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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廢棄物管理及土壤污染防治統計類
一、廢棄物管理
11350101 廢棄物
Waste
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二種。
11350102

一般廢棄物
Municipal waste
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包括巨大垃圾、資源垃圾、廚餘、一般垃圾。
事業廢棄物參見 11350302。

11350103

水肥
Night soil
以糞坑或化糞池方式集存之家庭成員排泄之廢棄物。

11350104

化糞池
Septic tank
為作前處理糞尿污水的設備，主要由腐化槽、過濾槽及立體式或平面式氧
化槽組成，腐化槽主要之處理作用為沉澱與厭氧作用，糞尿經沖水進入槽
內，固體物質沉澱或浮升藉厭氧細菌或好氧細菌予以分解，經過濾槽後之
污水，經散水裝置流入氧化槽，由槽中好氧性微生物分解污水中的有機物。

11350105

巨大垃圾
Bulky waste
指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修剪庭院之樹枝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
物。

11350106

資源垃圾
Recyclable waste
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 條第 6 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及
依同法第 15 條第 2 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
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11350107

有害垃圾
Hazardous general waste
指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

11350108

廚餘
Kitchen waste
指丟棄之生、熟食物及其殘渣或有機性廢棄物，並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
廢棄物。

11350109

一般垃圾
General waste
指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廚餘以外之一般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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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110

一般廢棄物分類
Municipal waste sorting
指一般廢棄物於排出、貯存、回收、清除及處理過程中，為利於後續之運
輸、處理，將不同類別性質者加以分開之行為。

11350111

一般廢棄物貯存
Municipal waste storage
指一般廢棄物於回收、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
內之行為。

11350112

一般廢棄物排出
Municipal waste disposal
指一般廢棄物送出家戶或其他非事業之行為。

11350113

一般廢棄物回收
Municipal waste collection and sorting
指將一般廢棄物中之資源垃圾、巨大垃圾及廚餘分類、收集之行為。

11350114

一般廢棄物清除
Municipal waste clearance
指下列行為：
1.收集、清運：指以人力、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處理場(廠)
之行為。
2.轉運：指以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轉運設施或自轉運設
施運輸至中間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行為。

11350115

一般廢棄物處理
Municipal waste treatment
指下列行為：
1.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
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變更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
達成分離、中和、減量、減積、去毒、無害化或安定之行為。
2.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封閉掩埋或海洋棄
置之行為。
3.再利用：指將一般廢棄物經物理、化學或生物等程序後做為材料、燃料、
肥料、飼料、填料、土壤改良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

11350116

一般廢棄物清理
Municipal waste clearance and treatment
指一般廢棄物貯存、回收、清除或處理之行為。

11350117

焚化法
Incineration
指利用高溫燃燒，將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質之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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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118

熱解法
Pyrolysis
指將廢棄物置於無氧或少量氧氣之狀態下，利用熱能裂解使其分解成為氣
體、液體或殘渣之處理方法。

11350119

熔融法－一般廢棄物
Melted－municipal waste
指將一般廢棄物或灰渣加熱至熔流點以上，使其產生減量、減積、去毒、
無害化及安定化之處理方法。

11350120

穩定化法
Stabilization
指利用化學劑與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一般廢棄物穩定或降低危害性之處
理方法。

11350121

堆肥處理法
Composting
係指藉微生物之生化作用，在控制條件下將一般廢棄物中的有機質分解、腐
熟，轉換成安定之腐植質或土壤改良劑之方法。

11350122

安定掩埋法
Safety landfill
指將具安定性之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置於設有防止地盤滑動、沈
陷及水土保持設施或措施之掩埋場之處理方法。

11350123

衛生掩埋法
Sanitary landfill
指將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於以人造不透水材質或低滲水性
土壤所構築，並設有滲出水、廢氣收集處理設施及地下水監測裝置之掩埋
場之處理方法。

11350124

一般掩埋法
General landfill
指將廢棄物傾倒於未設置有防污設施之空地，而只經過覆土作業之處理方
法。

11350125

封閉掩埋法
Security landfill
指將有害垃圾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於以抗壓、雙層不透水材質等所構
築，並設有阻止污染物外洩及地下水監測裝置之掩埋場之處理方法。

