事
項並開具裁處書，
直至改善完成

查驗通
過

是

事業報請查驗

是否須
限期改
善

開具告發 處/分單

檢具違規相關佐
證資料

涉及不
法利得

是

否

不法利得追繳

圖 4.2-2 環保單位稽查作業-處分及限期改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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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法利得追繳程序
若違規行為涉及不法利得者，其所得利益高於裁罰罰鍰或有應罰
未罰之情形時，為填補制裁漏洞，防止脫法行為，以符合公平正義原
則，爰依據行政罰法第 18 條第 2 項及第 20 條規定，予以加重裁罰或
追繳不法利得，流程如圖 4.2-3 所示。
其不法利得之估算範圍(以淨額核算所得利益)，依據各機構不法
利得之可能來源，至少包括節省委託清理之費用或收取處理/再利用費
用、有產品者之販售收入及節省處理/再利用設備操作營運費用之利益
。裁處機關可透過自行或聘請專家學者計算不法利得範圍，說明如下
：
(一) 節省處理/再利用設備操作營運費用
1. 設備取得成本（相當於違規行為著手起至裁罰時之期間的處理
設備折舊費用)
2. 節省操作成本(節省原本應雇用操作人力成本支出及操作維護費
用)
3. 節省營運費用
(二) 對事業超收之廢棄物清除/處理/再利用費用
(三) 不符規範之產品販售收入
(四) 可計量之環境損害成本。
(五) 土地使用成本
(六) 其他可得計算之經濟利益(即違法所創造超出合法行為所得利益)
。
(七) 所受利益之計算期間所生之孳息。
(八) 扣除已支出成本、損害賠償等支出(含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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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蒐集

得利類型確認

不法利得金額
追繳

開具處分書

依行政罰法第20條規定，追繳未
受處罰之其他關係人 所受財產上
行為人或第三人 利益

自行或聘請專家
學者計算不法利
得範圍

蒐集不法利得相
關事證

行為義務人 依行政罰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於
其違法所得之利益範圍內，予以
加重裁罰

圖 4.2-3 環保單位稽查作業-不法利得追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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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關資訊管理系統介紹

為強化事業廢棄物之管制作業，環保署自 89 年起即運用 E 化與 M 化
等技術工具，陸續透過多項資訊系統之建立，使形成綿密的管理網絡，包
括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IWR&MS)、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及營運管理
系統(WTOS)、事業廢棄物境外輸出入許可管理系統、廢棄物自行清除處理
及清理許可管理系統、再利用及再生資源檢核申請系統、清運機具即時監
控系統(GPS)、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管理系統(IDMS)等資訊系統，有效掌握
事業廢棄物產源資料及追蹤清運流向，避免事業違法收受或棄置案件之發
生，落實搖籃到搖籃的目標。事業廢棄物相關資訊系統與空、水、毒污染
物等各類環保排放許可證之申請系統整合，建置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
(EMS)，整體資訊系統架構如圖 5-1 所示。

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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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EMS)
過去空、水、廢、毒污染物等各類環保排放許可證之申請，因業務不
同需業者分別至不同之資訊系統或以書面進行填報及申請，造成業者需重
複填寫相同基線資料，環保機關審查人員亦須分別至不同系統進行審查，
作業上十分不便，環保署歷經多年的推動整合，完成環境保護許可管理系
統(EMS)建置，樹狀架構圖如 5.1-1 所示。

圖 5.1-1 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樹狀架構圖
EMS資訊網係為許可申請單一入口網站(http://ems.epa.gov.tw)，解決過
去列管事業因業務不同需重複填報相同資料之困擾，及提升環保管制效益
，環保機關可橫向連結查詢列管事業領有之空氣污染、水污染、事業廢棄
物及毒性化學物質等各項許可證內容與現場稽查處分告發資訊，達到便民
及資料一致性之目標。依功能不同可區分為事業單位與環保機關，提供不
同層級之功能項目，整體功能架構如圖 5.1-2，其發揮之功能可分為事業單
位及環保機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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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申報

環保機關
管理

公開資訊

圖 5.1-2 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整體功能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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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業單位
事業透過「單一入口」即可進行許可基線資料填報，及辦理各項
許可證之換證和申請作業，大幅縮減填報之時間；此外並利用整合各
項許可之資訊，提供「許可內容與基線資料不一致之警示報表」、「
許可證到期通知」及「審查進度查詢功能」，提供使用者多元化之系
統加值服務功能。
EMS 資訊網為了提供電子化申請許可之服務，於 101 年導入以電
子簽章進行許可申請作業，事業單位可利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
憑證」申請各項許可證；並與 E 政府平台介接，提供電子化線上付費
功能，事業單位可以「信用卡」、「晶片金融卡」或「銀行帳戶」等
方式，於線上進行繳款作業，提升其許可申請之便利性，電子化許可
申請架構圖如圖 5.1-3 所示。

圖 5.1-3

EMS 電子化許可申請架構圖

二、環保機關
環保機關人員可利用 EMS 資訊網進行列管事業之管理作業，並可
串接之各子系統進行許可審查之作業，提升管理效率。目前資訊網提
供之服務主要可分為管制編號申請/核發之功能、整合各項許可資料之
審查與查詢功能，以及利用歷年來整合之許可/申報資料開發之統計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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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報表功能。
此外，於 99 年導入 GIS 地理資訊系統功能，以地圖方式提供環保
機關查詢事業單位之分布狀況，並提供輔助功能進行污染事件發生時
，縮小疑似污染源之功能。

5.2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IWR&MS)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Industrial Waste Report and Management
System，IWR&MS)(http://waste.epa.gov.tw)為環保署在事業廢棄物管理上之
主要資訊系統，其除提供指定公告事業進行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提報、
事業廢棄物產出、貯存、清理流向網路申報及資料查詢等作業外，亦同時
提供各管理單位之多項統計、勾稽或查詢功能，快速整合業者申報資料，
以達到事業廢棄物即時管制之目標，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架構如圖
5.2-1 所示。

圖 5.2-1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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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業廢棄物申報與許可申請
本大項功能主要提供指定公告事業可於此進行事業廢棄物及再生
資源申報作業。其中包含產出情形、貯存情形、1 式 3 份遞送聯單、
營運紀錄、檢測紀錄、清理(處理)契約書、廢棄物境外輸出之轉移通
知(文件)等申報及查詢作業、廢棄物整體管制編號設定、清運機具維
護及其他友善便民功能。
二、事業廢棄物管理
本大項功能主要提供環保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等人員，可依
其轄區範圍或業務權責內容，於 IWR&MS 或各子系統中對業者之申
報資料進行查詢、下載、勾稽或統計等作業，另有關業者所提出之各
項資格與許可申請內容，亦可於此進行審查與核發。
三、公開資訊查詢
為宣導事業廢棄物之各項政令與資訊，IWR&MS 亦提供所有瀏覽
人員可於系統中得到有關事業廢棄物之法規公告、事業廢棄物代碼資
料、網路申報問答集、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參考例、產品與廢
棄物對應關聯表及各式文件表單進行查詢或下載。
(一) 法規公告
本項資訊主要為針對事業廢棄物相關法規及公告其修訂歷程
、內容，於 IWR&MS 之專題區提供予各瀏覽者參照查詢，使關心
國內環保議題之社會大眾或指定公告事業，均可於此掌握現行事
業廢棄物最新之管理規範，系統畫面如圖 5.2-2 所示。
(二) 事業廢棄物代碼資料
本項資訊主要為針對目前事業廢棄物之類別、定義及代碼等
資訊，於 IWR&MS 之各類查詢區提供使用者可進行查詢或下載作
業，系統畫面如圖 5.2-3 所示。

85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及再利用實務輯

圖 5.2-2

IWR&MS 公開資訊之法規公告

圖 5.2-3

IWR&MS 公開資訊之代碼查詢

(三) 網路申報問答集
本項資訊主要為針對指定公告事業於進行網路申報作業時常
見問題，於 IWR&MS 之資料下載區提供瀏覽者下載參閱，系統畫
面如圖 5.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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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IWR&MS 公開資訊之申報問答集

(四)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參考例及產品與廢棄物對應關聯表
本項資訊主要為針對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填報內容，於
IWR&MS 之專題區提供約 62 種行業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
報參考例，系統畫面如圖 5.2-5 所示。

圖 5.2-5

IWR&MS 公開資訊之廢清書參考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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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及營運管理系統(WTOS)
環保署對於公民營清除處理機構之管制，乃以「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理機構查核輔導系統」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查詢系統」2 系統
為主要工具。然該等系統均僅提供公民營機構資料查詢及登載功能，無法
進行全面追蹤管理及稽查管制，故為妥善運用有限資源，同時提升管理工
具應具備之功能與使用價值，遂自 101 年起著手將公民營相關之查核輔導
系統、許可查詢系統整併為「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及營運管理系統(WTOS)
」。
WTOS 系統整合後之架構依功能項目之不同，現階段將提供公開訊息
許可申請、許可審查、申報作業、查核輔導與稽查管制、資料查詢、管考
統計、我有話要說及資料維護與應用等 9 大項，整體系統規劃架構如圖 5.3-1
所示。各大項主要應用如下所述：

圖 5.3-1 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及營運管理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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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訊息
主要提供相關訊息如環保新聞、會議資訊與線上報名或進行議程
簡章與各式文件下載，本功能無須登入即可使用。
二、許可申請
本功能主要提供清除處理機構進行許可申請、變更、暫停、終止
及展延等作業，以及許可證線上套印等作業。
三、許可審查
主要為環保單位進行清除處理機構申請資料之審核作業，包括同
意設置文件及許可證申請案件審查等。
四、申報作業
本功能乃要求清除處理機構針對營運狀況資料進行資料填報，並
可連結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IWR&MS)進行相關申報作業。應
用功能包括廠區配置圖、用水用電、緊急事故通報與申報作業(具連結
功能)。
五、查核輔導與稽查管制
本功能提供環保署輔導人員及清除處理機構業務負責人，針對查
核輔導之內容及相關資料進行登載。另配合各直轄市、縣(市)環保局
現場稽查作業，另提供現場稽查相關資訊之登載、紀錄與查詢功能。
六、資料查詢
本功能主要提供環保局與環保署人員進行清除處理機構相關資訊
查詢，包含許可證詳細資料查詢、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內容等，即
時掌握相關資訊。
七、管考統計
本功能提供環保局及環保署針對相關資料進行統計、分析及下載
，主要包含主題統計、緊急事故通報查詢、勾稽報表等功能。
八、我有話要說
本功能提供業者單位溝通平台，針對反應問題直接透過系統發送
訊息給管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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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料維護與應用
本功能主要提供管理端權限人員，進行系統後台資訊管理、以及
相關帳號管理與權限控管。

5.4 廢棄物自行清除、處理及清理許可管理系統
自 92 年 4 月 30 日發布「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許可管理辦法
」後，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置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且其所產生之
事業廢棄物全部或部分採自行清除、處理者皆需依詢本許可辦法之規定行
之。爰此，環保署即建置「廢棄物自行清除、處理及清理許可管理系統」(
以下簡稱自行系統)，使業者可透過線上申請作業，由申請者輸入資料，而
審查機關透過線上核發許可，減低審查機關進行資料建檔之人力成本，並
可確實掌握許可核發之即時統計資料。
自行系統主要提供業者可進行許可文件申請、變更或展延等作業，另
亦提供管理單位可就相關申請資料，進行證照審查與核發作業，除此之外
，更提供超量、超項、許可核發清單及許可廢棄物查詢等資料查詢功能。
一、業者使用功能說明
為提供業者便利許可申請作業，本系統業依許可作業流程將相關
程序系統化，包括各項資料填寫、套表列印及歷程清單查詢等功能，
使業者可於此完成所欲進行之作業。相關畫面如圖 5.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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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 自行系統業者端功能
二、管理單位相關功能說明
就管理單位而言，因許可資料其審查作業須進行多階段作業，故
本系統亦依標準作業流程建立相關功能，即凡管理單位於進行收件、
初審或退件等作業時，系統均會記錄其階段成果，以利審查人員可快
速掌握各案件進度及待辦案件等訊息。相關畫面如圖 5.4-2 及 5.4-3 所
示。此外，為使管理單位有效掌握轄內業者資訊，於本系統中更提供
多軸向報表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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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 管理單位各階段審查功能

圖 5.4-3 自行系統查詢結果範例

5.5 再利用及再生資源登記檢核申請系統
環保署目前對於再利用機構管理方式，主要乃依「公告應以網路傳輸
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
92

第五章 相關資訊管理系統介紹

事業」公告事項規定，凡收受指定公告事業產出之廢棄物進行再利用行為
者，即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登記並通過取得管制編
號後，方可進行事業廢棄物收受及再利用行為。為掌握再利用機構名單，
於 93 年即建置再利用登記檢核系統提供業者可於此進行申請。另於 99 年
環保署為加強再生資源管理，亦建置再生資源再生利用登記檢核系統，供
收受再生資源業者可進行資格登記作業，使更可掌握再生資源實務現況。
相關畫面如圖 5.5-1 及圖 5.5-2 所示。
此外，環保署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已於 101 年 1 月 19 日發布實
施，為推展與掌握再利用管理工作，擬藉由蒐集與彙整各部會所建置之再
利用相關網站及其功能項，建置「環保署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資訊管理系統
」
，有關該系統建置之工作流程及初擬之系統架構分別如圖 5.5-3 與圖 5.5-4
所示。
前述系統將優先建置許可申請及許可審查兩大功能項，提供「再利用
許可申請及審查管理系統」(以下簡稱管理系統) 功能，以利業者及各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線上進行再利用許可申請及審查作業。該管理系統架
構如圖 5.5-5 所示，管理系統將依照不同使用者區分為業者端及管理端，並
設計不同之介面及功能，開放予各事業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以
利相關主管機關掌握再利用機構相關資訊。

圖 5.5-1 再利用及再生資源登記檢核申請系統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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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2 再利用及再生資源登記檢核申請表單(以再利用為例)

圖 5.5-3 環保署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資訊管理系統規劃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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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4 環保署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資訊管理系統架構圖

圖 5.5-5 再利用許可申請及審查管理系統架構圖

5.6 事業廢棄物境外輸出入許可管理系統
環保署為管理事業廢棄物之境外輸出及輸入，爰建置「廢棄物境外
輸出入許可管理系統」，主要提供輸出入許可申請核發功能、主管機關
審查及管理稽核作業，並具備統計、報表、基本除錯、備份、整檔之
功能。
另本系統輸出許可與聯單資料對應查詢、輸出國廢棄物許可量資
料查詢及國外處理機構七聯單處理情形查詢等功能，係提供廢棄物輸
出境外處理聯單申報從產源到清除者、輸出者及國外處理者之間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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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稽制度。相關畫面如圖 5.6-1 及圖 5.6-2 所示。

圖 5.6-1 輸出入許可系統主要功能

圖 5.6-2 輸出入許可申請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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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
鑑於事業廢棄物之清運管理是事業廢棄物流向追蹤中相當重要一環，
因此如何有效管理各式清運機具亦為重點業務之一。爰此，環保署建置之
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http://gps.epa.gov.tw)，運用 GPS 追蹤技術，將車輛
裝置 GPS 之定位軌跡資料，以每 30 秒回傳至環保署之車機接收轉檔伺服
器，並存放入軌跡資料庫中。清運業者、產源、車機業者及環保單位等，
則透過 GPS 監控系統查詢清運機具之歷史及即時軌跡，並確認軌跡回傳之
狀況，環保人員可進一步透過系統進階警示區監控功能隨時隨地掌握清運
機具及其流向，使環保人員可以隨時隨地掌握清運路線與流向，系統架構
示意如圖 5-15 所示，系統整體功能則可區分為以下 3 種類型。

圖 5.7-1

GPS 系統架構示意圖

一、便民服務
系統提供 3 項的創新便民服務功能，包括：
(一) e 驗證：為兼顧便民服務與資安維護，提供可利用內政部核發之自
然人電子憑證登入系統，為全面 e 化申報與便民服務更添效益。
(二) e 申辦：線上執行審驗、勾稽、監控作業，達管理即時效益。
(三) e 通報：E-mail 通知清運機具異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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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運機具監控作業
另為加強本系統之管理能量，環保署導入 Arc GIS 圖台，使管理
單位可更聚焦於應關注或監控的車輛上，並提供開發主題式即時監控
功能，提供即時軌跡、歷史軌跡及主題模式等三項功能，其中即時軌
跡監控主題除可監控清運業者及特定車輛監控之外，亦可進行警示區
監控，警示區功能的目的為提供給環保單位設定一個危險或是禁行區
域，通常為較常被棄置的地點，或曾經發現非法行為的地點。當該警
示區設定後，有 GPS 列管車輛進入時候，系統便會即時將這些資訊
傳送給當初設定的使用者，提供使用者快速進行稽查作業。監控平台
如圖 5.7-2 所示。

圖 5.7-2 清運機具即時監控平台
三、清運車輛軌跡勾稽比對

透過即時追蹤系統進行清運機具軌跡追蹤及監控作業，並藉由與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IWR&MS)所提供之聯單資料比對與驗證
，系統自動勾稽異常車輛，再透過管理單位現場稽查、追車作業，乃
完整監控管理廢棄物流向之作業流程。為有效追蹤廢棄物之清運流向
管理與稽查異常行車軌跡資料，環保署定期針對重點事業廢棄物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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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別列管事業清運軌跡執行勾稽，並將異常情形彙整為稽查專案，移
交各縣市環保局進行現場稽查確認。

5.8 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管理系統(IDMS)
為加強非法棄置案件之預防與加速後續清理工作，100 年環保署會同經
濟部及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彙整陳報行政院之「國有或公有土地遭棄置廢棄
物之處理標準作業程序」，並研擬「私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理作業程序」
，進行「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管理系統」開發，期能有效整合環保單位之
管理能量，完整掌握全國非法棄置案件資訊。並針對原「廢棄物非法棄置
場址查詢暨報案系統」進行功能提升，更新建置為「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
管理系統(http://waste24.epa.gov.tw/idms/)」，並於 100 年 12 月 30 日正式上
線，如圖 5.8-1 及 5.8-2 所示。IDMS 正式上線之各項功能內容包括：

圖 5.8-1 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管理系統首頁
一、民眾可藉由系統報案，並藉由系統查詢了解報案個案之處理情形。
二、司法單位可藉由系統查詢偵辦中之違法個案資料及情形。
三、清理義務人藉由系統提報限期清理計畫及清理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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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保署及各縣市環保局藉由系統，就民眾舉發個案或自行查察發現之
個案建置相關資料(現場照片、場址資料、廢棄物種類數量等)，據以
辦理後續之清理管制作業。

圖 5.8-2 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管理系統功能
此外，IDMS 更提供責任區域巡檢功能，將全國每一個鄉鎮區納入地方
環保局及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定期巡檢責任範圍 (如圖 5.8-3)。

圖 5.8-3 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責任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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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常見問題與解答

鑑於工業廢棄物清理及申報相關法規眾多，業者於實際運作時常多有
疑義，爰蒐集事業及再利用機構之常見實務問題及解答，並依產出、清除、
處理、再利用及申報等項目羅列，藉以提供業者於最短時間內解決問題。

