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重要政策
111 年 2 月
1.

專題：環署與工研院攜手 加值利用二次鋰電池
3C 產品普及，電動車也是未來趨勢，根據環保署估計，到 2025 年時台灣每年產生 1100 公噸

廢二次鋰電池，若未妥善處理恐造成環境危害，環保署與工研院發表處理廢棄電池新技術，可在低
耗能、減碳前提下，提取價值高出 10 倍的有價金屬再利用，達成循環經濟效益。
因應電池蓬勃需求 將廢電池變黃金
因應電動車的蓬勃發展及鋰電池正極材料大量需求，環保署攜手工研院，投入將廢二次鋰電池
的黑粉，提純成為價值較高，且純度較高的硫酸鈷、氧化鈷，可作為鋰電池正極材料的化工原料。
為期 3 年，已獲得關鍵技術，並達到試量產的階段。
研究計畫導入精密物理分選、萃取及純化，進階分離提純關鍵原物料，帶來的成果是國內業者
有能力處理國內每年所產生約 1,100 公噸廢棄二次鋰電池，消除廢棄鋰電池的環境危害，亦提早布
局建立國內完善專屬回收供應鏈體系，提升產業用料供需安全考量。
可藉由充電重複使用的鋰電池稱為二次鋰電池。因具有高能量密度、生命週期長與低放電率，
被廣泛應用在各種消費性電子產品上（含手機、相機、筆記型電腦與平板等）；近年電動運具（含汽
機車、自行車）與大型儲能設備的動力均高度仰賴鋰電池的供給。鋰電池中含鈷(Co)、鋰(Li)、鎳
(Ni)、錳(Mn)、銅(Cu)等有價金屬資源，臺灣產業所需皆仰賴進口。隨著電動運輸工具大力推動下，
帶動鋰電池市場蓬勃發展，原材料需求量持續升高。

環保署與工研院舉行「廢二次鋰電池資源轉生高值應用技術開發」發表記者會
2025 年 國內廢二次鋰電將達 1100 噸
根據 3C 產品及電動運具的銷售額推估使用汰換週期來計算，預估 2025 年，臺灣每年將有
1,100 公噸之廢二次鋰電池排出。為使金屬資源能留在國內，發揮價值，汰役鋰電池有價金屬資源
1

高值再利用，提前布局與研發，環保署自 3 年前即積極推動與工研院之合作。
工研院針對廢二次鋰電池提取高純正極前驅物原料之驗證，將正負極混合粉經物理精密分選，
可有效去除鐵、銅、鋁等雜質，再透過調控酸鹼分離純化程序，搭配不同還原劑比較鈷離子之浸出
比例，將正負極混合粉體以低耗能與高效率的模式，分離純化提取正極前驅物原料，整體鈷的提取
率可達 98%以上。利用高溫熱還原製程將再生料再製成氧化鈷，含鈷量可大於 71.06wt%，雜質小
於 300ppm，符合工業級原物料規格，最後進行再生料產品的試量產試製及驗證。
新技術優化加值 經濟效益達 10 倍
工研院表示，利用本技術處理模式可將較低價之正負極混合粉體，分離純化轉生成高附加價值
之氧化鈷，每公斤價格增加 10 倍以上。而其他金屬亦可透過製程萃取出並再使用，更符合整體經
濟效益及全循環之概念。相關成果除持續協助國內合法處理業者進行技術提升外，目前更與責任業
者簽署合作備忘錄，積極推動成果落地中。