11350126

海洋棄置法
Ocean dumping
指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運送廢棄物至海上傾倒、排洩或處置之處理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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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127

垃圾回收清除車輛
Municipal waste vehicle
指執行機關執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作業之車輛，包括子母式垃圾車、
密封式垃圾車、框式垃圾車、水肥車、清溝(溝泥)車及掃(洗)街車等。

11350128

垃圾車
Garbage truck
指執行機關執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作業之密封式垃圾車、子母式垃圾
車、框式垃圾車。

11350129

密封式垃圾車
Sealed garbage truck
車體為密封空間，包括壓縮式及非壓縮式等型式。

11350130

子母式垃圾車
Garbage truck with lifting device
以垃圾子車放置執行機關指定地點，供垃圾投棄、收集。

11350131

框式垃圾車
Roofless garbage truck
無車頂且車身平台為可裝載空間、車身周圍設有邊欄板，用以執行巨大垃
圾、資源垃圾、廚餘、拆除之違規廣告等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

11350132

小型清掃機械
Small cleaning machines
指執行機關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所使用之機器設備。

11350133

堆置
Dumping
係指廢棄物倒棄於凹地或空地，而未經覆土作業之處理方法。

11350134

生物化學處理
Biochemical treatment
係指利用好氧或厭氧微生物分解消化有機物質之處理方法。

11350135

腐熟處理
Maturing
係指水肥經收集後，放在殺菌池經三個月以上之時間者。

11350136

厭氧消化處理
Anaerobic digestion treatment
利用厭氧性菌或兼性厭氧菌在無氧狀態下，將有機物質分解之處理方法。

11350137

垃圾產生量
Volume of municipal waste generated
一般垃圾量、巨大垃圾量、資源垃圾回收量及廚餘回收量之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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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138

垃圾清運量
Volume of municipal waste clearaned
由廢棄物清理執行機關或公私處所自行或委託清運至垃圾處理場(廠)之垃
圾量，含溝泥量、巨大垃圾焚化量及巨大垃圾衛生掩埋量，但不含巨大垃
圾回收再利用量、廚餘回收量、資源回收量、事業廢棄物之清運量及舊垃
圾之遷移量(例如：位於河川行水區內垃圾棄置場之垃圾遷移量、原以打
包方式貯存之舊圾垃清運量)。

11350139

巨大垃圾量
Volume of bulky waste
指體積龐大之一般廢棄物，包括桌椅、櫥櫃、沙發、彈簧床等傢具、腳踏
車、修剪庭院之樹枝及裝潢修繕產生的非石材一般廢棄物或經主管機關公
告者，但不含回收資源垃圾如大型家電。

11350140

資源垃圾回收量
Volume of municipal waste recycled
資源垃圾蒐集回收之數量，其計算方式可分為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及以公
告應回收廢物品及容器為主之資源回收量二種。
1.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經由地方環保單位、社區、學校及機關團體回收
之資源垃圾量。
2.以公告應回收廢物品及容器為主之資源回收量：以公告應回收廢物品及
容器回收量及執行機關紙類、舊衣類、其他金屬製品、其他塑膠製品、
其他玻璃製品、光碟片、行動電話、食用油及其他等非屬公告應回收項
目之資源回收量合計而得。

11350141

廚餘回收量
Volume of food waste recycled
經由地方環保單位、社區、學校及機關團體回收之廚餘量。

11350142

巨大垃圾回收量
Volume of bulky waste recycled and reused
指巨大垃圾回收經修復後再使用或破碎分選後再利用之數量，包括經分選
後可回收再利用但當月無法去化之待處理量。

11350143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Volume of municipal waste generated per capita per day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公斤)
=

11350144

垃圾產生量(公噸)
日數  期中戶籍人口數千人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
Volume of municipal waste cleared per capita per day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公斤)
=

垃圾清運量(公噸)
日數  期中戶籍人口數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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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145

廢棄物指定清除地區
Designated clearance area of waste
指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基於環
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廢棄物清除地區。