6.1 產出
一、新設事業如無法事先取得工廠登記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公司執
照，如何申請管制編號？
答：新設事業如無法事先取得工廠登記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公司執
照申請管制編號，可填報「申請管制編號傳真單」給地方環保局(自事
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資料下載/表單下載/常用表格
(http://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Func=7))。地方環保機關即
需將該新設事業列入追蹤列管，追蹤其是否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送審及上網申報，以避免其以取得管制編號為由，從事不法行為
，或雖取得管制編號不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審及上網申報。
二、聯單中分列三方重量，造成請款困擾；若業者為免除此困擾，雖有分
別過磅，卻仍以單一重量為聯單上之申報重量時，是否有違反公告規
定？
(一) 基於廢棄物於清運過程，若事業、清除者及處理者三者中，有二
者或三者過磅，應以何者過磅重量付清除處理費，係屬該三者之
權責。前開清除處理費若以其中一者過磅之重量付費，仍不得修
改廢棄物清運過程其他者實際過磅之廢棄物重量。
(二) 查事業若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其事業廢棄
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0 條規定，取得該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理機構開具之該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紀錄文件，否則應與受
託人就該事業廢棄物之清理及環境之改善，負連帶責任。至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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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於清運過程，若事業、清除者及處理者三者中，有二者或三者
過磅，妥善處理紀錄文件應以何者過磅重量為準，係屬該三者之
權責。
三、公司產生之污泥應如何判定其廢棄物種類？例：混合性污泥如何進行
認定？
答： 依環保署 91 年 2 月 6 日環署廢字第 0910009974 號函認定生物處理程
序所產生之生物污泥或污泥（乾基）之揮發性固體量（重量百分比）
大於 30%者，則應屬 D-0901 有機性污泥；為物理或化學處理程序所產
生之化學污泥或含揮發性(VS)固體物量低於 30%以下者，則應屬
D-0902 無機性污泥；非屬公告應回收或再利用污泥或其混合物則可認
定為 D-0903 混合性污泥。
四、同一公司多個工廠或鄰近 A、B 廠之事業，可否由公司或某廠統一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答︰ 同一公司多個工廠或鄰近 A、B 廠之事業，依廢棄物清理法之定義屬
於不同事業，必須分別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不得由公司或某
廠統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五、有關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新設事業，應經主管機關審
核核准後始得營運，其所指之「營運」範圍是否包含設廠、安裝機器
、試車、試產等階段？
答：(一) 查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
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理有關事項變更時，亦
同。」，其所指之「營運」，係指指定公告事業實質運作產生廢
棄物之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行為，並非指該事業始得從事
設廠、安裝機器、試車、試產等行為。(環保署 95 年 8 月 9 日環署
廢字第 0950057270 號函參照)
(二)前開規定旨在規範指定事業應依規範格式提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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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並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依核准之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運作製程或提供服務等實質經營行為，方適廢棄物清理法之管理
精神。(環保署 102 年 1 月 7 日環署廢字第 1020002309 號函參照)
六、既設事業是否須俟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經審查核准，方能清理所產
出之事業廢棄物？
答：指定公告事業若屬既設事業，在依規定期限內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送審核准前，仍可依「廢棄物清理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清理所產
出之事業廢棄物，若該清理計畫書經審查核准，即應依該核准之清理
計畫書所載明之事業廢棄物清理方式，清理其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七、有關於廢棄物產出量欄位中的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無法明確
得到時，該怎麼輸入資料？
答︰建議可先以估算方式填報，如未來可取得較為準確之數據時，再申請
辦理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或異動作業，更新資料。
八、免上網申報之廢棄物是否需納入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填報？
答：由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係記載事業產生廢棄物及其清理方式等基
線資料，因此若為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指定公告事業，於
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所有產出之事業廢棄物（含免上網申
報之廢棄物）均需納入清理計畫書中填報。
九、在主要原物料及添加物項目中，是否須將公司內所有原物料均填入？
答：在原、物料及產品資料項目中，需填入於製造過程中所使用影響廢棄
物產出之主要原料、添加物，及生產之主要產品及副產品的名稱及代
碼。
十、不同規格之同種產品應如何填報？
答：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對於不同規格之同種產品之填報方
式，基於產品代碼並未牽涉產品規格，因此建議將不同規格之同種產
品，分別計算其每月之生產重量，再合併總產量，以單一產品名稱申
報。
十一、自行處理所產生之廢棄物是否需納入清理計畫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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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對於產生之廢棄物採用廠內自有處
理設備處理，仍應以自行處理方式納入填報，同時處理後產生之他類
廢棄物，如焚化處理之灰渣，也需納入填報。
十二、同一種廢棄物採不同清理方式應如何填報？
答：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若同一種廢棄物採取不同之清理方
式，如部分採焚化處理，部分採掩埋處理，則應將該廢棄物分 2 項填
報，分別填入其清理量及清理方式。
十三、工廠歲修或半年清 1 次之廢棄物或保稅品，是否需於事業廢棄物清
理計畫書填報？
答：事業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應將所有產出之廢棄物納入填報，
因此不論是工廠歲修或半年清 1 次之廢棄物或保稅品，皆需於事業廢
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且應以過去 1 年或未來可能產生量估計填報。
十四、「混合五金廢料」如僅處理階段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事業於貯存
、清除之行為，是否仍應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有害事業廢
棄物緊急應變計畫？
答：
「混合五金廢料」雖於處理階段為有害，仍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之一
，因此事業仍應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
應變計畫。
十五、何謂「廢棄物性質改變」？
答：所謂「廢棄物性質改變」係指廢棄物種類改變，或指廢棄物經過處理
改變成另一種廢棄物型態者，或廢棄物代碼改變。
十六、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內容是否應載明產品品管檢驗室（實驗室）
使用之物質為原物料?
答：(一) 關於產品品質檢驗室之製程及使用原料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應填製程為「實驗」類（製程代碼 850001-850004）或「檢驗」類
較為合適，該製程所使用之檢驗樣品或化學藥品（包含毒性化學
物質）均可能認定為原物料，如有符合上開原則者則應列入廢清
書，但性質或用途相近者，可歸納為同一種原物料代碼合併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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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並無不可。
(二) 另因毒性化學物質之廢棄物涉及應填報「毒性化學物質廢棄聲明
書」等程序，凡可能廢棄之毒性化學物質，建議均應單獨列為原
物料。
十七、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其製程產出物之認定應如何
判定為廢棄物或產品？
答：依環保署 100 年 5 月 9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6827 號令，應檢具事業廢
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其製程產出物之認定，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 環保單位對於事業所提之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應謹慎審理，必要時
應請事業提供產品種類、成分、規格、形態、顏色、數量、照片
、用途或流向等資料，以供審查，並應確認產品說明的合理性、
技術可行性及產品去化是否無虞。
(二) 環保單位應與工商登記單位加強橫向聯繫，加強對於事業製程產
出物之判定，以避免發生廢棄物登記為產品之情事。
(三) 事業產出的產品，若有使用不當或未符合該項產品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法令規範者，以致於發生環境污染、安全問題或其他違反
情事時，仍應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照其權責督導辦理。
十八、臨時產生有製程廢棄物或不良品，而該類廢棄物未記載於廢清書中
，請問應如何處理該廢棄物，如何辦理相關變更作業？
答：因製程失敗產生之廢棄物，若屬製程常態產出之廢棄物，應登載於清
理計畫書中，詳述相關貯存、清除、處理方式；若該製程失敗產生之
廢棄物，符合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所指「因天然災害
、重大事故或不可抗力產生之非經常性廢棄物」
，則可於清理前提出處
置計畫書，載明廢棄物產生源、種類、數量、特性、貯存、清除、處
理方式、流向及清理期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免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
十九、請問若想將產出之廢棄物作成分檢測，該如何找檢測機構?
答：經查關於許可廢棄物檢測類的機構或檢驗室之聯絡資訊，建議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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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網站「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詢」(網址：
http://www.niea.gov.tw/asp/epa/all1.asp)，依需求查詢，即可得檢測機構
之聯絡方式。
二十、再利用機構收受之廢棄物應如何填報於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答：若事業屬再利用機構，實際收受經許可或公告之廢棄物，於填報事業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需將所有收受廢棄物之種類、代碼、重量等納
入原物料申報項目。
二十一、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EMS）密碼忘記，應該如何申請及取
得密碼？
答：(一) 可以利用系統內的忘記密碼功能查詢，請輸入機構管制編號後，
系統將會把密碼寄送到機構於個人資料所設定之 E-mail 信箱內，
若未作 E-mail 設定則無法收取到任何資料。
(二) 可以至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的右下方，有一常用表單下載區
，請下載 EMS 密碼查詢申請表，依表格內容填寫並蓋上公司大小
章，附上機構相關證明文件，一併依申請表下方之傳真電話傳真
至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並於傳真後 5~10 分鐘撥打 0800-059-777
免付費客服專線與客服人員確認是否有收到傳真案件，密碼審核
天數約 1~3 工作天，屆時依所填寫之聯絡電話與承辦人員聯繫告
知密碼。
二十二、要修改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中的事業機構名稱、工廠廠址（
地號）、公司地址（號）及實際廠廠地址（號），可是這些欄位
是反灰的無法修改，該如何修正？
答： 請至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之常用表單下載區，下載修改管制編號
基本資料申請表，依格式內容填好需修改之資料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所在地環保局提出修改申請。
二十三、清理計畫書需新增廢棄物項目，應於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中
何處填寫？
答：進入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之基線資料填報/確認，點選污染關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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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R)之步驟七，即可在此介面新增廢棄物項目。
二十四、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之污染關聯表步驟七的代碼，代表的意
思為何，例如:S00、P99、Y02 等，可有對照表提供查詢？
答：系統提供 2 個位置查詢，位於右上方【製程所產出】字樣的下方有灰
色字體【填表說明】及最下方的廢棄物空白欄位中貯存點對應的欄位
下方有灰色字體【填報說明】，此 2 個位置的說明均可查詢。
二十五、在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填寫表 PR 步驟七廢棄物資料，有一
欄位為產生廢液製程編號，需填什麼資料？
答： 請業者依廢液產出之空污製程編號填寫：M01、M02...，如非由空汚製
程產出，則產生廢液製程編號一律填寫 M00。
二十六、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中的製程與營運狀況資料表格式點選錯
誤，該如何處理？
答：如查看業者製程與營運狀況資料表確實不是業者所需之格式，請電洽
0800-059-777 由客服人員協助處理。
二十七、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的基線資料/填報確認中，為什麼沒有顯
示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資料表(表 A)？
答： 請事業到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使用者資訊維護/公司內部人員帳
號管理(主帳號使用)，在加入使用者至群組內將「事業空污帳號」勾選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資料表(表 A)即會顯示。
二十八、若工廠搬遷至新的廠址，請問清理計畫書應為變更或異動？
答：依照一廠一管編原則，事業機構遷廠應重新申請管制編號，檢具事業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審，非辦理原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或異動。
二十九、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的年限是多久？
答：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以 1 年為限，如須申請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 2
個月前向貯存設施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並以 1 次為限，
且不得超過 1 年。
三十、如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操作上疑問可如何洽詢？
答：如有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 IWR&MS 操作疑問，可洽環保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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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制中心 0800-059-777 免付費專線諮詢。

6.2 清除
一、如何查詢合格之清除處理業者?若仍無法尋得合適清除處理業者，應
如何妥善處置事業廢棄物?
答︰(一) 目前各縣市環保局所許可之清除處理機構之清除處理廢棄物項目
，可至環保署廢棄物系統(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 IWR&MS)
(網址為 http://waste.epa.gov.tw)之各類查詢-許可資料(公民營清除
處理許可系統)查詢。
(二) 如該事業在短期內無法自國內或國外找到相關處理業者或廠商，
則必須依照「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進行暫
存，並定期連線申報貯存量，待找到合格機構再行處理，建議事
業可尋求越境處理的方式處理，或與經濟部工業局研商設置具備
可處理該廢棄物之處理廠。
二、廢棄物產源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廢棄物，如造
成相關環境之問題，請問責任歸屬為何?
答：產源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應委託合格之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清理事業廢棄物﹐並索取該項事業廢棄物
妥善處理紀錄文件，若未符合前述規定者，則應與受託清理該項事業
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共同負該項廢棄物之清理及環
境改善責任。
三、清除機構可否以租用廢棄物清除設備及工具，申請清除許可證?
答：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第 8 條第 5 款規定，清除
許可證之申請，應檢具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係
指自行購置，租用不符申請要件。
四、清除機構於清除過程中可否進行分類行為?是否需申請許可?
答：(一) 依行政院環保署 100 年 4 月 18 日與 100 年 5 月 20 日函示，如為利
於後續之運輸、處理或再利用，可將同類別及同性質者分類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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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除機構如依許可內容執行廢棄物之清除工作時，其將同類別及
同性質廢棄物分類之行為，仍屬清除程序；處理機構如為利於後
續處理或再利用，將廢棄物進行分類，則該分類屬處理程序。
(三) 清除機構可於申請許可時，註明擬申請分類之種類，並經核准後
據以執行，均屬合法。
五、 清除機構未取得廢棄物輸出許可前，得否先行貯存欲輸出之廢棄物？
答：(一) 清除機構申設之貯存場如已取得許可，其將收受之廢棄物貯存於貯
存場中並無不可。惟該清除機構尚未依「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
管理辦法」取得輸出許可前，其收受之廢棄物尚無法判定將交由「
經許可之國內處理機構」處理或「輸出至境外處理機構」處理。
(二) 本案因尚未依「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取得個案許
可輸出。因此，應遵守 48 小時運送至國內處理機構之限制；惟若
已取得上述之個案輸出許可者，可貯存於貯存場，不受前開 48 小
時之限制。
六、請問 GPS 的週確認作業，應該於何時完成呢？
答：依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規格及操作維護事項公告標準清
運機具若有啟動，且資料有符合以下任一狀況者，事業應於次週星期
五以前以網路連線方式向審驗機關報備其系統資料回傳情形。
1. 有出車的工作日，其第 2 次公告～第 5 次公告車機回傳率未達到
80%，第 6 次公告(含)以上回傳率未達 90%。
2. 有出車的工作日，其車機發生軌跡缺漏(20 分鐘、5 公里)情況發生
之車輛。
3. 當週有出車的工作日，其車機軌跡有清運聯單但是無軌跡回傳之異
常狀況。
4. 第 4 次公告(含)以上當週若有聯單應出車的工作日，其聯單條碼
(BarCode)有缺漏情況發生之車輛。
七、做 GPS 週確認作業中的缺漏路段報備時，在路段中沒有要的路名該如
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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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點選「其它」欄位，再自行輸入所需之路段即可。
八、於上週 GPS 車機已審驗通過，本週進行上週的週確認作業，為何該週
的週確認已完成依然顯示紅燈？
答：因 GPS 系統週確認作業篩選標的為 7 日一組，若上週正式核可車輛執
行週確認作業申報後，因正式核可天數未滿 7 日，故系統畫面不會顯
示為當週已確認完成之綠燈燈號。
九、登入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後，在 GPS 軌跡監控展示無法
查看到 GPS 圖台監控展示該如何處理？
答：需以該業者所屬主帳號密碼登入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監控系統後
，至圖台權限管理介面勾選欲使用圖台人員，再重新登入系統即可顯
示 GPS 圖台監控展示功能。
十、請問主題式即時軌跡圖台怎麼不見了，現在怎麼看所有車輛的軌跡圖
台？
答：原 Google Map 介面之「主題式即時軌跡圖台」及「歷史軌跡圖台」功
能，自 101 年 7 月 19 日起停止服務，請使用「GIS 監控圖台」功能，
作查詢所有車輛圖台資料。
十一、如何得知清運機具載運哪些廢棄物是需要裝設 GPS？
答：請進入 GPS 專區首頁（http://gps.epa.gov.tw/gpszone/）下方即時追蹤系
統公告區查看，如需清運第一次公告至第七次公告所列管事業廢棄物
之清運機具者，則需要裝置 GPS 車機才能進行載運。

6.3 處理
一、事業 35 日必須主動查詢廢棄物處理情形，如果沒有完成處理，該如何
處理？
答：事業需向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二、廢棄物產源在轄區內有兩個工廠，請問另一廠之廢棄物可否送至該廠
作處理或再利用，須如何作業？如何上網申報？
答： 同一公司多個工廠之事業，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係屬不同事
業，必須分別提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且各自上網申報事業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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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及輸出情形流向。若擬將其中
A 廠之廢棄物送至 B 廠處理，除必須符合「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外
，尚需由 A 廠上網申報聯單，並由 B 廠上網確認該聯單接收，且於處
理完成後 24 小時內連線申報處理完成日期時間及最終處置方式等資
料，另 B 廠處理後仍有廢棄物需清除處理，則仍需由 B 廠申報後段遞
送三聯單。
三、欲自行處理製程中產出之衍生廢棄物，是否應申請相關許可？如何申
請？
答：(一) 事業採自行處理製程產出之衍生廢棄物，若屬「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且符合「
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許可管理辦法」（以下稱本管理辦法
）其「處理」之定義範圍者，應依本管理辦法規定申請自行處理許
可，另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3 年 1 月 20 日環署廢字第
0930005825A 號令，目前需申請自行處理許可之處理方法包括「焚
化處理」
、「熱處理」及「掩埋處理」。
(二) 業者申辦自行清除處理許可可逕自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EMS
，http://ems.epa.gov.tw/)單一入口，以管制編號及密碼登入進行線
上申辦作業，若尚未取得管制編號，則應先進行管制編號之申請
。
四、擬將廠內自行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經由一反應程序（例如調配、攪拌等
）製成另一產品，應屬「自行處理」還是「自行再利用」？
答：依環保署「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行再利用及自行處理認定原
則」第 1 點規定，廠（場）內自行再利用係指事業將其產生之事業廢
棄物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料，或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
利用種類使用於規定之再利用用途。故依前開認定原則並不符合廠（
場）內自行再利用，應屬自行處理行為。
五、貿易商可否進行廢棄物輸入及輸出？
答：否。依據「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規定，有害廢棄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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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應由甲級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清理機構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可具再利用資格及能力之事業提出申請；至於一般事業廢棄物
之輸入，應由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清理機構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可具再利用資格及能力之事業提出申請。另若為輸出，則需依據
前述管理辦法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有害廢棄物由產生該廢棄物之
事業、甲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執行機關或回收、處理業提
出申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輸出，應由產生該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或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提出申請。而貿易商不具有前述身份及資格
，因此不得進行廢棄物輸入及輸出。
六、哪些混合五金廢料禁止輸出至中國處理？
答：(一) 有鑑於我國與中國之廢棄物越境移轉日漸頻繁且種類繁多，為符
合巴塞爾公約精神，並強化我國廢棄物輸出（入）管理，避免輸
出之廢棄物未妥善處理，依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98 年 10 月 2
日海廉（法）字第 0980035820 號函暨所附海峽兩岸關係協會 98
年 9 月 23 日 2009（協）798 號函，略以台灣向大陸輸入固體廢物
，需遵循以下規定：
1. 禁止固體廢物進境傾倒、堆放、處置。
2. 對列入「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目錄」廢物，禁止進口。
3. 對列入「限制進口類可用作原料的固體廢物目錄」或「自動許
可進口類可用作原料的固體廢物目錄」的固體廢物，台灣企業
必須取得「進口廢物原料境外供貨企業註冊證書」
，且進口的固
體廢物必須符合環境保護控制標準，並經檢驗檢疫部門檢驗合
格。另台灣出口前，應獲得大陸質檢部門認可機構簽發的「進
口廢物原料裝運前檢驗證書」。
(二) 目前對於較常輸入中國之廢棄物種類中，其中廢棄物名稱「含金
屬之印刷電路板廢料及其粉屑」等 15 項廢棄物為中國禁止進口項
目，於我國管制規定中包括下列項目：
1. 「D-2604」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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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2605」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壓縮機
3. 「D-2606」含油脂之廢馬達感應線圈
4. 「D-2610」含油脂之廢配電開關、廢電力保險絲、廢消防幫浦
5. 「D-2619」廢電氣器材
6. 「D-2623」含金（銀、鈀）之導線架廢料
7.「D-2627」其他以化學處理法(不含熱處理)處理之混合五金廢料
8. 「E-0201」廢電線電纜（非以物理處理法處理者）
9. 「E-0207」不含多氯聯苯（低於 50 ppm）但含油脂之廢變壓器
、廢電容器
10.「E-0215」廢家電（未納入廢物品及廢容器回收清除處理系統
者）
11.「E-0217」廢電子零組件、下腳品及不良品
12.「E-0218」廢光電零組件、下腳品及不良品
13.「E-0220」廢通信器材（不含機械式）
14.「E-0221」含金屬之印刷電路板廢料及其粉屑
15.「E-0301」發光二極體晶圓廢料及粉屑
七、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受託以堆置、曝晒或加熱等去除水分之方式處
理污泥，其所產生之乾燥污泥，是否仍為污泥?，是否仍屬廢棄物?
答：(一) 依環保署 99 年 6 月 21 日廢字第 0990055678 號函有關「公民營廢
棄物處理、清理機構受託處理污泥，以堆置、曝晒或加熱等去除
水分之方式處理，其所產生之乾燥污泥，仍為污泥，仍屬廢棄物
」。
(二) 環保署對於污泥乾燥處理方式除前開函示外，復於 99 年 9 月 17
日環署廢字第 0990085226 號函再次強調，權責機關於受理清除處
理機構申請許可文件時，應審慎審查，確實確認申請文件中有關
清除處理流程、方法，應屬合理且技術可行；中間處理或最終處
置部分，亦應確實確認其設施量能，處理後所產生之物質，確認
已妥適處理，且去化無虞。申請案件核發之權責機關於確認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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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後，並查核試運轉之執行，確認可行，始得據相關規定核發
許可證。
八、處理機構新增廢棄物代碼時，應如何辦理許可證之變更申請？
答：新增廢棄物代碼時，同意設置文件或許可文件之變更，應依以下原則
辦理變更：
(一) 更新處理設備或增加必要之輔助機具，且未涉及原許可之製程、
種類、數量及主要機具者，應報核發機關備查。核發機關於必要
時得要求先行試運轉後再予以備查。其他審查通過之同意設置文
件及許可文件內容之變更，應於變更前依原核准內容辦理，並檢
具變更申請表及其變更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
變更部分審查及核准。
(二)應檢視原有處理設施及處理方式，得否妥善處理新增之廢棄物，或
新增廢棄物是否與其他已取得許可之廢棄物性質相近，其處理效
能得以原有廢棄物代替等原則，判定是否需進行試運轉。
(三)不論處理機構是否要申請新增代碼，核發機關應輔導並通知業者辦
理許可證變更，惟經審查原許可證內容均未更動時，不需換發新
證。
九、處理機構製程產出物應如何認定屬於廢棄物或是產品？
答：(一)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或清理機構屬「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之事業」，其處理後之製程產出物認定，應依環保署 100 年 5 月 9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6827 號令認定原則，環保單位對於事業所提
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以下簡稱廢清書），應謹慎審理，必
要時應請事業提供產品種類、成分、規格、形態、顏色、數量、
照片、用途或流向等資料，以供審查，並應確認產品之說明屬合
理、技術可行且流向無虞。
(二) 又處理機構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許可證時，如涉及處理後製程產出物之
認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遵依上開廢清書審查原則審查相
114

第六章 常見問題與解答

關許可申請文件，且其許可內容應與廢清書登載之內容相同。
(三) 因此，處理機構處理後之製程產出物，如已載明於廢清書「主要
產品（副產品）種類及產量」欄位，且詳細說明相關產品之成分
、規格及使用用途等，並經地方政府審查核准後，應屬產品，且
應與該等機構之許可證相關內容相同。另處理、清理機構後續依
核准之廢清書與許可證內容進行產品使用或販售等行為，亦屬合
於規定。
十、處理機構得否同時具備再利用機構身分？
答：同一事業可否同時具備再利用機構與廢棄物處理機構資格一節，並無
規定不可。又查環保署 98 年 4 月 21 日環署廢字第 0980031993 號函說
明二：
「廢棄物清理、處理機構若同時經營再利用業務時，其廢棄物處
理許可證或清理許可證項目與廢棄物再利用項目不得相同，……」一
節，因「項目」確實所指經檢討尚缺明確，本函特釐清補充：該函項
目係指廢棄物種類代碼。事業單位如同時兼具處理機構及再利用機構
資格，依前開函規定，其處理或再利用之廢棄物項目可以相同，惟其
處理許可證上所載之許可處理廢棄物種類代碼，尚不得與再利用機構
之許可文件中廢棄物代碼相同。上開說明允已釐清再利用機構兼具處
理機構之困擾；環保署並將錄案檢討明確相關規定，以進一步促進事
業廢棄物之合法合理之再利用或妥善處理。
十一、如何查詢公民營清除者是否有安裝 GPS 車輛?
答：至 GPS 專區（http://gps.epa.gov.tw/gpszone/）中點選便民服務，輸入欲
查詢的管制編號或公司名稱，即可查詢該業者安裝已安裝且正式核可
之 GPS 車輛。