精密分選與純化處理後的成品，右一為氧化鈷
據環保署統計，110 年二次鋰電池（含電動汽機車、3C 產品及含二次鋰電池商品）之回收量約
600 公噸，占整體廢乾電池回收量約 15%。尤其聚焦電動車累積總量已 8000 輛、電動機車累積銷
售量 50 萬輛的百萬電動車市場，預估 2025 年臺灣二次鋰電池廢棄量年約 1,100 公噸，目前我國 6
家處理廠處理量能每年約 2,200 公噸，屆時足以處理排出之二次鋰電池。
環保署指出，過去國內技術在破碎處理後，含有價金屬的正負極混合粉大部分輸出國外，剩下
「黑粉」僅能作為煉鋼輔料，每公斤只有 80 元的價值，但在此技術的精密分選與純化處理後，其
中的氧化鈷目前行情每公斤 800 元是原來 10 倍，且隨著國際需求與產地政經狀況，預估價格會波
動的越來越快、越來越高。氧化鈷可作為電池與化工原物料，重新回到鋰電池的製造，不僅將有價
資源留在台灣，更是高值循環再利用，落實循環經濟遠景。
呼籲全民協助回收 善用全國 2 萬回收點
展望未來，環保署說明，雖然握有此低污染、高值化的處理技術，但更需要廢電池確實回收才
能展現，需要全民一起協助。目前全台廢乾電池回收站點統計已達 2 萬點以上，包含量販店、超級
市場、連鎖便利商店、連鎖清潔及化妝品零售業、交通場站便利商店、無線通信器材零售業及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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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等，以及清潔隊資源回收車及村里資收站。
環保署提醒民眾應注意玩具、雷射筆、計算機、遙控器、自動按摩貼片、各類可充電家電或資
訊物品等內含乾電池物品之電池回收。若為充電式電池，應將電池用膠帶貼住電極處絕緣，以避免
短路起火。電動汽機車使用的動力電池有其特定排出地點及回收管道，若於電動車維修保養或電動
車廢棄時排出之鋰電池，則由汽機車維修廠或車輛回收商交予廢乾電池回收業或處理業回收處理。

2.

空品監測結果 空污物濃度連 5 年下降
環保署統計 110 年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各污染物濃度近 5 年均呈現下降趨勢，空氣品質指標

(AQI)良好等級與普通等級合計占比(AQI≦100)在 110 年與 109 年均超過 9 成，空氣品質不良(AQI
> 100，橘色提醒以上)發生站日數持續下降，無非常不健康(AQI≧200)發生。
環保署指出，110 年 1 月至 11 月全國細懸浮微粒(PM2.5)年平均濃度達成當年度目標 15.7μ
g/m3 及行政院核定之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 年至 112 年）之總目標 15μg/m3。臭氧除年平均濃
度持續下降，110 年無論是臭氧小時值超過 120 ppb 的小時數、站日數，或是臭氧 8 小時超過 60
ppb 的站日數，均較前幾年明顯下降，臭氧 8 小時紅色警示站日數更較去年改善近六成。
110 年導致空氣品質不良主要污染項目以 PM2.5 為主，主要集中在 1 至 3 月發生。進一步分析
發現，受到穩定天氣型態、混合層偏低等氣象因素影響，造成水平及垂直擴散差。再由中央氣象局
觀測結果亦可發現，110 年 1-3 月低風速時數增加，降雨量明顯減少，在氣象條件上並不利於微粒
洗除及擴散，造成 PM2.5 濃度累積上升。
環保署表示，自空污法修正後，已著手加嚴管制及檢討相關法令累積達 101 項，多項污染源
改善工作執行亦已超前，例如淘汰 1 至 3 期大型柴油車已達年度目標 2 倍以上、淘汰 1 至 4 期老舊
機車 109 年至 110 年達成 120 萬輛目標。
在固定污染源方面，國營事業污染排放量較 105 年污染量減少 45%，至 110 年列管之鍋爐數
量已改善 98%，完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訂定及加嚴水泥業排放標準；
移動污染源方面，1 至 3 期高污染之大型柴油車累積淘汰 38%，老舊機車累積淘汰約 26%，並
協助地方政府劃設 15 處空氣品質維護區；逸散污染源方面，增訂與修正餐飲業、營建工程等相關
管理辦法強化管制力道，在濁水溪及高屏溪等河川揚塵事件日也分別從 109 年的 9 次、8 次明顯降
低為 4 次與 0 次。
環保署將持續偕同中央相關部會與地方政府從各面向削減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維護空氣品質，
保障民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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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源頭管控 維護食安
食品安全需要各個環節緊密相扣，有效管理，環保署化學局自 105 年 12 月底成立後，從源頭