11350146

垃圾妥善處理
Disposal or treatment of municipal waste
指執行機關將資源垃圾回收或將廢棄物於設置有防污設施之垃圾處理場
(廠)，予以妥善處理稱之，如衛生掩埋、焚化爐焚化、巨大垃圾回收再利
用、廚餘回收及資源回收等。

11350147

垃圾妥善處理率
Disposal or treatment rate of municipal waste
垃圾妥善處理率＝(焚化量＋衛生掩埋量＋巨大垃圾回收量＋廚餘回收量
＋資源垃圾回收量)/垃圾產生量（含垃圾清運量、巨大垃圾回收量、廚餘
回收量及資源垃圾回收量）×100%。

11350148

垃圾回收率
Municipal waste recycling rate
垃圾回收率＝廚餘回收量+資源垃圾回收量+巨大垃圾回收量）/垃圾產生
量 × 100%。

11350149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Municipal waste clearance and treatment fees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依清除處理成
本，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收之費用，徵收費用之數額，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公告。

11350150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
Municipal waste clearance and treatment costs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管理成本＋人工
成本＋處理場(廠)土地使用成本＋回饋金＋各項清除處理機具或設備之操
作維護成本＋依使用年限每年平均應負擔之購置成本(折舊成本)、復育成
本－代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及其他收入
其中，
管理成本＝清除、處理直接業務之(行政管理費＋辦公費＋行政事務費)
人工成本＝薪資＋加班費＋各項相關支出
操作維護成本＝油脂費＋保養維護費＋保險費＋使用證照費＋燃料費＋
水電費＋覆土費＋租賃費＋消耗品＋灰渣清理＋最終處置費＋相關必要
支出
復育成本＝垃圾掩埋場封閉復育成本＋垃圾焚化廠、其他一般廢棄物處理
廠(場)終止使用之拆除預估成本＋環境監測費用。
土地使用成本＝依土地之公告現值百分之十計算之土地使用費。
回饋金＝垃圾處理場（廠）建場（廠）及營運二階段之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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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成本＝各項清除處理機具、設備或設施依使用年限計算每年應負擔之
購置成本
其他收入＝垃圾處理場（廠）售電收入、變賣回收廢棄物所得收入
11350151

廢棄物清運處理人員
Waste clearance and treatment worker
包括清潔隊、溝渠隊、水肥處理隊之清潔隊員、司機、技工、工友、臨時
工、代賑工及垃圾掩埋場、焚化廠、水肥處理廠、修車廠等之廢棄物清理
人員。

11350152

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
Four in one resource recycling program
結合社區民眾、地方政府、回收商及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共同進行應回收
廢棄物回收工作。

11350153

應回收廢棄物
Regulated recyclable waste
經廢棄物清理法第 15 條第 2 項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
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11350154

應回收容器
Regulated recyclable containers
依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公告之
定義：容器係指以下列一種或一種以上為主要材質製成供裝填用，且裝填
之主要形態非袋、膜、布、箔等包裝者：1、鋁 2、鐵（係指鋼片）3、玻
璃 4、紙（係指經浸蠟處理或塗佈、貼合塑膠薄膜或鋁箔之紙板）5、鋁箔
包（含紙、鋁箔及塑膠之複合材質）6、塑膠：(1)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PET）
(2)聚苯乙烯（PS）－發泡(3)聚苯乙烯（PS）－未發泡(4)聚氯乙烯（PVC）
(5)聚乙烯（PE）(6)聚丙烯（PP）(7)其他塑膠 7、植物纖維 8、生質塑膠，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使用後應回收者。

11350155

應回收物品
Regulated recyclable articles
依據「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及其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公告之
定義：指乾電池、機動車輛、輪胎、鉛蓄電池、電子電器、資訊物品、照
明光源、平板容器、非平板類免洗餐具之物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使用後應回收者。

11350156

廢紙類
Waste paper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紙及其製品(紙容器除外)，如：電腦報表紙、報紙、電
話簿、牛皮紙袋、紙盒、雜誌、書籍、影印紙、傳真紙等。

11350157

廢機動車輛
Waste cars/motorcycles/scooters
指已失去原效用或不堪使用並經有關機關認定或所有人拋棄不使用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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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輛。
11350158