6.4 再利用
一、事業產出之廢棄物如交由原供應商逆向回收，是否屬廢棄物？
答：查廢棄物清理法相關子法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之事業廢棄物再
利用管理辦法中，並無事業廢棄物逆向回收之規定，應依「廢棄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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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法」第 28 條規定辦理。另如係為可重複充填或灌裝使用之容器，其
於廢棄前回收仍作為盛裝原用品使用者，仍屬容器，非屬廢棄物。
二、廢棄物交給再利用機構再利用，請問是否可要求其開具妥善處理文件
（是否有法源依據）？
答：將廢棄物交給再利用機構再利用，雖非交給公民營清除處理機構，建
議產源可與再利用機構於再利用合約中增列「再利用機構應提供妥善
處理紀錄文件」之規定，以確保該廢棄物妥善再利用。
三、事業廢棄物如交由拾荒者再利用，因拾荒者沒有管制編號，應如何申
報？
答：(一) 事業產出之廢棄物如擬再利用且屬環保署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
則可免上網申報該等廢棄物；惟若非屬前開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
，則需上網申報其流向，並由事業至再利用申報介面進行申報。
(二) 前項提及之屬環保署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係指依據「公告以網路
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
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十之廢
棄物，除依公告事項八規定外，免依本公告規定連線申報其產出
、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廢棄物項目如
下：
1. 屬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之應回收廢棄物，且納入中央主管機
關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認證補貼者。
2. 員工生活性廢棄物︰指員工辦公室生活中所產出之垃圾。
3. 廢鐵、廢紙、廢單一金屬料（銅、鋅、鋁、錫）
、廚餘、瀝青混
凝土。
4. 依本法第 39 條規定所公告之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之廢塑膠（容
器）
、廢玻璃（瓶、屑）。
5. 依本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除該公告有特別規定者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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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生之廢棄物雖不屬於公告再利用項目，但卻有其他利用價值【例如
：污水廠之污泥(或固液分離之固體物等)或廢磚瓦等】由附近農家、居
民收走再利用，而且一般產生的量不多，該如何申報，是否有折衷辦
法？
答：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9 規定，應依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規定辦理，即事業若
要循再利用途徑處置事業廢棄物，除廠(場)內自行再利用外，必須交由
符合公告資格或經許可之再利用機構進行再利用。
五、製程中產出廢棄物原採委外處理，欲改採經前處理後再行回收使用，
請問此種作法是否符合廠內再利用規定？是否要變更清理計畫書？
答：(一) 依「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行再利用及自行處理認定原則」
認定，「廠(場)內自行再利用」係指事業將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於
廠(場)內進行下列再利用行為：
1. 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料。
2. 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利用種類，使用於規定之再
利用用途。
廠(場)內自行再利用者，如屬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公告之事業，於其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構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於廠內自行再
利用；其非屬公告之事業者，得自行於廠內再利用。
(二) 若產生之廢棄物非用於原生產製程，且亦不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公告之再利用種類及管理方式，則屬廠(場)內自行處理，需依
下列方式辦理：
1. 如屬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自行處理且應設置專業技
術人員之事業，應依事業自行清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許可管理辦
法申請許可自行處理。
2. 如非屬公告應設置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或非屬「事業自行清
除處理事業廢棄物許可管理辦法」其「處理」之定義範圍者，
117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及再利用實務輯

毋須申請自行處理許可，惟應於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註明，並經
主管機關審查核准。
六、廠內再利用是否需提許可申請？
答： 事業廢棄物於廠內再利用時毋須提出申請，但屬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
公告之事業，欲於廠（場）內自行再利用其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應於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敘明，並經環保主管機關核准後逕行再利用
。
七、如何查詢特定再利用機構之廢棄物許可再利用情形?
答：可至工業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資訊網/再利用/經濟部許可再利用機構查
詢，即可查得特定廢棄物種類之許可再利用機構。或至事業廢棄物申
報及管理系統之各類查詢(http://waste1.epa.gov.tw/audit2/AllUser/ User_
Select2.asp?)，點選「再利用許可系統」查詢。
八、個案許可之再利用機構，是否需將與事業所簽定之契約書報請工業局
備查？
答：查「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11 條規定之契約書備查對
象為通案再利用許可機構，故倘為個案再利用許可機構，則毋須向經
濟部備查再利用契約書。
九、請問 1 個再利用機構可否與兩家事業機構共同申請再利用案件?
答：(一) 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4 條規定，事業廢棄
物個案再利用許可需與事業機構共同提出申請，申請時可以 1 個事
業機構或多個事業機構與 1 個再利用機構共同提出再利用申請，而
將來取得許可後僅限收受許可事業所產出之特定廢棄物，倘擬收受
其它事業或其產出之不同廢棄物，則需另案再提出許可申請。
(二) 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6 條規定，通案再
利用許可申請則由再利用機構自行提出申請，取得許可後僅限收
受許可文件內容所限定之來源產出之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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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請問在撰寫再利用許可申請書時，其清運方式是否需先經廢棄物清理
計畫書變更後始得撰寫?
答：有關許可申請書內之清運方式，可以現階段廠內運作方式，或未來擬
規劃之方式撰寫，於取得再利用許可後，確認是否需辦理事業廢棄物
清理計畫書之變更(異動)，若需變更（異動）者，應於進行廢棄物再利
用前，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辦理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之變更（異動）。
十一、初次取得通案再利用許可之公司，依規定與事業簽訂契約書應將契
約書送至工業局及其他相關機關備查，試問契約書內容是否有規定格
式內容?
答：通案再利用契約書並無制式格式規定，但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
用管理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通案再利用契約書應記載事項包括
：
(一) 事業廢棄物之種類、成分及數量
(二) 契約書有效期限
(三) 該再利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再利用之廢棄物處
置方式。故與事業所簽訂之合約書內容至少應包含上述 3 項事項
。
十二、公告再利用如何取得管制編號?
答：收受公告再利用事業廢棄物者欲取得管制編號需向環保局辦理登記檢
核，其程序如下：
(一) 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專題區(http://waste.epa.gov.tw/
prog/ IndexFrame.asp?Func=3 )，點選左方之再利用者登記，填寫相
關資料後，列印 2 份並附公文向縣市環保局申請。
(二) 環保局收件後安排時間至再利用機構現勘是否符合再利用管理方
式，由環保局核發管制編號。
(三) 再利用者經核發管制編號後即完成登記檢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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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請問事業收受經濟部公告項目進行再利用前應辦理何種申請程序?
答： 再利用機構倘擬收受廢棄物進行再利用，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
報及管理系統」/「專題區」/「再利用登記檢核」網頁(網址為
http://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Func=3)，依欄位填寫檢核
表並確認資料無誤後印出，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
十四、「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中附表所指的再利用用途是
否是指產品的用途?
答： 附表所指為經濟部所公告之可再利用事業廢棄物，每項事業廢棄物之
再利用管理方式皆包括事業廢棄物來源、再利用用途、再利用機構應
具備下列資格及運作管理等 4 項，其中再利用用途係指擬收受事業廢
棄物之用途，而非再利用產品之用途。
十五、申請通案再利用許可申請中，佐證資料其中有 1 項需檢附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轄市主管機關開具申請 1 年內無違反廢棄物清理法之證明
文件，請問該項文件該如何申請？
答： 依經濟部工業局目前作法，申請者應以正式發函至所在地環保局函詢
1 年內是否有違反廢棄物清理法之說明，若無違反，再以環保局所回
復公文做為佐證資料檢附於通案計畫書中。
十六、若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 4-6 個月前申請個通案展延，仍擬申請個通
案，是否屬「展延」申請？
答： 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12 條規定略以，逾期（
許可期限屆滿前 4-6 個月）未申請展延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十七、再利用試驗計畫經許可後，是否應先取得相關廢水、空氣及廢棄物
許可文件變更？
答： 環保署 96 年 09 月 07 日環署廢字第 0960068315 號函示略以，事業廢
棄物再利用試驗計畫，如涉及廢水、空氣及廢棄物等許可或變更事項
者，仍應依「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及「廢棄物清理法
」之規定，辦理相關許可文件變更申請，經核准後始得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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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若再利用製程已於國外具有相關實績，是否可直接申請通案再利用
？
答： 經濟部工業局目前對於外資於國內投資進行再利用，且國外再利用技
術已具多年實績，為可直接申請通案再利用。
十九、再利用機構可否在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廠址以外之臨時設置場所進行
再利用行為？
答： 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2 條之規定，再利用機
構係指以經政府機關登記有案或依法律規定免辦理登記之工商廠（場
）為限。再利用機構不可以在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廠址以外之臨時設置
場所進行再利用行為。
二十、試驗計畫許可後是否應等變更清理計畫書完成始得進行再利用試驗
？
答： 事業與再利用機構取得試驗計畫許可後，事業機構若屬廢棄物清理法
第 31 條公告之事業，仍應依相關法規規定，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中敘明，並經環保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再利用試驗計畫。
二十一、針對「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中附表之再利用廢棄
物中再利用作為有機質肥料原料，請問再利用機構是否需申請肥料
登記證?
答：(一) 再利用於有機質肥料原料用途者，應依據肥料管理法及相關法規
，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肥料登記證，但肥料登記
核准文件及肥料標示之製肥原料來源，未登載本項再利用種類者
，不適用本公告事項。
(二) 依據「肥料管理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肥料非經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發給肥料登記證，不得製造、輸入或販賣。另依據「
肥料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 4 條規定，申請肥料登記證時，
肥料種類品目及規格規定應辦理作物毒害試驗者，申請人除檢具
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文件外，應另檢具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所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指定機關(構)出具之作物毒害試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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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1 份；另第 5 條規定，利用或添加事業廢棄物為原料製作之肥
料，申請肥料登記證時，申請人除檢具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文件
外，應另檢具下列文件各 1 份：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許可文件影本
。但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及
管理方式者，免附。
2. 環保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出具之事業廢棄物成分檢驗報
告。
3. 標準檢驗主管機關或經本會指定之檢驗單位出具之有害成分委
託試驗報告。
4. 本會農業試驗所或本會指定機關（構）出具之作物毒害試驗報
告。
5. 事業廢棄物種類、名稱及其來源清單。
二十二、試問通案再利用許可之 1 年以上實績是否可以不連續?
答： 有關通案再利用許可之實績，再利用機構僅需檢具 12 個月以上之收受
紀錄及再利用紀錄作為實績認定資料，且 12 個月並不一定要連續，但
每個月都要有相關之收受及再利用紀錄。
二十三、已取得廢棄物處理許可證之機構，是否可再依「經濟部事業廢棄
物再利用管理辦法」進行再利用？
答：若已取得廢棄物處理許可證之機構，應視欲進行再利用之廢棄物種類
而有不同作法：
(一) 若為公告再利用之事業廢棄物種類及管理方式者，得依據「經濟
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逕行再利用作為。
(二) 若非屬公告之事業廢棄物種類及管理方式且非屬已取得之廢棄物
處理許可項目者，應經經濟部許可始得進行再利用。
(三) 另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再利用機構同時經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業務時，其廢棄物
再利用項目與廢棄物處理許可證許可項目相同時，經濟部得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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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許可。
二十四、已取得個案再利用許可之再利用機構，擬取消目前之許可案，如
何辦理？
答：欲撤銷先前已取得之個案再利用許可，可發文至經濟部工業局並於文
中敘明原因及許可申請案件名稱，並檢附相關資料（如許可函）即可
辦理。
二十五、目前已取得通案再利用許可，擬停止收受廢棄物進廠再利用，是
否需提出申請?
答：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22 條規定略以，取得再
利用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終止廢棄物再利用業務者，應向經濟部申請廢
止再利用許可，故擬停止收受廢棄物進廠再利用，應依上開管理辦法
第 22 條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廢止再利用許可申請。
二十六、取得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登記檢核，欲收受廢棄物產製未符合公告
之用途，應如何辦理?
答：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3 條第 4 項規定略以，
非屬公告之事業廢棄物種類及管理方式者，應經經濟部許可，始得送
往再利用機構再利用；爰此，擬收受廢棄物產製產品與公告再利用廢
棄物用途規定不符，應依上開管理辦法規定向經濟部提出再利用許可
申請，並取得再利用許可後，始得進行相關再利用運作。
二十七、再利用機構產品、流向用途之去向追蹤，是否已規定於營運紀錄
中申報?
答：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20 條之一規定，再利用機
構自 100 年 7 月 1 日起，應於每月 10 日前主動連線至「經濟部事業廢
棄物再利用產品申報區」(登入申報區後，至營運紀錄申報介面下方即
可點選『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產品申報區』)申報前月再利用產品
之銷售對象名稱、縣市別、證號、地址、產品代碼名稱、銷售量、事
業廢棄物代碼名稱與使用量與前月底之再利用產品庫存量等相關資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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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請問若要新增清運車輛送工業局備查，需要檢具那些文件？
答：針對已取得個、通案許可之再利用機構倘擬新增清運車輛，應檢具清
除車輛、貯存容器及廢水收集設備等外觀照片、清除機構及清除車輛
相關證照資料(包含運輸業執照或廢棄物清除許可證、車籍資料、行照
影本、GPS 審驗通過函影本；惟清除有害事業廢棄物應另檢附裝載危
險物品臨時通行證影本)、清除人員相關證照資料(含駕駛執照及危險物
品運送人員專業訓練證明書影本)等資料，函送工業局備查。
二十九、若因任何因素，所收受之再利用廢棄物無法於 30 日完成再利用作
業，應如何辦理?
答：依據環保署「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9 條第 2
項之規定，事業廢棄物處理或再利用機構因特殊情形無法於收到廢棄
物 30 日內完成處理或再利用者，得由該處理或再利用機構報經原許可
文件核發之主管機關或再利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並由該許可
文件核發之主管機關或再利用機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同意文件副
知中央主管機關，不受「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三十、請問若取得經濟部個/通案許可後，是否就可不受「再利用者應於收
到廢棄物之 30 日內完成再利用作業」之限制?
答：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9 條規定，事業
廢棄物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應於收到廢物 30 日內完成廢
棄物處理或再利用作業，然若事業廢棄物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
用機構於許可文件核發時已註明其處理或再利用期程者，不受此限制
。由上所述，若為取得個/通案許可之再利用機構，應先檢視許可文件
內是否有註明再利用期程需超過 30 日，否則仍應遵循收到廢棄物後
30 日內完成其廢棄物再利用作業之規定。
三十一、試問再利用後剩餘廢棄物貯存區欲進行變更，應如何辦理?
答：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第 15 條規定，污染防治方
式、設施或規格有變更者，應自事實發生次日起 30 日內，檢具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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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送經濟部備查。
三十二、若再利用機構原廠址廠區空間已不敷使用，故欲另申請增加廢棄
物貯存地點，應如何辦理申請?
答：依環保署 97 年 3 月 14 日環署廢字第 0970019779 號函說明一略以，查
各部會所發布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並無貯存場之相關規定，
故應回歸「廢棄物清理法」之相關規定，亦即該再利用機構倘另設置
廠外貯存場，應比照事業或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於廠外設置貯存場方
式，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為廠外貯存場，且貯存設施應符合「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之相關規定。
三十三、若有收受再利用之廢棄物相關需求，試問能否協助尋找相關廢棄
物之來源?
答：建議可至廢棄物交換中心（http://proj.tgpf.org.tw/riw/ reject_d_insert. asp
）登錄廢棄物需求，由交換中心協助媒合，亦可至「工業廢棄物清理
及 資 源 化 資 訊 網 」 瀏 覽 各 期 廢 棄 物 供 需 電 子 資 訊
(http://proj.moeaidb.gov.tw/riw/page5-6.asp)。
三十四、試問由交換中心取得廢棄物供需資訊後，是否可直接向產源收受
廢棄物？
答：(一) 廢棄物交換中心係為提供須尋求再利用管道之事業，或尋求廢棄物
來源之再利用機構進行廢棄物供需訊息交流之平台，當交換中心協
助供需雙方媒合成功後，其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運作須依「經濟部
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二) 若欲收受之廢棄物屬經濟部公告之事業廢棄物種類，須向所在地
之環境保護局申請再利用登記檢核通過並辦理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變更申請相關事宜，即可逕依該廢棄物種類之管理方式進行再利
用，若非屬前述公告之事業廢棄物種類，則依「經濟部事業廢棄
物再利用管理辦法」規定向經濟部申請許可再利用。
三十五、再利用機構可否申請廢棄物輸入許可？
答：再利用機構欲申請廢棄物輸入許可時，其應先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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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出具之具備再利用資格及能力之證明文件，方能提出申請。
三十六、業者若為可收受廢矽晶(R-2505)的再利用機構，試問廢矽晶可否
輸出至國外，有無其他限制或規定?另環保署曾於 97 年 3 月 5 日
公告廢矽晶屬於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那麼輸出時是不是
不用申請輸出許可文件?
答：(一) 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 38 條第 1 項之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
出、過境、轉口，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
，始得為之；其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並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之
同意。但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
屬產業用料需求者，不在此限。
(二) 另依環保署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類」之規定，
符合下列要件之廢矽晶(塊、柱、圓、片或坩堝料)方屬產業用料需
求之事業廢棄物種類：(1)積體電路製造業或其他光電材料及元件
製造業產生。(2)矽含量大於(含)百分之 90。(3)有害物質需低於有
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
(三) 因此，廢矽晶可輸出至國外，另若貴廠收受之廢矽晶亦符合產業
用料之相關規定，則無需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8 條之規定申請輸出
許可文件。
三十七、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是否可於同廠址以工廠登記證申請成為
再利用機構?
答：廢棄物清理法並未限制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不得於同一廠址申請再
利用機構，惟如原核發機關核准之處理設備未更動，僅部分貯存區不
再作為處理機構使用時，應針對貯存區提出「許可證」變更申請，尚
未涉及同意設置文件之變更。
三十八、試問含重金屬污泥是否可因含重金屬量多寡，作為事業再利用原
料?如污泥中重金屬含量超過 40%是否可以直接當作原料使用?另
污泥清運過程中是否屬於飛散物，若是清運時是否有其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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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答：(一) 該廢棄物若非屬經濟部公告再利用之事業廢棄物，擬將重金屬含量
超過 40%之污泥再利用，應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
法」之規定，檢具相關文件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再利用許可，始得
進行再利用。
(二) 依環保署「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廢棄物依
據「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規定若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於
清除應依前開標準之第 13 條至第 17 條規定辦理。