管控，透過公告列管、查核輔導、跨部會合作，保障食品安全，讓民眾安心健康過好年。
環保署指出，為加強上游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運作業者的管理責任，進一步避免這些化學
物質系統性流入食品鏈，已公告玫瑰紅 B、蘇丹色素等 20 種（27 項）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為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依法要申報、要標示、要備妥安全資料表，並取得核可文件，不可
擅自轉讓買賣並於網購平臺販售。
環保署並於 108 年 1 月 16 日完成修正公布毒管法，新增「關注化學物質」專章，近期將持續
評估一氧化鉛等 5 種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研議納入「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此外，在源頭控管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方面，環保署 106 年至 110 年持續每年均完成國內
逾 3,000 家次化工原料業者查核，輔導落實業者自主管理，更跨部會合作辦理民俗節慶專案聯合稽
查輔導，並於 107 年、109 年篩選食安高風險的兼售食品添加物之化工原料業者進行聯合稽查。
環保署表示，持續與衛福部及農委會合作，從食品鏈源頭的環境及化工原料業、生產端的農畜
水產品至市場端產品，從農場到餐桌，跨部會共同維護食品生產環境，以保障生產者權益及消費者
健康；三部會署並於每季由副首長聯合主持召開辦理「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即時討論環
境保護與食品安全資訊，並在環境面超前部署，對高風險區域持續監測，如發現環境、農畜水產品
或食品生產環節中有污染風險，將立即跨部會通報，進行共同監測、溯源採樣或緊急應變，以確保
農畜產品生產環境與食品安全。
環保署強調，今年也持續跨部會合作，從農場到餐桌強化食品鏈中各環節的生產管理，避免食
品在生產過程中遭受污染，以維護國民健康，讓民眾安心健康過好年。

4.

資源循環績優企業-產業的改變與創新
為落實循環經濟理念，環保署 110 年 7 月成立「資源循環辦公室」，同時為鼓勵國內積極推動

資源循環之企業，透過遴選方式建立模範，並帶動民間製造業、服務業等產生循環型鏈結，減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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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產或服務所造成資源的損失，創造新經濟價值，同時也藉由績優案例，鼓勵並引導業者提昇技
術或推廣使用再生物料，以促進我國推動資源循環之成效。
環保署自 107 年開始辦理績優企業遴選迄今，已遴選出 36 家企業獲選最高等級的績優二星級，
以及 39 家獲優良一星級，計 75 家績優企業，一同履行對環境永續的責任，邁向綠色復甦。在政府
積極推動循環經濟的帶動下，企業無不積極的做出改變、提升技術、創新研發，更不吝惜分享成功
的經驗，一起帶動臺灣產業共同成長與發展。
環保署表示，歷年獲獎業者表現優秀各具特色，有積極推動廢棄物資源化的台泥和平廠，將工
業港、和平電廠及水泥廠透過密閉管線相連，港、電、廠 3 種不同產業原料、燃料以及廢棄物互補
利用，形成產業內封閉迴圈，「水泥廠」所需的原料和製成的水泥，由「和平港」運輸減少碳排，
「和平電廠」產出的煤灰 100%提供水泥廠成為水泥原料。
那顆炭國際有限公司則推動廢棄物高值化，以地區性廢菱角殼為基材，藉由碳化技術將其轉化
菱碳，除回收熱能外，並將菱碳應用於多種產品，如：空氣清淨機濾網、農用生物碳、吸濕除臭包
等。清洗水為弱鹼性，可提供染布（藍染），並在地推廣資源循環，舉辦地方輕旅行，與同業跨業共
創合作經濟。
配客嘉股份有限公司則提供商業循環服務模式，讓消費者可有更佳環保的網購選擇，網購循環
包裝以共享租賃的方式在電商、消費者與歸還通路之間重複使用，循環包裝袋使用回收寶特瓶與廢
玻璃製成，可重複使用超過 50 次，減少一次性網購包材。
產業透過綠色設計、再生技術提升、增加循環度，改變製程，越來越多企業投入「循環租賃」、
「延續產品生命週期」及「採用再生原物料」，為分享相關績優企業推動成果，已製作「資源循環績
優案例」成果手冊電子書，分享企業如何推動資源循環。（「資源循環績優案例」成果手冊電子書，
可點擊下載）

2021 年臺灣循環經濟績優企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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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布淘汰老舊機車補助及汰舊換購電動機車獎勵辦法