廢輪胎
Waste tires
指使用於機動車輛及自行車汰舊或棄置之橡膠材質外胎，但不包括實心
胎。

11350159

廢電池
Waste batteries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乾電池及鉛蓄電池。

11350160

廢乾電池
Waste dry batteries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乾電池，其以化學能直接轉換成電能，組裝前單只（cell）
重量小於 1 公斤，密閉式之小型電池，包括一次（primary）電池及二次
（rechargeable）電池，若以形狀區分，包括筒型（圓筒及方形）、鈕扣型
（button cell）及組裝型（battery pack）。但不包括鉛蓄電池及需另行添加
電解液或其他物質始能產生電能者。

11350161

廢鉛蓄電池
Waste lead-acid accumulators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鉛蓄電池。

11350162

廢電子電器物品
Waste electrical appliances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冷暖氣機、電風扇等。

11350163

廢資訊物品
Waste computer appliances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可攜式電腦、主機板、硬式磁碟機、電源器、機殼、顯
示器（包括 CRT 及 LCD）
、印表機、鍵盤（用於個人電腦之資料輸入裝置，
但不包括數字鍵盤）等。

11350164

廢照明光源
Waste light tube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供照明使用之直管日光燈、環管日光燈、安定器內藏式
螢光燈泡、緊密型螢光燈管、白熾燈泡（燈帽直徑為 2.6 公分以上）
、高強
度照明燈管（High Intensity Discharge；HID）
、冷陰極燈、感應式螢光燈、
其他含汞燈及直管型、環管型、安定器內藏式型及緊密型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LED)。

11350165

廢行動電話
Waste cell phone and recharger
指經使用後廢棄之行動電話及其充電器(包括座充及旅充)。

11350166

平板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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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e vessel
指以紙、塑膠或生質塑膠製成之平板加工製成之容器或容器之蓋，例如
盒、蓋、盤、托盤、速食容器、免洗餐具等。
11350167

稽核認證團體
Auditing and certification organization
係指經中央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委託執行受補貼機構稽核認證作
業之團體。

11350168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Resource recycling management fund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6 條規定，徵收公告指定責任業者繳交回收清除處理
費用，作為推動資源回收、垃圾減量之基金運用。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資源
回收管理基金，將基金分為信託基金及非營業基金兩部分，並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 16 條規定，訂定「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信託基金部分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及「資源回收管理基金非營業基金部分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明定業者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至少 70%撥入信託基金(支付回收商、處理
廠經稽核認證之實際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其餘撥入非營業基金(支付配
合回收清除處理作業之各項補助、獎勵、宣導、調查評估與規劃輔導及行
政費用)。

11350169

再生資源
Renewable resource
指原效用減失之物質，具經濟及回收再利用技術可行性，並依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公告或核准再使用或再生利用者。

11350170

再生產品
Recycled products
指以一定比例以上之再生資源為原料所製成之產品。

11350171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
Recycling enterprise
指從事應回收廢棄物之回收、清運、分類、壓縮、打包及貯存業務，且無
拆解之行為者。但廢機動車輛回收業得從事拆解之行為。

11350172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
Disposal enterprise
指從事以物理、化學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特性，達純化、
精煉、分離、無害化及資源化處理應回收廢棄物之行為或輸出處理應回收
廢棄物之業務者。

11350201

垃圾性質
Properties of garbage
指垃圾之物理組成、化學分析及發熱量等。

11350202

物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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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composition
將垃圾於濕基烘乾前型態，依紙類、纖維布類等物理組成測得重量之百分
比。
11350203

化學分析
Chemical analysis
將垃圾以化學方法分析得水分、灰分、可燃分等化學成分所占百分比，三
者合計為 100%。

11350204

濕基
Wet base
將垃圾樣品置於塑膠布上展開，依物理組成之分類項目分成 11 類，將每
一組成稱重後，算出其所占百分比。
各組成重量
 100 ％
各組成濕基百分比(％)＝
各組成合計總量

11350205

乾基
Dry base
1. 將濕基分類後各組成樣品，於 105℃±5℃之烘箱乾燥 5 天。
2. 將乾燥後各組成樣品分別稱量後計算出乾基物理組成百分比。
各組成乾燥後重量
 100%
各組成乾基百分比(％)＝
各乾燥組成合計總重