6.5 網路申報
一、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的密碼忘記，如何查詢？
答：請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的【資料下載】中常用表格區，下載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IWR&MS)上網密碼查詢申請表，依表格內
容填寫並蓋上公司大小章，附上機構相關證明文件，一併依申請表下
方之傳真電話傳真至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並於傳真後 5~10 分鐘撥打
0800-059-777 免付費客服專線與客服人員確認是否有收到傳真案件，
密碼審核天數約 1~3 工作天，屆時依所填寫之聯絡電話與承辦人員聯
繫告知密碼 。
二、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密碼修正後，是否會與環境保護管理資訊
網 EMS 密碼同步？
答：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密碼修正後，因 2 個系統沒有互相連結所
以並不會同步至 EMS 系統，仍需以原 EMS 系統密碼登入。
三、新管制編號剛核發下來，請問首次登入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密
碼為何？
答：新取得之管制編號，首次登入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請以管制
編號後 4 碼+0 進行登入，如無法登入，請業者下載事業廢棄物申報及
管理系統(IWR&MS)上網密碼查詢申請表傳真進行申請。
四、輸入管制編號、密碼登入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經輸入錯誤密
碼五次，則系統限制登入 60 分鐘，能否協助立即開通以利申報後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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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答：為維護業者網路申報安全性，若登入密碼累計錯誤五次，將限制該 IP
登入管制編號 60 分鐘，請 60 分鐘後再進行管制編號登入與申報作業
，或是更換不同 IP 之電腦登入。
五、預先申報委託共同處理遞送三聯單如無法清運，該筆聯單應如何處理
？
答：請業者提前於遞送三聯單未關閉前，進入聯單修改介面修改清運日期
，84 小時確認時間即會重新計算。另若未提前修改清運日期，致 84
小時聯單已關閉，則業者可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申報區之
聯單資料錯誤說明功能，點選聯單作廢，將該筆遞送三聯單作廢。
六，事業機構於 84 小時內未做聯單確認，是否有補確認的措施？
答：依「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規定事業機
構應於 84 小時內作聯單確認，如逾時未確認則無法再作任何的補確認
作業。
七、預先申報的遞送三聯單無清運行為，至聯單資料錯誤說明欲將該筆遞
送三聯單作廢，在作業時出現警示訊息【聯單流向中無法作廢】該如
何處理？
答：聯單資料錯誤說明功能使用，應於事業機構 84 小時內確認或逾時未確
認之遞送三聯單方可進行作廢，如發生無法作廢之狀況，請確認事業
機構申報之遞送三聯單是否已確認。
八、申報的遞送三聯單容器數量有誤，進入遞送三聯單修改介面修正，卻
無法修正成功，該如何處理？
答：遞送三聯單修改介面中有三種修改選項，
1. 修改廢棄物代碼選取。
2. 修改非廢棄物代碼以外之廢棄物相關資料(重量、容器數目)。
3. 此次修改並不異動廢棄物資料。
導致修改不成功應為未將修改選項點選正確，如欲修正容器數量應點選
【修改非廢棄物代碼以外之廢棄物相關資料(重量、容器數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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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容器數量修正成功。
九、已完成聯單資料錯誤說明，進入查詢介面查詢該筆遞送三聯單，發現
資料仍然未修正還是錯誤的資料?
答：系統設計會保留原始資料畫面，故於查詢介面僅能查詢原始資料，但
在遞送三聯單畫面的左下方會顯示已有完成聯單錯誤說明之說明，如
欲聯單錯誤說明後的資料內容，可至申報統計量查詢內查看。
十、委託或共同處理聯單的中間處理後產物流向該如何做選擇？
答：應與處理機構詢問，處理完的廢棄物後所產生的廢棄物流向是最終處
置、境外處理、再利用或二次處理的流向。
十一、請問三聯單確認遇週六及週日是否會扣除確認時限不計算在內？
答：假日順延之定義為星期六、星期日及星期一早上 09:00 前，若最後確認
時限的確認點落在上述時間內，系統會自動將確認時限順延至星期一
23:59，若非落在上述時間內，經過假日確認時間仍然繼續計算。
十二、請問遞送三聯單申報時限未過 84 小時，為何無法修正資料並顯示此
聯單將關閉且無法修改的訊息？
答：系統目前會有提醒業者聯單確認時間點，並不是無法修正，系統畫面
會顯示提醒訊息 :
「※此聯單所申報之實際清運日期時間為：OOOO，聯單截止日期時間
為：OOOO，若超過聯單截止日期，此聯單將關閉且無法修改！」。
請選擇繼續申報按鈕，即可修改成功
十三、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填寫完有關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所
需表格資料後，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清理計畫書，點選
同步 EMS 資料，列印清理計畫書資料時，發現原物料欄位為空白，
該如何處理？
答：請於環境保護許可管理資訊網之製程與營運狀況表(表 M)中，原物料內
廢棄物的欄位需勾選，如未勾選，則無法同步至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中，請勾選廢棄物欄位後，再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清理
計畫書再次點選同步，原物料資料則會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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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已通過審查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可於何處下載與列印？
答：請登入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申報區，點選清理計畫書申報查詢
之清理計畫書填報查詢，所顯示為最新已通過之清理計畫書內容，可
於此下載與列印。
十五、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地址欄位，為何為 EMS 基本資料表(
表 C)之工廠地址欄位，而非公司之事業地址之欄位？
答：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地址欄位資料，其帶的邏輯會先檢視該
事業在 EMS 表 C 是否有填寫工廠登記資料，若有則先帶入該欄位資料
，成為清理計畫書事業地址欄位資料；若無才會帶入公司地址資料。
十六、於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中，欲進行清理計畫書與 EMS 資料同
步時，出現提醒視窗”您尚未於 EMS 中選擇正確清理計畫書類別”
，無法同步，該如何處理？
答：請於 EMS 基本資料表 C/步驟二/廢棄物清理書計畫書之公告事業別(廢
清書專用)內填寫完成後，再進行同步作業。
十七、指定公告事業進行產出情形申報時不小心點選本月無產出廢棄物選
項，導致事業廢棄物申報種類及數量的選項消失，無法申報該月份
事業廢棄物之數量，該如何處理？
答：可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產出情形修改介面，點選本月無產
出廢棄物介面進入後，將該筆申報資料刪除後即可繼續申報。
十八、原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有一項為 D-0699 廢紙混合物，且有暫存之
數量，後來將 D-0699 更新為 R-0601 廢紙，清理計畫書也通過審核
，因 R 類不需申報，請問在系統上該如何處理原 D-0699 廢紙混合物
之暫存量呢？
答：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審查核准後，始得改以 R-0601 清理及申報
，至原申報貯存於廠內之 D-0699，於產出、貯存、聯單申報達質量平
衡後，即可予以修改為 0，改以 R-0601 代碼申報該貯存量，及申報後
續清理流向(遞送三聯單)，另 R-0601 廢紙屬「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
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
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得免連線申報其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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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十九、如果指定公告事業當月都無產生廢棄物，產出部分該如何申報?
答：請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申報區之產出情形資料維護，選擇
欲申報之年月份，點選「本月無產出廢棄物」
。
二十、指定公告事業貯存申報已確認申報完成，以查詢方式查詢，為何查
詢不到申報過的資料？
答：請事業查詢時「資料呈現方式」要點選「顯示 0」
，所有資料才會完整
呈現。
二十一、請問 D-1506 以管線、溝渠方式直接放流，需要做產出申報嗎？
答：依據「液體廢棄物填報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及上網申報清理流向
原則」規定, 若是以管線、溝渠方式直接放流者(D-1506)，及以管線、
溝渠方式納入工業區聯合污水處理廠或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處理者，
可免進行產出情形之申報。
二十二、申報產出情形時，進入申報介面發現無事業廢棄物產生種類、數
量的介面？且也無法修改？
答：可查詢業者是否已於【本月無產出廢棄物】介面申報完成，如已申報
則無法依修改方式去修正。可至產出情形修改介面，點選本月無產出
廢棄物介面進入，將該筆申報資料刪除，再至產出情形申報介面，則
可點選事業廢棄物產出種類、數量進入申報。
二十三、已完成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貯存申報作業後，發現 3 項
廢棄物資料中有 1 項廢棄物資料有誤，進入修改介面修改那一項
錯誤資料後，再去查詢申報資料卻只有修改後的那 1 項廢棄物資
料存在，另外 2 項資料為何不見了？
答：由於貯存申報系統的設計是修改後的資料會覆蓋前一次申報的資料，
所以在每次作修改任何 1 項廢棄物資料的同時，其餘應申報廢棄物項
目的資料仍需再次勾選「加入傳送資料」
，申報的資料才會完整。
二十四、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營運紀錄正式申報後，發現申報資
料錯誤需要刪除，應該如何作業？
答：應先行點選(10 日前後)營運紀錄自行補正的功能，調整至欲修正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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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後點選營運情形申報復原，再點選營運紀錄填報/申報資料修改，即
可進行修正刪除，修正完成必須再去點選營運紀錄正式申報。
二十五、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僅有收受列管事業遞送三聯單之廢
棄物(煤灰)，而未清運收受非列管事業之廢棄物，營運紀錄應如何
申報？
答：營運紀錄功能為提供各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申報「接受指定
公告事業屬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及非指定公告事業委託清理之所有廢
棄物」
。如其未清運收受指定公告事業屬公告事項十之廢棄物及非列管
事業之廢棄物則仍需申報為 0，以掌握其營運情形。
二十六、在輸入營運紀錄時若事業單位自行載運廢棄物，由於沒有委託清
除業者做載運之動作，清除者管制編號又不能空白該如何輸入？
答：若是事業單位自行載運廢棄物，在該清除業者欄位可輸入 C0000000(
事業自行清除)。
二十七、填寫再利用登記檢核表時，已填寫至第 3 頁，為何此頁所有選項
與欄位均為反灰無法做產品資料的填寫，該如何處理？
答：業者如屬批發零售業則第 3 頁產品資料是無須填寫的，若非屬批發零
售業者，發生此狀況，則請回第 1 頁的基本資料中查看「是否為批發
零售業」選項是否有被勾選，請將勾選取消，再回至第 3 頁即可填報
其產品內容。
二十八、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內如何查詢可以處理 R 類的再利用業
者？
答：請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各類查詢/再利用登記檢核結果查詢
內，利用廢棄物代碼搜尋，即可找到可再利用的業者。
二十九、在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申報委託共同處理遞送三聯單時，
為何看不到我要申報的廢棄物代碼？
答：進行廢棄物產出情形、貯存情形、遞送三聯單之申報前，先至事業廢
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之基線資料之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點選新
增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依欄位格式將資料輸入後，存檔完成，才能
繼續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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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由再利用機構付費向事業購買之廢木材棧板，是否不需要申報三聯
單?
答：產源事業若屬「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列管之事業，均需依「公告
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
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之相關規定辦理申報
作業。
三十一、再利用者發現接受之廢棄物各項內容與申報資料所載不符時，該
如何處理？
答：再利用者應自收受廢棄物後 24 小時內連線確認聯單不接受，並自確認
不接受起 24 小時內，請求該事業、清除者連線補正申報資料及再次連
線確認聯單接受，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三十二、是否有規定遞送三聯單保存多久？
答：依「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規定，事業
之遞送三聯單資料應自行保存 3 年以供查核。
三十五、機構擁有事業及再利用二個身分，登入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
統後，畫面跳入密碼維護介面，要求修改密碼，但已有改一列管
身分密碼，點選申報區要跳至申報介面，仍停留在密碼維護的畫
面，該如何處理？
答：如機構擁有 2 種以上之列管身分，則所有列管身分之登入密碼均需更
改密碼，才能繼續申報作業。
三十六、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可否有提供查詢合法的清除機構，並
可看得到所許可的項目？
答：查詢介面為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各類查詢/公民營清除處理許可
系統，可利用將清除之廢棄物代碼當條件，即可搜尋到合法的公民營
清除機構，並顯示其許可的項目。
三十七、可以在哪個網站查詢到處理 D-1799 的處理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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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請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各類查詢/公民營清除處理系統，於廢
棄物代碼(細碼)處請輸入欲查的廢棄物代碼，機構種類選擇處理機構或
清理機構後查詢，即可查詢到全國可以處理的公民營機構名單。
三十八、清除機構已於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所有人-監理站機具維
護」輸入新的車號，事業申報三聯單時為何仍然無法輸入新的清
除機具車號，畫面顯示清除者的「清運機具維護」之「使用人-監
理站機具維護」資料中，請確認是否填寫錯誤或請清除者於該介
面關聯帶入機具資料？
答： 請清除機構於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基線資料/清運機具維護/使
用人-監理站機具關聯帶入中，點選查詢監理站機具搜尋車輛資料，搜
尋出車輛後，再確定關聯此車號。
三十九、屬「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之指定公告事業
，於檢具或變更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產出免上網申報之廢
棄物是否可以不必提報？
答： 依「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公告事項七規定，指
定公告事業非僅產出公告事項六所指廢棄物者，即屬應提報事業廢棄
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於檢具或變更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仍應
依本公告規定檢具包含公告事項六所指廢棄物（免上網申報項目）相
關內容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審。
四十、產出之污泥於產出、貯存及清理時的含水率會逐漸降低，致使申報
量會不斷的變化，試問應如何申報才不會產生質量不平衡的問題？
答：針對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中，產出情形申報之「廢棄物產出種
類、數量」介面中，即有含水率 (若所申報之廢棄物屬於污泥類請加
填含水率) 申報。貴事業應依污泥實際之產出、貯存及清理狀況，據
實連線申報其產出、貯存情形及清理流向(遞送三聯單)。且於每月月底
申報前月之污泥產出情形時，應同時填報該污泥之含水率，並應以實
際產出之污泥量申報。如此，若貯存污泥期間因下雨或水分蒸發而導
致污泥貯存量產生變化，即可依每月填報之污泥產出量之含水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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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判定該污泥貯存量產生變化是否合理。
四十一、網路申報聯單上分列事業機構/清除機構/處理機構三方過磅重量
之意義為何？妥善處理紀錄文件之重量以那一方重量為準？
答：(一) 網路申報聯單上分列事業機構/清除機構/處理機構三方是否有過
磅之廢棄物重量，主要係為呈現廢棄物清運過程最真實之過磅重
量。
(二) 事業將廢棄物委託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事業於申報遞送三聯
單廢棄物重量時不論是否過磅，皆應申報其重量，而清除者及處
理者接受廢棄物若有過磅，則應於遞送三聯單書寫過磅重量及上
網申報該重量，若未過磅，則免於遞送三聯單書寫過磅重量及上
網申報該重量。
(三) 依前 2 項所述，廢棄物於清運過程，事業、清除者及處理者應至
少有一者過磅，才能正確掌握該批廢棄物實際重量。另若該三者
中有其中二者過磅或三者皆過磅，係在經由該二者或三者實際過
磅，並經由事業與清除者、清除者與處理者遞送三聯單書面確認
蓋章，再上網申報之過磅重量，即使該二者或三者過磅之重量有
差異時(地磅之誤差)，仍為該批廢棄物清運過程最真實之過磅重量
。
四十二、查詢聯單清理數量時，係顯示事業機構/清除機構/處理機構三方
何者申報之重量，環保署如何勾稽數量之正確性？事業機構/清
除機構/處理機構三方之重量合理誤差值為何？
答：(一) 於廢棄物系統(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 IWR&MS) (網址為
http://waste.epa.gov.tw)查詢聯單申報之廢棄物重量，可同時查詢事
業機構/清除機構/處理機構三方所申報是否過磅之廢棄物重量。
(二) 事業清除前申報之廢棄物重量若未過磅，應儘量準確預估其重量
，否則將造成事業申報未過磅之廢棄物重量與清除者或處理者實
際接受過磅之廢棄物重量差異太大，造成勾稽異常。另事業、清
除者及處理者三者中，若有其中二者或三者申報廢棄物過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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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二者或三者申報之廢棄物過磅重量差異過大，亦會造成勾稽異
常。
四十三、某事業之不良產品即為該廠廢棄物，其產品皆存放至物流中心(倉
庫)，認定為不良產品時，才委託處理業者處理，該廠廢棄物不
存放在公司，是否需要申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
答：無須申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一旦認定其產品為廢棄物時，須申報
該項廢棄物廠外貯存情形，並在委外清理時，由事業申報遞送三聯單
，於聯單上之「是否由貯存場所起運」欄位詳細填寫該物流中心(倉庫
)地址即可。
四十四、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
點貯存，若屬毗鄰或位於同一工業區，是否仍需申報廠外貯存遞
送三聯單？
答：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地點貯
存，若屬毗鄰或位於同一工業區，依本署 96 年 2 月 27 日「公告以網
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
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二、(三)2 規定，
仍應連線申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
四十五、事業未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後 24 小時內連線補正聯單申報資料是否
有罰則？事業未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後 84 小時內連線上網確認聯單
內容是否有罰則？
答： 事業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連線申報清運廢棄物之日期時間、機具車(船
)號、種類及描述、數量及清除、處理、再利用或輸出等資料，若與實
際不符，未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 24 小時內連線補正申報資料，或指定
公告事業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後 84 小時內未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
容是否與清除者實際清運與處理、再利用、輸出者收受狀況相符，環
保局得依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規定，依同法第 52 條或第 53
條規定，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若經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完成改善，按日連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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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六、事業產出事業廢棄物採自行處理，是否需要申報三聯單?
答： 若為本廠處理仍需要申報三聯單，且須於完成處理後 24 小時內，上網
申報處理完成日期時間及中間處理方式，並於用印欄蓋章存查。
四十七、代工廠因受委託生產非該公司產品，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非該公
司所有，應如何申報？
答︰ 代工廠雖受委託生產非該公司產品，惟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仍係由該
廠所產出，自應由該廠負責清理責任及上網申報產出、貯存情形及清
理流向(遞送三聯單)。
四十八、盛裝過廢溶劑之空桶是否可以不必網路申報?
答：(一) 指定公告事業產出之廢棄物，若屬本署 96 年 2 月 27 日「公告以
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十規
定之廢棄物，則該廢棄物可免上網申報。
(二) 盛裝過一般或有害廢溶劑之廢空桶(廢鐵桶或廢塑膠桶) 如純粹為
空桶或已將廢溶劑清洗乾淨，且符合前項規定，則該廢鐵桶或廢
塑膠桶可免上網申報。惟若盛裝過一般或有害廢溶劑之廢空桶(廢
鐵桶或廢塑膠桶)，仍殘留廢溶劑或未將廢溶劑清洗乾淨，則仍需
依前開公告規定上網申報其清理流向。
(三) 指定公告事業若將盛裝過一般或有害廢溶劑之廢空桶(廢鐵桶或廢
塑膠桶)，依規定於廠內自行清洗，仍需依前開公告事項二(四)2 規
定上網申報自行處理情形，而清洗乾淨之廢鐵桶或廢塑膠桶，可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9 條規定進行再利用。而清洗後產生之廢
水，則需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處理。前述相關處理情形
皆應依規定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該廢空桶(廢鐵桶或廢塑
膠桶)自行處理，及填報清洗乾淨後之廢空桶(廢鐵桶或廢塑膠桶)
清理或再利用流向。
四十九、與製程無關之物料是否需納入申報？
答：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與製程無關之物料無須納入原物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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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添加物申報，惟若與廢棄物產出有關之物料，如使用溶劑清洗機台
或設備，會產生廢溶劑，仍需將使用溶劑納入原物料或添加物申報。

6.6 其他
一、請問若再利用機構遇到緊急狀況（如機械故障，天災等無法於 30 日內
處理完畢）或是停工歇業時，若廠內還有已收受但尚未進行再利用的
廢棄物，請問要如何處理，是要退回事業機構？還是要由再利用機構
負責清理？或還是要發函請環保局指示後續處理事宜？
答：(一) 若遇到天災或緊急狀況無法於 30 日內處理完畢，得依據「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9 條第 2 項及「廢棄物清
理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款規定辦理。
(二) 若停歇業時尚未進行再利用之廢棄物，依再利用機構於廢棄物清
理計畫書或再利用許可申請書所載明停歇業時之處理方式辦理。
二、倘事業於年底進行年檢測時，檢測結果判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針對
已送往再利用機構進行再利用之廢棄物應如何認定，是否仍適用再利
用管理方式。
答：(一)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附表「電弧爐煉鋼爐碴(石)」之
事業廢棄物來源規定，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
用，應依「廢棄物清理法」進行妥善處理。
(二) 針對檢測前所送往再利用機構之廢棄物，應依產源事業廢棄物申
報內容判別，若有證據可判別先前所送之廢棄物屬有害，可依「
廢棄物清理法」規定辦理。
三、廢橡膠再利用機構應具備資格疑義。
答：本案 OO 公司擬收受「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種類及管理方式」編
號 28.「廢橡膠」再利用作為再生油品原料，以產製再生油品，應先向
當地環保主管機關申請再利用者身分檢核通過後，始得收受「廢橡膠
」進行再利用運作，並依經濟部能源局「酒精汽油生質柴油及再生油
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理法」之規定申請核准後，始得銷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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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
四、廢棄物及產品認定如有疑義，應如何處理？
答：(一) 依環保署 100 年 5 月 9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6827 號令，明示環保
機關於審查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應審慎審理其製程產出物
之認定，並加強與工商登記單位橫向聯繫。
(二) 依環保署 102 年 1 月 28 日環署廢字第 1020009551 號函，有關原
登記為產品，但事實上該產品已失市場價值，或因價格因素長期
貯存而有棄置污染環境之情形者，應改認定為廢棄物，並依事業
廢棄物清除處理或再利用相關規定加強管理。
(三) 地方主管機關及環保署委託之審查機關於審核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時針對其登載之各項製程產出物，應確實針對產出物之用途
及流向、製程技術及設施慎密審核，如事實為不具效用、效用不
明或可能被拋棄，應為廢棄物，如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記載
為產品或副產品，該計畫書應不予核准。
(四) 地方主管機關及環保署委託之審查機關，依上述原則，檢視經審
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如發現經登記為產品或副產品
，但事實已失市場價值，須由產源付運費大於售價，致實質由產
源付費而無淨收入方得成交時，或因價格波動而時有產源出售並
無淨收入之情形，且有長期違法貯存或棄置之虞，或以產品使用
有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改認定其為廢棄物，除請
工商登記單位取消其產品項目登記外，並依事業廢棄物清除處理
或再利用相關規定加強管理。
(五) 若發現登記之產品不當使用致污染環境時，產品之管理單位及產
品使用之受體（例如農地、魚塭）之主管單位，應就其主管法規
負相關管理責任。

139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及再利用實務輯

第七章

常見法律疑義及相關解釋文

事業進行事業廢棄物產出、清除、處理及再利用等行為時，需依照廢
棄物清理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規定辦理，鑑於廢棄物清理及申報相關法規眾
多，事業在前述行為過程中時對於法規內容有疑義，本章節特彙整近年常
見之法律疑義及環保署解釋函文，以供參考。

7.1 產出
一、事業負責人或公司名稱變更，是否應重新申請管制編號。
環署廢字第 0950069420 號函
【解釋日期】95 年 08 月 30 日
【解釋內容】(一) 如事業負責人變更或公司名稱變更，且涉及組織變更，
則應重新申請管制編號。如事業負責人變更或公司名稱
變更，但未涉及組織變更（可由相關證照及統一編號判
斷）
，則無須重新申請管制編號。
(二) 依前項所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消滅公司）合併後
變更公司名稱、資本額、負責人，若已涉及組織變更（
即使廠址、製程、原物料、廢棄物種類及數量等均無改
變）
，則應重新申請管制編號，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送審及上網申報廢棄物清理流向，而消滅之公司應向
所在地環保機關申請解除列管。依前開所述○○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消滅公司）於合併生效前仍須依原管制編號
上網申報廢棄物清理流向，且可事先申請合併新的管制
編號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審，至合併後即需改
以新管制編號上網申報廢棄物清理流向，並辦理原管制
編號申請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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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併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若無法事先取得工廠登記
證申請新的管制編號，可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
理系統（http：//waste.eap.gov.tw）資料下載區下載「新
設事業申請管制編號證明」填寫後向當地環保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管制編號。
二、依規定應每月申報之事業，若當月廢棄物無產出時，是否仍需申報。
環署廢字第 0950097323 號函
【解釋日期】95 年 12 月 14 日
【解釋內容】(一) 事業若屬環保署「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
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
事業」列管之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即應依環保署「公
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
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
及頻率」規定，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清理流向。
(二) 依前開公告事項二（二）規定，事業應於每月月底前，
連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料使用量及主
要產品產量或營運狀況資料、事業廢棄物產出之種類及
描述、數量、再生資源項目、數量、貯存及回收再利用
（或輸出）情形等資料。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連線
申報無產出廢棄物狀況。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
廢棄物亦應連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狀況。
(三) 另若指定公告事業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產出之
廢棄物為 10 項，而某月僅產出 8 項廢棄物，那其於下月
底申報該月產出情形時，只需申報該 8 項廢棄物產出情
形即可，不需將未產出之 2 項廢棄物上網申報為 0。
(四) 依前項所述，因不需將未產出之廢棄物 2 項上網申報為
0，即使均已上網申報產出為 0，系統將自動視為不需申
報之廢棄物，仍僅會列印出有申報廢棄物數量之項目，
141