環保署補助車主淘汰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的老舊機車每輛 2,000 元；如果民眾淘汰舊車換購電
動機車，並同意將溫室氣體減量效益歸屬環保署，可再獲得 1,000 元獎勵金。本次公布的二項辦法
補助獎勵期間為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符合資格的民眾可至環保署廢車回收一
站通網站申請。
環保署表示，自 109 年鼓勵民眾淘汰 96 年 6 月 30 日前出廠的老舊機車，已有逾 120 萬輛淘
汰，相當減少 1/4 的老舊機車數量，減少 14％的機車排放量，對於空氣品質改善有正面效益，但老
舊機車仍有 354 萬輛，考量老舊機車污染排放量較高，因此有持續鼓勵淘汰之必要。
此外由於汰換燃油機車為電動車具減碳效益，依照環保署 109 年訂定「審查開發行為溫室氣體
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每部老舊機車汰換為電動機車約有 2.3 公噸 CO2 當量減碳效益，可提
供通過環評審查之大型開發案作為溫室氣體增量抵換來源。
環保署表示，通過環評開發案必須提出「溫室氣體抵換量取得計畫」，經環保署審查通過後始能
執行，且為鼓勵民眾汰舊換購電動機車，未來開發單位或地方政府取得每輛汰舊換購電動機車的減
碳效益時，應給予至少 1,000 元/輛。目前開發單位執行計畫尚未送到環保署，因此該署在「淘汰老
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明訂，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底止，
同意將汰舊換購電動機車之溫室氣體減量效益歸屬於該署者，給予獎勵金 1,000 元/輛，加上淘汰老
舊機車 2,000 元/輛，及原本回收獎勵金 300 元/輛，可領取 3,300 元/輛。
考量後續會有環評開發單位，或地方政府提出取得汰舊換購電動機車減碳效益計畫，凡在此之
前換購電動機車的者，也可選擇先領舊車報廢回收及淘汰補助 2,300 元/輛，保留新購電動機車的發
票或收據，依照獎勵辦法規定，於 113 年 1 月 10 日前都可上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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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綠色消費真歡喜 綠點商品送千點
環保署過年期間加碼送綠色消費購物金，無論在大賣場選購綠點商品還是在便利商店用點數兌

換綠點商品，每件送 1 千綠點。打開環保集點 APP 查詢綠點商品，包括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
MIT 微笑標章、有機農產品、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等標章的 3C 家電、清潔用品、衛生
紙、保溫杯、辦公文具用品及食品共有近 2 千項。
環保署表示，現在全國連鎖通路業者和網路通路業者陸續加盟環保集點，環保集點會員可以到
全家便利商店、統一超商、全國電子、大潤發、愛買、萊爾富、東森購物網、環保生活家等環保集
點合作通路選購或兌換綠點商品，除了原來就有的產品點數獎勵外，即日起至 2 月底前每件再加碼
送 1 千綠點（活動期間每月 5 萬綠點的上限回饋額度）。。
除此之外，推薦好友加入集點行列雙方都可以獲得 2 千點哦！環保集點持續推出多檔好康活動，
提供會員更多的互動體驗，邀請民眾愛地球就從環保集點開始，現在加入環保集點讓民眾響應全民
綠生活還能過年荷包滿滿。
推薦時下最熱門最好康的環保 APP，一同開啟「綠色生活，環保選購」的習慣，歡迎大家踴躍
下載環保集點 APP 並加入會員，環保愛地球，集點享回饋！相關內容，請上環保集點網站。

7.