11350301

有害廢棄物
Hazardous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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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302

事業廢棄物
Industrial waste
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
般事業廢棄物二類。事業，係指農工礦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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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303

有害事業廢棄物
Hazardous industrial waste
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腐蝕性、易燃性、反應性及危險性，其濃度或數
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可分為列表之有害事業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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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類。
其中列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不需經由檢測即直接被認定，可再細分為製程
有害事業廢棄物、混合五金廢料、生物醫療廢棄物 3 類；有害特性認定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可分為毒性有害事業廢棄物、溶出毒性事業廢棄物、戴奧
辛有害事業廢棄物、多氯聯苯有害事業廢棄物、腐蝕性事業廢棄物、易燃
性事業廢棄物、反應性事業廢棄物、石綿及其製品廢棄物等 8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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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304

一般事業廢棄物
General industrial waste
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11350305

生物醫療廢棄物
Biomedical waste
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實驗室、工業及研究機構生物安全等級第
二級以上之實驗室、從事基因或生物科技研究之實驗室、生物科技工廠及
製藥工廠，於醫療、醫事檢驗、驗屍、檢疫、研究、藥品或生物材料製造
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包括：基因毒性廢棄物、廢尖銳器具、感染性廢棄
物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對人體或環境
具危害性，並經公告者等。

11350306

感染性廢棄物
Infectious waste
指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醫學研究單位、生物科技機構、生物安全等級
第二級以上實驗室及其他事業於醫療、檢驗研究或製造過程中對人類將產
生感染性之廢棄物，包括廢棄微生物培養物、菌株及相關生物製品、病理
組織廢棄物、血液製品廢棄物、受污染動物屍體、手術廢棄物、實驗室廢
棄物、透析廢棄物、隔離廢棄物及受血液體液污染廢棄物等類。

11350307

營建廢棄物
Construction waste
指建築物新建、拆除、裝潢及修繕工程所產生非土石方之廢棄物。

11350308

事業廢棄物貯存
Industrial waste storage
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
為。

11350309

事業廢棄物清除
Industrial waste clearance
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

11350310

事業廢棄物處理
Industrial waste treatment
指下列行為：
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
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
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
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
行為。
3.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
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
應符合其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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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311

事業廢棄物清理
Industrial waste clearance and treatment
指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11350312

熔融法－事業廢棄物
Melted － industrial waste
指將事業廢棄物加熱至熔流點以上，使其中所含有害有機物質進一步氧化
或重金屬揮發，其餘有害物質則存留於熔渣中產生穩定化、固化作用之處
理方法。

11350313

熔煉法
Smelted
指將事業廢棄物併入金屬高溫冶煉製程中，合併進行高溫減量處理或金屬
資源回收之處理方法。

11350314

穩定法
Sta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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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315

固化法
Solidification
指利用固化劑與事業廢棄物混合固化之處理方法。

11350316

氧化分解法
Oxidized treatment
指利用化學氧化、電解氧化或濕式氧化方式，將事業廢棄物中特定污染物
分解之處理方法。

11350317

化學處理法
Chemical treatment
指利用化學處理方式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包括中和法、氧化還原法、萃取
法、化學調理法、離子交換法、化學冶煉法、電解法及氣提法等各式處理
方法者。

11350318

洗淨處理法
Cleaning treatment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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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319

物理處理法
Physical treatment
使用物理方式處理事業廢棄物者，包括蒸發、蒸餾、薄膜分離、油水分離、
固液分離、破碎、粉碎、拆解、剝離、分選或壓縮等各式處理方法者。

11350320

滅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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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ilized treatment
指在一定時間內，以物理（含微波處理）或化學原理將事業廢棄物中微生
物消滅之處理方法，其指標微生物測試之削減率（reduction rate）至少需
達 99.999%者；其採高溫高壓蒸氣滅菌者，以嗜熱桿菌芽孢測試，其他滅
菌法以枯草桿菌芽孢測試。
11350321