工業廢棄物清除處理及再利用實務輯

故事業若依規定確實申報，並無申報不實之情形。
三、所轄列管之新設事業若尚未營運，尚無產出廢棄物及貯存，尚需申報
貯存量為 0。
環署廢字第 0980019980 號函
【解釋日期】98 年 03 月 09 日
【解釋內容】主旨：所轄列管之新設事業若尚未營運，尚無產出廢棄物及
貯存，請輔導其除需申報無產出情形外，尚需申報貯存量為 0
。
說明：
(一) 事業若屬環保署「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事業廢棄
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
形之事業」列管之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依前開公告事
項二（二）規定，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應於每月月底前
，連線申報。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連線申報無產出
廢棄物狀況。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
連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狀況。另依前開公告事項二（三
）規定，應於每月 5 日前連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
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料。
(二) 前開公告並無規定若新設事業尚未營運尚無產出廢棄物
及貯存，可免申報廢棄物貯存情形，且若該等新設事業
已申報本月無產出卻無申報貯存情形，事業廢棄物申報
及管理系統仍會將其篩選為未申報貯存名單，因此為符
前開公告規定及提升貯存申報率，請輔導所轄該等新設
事業若尚未營運尚無產出廢棄物及貯存，除需於每月月
底申報前月無產出情形外，尚需於每月 5 日前連線申報
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量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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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業、清除者、處理者或再利用者等一定要有一方過磅。
環署廢字第 0980021516 號函
【解釋日期】98 年 03 月 20 日
【解釋內容】(一) 事業若屬環保署「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
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
事業」列管之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即應依環保署「公
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
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
及頻率」規定，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清理流向。
(二) 依前開公告事項二（四）1 規定，事業（產源）應於廢
棄物清除出廠前申報正確廢棄物重量，而清除者亦應依
前開公告事項三（三）1（1）規定，應於廢棄物清運出
事業廠時，於遞送三聯單上書寫「實際清運日期時間」
、
「實際清運機具車（船）號」
、
「實際清運重量」等資料
，經與事業書面確認，作為廢棄物清運出事業廠後 48 小
時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清運情形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
料之依據。另處理者（或再利用者）亦應依前開公告事
項三（三）3（1）規定，於收受廢棄物時於遞送三聯單
上書寫「實際收受日期時間」、「清除者至處理、再利用
廠實際清運機具車(船)號」
、
「實際收受重量」等資料，經
與清除者書面確認，作為收受廢棄物後 24 小時內連線申
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形、處理方法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
料之依據。
(三) 依前項所述，事業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申報正確廢棄
物重量（過磅）
，若其委託再利用之含銀之氰化物電鍍程
序清洗廢液（A-9201）於清除前，是以流量計準確量出
流量，再乘以密度，所得之廢液重量，僅能視為該廢液
清除出廠前準確預估之廢棄物重量，不可視為已過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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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該廢液之重量會隨著流量及密度改變，故仍需由該事
業（產源）
、清除者或再利用者至少一者過磅，方符合規
定。
五、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及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疑義。
環署廢字第 0980036223 號函
【解釋日期】98 年 05 月 04 日
【解釋內容】主旨：函詢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及事業廢棄物清理
計畫書填報相關疑義乙案。
說明：
(一) 事業若屬環保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
事業」及「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
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列管之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即應依環保署「公告以網
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
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
」公告事項二規定，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產出、貯存情
形及清理流向（遞送三聯單）。
(二) 依「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廢棄
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與事業廢棄物產生、
清理有關事項變更，係指下列情形之一：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
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
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
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三) 事業若屬前開公告列管之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產出之
事業廢棄物量較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所填報之最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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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為多，且數量增加逾最大月產生
量之百分之十者，依前項所述，因涉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變更條件，需辦理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
(四) 清除頻率是請業者填報「至少」清除幾次，若業者已儘
可能依其大、小月營運產出之事業廢棄物量，填報與實
際清除相符合之清除頻率次數，如此即不會被勾稽異常
，亦即清除頻率僅列入勾稽參考，未必視為異常。且清
除頻率係提供各縣市環保機關管制人員勾稽參考，環保
機關將同時視業者實際申報之產出、貯存情形、清理流
向（遞送三聯單）及其貯存設施容量，方能判定業者申
報有無異常。因此若業者皆有符合規定辦理，不會因實
際清除頻率稍微與所填報之清除頻率不同，即會遭受告
發處分。
(五) 另若營造業者因工程因素，已增加或減少事業廢棄物產
出量及清除頻率，且與原填報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之清除頻率差異甚多，若未適時辦理事業廢棄物清理計
畫書異動調整，方有可能造成勾稽異常。因此業者遇有
清除頻率差異較大時，可於事實發生 15 日內填報異動申
請書，報請審查機關備查即可，而且無需繳交審查費。
環保署未來將進一步推動線上申辦送審作業，可更便捷
異動之申請。
(六) 有關廢棄物貯存問題，請參閱環保署「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至若於工地現場於
集中堆置之廢棄物上覆蓋帆布遮掩，該貯存設施得填列
為半密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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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營建工程達列管規模，未提報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且稱工程中僅產生
生活性廢棄物，是否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
。
環署廢字第 0980046940 號函
【解釋日期】98 年 06 月 08 日
【解釋內容】主旨：函詢若營建工程達列管規模，營建業未於廢棄物清理
前提報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而於工程完工後稱於施工過程僅
產生員工生活性廢棄物，是否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
說明：
(一) 事業若屬環保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
事業」及「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
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列管之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即應依該公告事項三規定
，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
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理有關事項變更時，亦同
。並應依環保署「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
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
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規定，上網申報事業廢棄
物清理流向。如事業僅產出前開公告事項六或公告事項
十之廢棄物，則符合解除列管條件者，可向地方環保機
關申請解除列管，於獲准後免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及無需上網申報廢棄物清理流向。
(二) 依前項所述，如營造業之規模符合前開公告之列管標準
，但未於廢棄物清理前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
核准，且於工程完工後稱於施工過程僅產生員工生活性
廢棄物，亦未於工程期間向貴局申請解除列管，即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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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已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
定。
七、關於一般事業廢棄物(污泥)定期申報之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80104528 號函
【解釋日期】98 年 11 月 19 日
【解釋內容】主旨：函詢辦理一般事業廢棄物定期申報疑問釋義乙案。
說明：
查 環 保 署 環 境 保 護 許 可 管 理 資 訊 網 (EMS)
(http://ems.epa.gov.tw)之廢棄物系統(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
系統)中，產出情形申報之「廢棄物產出種類、數量」介面中
，即有含水率 (若所申報之廢棄物屬於污泥類請加填含水率)
申報。貴事業應依污泥實際之產出、貯存及清理狀況，據實
連線申報其產出、貯存情形及清理流向(遞送三聯單)。且於每
月月底申報前月之污泥產出情形時，應同時填報該污泥之含
水率，並應以實際產出之污泥量申報。如此，若貯存污泥期
間因下雨或水分蒸發而導致污泥貯存量產生變化，即可依每
月填報之污泥產出量之含水率，計算判定該污泥貯存量產生
變化是否合理。
八、清除機構於清除廢棄物後 48 小時內上網申報，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
一工作日之「適逢假日」申報規定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50027294 號函
【解釋日期】100 年 03 月 04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函請釋示清除機構於清除廢棄物後 48 小時內上網
申報，如適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之「適逢假日」申報
規定疑義乙案。
說明：
(一) 環保署 95 年 4 月 7 日環署廢字第 0950027294 號函（諒
達）業已依事業單位反映，並考量事業、清除者、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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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利用）者逢假日未上班，方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進
行申報，故修正「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事業廢棄物
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
之事業」公告事項十一規定，如申報日期時間期限「適
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清晨 9 時以前，即如申報
期限屬週六至週一清晨 9 時以前之時段，皆屬假日，皆
可順延至下週一 24 時前進行申報。
(二) 依前項所述，來函中清除機構若於週六上午 9 時 5 分左
右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作業，則 48 小時申報期限落點係
落於週ㄧ上午 9 時 5 分，非落於假日，依規定不得順延
至次一工作日進行申報，仍需依前開公告規定於 48 小時
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清運情形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料
。
九、廢棄物清理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
計畫書之事業，其製程產出物之認定原則。
環署廢字第 1000036827 號令
【解釋日期】100 年 5 月 9 日
【解釋內容】(一) 有關「廢棄物清理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其製程產出物之
認定，應依下列原則辦理：
1. 環保單位對於事業所提之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應謹慎審理
，必要時應請事業提供產品種類、成分、規格、形態、
顏色、數量、照片、用途或流向等資料，以供審查，並
應確認產品之說明屬合理、技術可行且流向無虞。
2. 環保單位與工商登記單位應加強橫向聯繫，避免發生廢
棄物登記為產品情事。
3. 產品之使用不當或未符合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令者
，致造成安全、環境污染或其他違反情事時，仍應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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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依權責督導辦理。
(二) 環保署 88 年 9 月 27 日（88）環署廢字第 0064651 號函
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十、與製程無關之事業產生廢棄物，是否應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登載
疑義解釋。
環署廢字第 1000105358 號函
【解釋日期】100 年 12 月 01 日
【解釋內容】主旨：函詢廢家電及廢資訊物品等與製程無關之事業產生廢
棄物，是否應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登載疑義。
說明：
依環保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
公告事項七規定，指定公告事業除僅產出公告事項六所指廢
棄物外，應將其廠內產出之所有事業廢棄物填報於事業廢棄
物清理計畫書檢具送審。因此，非屬製程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如廢家電、廢資訊物品）亦需填報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
書中。
十一、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處理後製程產出物之認定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10020106 號函
【解釋日期】101 年 3 月 8 日
【解釋內容】主旨：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或清理機構處理後製程產出物之認
定，請依環保署 100 年 5 月 9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6827 號令
辦理，請 查照。
說明：
(一)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或清理機構屬「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
理計畫書之事業」
，其處理後之製程產出物認定，應依環
保署 100 年 5 月 9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6827 號令認定原
則，環保單位對於事業所提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以下簡稱廢清書）
，應謹慎審理，必要時應請事業提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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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類、成分、規格、形態、顏色、數量、照片、用途
或流向等資料，以供審查，並應確認產品之說明屬合理
、技術可行且流向無虞。
(二) 又處理、清理機構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
管理辦法」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許可證時，如
涉及處理後製程產出物之認定，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遵依上開廢清書審查原則審查相關許可申請文件，且
其許可內容應與廢清書登載之內容相同。
(三) 因此，處理或清理機構處理後之製程產出物，如已載明
於廢清書「主要產品（副產品）種類及產量」欄位，且
詳細說明相關產品之成分、規格及使用用途等，並經地
方政府審查核准後，應屬產品，且應與該等機構之許可
證相關內容相同。另處理、清理機構後續依核准之廢清
書與許可證內容進行產品使用或販售等行為，亦屬合於
規定。

7.2 清除
一、有關事業產出生活垃圾之清理及網路傳輸申報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60031484 號函
【解釋日期】96 年 04 月 25 日
【解釋內容】主旨：詢問事業產出生活垃圾之清理及網路傳輸申報疑義乙
案，復請 查照。
說明：
(一) 查事業廠區外之員工宿舍，若非屬該事業工廠登記證、
廠址範圍內，則該員工宿舍產出之生活垃圾，係屬一般
廢棄物，應依一般廢棄物清理規定清理，可直接交由鄉
公所清潔隊清運。
(二) 至事業廠區外之員工宿舍，若係屬該事業工廠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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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址範圍內，則該員工宿舍產出之生活垃圾，仍屬該事
業所產出，係屬一般事業廢棄物，若擬委託鄉公所清潔
隊清運，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目
規定，經執行機關同意，方可委託其清除。
(三) 復查前項之事業若屬環保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
理計畫書之事業」列管之事業，即應將所有產出之廢棄
物 (含廠區外員工宿舍產出之生活垃圾)填報於事業廢棄
物清理計畫書檢具送審。
(四) 另該事業若亦屬環保署「公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
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
情形之事業」列管之事業，亦應依環保署「公告以網路
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
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
規定，申報所產出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情形及清理流向 (
遞送三聯單)。
(五) 另查該事業廠區外員工宿舍產出之生活垃圾，係屬前開
公告事項十 (二) 可免上網申報之廢棄物，因此不論該生
活垃圾係委託鄉公所清潔隊或清除業者清運，皆可免上
網申報其清理流向 (遞送三聯單)。
二、有關事業所申報的無害污泥（D-0902）暫存數量應如何轉換為有害污
泥（C-0102）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60044630 號函
【解釋日期】96 年 06 月 13 日
【解釋內容】主旨：函詢在事業廢棄物管制申報網站所申報的無害污泥（
D-0902）暫存數量應如何轉換為有害污泥（C-0102）乙案。
說明：
(一) 查「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廢
棄物清理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與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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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清理有關事項變更，係指下列情形之一：（1）新
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
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2）廢棄物回
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
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二) 貴公司若原污泥產生製程，因部分玻璃原料變更，致使
所產生之廢污泥含鉛，導致廢棄物由無害污泥（D-0902
）變為有害污泥（C-0102）
，若涉前項變更條件，則應先
辦理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經審查核准後，始得
改以有害污泥（C-0102）清理及申報，至原申報貯存於
廠內之無害污泥（D-0902）
，方可予以修改為 0，改以有
害污泥（C-0102）代碼申報該貯存量，及申報後續清理
流向 (遞送三聯單)。
三、有關廢棄物清除行為是否包含分類作業之相關疑義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00030655 號函
【解釋日期】100 年 4 月 18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廢棄物清除行為是否包含分類作業之相關疑義，
環保署說明如下，請

查照。

說明：
廢棄物清除行為是否包含分類作業一節，一般廢棄物部
分，依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第 2 條第 6 款規
定「分類：指一般廢棄物於貯存、回收、清除及處理過程中
，將同類別性質者加以分開之行為」
，亦即一般廢棄物之貯存
、回收、清除及處理過程中，均得分類；有關一般事業廢棄
物部分，現行規定未明確，為務實解決問題，如為利於後續
之運輸、處理或再利用，亦得將同類別及同性質者分類清除。
環署廢字第 100004239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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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日期】100 年 5 月 20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廢棄物分類與處理行為之疑義，說明如下，請

查

照。
說明：
環保署 100 年 4 月 18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0655 號函有
關「廢棄物清除行為是否包含分類作業一案」
，環保署特再補
充如下：
(一) 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規定，一般廢棄物
於貯存、回收、清除及處理過程均可進行分類；依「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 條定義，
處理係指中間處理、最終處置及再利用，並未包含分類
，且亦無分類之定義。因此，如為利於後續之運輸、處
理或再利用，清除機構得將同類別及同性質者廢棄物分
類清除。
(二) 有關清除過程之分類行為是否需申請許可一節，查目前
尚無要求，惟考量實務運作之需求，環保署將錄案檢討
。
(三) 清除機構如依許可內容執行廢棄物之清除工作時，其將
同類別及同性質廢棄物分類之行為，仍屬清除程序；處
理機構如為利於後續處理或再利用，將廢棄物進行分類
，則該分類屬處理程序。

四、清除機構未取得廢棄物輸出許可前，得否先行貯存欲輸出之廢棄物相
關疑義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00083589 號函
【解釋日期】100 年 10 月 17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清除機構未取得廢棄物輸出許可前，得否先行貯
存欲輸出之廢棄物一案，如說明，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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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清除機構申設之貯存場如已取得許可，其將收受之廢棄
物貯存於貯存場中並無不可。惟該清除機構尚未依「廢
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取得輸出許可前，其
收受之廢棄物尚無法判定將交由「經許可之國內處理機
構」處理或「輸出至境外處理機構」處理。
(二) 本案因尚未依「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取
得個案許可輸出。因此，應遵守 48 小時運送至國內處理
機構之限制；惟若已取得上述之個案輸出許可者，可貯
存於貯存場，不受前開 48 小時之限制。
五、有關「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類」輸出(入)資格疑義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10051502 號函
【解釋日期】101 年 6 月 25 日
【解釋內容】主旨：貴局函詢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類」，
其輸出(入)者之資格能力一案，復請

查照。

說明：
(一) 復

貴局 101 年 6 月 19 日中市環廢字第 1010054886 號

函。
(二)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略以，事業廢棄
物之輸出(入)，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許可文件，始得為之；…但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者，不在此
限。
(三) 環保署 97 年 3 月 5 日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
物種類」共計 19 項，因該類廢棄物仍屬事業廢棄物範疇
，依上開規定，僅免除輸出(入)許可之申請，其輸出(入)
者之資格仍應符合「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
」規定。另該類廢棄物於境內之清除、處理，應依「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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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清理法」第 28 條第 1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辦理
。
六、有關申報出口貨物之商品分類號列疑義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10057054 號函
【解釋日期】101 年 7 月 6 日
【解釋內容】主旨：貴轄○○實業有限公司函詢，如何申報出口貨物之商品
分類號列(C.C.C.Code)一案，請

查照。

說明：
(一) 依旨揭公司 101 年 7 月 4 日萬字第 0010704 號函辦理(
如附)。
(二)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8 條規定略以，事業廢棄物之輸
出(入)，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
，並於取得許可後，始得辦理報關、輸出(入)。
(三) 查中華民國進出口貨品分類表及海關進口稅則係經濟部
國際貿易局及財政部關稅總局主管業務，相關稅則之適
用及區分，請洽該二單位了解釐清。
(四) 本案請

貴局依上述規定，依權責協助旨揭公司申辦廢

棄物輸出相關事宜。

7.3 處理
一、有關事業單位盛裝化學原物料之廢空桶應如何處置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60040988 號函
【解釋日期】96 年 06 月 14 日
【解釋內容】主旨：函詢事業單位盛裝化學原物料之廢空桶 (塑膠桶、鐵桶
)該如何處置乙案。
說明：
(一)有關盛裝化學原物料之廢空桶 (塑膠桶、鐵桶)，應依「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 2 條所列之方式依序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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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原盛裝之內容物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規
範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則該空桶應依所認定有害項目認
定。如該廢塑膠桶、廢鐵桶非盛裝有害事業廢棄物且亦
未貯存有廢棄物時，應可歸類為廢塑膠、廢鐵。
(二)指定公告事業產出之廢棄物，若屬環保署 96 年 2 月 27 日
「公告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
、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
內容及頻率」公告事項十規定之廢棄物，則該廢棄物可
免上網申報。即若該事業有產出廢鐵屬前開公告事項十
(三) 之「廢鐵」，該項廢鐵可免上網申報；另若該事業
有產出廢塑膠(容器)屬前開公告事項十 (四)依廢棄物清
理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所公告之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之「
廢塑膠 (容器)」，則該項廢塑膠 (容器)亦可免上網申報
。
(三)盛裝過化學原物料之廢空桶 (廢鐵桶或廢塑膠桶)如純粹
為空桶或已將化學原物料清洗乾淨，且符合前項規定，
則該廢鐵桶或廢塑膠桶可免上網申報。惟若盛裝過化學
原物料之廢空桶 (廢鐵桶或廢塑膠桶），仍殘留化學原
物料或未將化學原物料清洗乾淨，則仍需依前開公告規
定上網申報其清理流向。
(四)指定公告事業若將盛裝過化學原物料之廢空桶 (廢鐵桶
或廢塑膠桶)，依規定於廠內自行清洗，仍需依前開公告
事項二 (四)2 規定上網申報自行處理情形，而清洗乾淨
之廢鐵桶或廢塑膠桶，可依「廢棄物清理法」第三十九
條規定進行再利用，至清洗後產生之廢水，則需依「水
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處理。指定公告事業若將盛裝過
化學原物料之廢空桶 (廢鐵桶或廢塑膠桶)，依規定於廠
內自行清洗，需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該廢空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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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鐵桶或廢塑膠桶)自行處理，及填報清洗乾淨後之廢空
桶 (廢鐵桶或廢塑膠桶)清理或再利用流向。
(五)至若處理機構擬從事廢盛裝容器之清洗行為，屬廢棄物處
理行為，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41 條規定，取得廢棄物處
理許可證後，始得從事該廢棄物處理業務。除同條但書
規定情形，可免取得公民營廢棄物處理許可文件外，未
經取得廢棄物處理許可即從事該廢棄物處理行為，均屬
違法行為。
環署廢字第 1000020496 號函
【解釋日期】100 年 3 月 15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函詢「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第 2 條第 11 款規定「有害性質消失」之認定標準乙案，復
請 查照。
說明：
(一) 復 貴公會 100 年 2 月 10 日表面處理金字第 100006 號
函。
(二) 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0 條第
14 款規定，貯存毒性化學物質或其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容器之中間處理方法，應採化學處理法、熱處理法或洗
淨處理法處理；採水洗淨處理者，須有妥善廢水處理設
施。又依同標準第 2 條第 11 款之「洗淨處理」專用名詞
定義：事業廢棄物貯存容器經水洗或溶劑清洗後，該貯
存容器所含有害成分特性消失之處理方法。
(三) 貯存毒性化學物質或其他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容器態樣眾
多，無法從一解釋。原則上，曾裝載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容器(桶子)，應由處理機構一併處理，其有害物及容器(
桶子)，經處理機構依清理計畫書之處理流程處理後可視
為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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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疑義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70101020 號函
【解釋日期】97 年 12 月 24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函詢「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檢具事
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
產生、清理有關事項變更時，亦同。」相關疑義乙案。
說明：
(一)查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定，本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理有關事項變更，
係指下列情形之一：
（一）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
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
百分之十者。
（二）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
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三）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
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
加逾百分之十者。
(二)依前項所述，事業產出之廢棄物，無論是為製程產出或非
製程產出，皆屬事業廢棄物，其清理方式改變（如掩埋
處理變更為焚化處理），皆需依規定辦理事業廢棄物清
理計畫書變更，經審查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改變清理
方式。
三、有關廢棄物分類與處理行為之疑義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00042399 號函
【解釋日期】100 年 5 月 20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廢棄物分類與處理行為之疑義，說明如下，請

查

照。
說明：環保署 100 年 4 月 18 日環署廢字第 1000030655 號函
有關「廢棄物清除行為是否包含分類作業一案」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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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再補充如下：
(一) 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規定，一般廢棄物
於貯存、回收、清除及處理過程均可進行分類；依「事
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 條定義，
處理係指中間處理、最終處置及再利用，並未包含分類
，且亦無分類之定義。因此，如為利於後續之運輸、處
理或再利用，清除機構得將同類別及同性質者廢棄物分
類清除。
(二) 有關清除過程之分類行為是否需申請許可一節，查目前
尚無要求，惟考量實務運作之需求，環保署將錄案檢討
。
(三) 清除機構如依許可內容執行廢棄物之清除工作時，其將
同類別及同性質廢棄物分類之行為，仍屬清除程序；處
理機構如為利於後續處理或再利用，將廢棄物進行分類
，則該分類屬處理程序。
四、再利用機構與廢棄物處理機構得處理/再利用廢棄物項目疑義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00079129 號函
【解釋日期】100 年 9 月 13 日
【解釋內容】主旨：再利用機構與廢棄物處理機構得處理/再利用廢棄物項
目疑義一案，詳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 依據○○有限公司 100 年 7 月 27 日○○字第○○○○○○號函辦
理。
(二) 同一事業可否同時具備再利用機構與廢棄物處理機構資
格一節，並無規定不可。又查環保署 98 年 4 月 21 日環
署廢字第 0980031993 號函說明二：「廢棄物清理、處理
機構若同時經營再利用業務時，其廢棄物處理許可證或
清理許可證項目與廢棄物再利用項目不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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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因「項目」確實所指經檢討尚缺明確，本函特釐
清補充：該函項目係指廢棄物種類代碼。事業單位如同
時兼具處理機構及再利用機構資格，依前開函規定，其
處理或再利用之廢棄物項目可以相同，惟其處理許可證
上所載之許可處理廢棄物種類代碼，尚不得與再利用機
構之許可文件中廢棄物代碼相同。上開說明允已釐清再
利用機構兼具處理機構之困擾；環保署並將錄案檢討明
確相關規定，以進一步促進事業廢棄物之合法合理之再
利用或妥善處理。
(三) 另環保署 98 年 11 月 27 日環署廢字第 0980108180 號、
99 年 1 月 20 日環署廢字第 0990002771 號及 99 年 7 月
19 日環署廢字第 0990058782 號等函相關許可項目之說
明亦一併釐清如本函。
五、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處理產出物之廢棄物代碼認定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10050813 號函
【解釋日期】101 年 6 月 28 日
【解釋內容】主旨：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處理後產出物之廢棄物代碼認
定疑義一案，請依說明原則辦理，請 查照。
說明：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機構處理後產出物之廢棄物代碼認定
，應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2 條及「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
準」等相關規定，選用正確之廢棄物代碼，並陳述其後續之
清除處理流向，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送主管機
關核准。又處理機構處理後之產出物流向，亦應載明於申請
處理許可之相關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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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再利用
一、再利用機構倘另設置廠外貯存場之相關規定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70019779 號函
【解釋日期】97 年 03 月 14 日
【解釋內容】(一)查各部會所發布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並無貯存
場之相關規定，故應回歸廢棄物清理法之相關規定，亦
即該再利用機構倘另設置廠外貯存場，應比照事業或廢
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於廠外設置貯存場方式，向當地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為廠外貯存場，且貯存設施應符合「事業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之相關規定，並
無貯存地點長、寬、高之限制。
(二) 貴公司係屬再利用機構，若收受屬環保署「公告應以網
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
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列管事業（指定公告事
業）產出之廢棄物，則需依環保署「公告以網路傳輸方
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
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三（三
）1（1）規定，於 48 小時內將廢棄物由產源運至再利用
機構。
(三) 依前開規定，若貴公司已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為廠
外貯存場，則屬前開公告列管之事業（指定公告事業）
（產源）若將產出之事業廢棄物先清除至貴公司之廠外
貯存場，再運至貴公司之再利用廠進行再利用，仍需於
48 小時內將廢棄物由產源運至貴公司之再利用廠，且清
除者亦需於遞送三聯單之清除者填報欄位，勾選有轉運
，另貴公司之再利用廠亦需依前開公告事項三（三）3
（1）規定，於收受該廢棄物後 24 小時內上網申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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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接受該筆遞送三聯單，及依前開公告事項三（三）3
（3）規定，於再利用作業完成後 24 小時內，連線申報
棄物再利用作業完成日期時間及產品名稱、數量等資料
。另 貴公司之再利用廠亦應依環保署「事業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29 條規定，於收到廢棄物
30 日內完成該廢棄物再利用作業。
二、再利用機構申請延長再利用作業期限之說明。
環署廢字第 0970061140 號函
【解釋日期】97 年 9 月 2 日
【解釋內容】主旨：有關函詢再利用機構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
及設施標準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延長再利用作業期限之疑
義乙案，復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復 貴局 97 年 8 月 12 日高市環局四字第 0970036042 號
函。
(二)為減少處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因無法有效處理衍生之環
境風險問題，環保署 95 年 12 月 14 日修正發布事業廢棄
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以下簡稱設施標準）
新增第 29 條規定，明訂事業廢棄物處理或再利用應於
30 日完成，另給予處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無法符合 30
日之要求時，得依法申請延長其處理時限，不受 30 日之
限制。
(三)有關設施標準同條第 2 項規定：
「事業廢棄物處理、清理
機構或再利用機構因特殊情形無法於收到廢棄物 30 日
內完成處理或再利用者，得由該處理、清理機構或再利
用機構報經原許可文件核發之主管機關或再利用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係規定依法申請延長其處
理時限之方式，規定同意延長事業廢棄物處理或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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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限可不受 30 日限制之同意權，分別為：公民營廢棄物
處理、清理機構或共同處理、清理機構由「原許可文件
核發之主管機關」同意，再利用機構則由「再利用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是以，依據經濟部事業廢棄物
再利用管理辦法所公告再利用之事業廢棄物，其延長廢
棄物再利用時限之同意，仍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
。
(四)至於經濟部工業局 97 年 8 月 6 日工永字第 09700675200
號函所說明「公告再利用機構擬延長事業廢棄物再利用
完成期限，惠請

貴局本於權責卓處逕復」乙節，依前

述法令規範意旨，再利用機構如依設施標準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延長廢棄物再利用時限，其同意權應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為之。併予指明。
三、事業將公告再利用之廢棄物交由符合公告再利用規定之再利用機構，
惟再利用檢核表未登載確實，是否違反廢棄物清理法規定之說明。
環署廢字第 1010043245 號函
【解釋日期】101 年 5 月 23 日
【解釋內容】主旨：事業將公告再利用之廢棄物交由符合其所屬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利用規定之再利用機構，惟再利用檢核
表未登載確實，是否違反廢棄物清理法規定疑義一案，詳如
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 依據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1 年 4 月 17 日北環廢字第
1011600355 號函辦理。
(二) 再利用機構如符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事業
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規定，進行再利用者，尚無涉違
反廢棄物清理法第 39 條及上開管理辦法規定。
(三)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授權公告「應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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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其中公告事項八(三)規
定「…進行再利用之事業，應檢具再利用檢核表向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再利用機構管制編號，再
由該等機關核發再利用機構管制編號」
，檢具再利用檢核
表係上開規定之申請管制編號程序，以利網路申報事業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等相關資料。如再利用機構之再利用
檢核表(含廢棄物來源、最大月再利用量…等資料)與事業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相關規定不符，地方環保機關應輔
導再利用機構修正。又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與相關規
定或實際運作不符者，事業(含再利用機構)如未檢具事業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變更送主管機關審核，將涉違反廢
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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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製造業、再利用機構、公民營廢棄物處理及清理機構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二、事業基本資料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填報日期：

1.事業名稱
1c.職 稱

1d.身分證字號

1e.事業電話

1f. 環 保 聯 絡 人

1g.環保聯絡人聯絡

姓名
1h.環保聯絡人電

2.資本額(萬元)
□□□□□

縣
(市)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萬元

□□□□□

鄉鎮

村

區(市)

(里)

東經（UTM-X）：
縣

(市)
5a.電話

( )

鄉鎮

村

區(市)

(里)

3.事業(工廠)員工數

人

(人)

鄰

路(街)

巷

弄 號

段

樓

北緯（UTM-Y）
：
鄰

路(街)

巷

弄 號
樓

段

5b.電子郵件信箱

5c.場（廠）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6.公告事業別

7.行業別代碼

北緯（UTM-Y）
：
8. 清理計畫書核

(1)

(最多填三類)

准字號

(2)

（由審查機關填列）

(3)

三、原、物料及產品資料

9. 工業區代碼
主要原料及添加物之種類及用量
項 製程
次 代碼

代 碼

名 稱

最大使用量 平均使用量
(公噸/月)

主要產品（副產品）種類及產量
單位重量換算

(公噸/月)
換算值 公噸/單位

項

製程

次

代碼

代 碼

名 稱

最大產出量

平均產出量

(公噸/月)

(公噸/月)

單位重量換算

換算值公噸/單位

（製程或使用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請附電子圖檔（請參照說明五之 6），事業無製程及原物料使用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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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電話

子郵件信箱

5.場（廠）地址

月

1a.電子郵件信箱

1b.負責人姓名

4.事業地址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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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料-污染關聯表(PR 表)
空氣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水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廢（污）水處理方式
槽車運送量(公噸/月)

貯留/回收廢水量(公噸/月)

管線溝渠委託量(公噸/月)

納入污水下水道名稱

污染物質量明細

編號

名稱

濕基廢氣最大處理量

空污
防制
設備

空
污
排
放
管
道

空氣污染物
代碼

空污排
放管道
編號

廢 (
污 )
水處
理設
施

編號

廢 (
污 )
水排
放口
( 排
入口
)

編號

標準狀態流量
廢氣
流速

溼基

氧氣及水分含
量

乾基

氧氣

流入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廢(污)
COD
水處
SS(m
(mg/
g/L)
理量
L)
(CMD)

水溫℃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BOD(
mg/L)

pH
設計
最大
值

實際
值

水分

名稱

煙道溫度
採樣點
溫度

流出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廢(污)
COD( SS(mg
水處理
mg/L)
/L)
量
(CMD)

COD(mg/L)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代碼

名稱

污染物名稱及代
碼
出口
溫度

水污染物廢水
產生量(CMD)

廢棄物

名稱

代碼

廢棄物質排出量

濃度或不透光
率
濃度

規定之
含氧量
基準

單位

平均排 放
量

污泥量
BOD(
mg/L)

SS(mg/L)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代碼

名稱

BOD(mg/L)
設計最
大值

實際值

設計最大
量(公噸/
月)

含水率
(%)

廢(污)水排放量(CMD)
設計最大
值

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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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棄物

項
製程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代碼

代碼

名 稱

2.產生量

3. 貯 4.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理9. 中 間10. 再11.最終12. 產13. 清 除

(公噸/月)

存 方 地點

最大月

平均月 式

設施 容設施 密方式
量

閉性

方式 處 理方利 用處 置 方生廢液頻率
法

產生量 產生量

次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管 理式

製程編

方式

號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另請檢附
廠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請依貴事業產生之廢棄物類別分別填列，本表格如申報項目超過五項，表格不敷填寫時請自行增列。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請依貴事業產生之廢棄物類別分別填列，本表格如申報項目超過五項，表格不敷填寫時請自行增列。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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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電子零組件製造業、電力
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化學材料製造業、金屬基本工業、皮革毛皮及其製
品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金屬製品製造業(金屬彈簧製造業及金屬線製品製
造業除外) 、印染整理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電力
供應業、製版業、印刷業等製造業及公民營廢棄物處理及清理機構、事業廢棄物
共同清除、處理機構、設有中小型廢棄物焚化爐之事業、依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至第六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理設施之機構、再利用機構
、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片沖洗業、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大專院校或學術研
究機構、乾洗衣業、環境檢測服務業、應回收廢棄物處理業、以桶裝、槽車或其
他非管線、溝渠清除未符合放流水標準之廢（污）水之事業及其他製造業。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
絡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未具有子工廠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工廠）名稱、聯絡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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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廠登記之工廠負責人或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
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
2.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
免填。
3.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之員工人數，包括廠內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
括廠外臨時工、外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
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單位具有子廠資料，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該子廠
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
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
（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若所屬行業為一項以上者，
亦請列出，惟最多限填三類。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原、物料及產品資料：
1.請 貴事業依製程別填報製程代碼後，再填入該製造過程所使用主要原料、添
加物及生產之主要產品（副產品）名稱及代碼（相關代碼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
物管制申報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
，以及每月最大量及每月平均量之
資料及單位，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料為準；如為營
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請填入每月最
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主要原物料係指影響廢棄物產出者
。不同製程應分別填報各製程所使用主要原料、添加物及生產之主要產品（副
產品）名稱及代碼，以及每月最大量及每月平均量之資料及單位。與製程無關
之物料，如與廢棄物產出有關，仍需將使用之物料納入原物料或添加物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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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利用機構所收受屬可再利用之廢棄物，請列入原物料項目中填報其代碼、名
稱及使用量。
3.處理機構所收受之廢棄物，請列入原物料項目中填報其代碼、名稱及使用量。
4.若原料、添加物及產品（副產品）之計量單位非重量單位，則請填報「單位重
量換算」，如 貴事業之產品計量方式為“每月多少片”，請估算每片約為多少
公噸，並於「單位重量換算」之「公噸/單位」欄中填入“片”，並於「換算值
」欄內填入“幾”公噸。依此即可將每月產品之產生量換算為重量單位。
5.請檢附事業製造或使用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之質量平衡流程圖，並於流
程圖上註明原料、添加物、產品及製程上或營運產生之廢水、廢棄物、廢氣、
廢液或回收利用等資料，及分別標示使用量或產生量。 (單位以公噸／月表示
之)。使用原料、添加物或生產產品請標示濃度及主要成分，又產出廢棄物為
污泥者，請標示含水率及有害特性成分含量，另產出為廢液（廢溶劑）亦請標
示濃度及有害特性成分含量（pH 值、閃火點）。
6.製程如為圖檔，請轉貼成尺寸為 A4 大小之 WORD 格式上傳。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 貴事業依原物料、產品資料填報之製程代碼次序，分別填入該製程所產
生廢棄物名稱及代碼；且若產出之廢棄物非屬製程所產出或 貴事業無製程
，則該廢棄物對應之製程代碼請填 000000，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
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事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
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分別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不同
製程應分別填報各製程所產生之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2.請 貴事業填報所有產出之廢棄物種類，含免上網申報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
餐廳(餐飲部)，請將“廚餘”納入廢棄物項目。
3.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4.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5.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6.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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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7.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8.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0.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
：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1.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
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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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2.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
掩埋場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
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廠
、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式。
另請檢附廠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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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電力供應業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二 1.事業名稱

、 1b.負責人姓名
事 1e.事業電話

填報日期：
1a.電子郵件信箱

1c.職稱
1f.環保聯絡人
姓名

( )

業 1h. 環保聯絡人
2.資本額
基 電子郵件信箱
□□□□□
縣
鄉鎮
村
本 4.事業地址
(市)
區(市)
(里)
資
料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
5.場（廠）地址 □□□□□
縣
鄉鎮
村
(市)
區(市)
(里)
5a.電話
5b.電子郵件信箱
( )

1d.身分證字號
1g. 環保聯絡人
( )
聯絡電話
3.事業(工廠)員
萬元
工數
鄰
路(街)
巷
弄
段
北緯（UTM-Y）
：
路(街)
巷
段

鄰

5c.場（廠）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
6.公告事業別

7.行業別代碼
(最多填三類)

年

弄

月

日

人
號
樓
號
樓

北緯（UTM-Y）
：
8. 清理計畫書核

(1)

准字號

(2)

（由審查機關填列）

(3)

9. 工業區代碼
發電使用燃料及輸配電工程使用材料之種類及用量

三
、營

項

製程

次

代碼

使用燃料或 使用燃料或 最大使用量 平均使用量
材料代碼

材料名稱

(公噸/月)

(公噸/月)

單位重量換算

發電量
項次

製程

代 碼

名 稱

代碼

換算值 公噸/單位

最大發電量 平均發電量
(千瓦/月) (千瓦/月)

運
狀
況

蒸汽產生量

資

項次

製程

代 碼

代碼

料

（發電作業流程請附電子圖檔（請參照說明五之 5）
，事業無發電作業流程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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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最大產生量 平均產生量
(公噸/月) (公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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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料-污染關聯表(PR 表)
空氣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水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廢（污）水處理方式
槽車運送量(公噸/月)

貯留/回收廢水量(公噸/月)

管線溝渠委託量(公噸/月)

納入污水下水道名稱

污染物質量明細

編號

名稱

濕基廢氣最大處理量

空污
防制
設備

空
污
排
放
管
道

空氣污染物
代碼

空污排
放管道
編號

廢 (
污 )
水處
理設
施

編號

廢 (
污 )
水排
放口
( 排
入口
)

編號

標準狀態流量
廢氣
流速

溼基

氧氣及水分含
量

乾基

氧氣

流入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廢(污)
COD
SS(m
水處
(mg/
g/L)
理量
L)
(CMD)

水溫℃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BO D(
mg/L)

pH
設計
最大
值

實際
值

水分

名稱

煙道溫度
採樣點
溫度

流出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廢(污)
水處理
COD( SS(mg
mg/L)
/L)
量
(CMD)

COD(mg/L)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代碼

名稱

污染物名稱及代
碼
出口
溫度

水污染物廢水
產生量(CM D)

廢棄物

名稱

代碼

廢棄物質排出量

濃度或不透光
率
濃度

規定之
含氧量
基準

單位

平均 排放
量

污泥量
BOD(
mg/L)

SS(mg/L)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代碼

名稱

BOD(mg/L)
設計最
大值

實際值

設計最大
量(公噸/
月)

含水 率
(%)

廢(污)水排放量(CM D)
設計 最大
值

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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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1. 廢棄物

2.產生量
(公噸/月)

製程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代碼
代碼

最大月

平均月

產生量

產生量

3.貯存 4.貯存 5.貯存 6.貯存 7.清除 8.處理 9.中間 10.再 11.最 12.產生 13.清除
方式

地點 設施容 設施密 方式
量

方式 處理方 利用 終處 廢液製 頻率

閉性

法

管理 置方 程編號

名 稱

次

方式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式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
（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另請檢附廠區配
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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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電力供應業。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
絡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未具有子工廠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工廠）名稱、聯絡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及工廠登記之工廠負責人或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
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
2.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
免填。
3.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之員工人數，包括廠內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
括廠外臨時工、外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
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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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單位具有子廠資料，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工廠詳細
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
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可參
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發電廠請依發電程序填報製程代碼（350001 鍋爐發電程序、350002 渦輪發電
程序、350003 引擎發電程序、350009 其他發電程序、000003 鍋爐汽電共生程
序）後，再依 貴事業過去一年內十二個月營業資料分別填入該發電程序使用
燃料代碼、名稱、最大月使用燃料量與十二個月之平均月使用燃料量、最大
月發電量與十二個月之平均發電量；若發電程序同時產生蒸汽，亦請同時填
報蒸汽最大產生量及平均產生量。如為營業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業期間資
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請填入計畫之每月最大估計量及每月平均估計
量資料及單位。
2.貴事業之輸配電工程（製程代碼請填 350011）請依過去一年內十二個月施工
資料分別填入工程所使用之材料代碼、名稱、最大月使用量（公噸/月）
、十二
個月之平均月使用量（公噸/月）。
3.若輸配電工程使用材料之計量單位非重量單位，則請填報「單位重量換算」，
如 貴事業之材料（電纜）計量方式為“每月多少公里”，請估算每公里約為多
少公噸，並於「單位重量換算」之「公噸/單位」欄中填入“公里”，並於「換
算值」欄內填入“幾”公噸。依此即可將每月材料之使用量換算為重量單位（公
噸/月）。
4.請檢附發電作業流程之質量平衡流程圖，並於流程圖上註明燃料、發電量及產
生之廢棄物等資料，及分別標示使用量、發電量或產生量。 (單位以公噸／月
、千瓦／月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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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電作業流程如為圖檔，請轉貼成尺寸為 A4 大小之 WORD 格式上傳。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 貴事業依製程代碼次序，分別填入該製程所產生廢棄物名稱及代碼；且
若產出之廢棄物非屬製程所產出或 貴事業無製程，則該廢棄物對應之製程
代碼請填 000000，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
）查詢「事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
同，請分別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請 貴事業填報所有產出之廢棄物種類，含免上網申報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
餐廳(餐飲部)，請將“廚餘”納入廢棄物項目。
3.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4.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5.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6.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7.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8.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0.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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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1.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
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2.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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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另請檢附廠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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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電信業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二 1.事業名稱
1c.職稱
、 1b.負責人姓名

事 1e.事業電話

填報日期：
1a.電子郵件信箱
1d.身分證字號

1f.環保聯絡人
姓名

( )

業 1h. 環保聯絡人
2.資本額
基 電子郵件信箱
□□□□□
縣
鄉鎮
村
本 4.事業地址
(市)
區(市)
(里)
資
料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
5.場（廠）地址 □□□□□
縣
鄉 鎮
村
(市)
區(市)
(里)
5a.電話
5b.電子郵件信箱
( )

7.行業別代碼
(最多填三類)

月

1g. 環保聯絡人
( )
聯絡電話
3.事業(工廠)員
萬元 工數
鄰
路(街)
巷
弄
段
北緯（UTM-Y）
：
路(街)
巷
段

鄰

5c.場（廠）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
6.公告事業別

年

日

人
號
樓

弄

號
樓

北緯（UTM-Y）
：
8. 清理計畫書核

(1)

准字號

(2)

（由審查機關填列）

(3)

9. 工業區代碼
架設工程使用材料種類及使用量

三

最大使用量

、營
項

運
次

使用
材料
代碼

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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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月)

平均使用量
(公噸/月)

單位重量換算

項

換算值 公噸/單位
料名稱

次

使用
材料

使用材

最大使用量

平均使用量

(公噸/月)

(公噸/月)

單位重量換算
換算

料名稱
值

狀
況

使用材

架設工程使用材料種類及使用量

代碼

公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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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料-污染關聯表(PR 表)
空氣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水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廢（污）水處理方式
槽車運送量(公噸/月)

貯留/回收廢水量(公噸/月)

管線溝渠委託量(公噸/月)