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循環經濟是一個可恢復且可再生的產業體系，相較於線性經濟中產品“壽終
正寢”的概念，循環經濟講求的是“再生恢復”，使用可再生能源，拒絕使
用妨礙再利用的有毒化學物質，並藉由重新設計材料、產品、及商務模式，
以消除廢棄物並使得資源能夠更有效率地被利用。

11350501

大型垃圾焚化廠
Large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指設計每日處理量在 300 公噸以上之垃圾焚化廠。

11350502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Waste-to-energy (incineration) plant
以焚化法處理垃圾並回收電力之廢棄物處理設施。

11350503

事業廢棄物共同處理機構
Co- treatment organizations for industrial waste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共同投資或聯合具處理該類廢棄物
意願之業者加入投資，所設立之處理機構，從事投資人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處理業務。

11350504

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機構
Co-clearance organizations for industrial waste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共同投資或聯合具清除該類廢棄物
意願之業者加入投資，所設立之清除機構，從事投資人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清除業務。

11350505

垃圾低熱值
Lower heating value of waste
每單位重量垃圾於含水份狀態燃燒時所產生之熱量，是決定垃圾是否適宜
採用焚化爐焚化之指標。

11350506

破壞去除效率
Destruction and removal efficiency (DRE)
指主要有害有機物質(POHCs)以熱處理法處理時，其處理前總重量減去煙
道排氣所含總重量，除以處理前總重量之百分比。

11350507

燃燒效率
Combustion efficiency (CE)
指煙道出口之排氣中所含之二氧化碳濃度與二氧化碳及一氧化碳濃度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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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百分比。
11350508

焚化殘渣灼燒減量
Ignition loss
指將底渣經乾燥至恆重，再於攝氏 575 度至 625 度之高溫爐內加熱 3 小時
後，底渣減少重量與加熱前重量之百分比。

11350509

垃圾滲水
Leachate
指垃圾儲坑下方設有儲水坑，其所收集之高濃度有機物水。

11350510

灰渣
Ash
指廢棄物於焚化過程中，由廢氣處理系統收集飛灰及爐床底部排出之底
渣。

11350511

設計日焚化(處理)量
Designed incineration (treatment) capacity
指各垃圾焚化廠規劃設計時，依設定的垃圾熱值所設計之預計每日焚化處
理量。

11350512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發電量
Waste-to-energy plant energy generation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廢熱回收發電設備所產生之電能。

11350513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售電量
Sale of waste-to-energy plant generated electricity
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發電量扣除廠內用電量後，售與電力公司之電能。

11350514

活性碳
Activated carbon
一種高度吸附性的碳，用來去除液體或氣體排放物中之惡臭及毒性物質。
在處理廢棄物時用來除去廢水中的溶解有機物質，亦用於機動車輛的蒸發
控制系統。

11350515 BOO (建設-營運-擁有)
Build-Operate-Own
為一種由民間出資興建並擁有設施之財產權之民有民營之方式。在興建垃
圾焚化廠之案例中，依據行政院核定之「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
化廠推動方案」，由得標之公民營機構自行備妥土地，並成立興建營運公
司、籌措建設費興建中大型垃圾焚化廠，完成後由該公司營運 20 年，期
滿時產權歸該公司所有。建設費則於建廠完成營運後，由主辦機關依營運
或折舊年期分年支付，其設施之折舊及償付原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11350516 BOT (建設-營運-轉移)
Build-Operate-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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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式為政府提供設施土地，民間出資興建，由民間營運若干年後再由政
府無償收回產權，在產權轉移後之經營，可由原投資公司或其他公司以契
約關係承續，或由政府單位自行經營。在興建垃圾焚化廠之案例中，依據
行政院核定之「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由主辦
機關(直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負責取得土地，依法以設定地上權方式
交由得標之公民營機構成立興建營運公司、籌措建設費興建中大型垃圾焚
化廠，完成後由該公司營運 20 年，期滿時將設備及建物產權無償轉移主
辦機關。建設費則於建廠完成營運後，由主辦機關依營運或折舊年期分年
支付，其設施之折舊及償付原則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11350517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
Public or private waste clearance organization
指取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清除許
可證之清除機構。有關該機構之級別、可從事業務範圍及專業技術人員設
置規定如下：

級別
甲級

乙級
丙級

得經營廢棄物清除業務項目
一般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及
有害事業廢棄物

應具條件
專任之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 2 人，其中甲級清
除技術員至少 1 人
專任之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 1 人。每月許可量
達 5,000 公噸以上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清除
技術員二人。

一般廢棄物及
一般事業廢棄物

每月總計 900 公噸以下一般廢棄物及一
專任之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 1 人
般事業廢棄物

註：應置之清除技術員得以同級處理技術員代之。
11350518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Public or private waste treatment organizations
指取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處理許
可證之處理機構。有關該機構之級別、可從事業務範圍及專業技術人員設
置規定如下：

級別
甲級

乙級

得經營廢棄物處理業務之項目
一般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及
有害事業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及
一般事業廢棄物

應具條件
專任之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 2 人，其中甲級處
理技術員至少 1 人
專任之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 1 人

二 、土壤污染防治
11350601 土壤
Soil
指陸上生物生長或生活之地殼岩石表面之疏鬆天然介質。

11350602

地下水
Groundwater
指流動或停滯於地面以下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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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603

底泥
Sediments
指因重力而沉積於地面水體底層之物質。

11350604

土壤污染
Soil pollution
指土壤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變更品質，有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
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11350605

地下水污染
Groundwater pollution
指地下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變更品質，有影響其正常用途或
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11350606

底泥污染
Sediment pollution
指底泥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影響地面水體生態環境與水生食物
的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11350607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
Soil or groundwater pollutant
指任何能導致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外來物質、生物或能量。

11350608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
Soil or groundwater pollution monitoring standards
指基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預防目的，所訂定須進行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監測
之污染物濃度。

11350609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Soil or groundwater pollution control standards
為防止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惡化，所訂定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限度。

11350610

底泥品質指標
Sediment quality index
指基於管理底泥品質之目的，考量污染傳輸移動特性及生物有效累積性
等，所訂定分類管理或用途限制之限度。

11350611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
Soil or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goals
指基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目的，所訂定之污染物限度。

11350612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行為人
Soil or groundwater polluter
指因有下列行為之一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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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法排放、洩漏、灌注或棄置污染物。
2.仲介或容許非法排放、洩漏、灌注或棄置污染物。
3.未依法令規定清理污染物。
11350613

土壤或地下水潛在污染責任人
Soil or groundwater potential parties liable for pollution
指因下列行為，致污染物累積於土壤或地下水，而造成土壤或地下水污染
之人：
1.排放、灌注、滲透污染物。
2.核准或同意於灌排系統及灌區集水區域內排放廢污水。

11350614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
Soil or groundwater pollution control site
指造成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來源明確之場址，其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非
自然環境存在經沖刷、流布、沉積、引灌，致該污染物達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管制標準者。

11350615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
Soil or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site
指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
境之虞，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公告者。

11350616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土地關係人
Party with interests in land with polluted soil or groundwater
指土地經公告為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或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場
址時，非屬於污染行為人之土地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

1135061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rea
指視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或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之土壤、地
下水污染範圍或情況所劃定之區域。

11350618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fees
中央主管機關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對指定公告之化學物質，依其產
生量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之費用。

11350619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Soil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Remediation Fund
中央主管機關以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成立之基金，本基金之來源
如下：
1.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入。
2.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依本法第四十三條、第
四十四條規定繳納之款項。
3.土地開發行為人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繳交之款項。
4.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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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6.環境保護相關基金之部分提撥。
7.環境污染之罰金及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8.其他有關收入。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1.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辦理整治場址土壤、地下水污染範圍之調查，
對環境影響之評估，土壤、地下水調查及評估計畫之審查，為減輕污染
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所採之應變必要措施，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之訂定、審查、實施、變更及監督，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之公告
劃定等工作支出費用。
2.基金涉訟之必要費用。
3.基金人事及行政管理費用。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有關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之費用。
11350620

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Groundwater pollution use restriction zone
指各級主管機關對於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虞之場址，應即進行查證，並依
相關環境保護法規管制污染源及調查環境污染情形。查證時，如場址地下水
污染濃度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而污染來源不明確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公告劃定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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