納入污水下水道名稱

污染物質量明細

編號

名稱

濕基廢氣最大處理量

空污
防制
設備

空
污
排
放
管
道

空氣污染物
代碼

空污排
放管道
編號

廢 (
污 )
水處
理設
施

編號

廢 (
污 )
水排
放口
( 排
入口
)

編號

標準狀態流量
廢氣
流速

溼基

氧氣及水分含
量

乾基

氧氣

流入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廢(污)
COD
SS(m
BOD(
水處
(mg/
g/L)
mg/L)
理量
L)
(CMD)

水溫℃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pH
設計
最大
值

實際
值

水分

名稱

煙道溫度
採樣點
溫度

流出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廢(污)
水處理
COD( SS(mg
mg/L)
/L)
量
(CMD)

COD(mg/L)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代碼

名稱

污染物名稱及代
碼
出口
溫度

水污染物廢水
產生量(CM D)

廢棄物

名稱

代碼

廢棄物質排出量

濃度或不透光
率
濃度

規定之
含氧量
基準

單位

平均 排放
量

污泥量
BOD(
mg/L)

SS(mg/L)
設計
實際
最大
值
值

代碼

名稱

BOD(mg/L)
設計最
大值

實際值

設計最大
量(公噸/
月)

含水率
(%)

廢(污)水排放量(CM D)
設計最大
值

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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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1. 廢棄物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製程
代碼
次

代碼

名 稱

2.產生量

3. 貯存 4. 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 理9. 中 間10. 再11. 最12. 產 生13. 清 除

(公噸/月)

方式

最大月

平均月

產生量

產生量

地點

設 施 容設 施 密方式
量
閉性

方式

處 理 方利用管終 處廢 液 製頻率
法
理方式 置 方程編號
式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另請檢附廠區配置圖
，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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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電信業。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
絡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未具有子工廠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工廠）名稱、聯絡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及工廠登記之工廠負責人或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負責人
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
2.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
免填。
3.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之員工人數，包括廠內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
括廠外臨時工、外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
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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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單位具有子廠資料，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工廠詳
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
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
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貴事業之架設工程請依過去一年內十二個月施工資料分別填入工程所使用之
材料代碼、名稱、最大月使用量（公噸/月）
、十二個月之平均月使用量（公噸
/月）
。如為營業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業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計畫之每月最大估計量及每月平均估計量資料及單位。
2.若架設工程使用材料之計量單位非重量單位，則請填報「單位重量換算」，如
貴事業之材料（電纜）計量方式為“每月多少公里”，請估算每公里約為多少公
噸，並於「單位重量換算」之「公噸/單位」欄中填入“公里”，並於「換算值
」欄內填入“幾”公噸。依此即可將每月材料之使用量換算為重量單位（公噸/
月）。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名稱、代碼及製程代碼(非製程或無製程代碼請填
000000)，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
「事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
分別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若 貴事業設有餐廳(餐飲部)，應將“廚餘”納入廢棄物項目。
3.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186

附件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空白格式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4.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5.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6.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7.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8.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0.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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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1.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
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2.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另請檢附廠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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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廢水、污水、淨水處理廠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二、事業基本資料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填報日期：

1.事業名稱

年 月 日

1a.電子郵件信箱

1b.負責人姓名

1c.職稱

1e.事業電話

1f.環保聯絡人
姓名
2.資本額

1h. 環保聯絡人
電子郵件信箱
4.事業地址
□□□□□

縣
(市)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5.場（廠）地址 □□□□□
( )

5a.電話

縣
(市)

1d.身分證字號

鄉鎮
村
區(市)
(里)
東經（UTM-X）
：
鄉鎮
村
區(市)
(里)
5b.電子郵件信箱

1g. 環保聯絡人
聯絡電話
萬元 3.事業(工廠)員
工數
鄰
路(街)
巷
段
北緯（UTM-Y）
：
鄰

路(街)
段

5c.場（廠）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
6.公告事業別

7.行業別代碼
(最多填三類)

巷

人
弄

號
樓

弄

號
樓

北緯（UTM-Y）
：
(1)

8. 清理計畫書核
准字號

(2)
(3)

（由審查機關填列）

三、營運狀況資料

9. 工業區代碼

項
次

水處理添加物之種類及用量
製程
代碼

添加物
代 碼

添加物
名稱

處理水之水質、水量檢測項目種類及數值

平均使用量
單位重量換算
最大使用量 (公噸/月)
項
水質、水量檢測項目 最大值 平均值
換算值 公噸/單位 次
(公噸/月)

單位

1 水處理量
2 生化需氧量（BOD）

mg/L

3 化學需氧量（COD）

mg/L

4 pH 值
5 固體懸浮物（SS）

mg/L

6 銅

mg/L

7 鎳
8 鋅

mg/L

9 鎘
10 鉻

mg/L

11 汞

mg/L

12 鉛
13 砷

mg/L

公噸/月

mg/L
mg/L

mg/L

水處理流程請附電子圖檔（請參照說明五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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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料-污染關聯表(PR 表)
空氣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水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廢（污）水處理方式
槽車運送量(公噸/月)

貯留/回收廢水量(公噸/月)

管線溝渠委託量(公噸/月)

納入污水下水道名稱

污染物質量明細

空
污
防
制
設
備

空
污
排
放
管
道

編號

空污排
放管道
編號

廢 (
污 )
水處
理設
施

編號

廢 (
污 )
水排
放口
( 排
入口
)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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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 基廢 氣最 大處
理量

名稱

標準狀態流量

廢
氣
流
速

溼基

乾基

設計
最大
值

實際
值

氧氣

pH
設計
最大
值

廢棄物

代
碼

代碼

氧氣及水分含
量

流入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廢(污)
CO
BOD(
水處
SS(m
D(m
mg/L
理量
g/L)
g/L)
)
(CMD
)

水溫℃

空氣污染物

水
分

名稱

煙道溫度
採樣點
溫度

名稱

污染物名稱及代
碼
出口溫
度

名稱

代碼

廢棄物質排出量

濃度或不透光
率
濃度

廢(污)
水處理
量
(CMD)

COD(
mg/L)

設計
最大
值

實際
值

SS(mg
/ )

平均排放
量

污泥量
BOD(
mg/L)

SS(mg/L)
設計
最大
值

規定之
含氧量
基準

單位

流出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COD(mg/L)
實際
值

水污染物
廢水產生
量(CMD)

實際
值

代碼

名稱

BOD(mg/L)
設計最
大值

實際值

設計最大
量(公噸/
月)

含水率
(%)

廢(污)水排放量
CMD)
設計最大
值

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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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製程

1. 廢棄 物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代碼
次

代碼

名 稱

2.產生量

3. 貯 存 4. 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 理9. 中 間10. 再11.

(公噸/月)

方式

最大月

平 均月

產生量

產 生量

地點

設 施容設 施 密方 式

方式

閉性

量

最12.

產13.

清

處 理 方利 用管終 處 置生廢 液除頻 率
法

理 方式 方式

製程 編
號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另請檢附廠
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

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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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 本專用格式適用於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應申請排放許可證，且設計或實際已達最
大日廢(污)水產生量每日一百立方公尺(公噸/日)以上之事業、政府或民間開發之工
業區、加工出口區或科學工業園區之污水處理廠等。
二、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他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中
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絡人、
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以利該
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管理之廢水、污水、淨水處
理廠(場)址與事業相同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工廠）名稱、聯絡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及工廠登記之工廠負責人或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
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
2.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
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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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之員工人數，包括廠內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
括廠外臨時工、外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
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管理之廢水、污水、淨水處理廠(場)址與事業不同，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廢水、污水、淨水處理廠(場)之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
；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
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請 貴事業依水處理流程別填報製程代碼（370001 廢水處理程序、370002 污
水處理程序、360001 淨水處理程序）後，再填入該廢（污）水、淨水處理流
程所使用添加物之代碼與名稱（添加物代碼請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申
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
，以及每月最大使用量及每月平均使
用量之資料及單位；使用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使用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使用量及以十二個月使用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使用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2.若添加物之計量單位非重量單位，則請填報「單位重量換算」，如 貴事業之
添加物計量方式為“每月多少桶”，請估算每桶約為多少公噸，並於「單位重量
換算」之「公噸/單位」欄中填入“桶”，並於「換算值」欄內填入“幾”公噸。依
此即可將每月添加物之使用量換算為重量單位。
3.請填寫 貴事業處理水水質、水量檢測項目之最大值與平均值。
4.檢附水處理過程之質量平衡流程圖，並於流程圖上註明進水量、添加物及產生
之廢棄物等資料，並分別標示使用量或產生量 (單位以公噸／月表示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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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料、添加物請標示濃度及主要成分，產出廢棄物為污泥者，請標示含水率
及有害特性成分含量。
5.水處理流程如為圖檔，請轉貼成尺寸為 A4 大小之 WORD 格式上傳。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 貴事業依製程代碼次序，分別填入該水處理流程所產生廢棄物名稱及代
碼；且若產出之廢棄物非屬製程所產出或 貴事業無製程，則該廢棄物對應
之 製 程 代 碼 請 填 000000 ， 另 請 至 環 保 署 事 業 廢 棄 物 申 報 及 管 理 系 統
（waste.epa.gov.tw）查詢「事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
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分別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3.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4.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5.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6.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7.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8.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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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0.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
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1.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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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另請檢附廠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196

附件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空白格式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填寫事業及工地名稱）

（營造業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一、提報原由：? 新設 ? 變更 ? 重提

? 新提

填報日期： 100 年 1 月 5 日

二、事業基本資料

1.事業名稱
1a.事業統一編號

1b.電子郵件信箱

1c.負責人姓名

1d.職稱

1e.身分證字號

1f.事業電話

1g.環保聯絡人姓名

1i.環保 聯絡人電
子郵件信箱

2.資本額(萬元)
□□□□□

縣
鄉鎮
(市)
區(市)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
4.事業地址

村
(里)

1h.環保聯絡人
電話
3. 事 業 ( 工 廠 )
員工數(人)
鄰
路(街)
巷
段
北緯（UTM-Y）
：

5.工程名稱

5a.起造人

5b.工地負責人

5c. 工地負責人電子
郵件信箱

5d.工地電話

5e.施工人數

5f.工程面積*

層

5i.樓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5h.樓層數
地下

5l.工地地址(地號
)

層

自

至

□□□□□

縣
(市)

(1)

7.行業別代碼

(2)
(3)

9. 工業區代碼

? ?

11. 是否 有 無 有
現場分類 (可複選)

地上
尺
地下
尺

平方公
平方公

巷

小段

5k.工地入口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東經（UTM-X）
：

6.公告事業別

萬元

5k.空氣污染防制費
管編
鄉鎮
村
鄰
路(街)
區(市)
(里)
段

地段

號
樓

人

平方公尺 5g.工程契約金額
地上

5j.施工期程

弄

弄

號
樓

地號
北緯（UTM-Y）
：
8. 清 理 計 畫 書
核准字號
（由審查機關填列）

10.建築用途(可複選)
分類前

分類後

*請依貴事業產生之營建土石方 (B1~B7)及廢棄物類別分別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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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營運 狀 況 資料

營建工程之類別及施工面積
項
次

營建工
程代碼

營建工程
種類

工程產生土方種類及載運量
平均月
施工面
積(平方
公尺/月)

最大月
施工面
積(平方
公尺/月)

總施工
面積(
平方公
尺)

項
次

土方
土質
代碼

總載運
量(公
噸)

土方土質種
類名稱

最大載運
量(公噸/
月)

平均載
運量(公
噸/月)

單位重量換算
公噸/
單位

換算值

（製程或處理流程請附電子圖檔）
事業基本資料-污染關聯表(PR 表)
空氣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水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廢（污）水處理方式
槽車運送量(公噸/月)

貯留/回收廢水量(公噸/月)

管線溝渠委託量(公噸/月)

納入污水下水道名稱

污染物質量明細

空
污
防
制
設
備

編號

空
污
空污排
排
放管道
放
編號
管
道

廢(污)
水處理
設施

標準狀態流量
廢氣
流速

溼基

廢棄物

代
碼

代碼

氧氣及水分含
量
氧氣

名稱

煙道溫度

採樣點
溫度

水分

流入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水污染物廢水產生量
(CMD)
名稱

污染物名稱及代
碼
出
口
溫
度

代
碼

名稱

廢棄物質排出量

濃度或不透光
率
濃度

單位

規定之含
氧量基準

平均排放量

COD(
mg/L)

SS(m
g/L)

流出處理設施之廢(污)水

BOD(
mg/L)

廢(污)
水處理
量
(CMD)

COD(
mg/L)

污泥量

SS(m
g/L)

BOD(
mg/L)

代碼

名稱

設計最大
量(公噸/月
)

含水
率(%)

編號
pH

水溫℃
設計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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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基

空氣污染物

編號

廢(污)水
處理量
(CMD)

廢(污)
水排放
口(排
入口)

濕基廢氣最大處
理量

名稱

實際值

設計最
大值

COD(mg/L)

實際值

設計最
大值

實際值

SS(mg/L)
設計最
大值

實際值

BOD(mg/L)
設計最
大值

實際值

廢(污)水排放量
(CMD)
設計最大
值

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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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棄物

項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製程
代碼
次

代碼

名 稱

2.產生量
3. 貯 存 4. 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 理 9. 中 間10. 再 利11. 最 終12.產 生13. 清 除
方式 處 理 方用 管 理處 置 方廢 液 製頻率
(公噸/月)
方式 地點 設 施 容設 施 密方式
閉性
法
方式 式
量
程編號
最大月 平均月
產生量 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五、工地於停工、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
（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
（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

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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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營造業及建築拆除業。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取
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絡人、
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以利
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未具有子工廠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工廠）名稱、聯絡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及工廠登記之工廠負責人或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負責人
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
2.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
免填。
3.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之員工人數，包括廠內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
括廠外臨時工、外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
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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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單位具有子廠資料，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工廠詳
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
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
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請依 貴事業過去一年內十二個月營業資料分別填入營建工程代碼、種類名稱
、最大月施工面積與十二個月之平均月施工面積（平方公尺/月）
；如為營業未
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業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請填入營運計畫
之每月最大估計量及每月平均估計量資料。
2.請依過去一年內十二個月施工資料分別填入工程所產生之土方土質代碼、種類
名稱、最大月土方載運量（公噸/月）、十二個月之平均月土方載運量（公噸/
月）。土方土質請填代碼，B1 為岩塊、礫石、碎石或沙；B2-1 為土壤與礫石
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例少於 30%）
；B2-2 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
積比例介於 30%至 50%）；B2-3 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例大於
50%）；B3 為粉土質土壤（沉泥）；B4 為黏土質土壤；B5 為磚塊或混凝土塊
；B6 為淤泥或含水率大於 30%之土壤；B7 為連續壁產生之皂土；B8 為營建
混合廢棄物（磚、混凝土塊、沙、木材、金屬、玻璃、塑膠等）。
3.若土方載運量之計量單位非重量單位，則請填報「單位重量換算」，如 貴事
業之產品計量單位為“每月多少立方公尺”，請估算每立方公尺約為多少公噸，
並於「單位重量換算」之「公噸/單位」欄中填入“立方公尺”，並於「換算值
」欄內填入“幾”公噸。依此即可將每月土方載運量換算為重量單位（公噸/月
）。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名稱、代碼及製程代碼(非製程或無製程代碼請填
000000)，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
「事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
分別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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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3.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4.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5.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6.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7.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8.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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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0.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
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1.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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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農業及屠宰業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二、事業基本資料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填報日期： 年

1.事業名稱

日

1a.電子郵件信箱

1b.負責人姓名

1c.職稱

1d.身分證字號

1e.事業電話

1f.環保聯絡人姓

1g. 環保聯絡人

名
1h.環保聯絡人

聯絡電話

2.資本額(萬元)

3.事業(工廠)員

電子郵件信

工數(人)

箱
4.事業地址

月

□□□□□

縣
(市)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5.場（廠）地址 □□□□□

縣
(市)

5a.電話

鄉鎮

村

區(市)

(里)

鄰

村

區(市)

(里)

巷

弄

號
樓

段

東經（UTM-X）
：241234
鄉鎮

路(街)

北緯（UTM-Y）
：2712341

鄰

路(街)

巷

弄

段

號
樓

5b.電子郵件信箱

5c.場（廠）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東經（UTM-X）
：
6.公告事業別

7.行業別代碼

(1)

(最多填三類)

(2)
(3)

北緯（UTM-Y）
：
8. 清理計畫書核
准字號
（由審查機關填列）

9. 工業區代碼
三、營運狀況資料
農業種植、飼養、屠宰 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 農業種植、飼養、屠宰 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
或批發產品名稱代碼

批發產品名稱

或批發產品最大月產量

單 位

批發產品平均月產量
□ 公頃/月
□頭（隻）/月
□公噸/月

註：1. 若為農產品申報，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批發產品月產量請填報耕地面積 (單位：勾選 公頃/月)。
2. 若為畜牧產品申報，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批發產品月產量請填報牧場內飼養牲畜頭數 (單位：勾選 頭(隻)/月)。
3. 若為養殖業申報，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批發產品月產量請填報養殖面積 (單位：勾選 公頃/月)。
4. 若為屠宰業申報，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批發產品月產量請填報畜禽肉品重量 (單位：勾選 公噸/月)及畜禽屠宰頭
（隻）數 (單位：勾選 頭（隻）/月)。
（屠宰業請附屠宰製程電子圖檔，請參照說明五之 5）
5. 若為農產品批發市場申報，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批發產品月產量請填報批發農產品重量(單位：勾選 公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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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料-污染關聯表(PR 表)
空 氣污染 物流向 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水 污染物流 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廢（污 ）水處 理方式
槽車 運送量 (公 噸/月)

貯 留/回收 廢水量 (公 噸/月 )

管 線溝渠 委託量 (公 噸/月)

納 入污水下 水道名 稱

污染物 質量明 細

空
污

編號

名稱

水污染 物

濕 基廢 氣最大處 理

空 氣污染 物

量

防

廢棄物

廢水產 生
量 (CMD)

制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廢 棄物 質排出量

設
備
空
污
排
放

空污排
放管道
編號

標準 狀態流 量

氧 氣及水分 含量

煙道溫 度

污染 物名稱及 代碼

廢氣
流速

溼基

乾基

氧氣

水分

採樣點

出口

溫度

溫度

濃度或 不透光率

規定之
含氧量

名稱

代碼

濃度

單位

基準

平均排 放
量

管
道

廢 (污

編號

)水處

流入 處理設 施之廢 (污 )水

理設

廢 (污 )

施

水 處理
量

COD
(mg/
L)

(CMD)

廢(污

污 泥量

SS(mg

BOD(

水 處理

COD(

SS(mg/

BOD(m

/L)

mg/L)

量

mg/L)

L)

g/L)

設計 最大
代碼

名稱

量(公噸 /月

含水 率(%)

)

(CMD)

編號

)水 排

pH

水 溫℃

放口(

設計

排入

最大

口)

流出處 理設施 之廢(污)水
廢 (污 )

值

實際
值

設計
最大
值

COD(mg/L)
實際

設計最

值

大值

實際值

SS(mg/L)
設 計最
大值

實 際值

BOD(mg/L)
設計最
大值

實際 值

廢(污)水排 放量(CMD )
設計 最大
值

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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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項
製程
、
代碼
次
事
業
廢 ※製程：
棄
物 ※製程：
之
清
※製程：
理
方
式 ※製程：
※製程：

1. 廢棄 物

代碼

名 稱

2.產 生量
(公 噸/月 )
最大月
產生量

3. 貯 存 4. 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 理9. 中 間10. 再 利11. 最 終12. 產 生13.清 除
方式
地點
設 施 容設 施 密方式
方式 處 理 方用 管 理處 置 方廢 液 製頻率
量
程編號
閉性
法
方式
式

平均月
產生量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屠宰業另請檢附廠區
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
（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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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經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屠宰場、經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登記飼養規模三千頭以上之猪隻畜牧場、經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飼養規模二
百五十頭以上之牛隻畜牧場、經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飼養規模八萬隻以上之
養雞畜牧場、農產品批發市場、其他農業等。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
絡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經營之農林漁牧場（廠）址
與事業相同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工廠）名稱、聯絡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及工廠登記之工廠負責人或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
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
2.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
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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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之員工人數，包括廠內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
括廠外臨時工、外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
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
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
部分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
都能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
節 需 另 行 詢 問 。 (4) 輸 入 之 座 標 格 式 ， 例 如 玉 山 前 峰 三 角 點 ： 東 經
240760(UTM-X)，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經營之農林漁牧場（廠）址與事業不同，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登記之農林漁牧場（廠）址之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
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
郵件信箱）、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請填寫 貴事業之農業種植、飼養、屠宰或批發產品名稱及代碼，代碼請至環
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
2.農業產品產量請填報耕地面積，單位為公頃/月；畜牧產品產量請填報牧場內
飼養牲畜頭（隻）數，單位為頭（隻）/月；養殖業產品產量請填報養殖面積
，單位為公頃/月；屠宰業產品產量請填報畜禽肉品重量 ，單位為公噸/月及
畜禽屠宰頭（隻）數，單位為頭（隻）/月；農產品批發市場產品產量請填報
批發農產品(蔬果、畜禽產、漁產、花卉)重量 ，單位為公噸/月。
3.最大月產量請填寫許可之每月耕地面積或養殖面積或飼養牲畜頭（隻）數或
畜禽肉品重量及畜禽屠宰頭（隻）數或批發農產品(蔬果、畜禽產、漁產、花
卉)重量；平均月產量請填寫過去一年內實際平均每月耕地面積或養殖面積或
飼養牲畜頭（隻）數或畜禽肉品重量及畜禽屠宰頭（隻）數或批發蔬果、畜
禽產、漁產及花卉等重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
；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請填入計畫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資料及
單位。
4.屠宰業請檢附屠宰製程（家禽屠宰程序或家畜屠宰程序）之質量平衡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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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流程圖上註明原料、添加物、產品及製程上產生之廢水、廢棄物、廢氣、
廢液或回收利用等資料，及分別標示使用量或產生量。 (單位以公噸／月表示
之)。
5.屠宰製程如為圖檔，請轉貼成尺寸為 A4 大小之 WORD 格式上傳。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 貴事業依製程代碼次序，分別填入該製程（010011 牛飼育作業程序、
010012 猪飼育作業程序、010021 雞飼育作業程序、450003 花卉批發作業程序
、450011 蔬果批發作業程序、450012 肉品批發作業程序、050055 屠宰作業程
序，無製程請填 000000）所產生廢棄物名稱及代碼，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
物申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事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
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分別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
填入。
2.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3.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4.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5.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6.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7.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8.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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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0.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1.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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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屠宰業另請檢附廠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
置。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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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總公司資本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西式連鎖速食店(含其分店)專
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二 1.事業名稱

、 1b.負責人姓名
事

填報日期：
1a.電子郵件信箱

1c.職稱
1f. 環 保 聯 絡
人姓名

業 1e.事業電話
基 1h.環保聯絡人
2. 資 本 額 ( 萬
本 電 子郵 件 信
元)
資 箱
料
□□□□
縣
鄉鎮
村
4.事業地址
(市)
區(市)
樓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TWD/TM2
東經（TWD/TM2-X）
：
）
□□□□
縣
鄉鎮
村
5.場（廠）地址
(市)
區(市)
樓
5a.電話

年

月

日

1d.身分證字號
1g.環保聯絡人
聯絡電話
3.事業(工廠)員
工數(人)
鄰

路(街)
(里)

巷

弄

號
段

弄

號
段

北緯（TWD/TM2-Y）：
鄰

路(街)
(里)

巷

5b.電子郵件信箱

5c.場（廠）
二度分帶座標
（TWD/TM2
東經（TWD/TM2-X）
：
）

6.公告事業別

北緯（TWD/TM2-Y）：

(1)
7.行業別代碼 (2)
(最多填三類)

(3)

8. 清 理 計 畫
書核准字號
（由審查機關填列
）

9. 工業區代碼
三、營運狀況資料
營業面積（平方公尺）

項

212

次

使用燃料代碼

爐 口 數

使用燃料名稱

最大月使用燃料量
（? 立方公尺/月）
（? 公噸/月）
(? 千瓦×小時/月)

平均月使用燃料量
（? 立方公尺/月）
（? 公噸/月）
(? 千瓦×小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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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棄物

項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代碼
次

2.產生量

( 3. 貯 存 4. 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 理9. 中 間10.再利11.最終12.產生13.清除

公噸/月)

製程
代碼

名 稱

最大月 平均月
產生量

方式
產

地點

設 施 容設 施 密方式
量

方式

閉性

處 理 方用 管 理處 置 方廢 液 製頻率
法

方式

式

程編號

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另請檢附營業區域配置
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

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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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餐廳、連鎖速食店等。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
絡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經營之餐廳、連鎖速食店地
址與事業相同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名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
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及登記之負責人或
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負責人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
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2.請填寫 貴事業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免填。
3.請填寫 貴事業之員工人數，包括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括臨時工、外
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
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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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經營之餐廳、連鎖速食店地址與事業不同，請於第 5 項之欄位填寫 貴
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餐廳、連鎖速食店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
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
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請填寫 貴事業之營業面積（平方公尺）、爐口數，並依過去一年內十二個月
營業資料分別填入使用燃料代碼、名稱、最大月使用燃料量與十二個月之平均
月使用燃料量；如為營業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業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
之事業則請填入計畫之每月最大估計量及每月平均估計量資料。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名稱、代碼及製程代碼(非製程或無製程代碼請填
0000-000)，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事
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分別
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廚餘”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應納入主要廢棄物項目。
3.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4.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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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5. 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6 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7.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8.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0.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
：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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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2.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另請檢附營業區域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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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醫療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二 1.事業名稱
、
事 1b.負責人姓名

業
基
本 1e.事業電話
資
料
1h. 環 保聯 絡 人
電子郵件信箱

縣
(市)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
縣
5.場（廠）地址
(市)
5a.電話
5c.場（廠）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UTM-X：
）
4.事業地址

□□□□□

填報日期：
1a.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1d.身分證字
1c.職稱
號
1g.環保聯絡
1f.環保聯絡人
人 聯絡 電
姓名
話
3.事業(工廠
2.資本額(萬元
)員 工數(
)
人)
鄉鎮
村
鄰
路(街)
巷
區(市)
(里)
段
UTM-X：
UTM-Y：
鄉鎮
村
鄰
路(街)
巷
區(市)
(里)
段
5b.電子郵件信箱

月

弄

樓

弄

日

號

號
樓

UTM-Y：

(1)
7.行業別代碼
(2)
(最多填三類)
(3)

6.公告事業別

年

8.清理計 畫書核
准字號（由審
查機關填列）

9.工業區代碼
三、營運狀況資料
病

床

特

性

病 床 數（床）

最大月佔床率（％）

平均月佔床率（％）

一 般 病 床
特 殊 病 床
註：

佔床率（％） =

某類病床半年內總住院人日數 ÷ 182.5

× 100％

該類病床數
科別： □其他醫學 科 □一般診療不分 科別 □家庭醫學 科 □內科
□婦產科
□皮膚科
□牙科

□骨科
□神經科
□中醫科

□神經外科
□精神科
□麻醉科

□ 泌尿科
□ 復健科
□ 放射線科

□外科
□耳鼻喉科
□整型外科
□病理科

□小兒科
□眼科
□急診醫學科
□核醫科

◎ 有無附設餐廳（餐飲部） ? 有（使用燃料
，平均月使用燃料量
? 立方公尺/月? 公噸/月）
? 無
◎ 有無附設洗衣部 ? 有【? 使用乾洗劑乾洗機
台 ? 使用四氯乙烯乾洗機
台 ? 水洗機
台】
? 無
◎ 有無廢水處理設施
? 有（排放許可證許可排放量
立方公尺/日）? 無
◎ 有無設置焚化爐處理設施 ? 有（請填寫處理量
◎ 有無設置滅菌處理設備

公噸 /日）? 無

? 有（請填寫何種滅菌方式

◎ 有無設置銀回收設備 ? 有（請填寫銀回收效率

）? 無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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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棄物

項
製程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2.產生量

3. 貯 4. 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 理9. 中 間10. 再11. 最終12. 產 生13. 清

(公噸/月)

存 方 地點

設施 容設 施 密方式

式

量

代碼

方式

閉性

處理方利 用處 置 方廢 液 製除
法

次

管 理式

頻

程編號 率

方式
代碼

名 稱

最大月

平均月

產生量

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另請檢附院區配置
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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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醫院、洗腎診所、設三個診療科別以上之診所、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護理之家等。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
絡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經營之醫療院所及長期照護
機構、養護機構地址與事業相同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名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
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及登記之負責人或
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
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2.請填寫 貴事業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免填。
3.請填寫 貴事業之員工人數，包括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括臨時工、外
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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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經營之醫院、診所、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護理之家地址與事業不
同，請於第 5 項之欄位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醫院、診所、
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護理之家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
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
郵件信箱）
、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請依 貴事業之病床特性分別填入許可病床數，並依占床率計算公式估算，分
別填入最大月占床率及平均月占床率；月占床率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
月之月占床率）之資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占床率及以十二個月月占床率平
均計算之平均月占床率；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
為新設立之事業則請填入計畫之每月最大估計量及每月平均估計量資料及單
位。
2.若有附設之餐廳（餐飲部），請填寫使用燃料種類及平均月使用燃料量（立方
公尺/月或公噸/月）。
3.若有附設之洗衣部，請填寫洗衣機種類及數量。
4.若有附設之廢水處理設施，請填寫排放許可證許可排放量（立方公尺/日）。
5.若有設置焚化爐處理設施，請填寫處理量（公噸 /日）。
6.若有設置滅菌處理設備請填寫滅菌方式。
7.若有設置銀回收設備請填寫銀回收效率（％）。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 貴事業依製程代碼次序，分別填入該製程（860001 門診醫療作業程序、
860003 手術(開刀、生產)醫療作業程序、860005 病理檢驗作業程序、86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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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醫療作業程序、860007 隔離病人診療作業程序、860008 放射性診療作業
程序、860009 癌症病人診療作業程序、860010 水銀血壓計回填及修繕作業程
序、860012 醫療輔助作業程序 870001 養護及安養作業程序、870002 長期照
護、養護醫療輔助作業程序，無製程請填 000000）所產生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事業
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分別以
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若 貴事業設有餐廳(餐飲部)，應將“廚餘”納入廢棄物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洗
衣部，且使用乾洗劑或四氯乙烯，應將“廢乾洗劑”或“廢四氯乙烯”納入廢棄物
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廢水處理設施，應將“污泥”納入廢棄物項目；若 貴事
業設有設置焚化爐處理設施，應將“爐渣、集塵灰”納入廢棄物項目；若 貴
事業設有滅菌處理設備，應將“感染性事業廢棄物（自行處理）、滅菌後之非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納入廢棄物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銀回收設備，應將“廢
顯影液、廢定影液及廢 X 光片”納入廢棄物項目。
3.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4.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5.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6.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7.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密閉
8.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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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0.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1.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2.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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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另請檢附院區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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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旅館業(不含民宿)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一、提報原由：? 新設
二 1.事業名稱
1b.負責人姓名

? 變更

? 重提

? 新提

填報日期：
年
1a.電子郵件信箱
1d.身分證字號
1g.環保聯絡人聯
絡電話
3.事 業( 工 廠) 員
工數(人)

1c.職稱
1f.環保聯絡人姓名

、

事 1e.事業電話

1h.環保聯絡人
業
2.資本額(萬元)
電 子郵件 信
基
箱
本
4.事業地址
□□□□
縣
鄉鎮
村
鄰
路(街)
巷
資
(市)
區(市)
(里)
段
料
4a.事業 UTM 座標
東經（UTM-X）
： 180022
北緯（UTM-Y）：2411156
5.場（廠）地址 □□□□
縣
鄉鎮
村
鄰
路(街)
巷
(市)
區(市)
(里)
段
5a.電話
5b.電子郵件信箱
5c.場（廠）UTM 座標 東經（UTM-X）
：
北緯（UTM-Y）
：
(1)
6.公告事業別
7.行業別代碼
(最多 填三類 )

月

日

弄

號
樓

弄

號
樓

8. 清 理 計 畫 書 核
准字號

(2)

（由審 查機關 填列）
(3)

9 工業 區代碼

三、營運狀況資料
客

房

類

別

客

房 數（間）

最大月住 房率（％）

平均 月住房率（％）

雙 （單）人房
四

人

房

人

房

人

房

註：住房率（％ ） = 【當月住房總 客房日（間? 日 ）
】 ÷ 【總客房數（間） ×當月 份總天數（日）】
當月住房總 客房日 =

當月份每 一間客人住房天數 之總合

◎ 有無附設餐廳（ 餐飲部） □ 有（使 用燃料

， 平均月使用燃料量

□立方公尺 /月□公噸/月）

□ 無
◎ 有無附設洗衣部

□ 有【□使用乾 洗劑乾洗機

台 □使用四氯乙烯乾 洗機

台 □ 水洗機

台】

□ 無
◎ 有無廢水處理設 施

□ 有（排 放許可證許可排放 量

□

立方 公尺/日）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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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棄物

項
製程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代碼
次

代碼

名 稱

貯 4. 貯 存 5. 貯 存 6. 貯 存7. 清 除 8. 處 理 9. 中 間10. 再 11. 最 12. 產 13. 清 除

2.產 生量

3.

(公 噸/月 )

存 方 地點

設 施 容 設 施 密方式

式

量

最 大月

平 均月

產生量

產 生量

方式

閉性

處 理 方利 用 終 處 生 廢 液 頻 率
法

管 理置 方製 程 編
方式 式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 量：

平均月總產 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 量：

平均月總產 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 量：

平均月總產 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 量：

平均月總產 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 量：

平均月總產 生量：

號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 請參照 填寫說明七 之說明填 寫，另 請檢附營
業 區域配置圖，

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 廢棄物貯存或處理 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 參照填寫說明八之 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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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旅館業(不含民宿)。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
中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
絡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
成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
具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經營之旅館地址與事業相同
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名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
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及登記之負責人或
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
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2.請填寫 貴事業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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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填寫 貴事業之員工人數，包括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括臨時工、外
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
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
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
市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
另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經營之旅館地址與事業不同，請於第 5 項之欄位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登記之旅館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
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
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請依

貴事業之客房類別分別填入客房數，並依住房率計算公式估算，分別填

入最大月住房率及平均月住房率；月住房率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
住房率）之資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住房率及以十二個月住房率平均計算之
平均月住房率；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
之事業則請填入每月最大估計量及每月平均估計量資料。
2.若有附設之餐廳（餐飲部），請填寫使用燃料種類及平均月使用燃料量（立方
公尺/月或公噸/月）。
3.若有附設之洗衣部，請填寫洗衣機種類及數量。
4.若有附設之廢水處理設施，請填寫排放許可證許可排放量（立方公尺/日）。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名稱、代碼及製程代碼(非製程或無製程代碼請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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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事
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分別
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若 貴事業設有餐廳(餐飲部)，應將“廚餘”納入廢棄物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洗
衣部，且使用乾洗劑或四氯乙烯，應將“廢乾洗劑”或“廢四氯乙烯”納入廢棄物
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廢水處理設施，應將“污泥”納入廢棄物項目。
3.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
量；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
請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4.貯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5.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6.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
之。
7.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密閉
8.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0.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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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
：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1.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2.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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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另請檢附營業區域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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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事業名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

（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專用格式）

事業管制編號
一、提報原由：□新設 □變更 □重提 □新提
二 1.事業名稱

填報日期：

、 1b.負責人姓名

1c.職稱

事 1e.事業電話

1f.環保聯絡人
姓名

( )

月

日

1d.身分證字號

業 1h.環保聯絡人
2.資本額
基 電子 郵件 信
本 箱
□□□□□
縣
鄉鎮
村
資 4.事業地址
(市)
區(市)
(里)
料
4a.事業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5.場（廠）地址 □□□□□
縣
鄉 鎮
村
(市)
區(市)
(里)
5a.電話
5b.電子郵件信箱
( )

1g.環保聯絡人
( )
聯絡電話
3.事業(工廠)員
萬元 工數
鄰

路(街)
段

7.行業別代碼

鄰

(最多填三類)

(1)
(2)
(3)

巷

人
弄

北緯（UTM-Y）：
路(街)
巷
段

5c.場（廠）二度分帶座標（UTM 座標 東經（UTM-X）：
）
6.公告事業別

年

1a.電子郵件信箱

弄

號
樓
號
樓

北緯（UTM-Y）
：
8. 清理計畫書
核准字號
（由審查機關
填列）

9. 工業區代碼
三、營運狀況資料
營業面積（平方公尺）

最大月營業額（萬元/月）

◎ 有無附設餐廳（餐飲部）□ 有（使用燃料

平均月營業額（萬元/月）

，平均月使用燃料量

□立方公尺/月 □公噸/月）

□ 無
◎ 有無附設洗衣部 □ 有【□使用乾洗劑乾洗機

台 □使用四氯乙烯乾洗機

台 □水洗機

台】

□ 無
◎ 有無廢水處理設施 □ 有（排放許可證許可排放量

立方公尺/日）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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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料-污染關聯表(PR 表)
空氣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水污染物流向關聯
污染流向關聯清單

廢（污）水處理方式
槽車運送量(公噸/月)

貯留/回收廢水量(公噸/月)

管線溝渠委託量(公噸/月)

納入污水下水道名稱

污染物質量明細

編號

名稱

濕基廢氣最大處理量

空污
防制
設備

空
污
排
放
管
道

代碼

空污排
放管道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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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廢棄物

項

2.產生量(公噸/ 3. 貯 4.貯 存5. 貯 存6. 貯 存7. 清 除 8. 處理9. 中 間10. 再11. 最12. 產13. 清

四、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製程
次

代碼

月)
代碼

名 稱

存 方 地點

最大月 平均月 式

設施容設施 密方式
量

閉性

方式 處理方利 用終 處生廢液除 頻
法

產生量 產生量

管 理置 方製程編率
方式 式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製程：

廢棄物：

最大月總產生量：

平均月總產生量：

號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
（請參照填寫說明七之說明填寫，另請檢
附營業區域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六、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參照填寫說明八之說明填寫）

事業（公司）印信

事業負責人蓋章

專責人員簽章

填寫人簽章

年

月

日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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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專用格式適用於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等。
二、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管制編號(代碼)與本署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 日「公
告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事業」之事業管制編號相同，請填寫該管制編號。事業若尚未取得管制
編號，請備妥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處理/清理許可證或其他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等資料，傳真至環保署廢管處事業廢棄物管制中
心取得管制編號填寫(傳真號碼：(02)2370-7814、(02)2370-7815，務必註明連絡
人、電話及申請機構類別(例如：事業、處理機構、清理機構或再利用機構等)，
以利該中心回覆管制編號)，該中心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三、請勾選提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原由；並填寫提報清理計畫書之日期。
1.新設：新公告實施日起新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已建造完成、建造中、已完成
工程招標程序或已完成工程發包簽約者）。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 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2) 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 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
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前後對
照表」。
3.重提：既設事業屬 88 年舊公告之指定公告事業，並依 91 年原公告需重新檢具
者。
4.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審查核准，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四、事業基本資料：(本表所列二、第 5 項之欄位，若事業經營之百貨公司、量販店、
超級市場地址與事業相同則可免填)
1.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名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
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及登記之負責人或
法定負責人姓名、職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
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請說明之。
2.請填寫 貴事業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免填。
3.請填寫 貴事業之員工人數，包括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括臨時工、外
包工。
4.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
填寫郵政信箱）。
5.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位
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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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機具協助測量。(2)可以部分市
售房車之配備 GPS 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顯
示)。(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另
行詢問。(4)輸入之座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 240760(UTM-X)，
北緯 2597187(UTM-Y)。
6.若事業經營之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地址與事業不同，請於第 5 項之欄
位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之詳
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
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所在位置之 UTM 座標（
可參考 5 之說明）。
7.公告事業別請由 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貴 事業所屬之行業
分 類 細 類 代 碼 ， 請 至 行 政 院 主 計 處 行 業 標 準 分 類 最 新 版
（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
9.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
五、營運狀況資料：
1.請填寫 貴事業之所有樓層之營業面積（平方公尺），並依過去一年內十二個
月營業額資料，分別填入最大月營業額（萬元/月）及十二個月之平均月營業
額（萬元/月）
；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
之事業則請填入計畫之每月最大估計量及每月平均估計量資料。
2.若有附設之餐廳（餐飲部），請填寫使用燃料種類及平均月使用燃料量（立方
公尺/月或公噸/月）。
3.若有附設之洗衣部，請填寫洗衣機種類及數量。
4.若有附設之廢水處理設施，請填寫排放許可證許可排放量（立方公尺/日）。
六、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本表所列四、第 3 至第 6 項之欄位係指事業產生事業
廢棄物於廠內貯存之行為）
1.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名稱、代碼及製程代碼(非製程或無製程代碼請填
000000)，另請至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waste.epa.gov.tw）查詢
「事業廢棄物類別及代碼說明」填寫。同一種廢棄物若其清理方式不同，請
分別以其清理方式之清理量分項填入。
2.若 貴事業設有餐廳(餐飲部)，應將“廚餘”納入廢棄物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洗
衣部，且使用乾洗劑或四氯乙烯，應將“廢乾洗劑”或“廢四氯乙烯”納入廢棄物
項目；若 貴事業設有廢水處理設施，應將“污泥”納入廢棄物項目。
3 請填寫 貴事業產生廢棄物之最大月產生量及平均月產生量，單位以月產生量
（公噸/月）表示之，產生量以填表時間前一整年（十二個月月產生量）之資
料為準，分別填入最大月產生量及以十二個月產生量平均計算之平均月產生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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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營運未滿一年之事業則以營運期間資料為準；如為新設立之事業則請
填入每月最大設計量及每月平均設計量之資料及單位。
4.存方式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S00：該項廢棄物無貯存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S01：地下貯槽
S02：地上貯槽
S03：桶裝
S04：袋裝
S05：堆置（無包裝材質）
S99：其他(請簡要說明)
5.貯存地點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P01：廠內
P99：其他（含經核准之廠外地點）：請說明其地點
6.貯存設施容量請以「立方米」表示之；若為露天貯存以「平方米」表示之。
7.貯存設施密閉性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C01：露天
C02：半密閉
C03：
密閉
8.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9.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0.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理或化學原理將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中微生物消滅之處理方法，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Z02：化學處理：主要使用化學方式進行廢棄物處理者，包括化學中和、
化學氧化還原反應、化學萃取、化學調理及電解氧化等各式技術者
。
Z03：堆肥處理：主要針對有機性事業廢棄物採厭氧或好氧醱酵方式，進
行堆肥化處理者。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
，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常見的處理技術包括有：熱解、熱熔
、熔煉、熔融、燒結、蒸餾、熱蒸發及濕式氧化處理等。
Z05：焚化處理：指利用高溫燃燒，將事業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
質之處理方法。常見的處理設施包括有固定床式、流體化床式、液
體噴注式、旋轉窯式等各式焚化爐。
Z06：物理處理：使用物理方式進行處理者，包括油水分離、薄膜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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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回收、研磨、破碎、拆解、分離、分選等各式技術者。
Z07：固化處理：指利用固定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理方法。
Z08：穩定化處理：指利用化學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事業廢棄物
穩定化之處理方法。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11.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選填
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
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依該案進行
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12.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最終處置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掩埋處理者，包括封閉掩埋場、衛生掩埋場
及安定掩埋場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七、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請敘述 貴事業對於遷
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採行之清理方
式。另請檢附營業區域配置圖，並於圖面上標示各類廢棄物貯存或處理設施位置
。
八、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另應填報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請載明火災、
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
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九、填報完成本清理計畫書，由填寫人簽章後，交由專責人員審查後簽章，並加蓋公
司章及負責人章，向該主管機關申請及繳納審查費。但事業依法免設專責人員或
於專責人員設置生效期限前，專責人員簽章一欄得免填報。
十、依廢棄物清理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事業對清理計畫書有申報義務，明知為不實之事
項而申報不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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