惜食惜福，福虎生豐過好年！
虎年到，和環保署一起福「虎」生豐過好年！從採買、烹煮到外食，用「惜食惜福」的綠色飲

食習慣，為新的每一天，留住環境的美好，積存自己的福氣。
食物是地球的珍貴資源，根據聯合國報告指出，有 1/3 的食物，還沒進入人們的胃，就在生產、
收割、運送、消費的過程中被浪費了，依環保署統計資料，臺灣每月國人的廚餘回收量約達 4 萬公
噸，大量的食物廢棄物，除了會產生廚餘、溫室氣體排放等環境問題，造成地球環境的負擔，也是
一種資源的浪費。
環保署傳授 3 招「惜食惜福」小撇步，民眾過年期間可多加利用，既能珍惜自己的荷包也不用
再煩惱過年的廚餘要收哪裡。
【採買篇】計畫性購物，出門採買前，打開冰箱確認食材、斟酌家庭食量，適量採買，吃多少
買多少。此外，也可多加選購格外品*蔬果，珍惜每一個健康營養的食材，虎哩呷百二。
【烹煮篇】全食物利用，善用每個食材，就連食材邊角料也搖身一變美味佳餚，廚餘免煩惱，
虎哩呷飽飽。
【外食篇】訂席、送禮優先選擇「惜食推廣種子店家」(https://reurl.cc/k70yq9)，用行動支持
惜食好料理，點選適合自己的餐點內容與分量，吃不完時，也歡迎自備容器打包帶走，虎哩存大錢
啦！
現今全臺各地皆有餐飲相關業者響應惜食行動，環保署也邀請您一同響應珍惜食物、減少廚餘，與
地球一起虎虎生豐過好年。
*格外品：係指市場規格以外但品質沒有問題的農產品，換言之，這些農產品只是外觀醜了點，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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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都是無虞的，亦有人稱為「醜蔬果」。
8.

檢警環調聯手 偵破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集團
109 年 9 月 17 日夜間高雄市環保局連續接獲民眾陳情高雄市鳥松區有化學異味 ，後經由臺灣

橋頭地檢署勘察發現，為某承租廠房遭棄置廢棄物，遂成立專案小組指揮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及法務
部調查局高雄市調處，並偕同環保署及高雄市環保局，進行蒐證調查後擴大偵辦，經 1 年多的蒐證、
比對、及搜索，在 111 年 1 月 11 日破獲犯罪集團，承租廠房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4 人裁定
收押禁見，初估不法獲利約數百萬元。
環保署表示，本案第一時間先調閱出租廠房附近監視器逐車過濾，篩出鎖定涉案車輛，經比對
現場遺留跡證，鎖定涉案關係人，再進一步蒐證監控，查獲以劉姓犯嫌為首的犯罪集團，租用高雄
鳥松區的某閒置廠房 ，誆稱放置太陽能設備，然隨即將大量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事後經高雄市環
保局檢測該批事業廢棄物為閃火點小於 40°C 的廢溶劑、丁酮大於 200mg/L，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為防杜污染擴散，現場廢棄物除已先緊急移置妥善貯存外，後續亦循線查獲非法從事廢棄物清
理及棄置的涉案行為人、司機及貨運公司，均依違反廢清法規定法辦。
檢方另外在擴大偵辦中，也發現該集團於高雄市湖內區某處魚塭地，假藉設置地面型太陽能光
電發電設施進行整地，實則填埋廢棄物，經現場開挖確認回填大量營建混合物等事業廢棄物，地主
亦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廢棄物等情事。

農地開挖掩埋大量廢棄物
環保署說，環保署為杜絕事業廢棄物非法清理及棄置亂象，多年來與檢警調結盟合作，共同聯
手打擊環保犯罪，成果豐碩，籲請各產源事業切勿貪小便宜委託不法業者清理事業廢棄物，否則將
面臨共犯刑責，且需共同承擔棄置場址恢復原狀及清理義務。刑責最高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 1500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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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民齊心護空品 綠化維運靠認養
為鼓勵民間企業及社區共同參與認養空氣品質淨化區，環保署特舉辦認養優良競賽，統計至

110 年底止，全國計有 549 處空氣品質淨化區，由 19 個縣市環保局推薦計 68 個認養企業及社區
參與，經現地評比及決選出 61 個認養績優單位，於 111 年 1 月 17 日假臺北舉行 110 年度「空氣
品質淨化區優良認養單位頒獎典禮」，由環保署沈副署長志修頒發獎牌。
環保署感謝 110 年度各獲獎的認養單位，本次頒發共計 61 個獎項，包括特殊貢獻獎 35 個、特
優獎 8 個、優勝獎 6 個、佳作 8 個及永續關懷獎 4 個；另對於表現績優之地方環保局，分別頒發桃
園市、臺南市推動績優獎，彰化縣及嘉義市生態領航獎，感謝縣市環保局持續推動空品淨化區認養
及綠美化工作，讓綠化環境保護概念更加普及。
特殊貢獻獎為目前最高榮譽獎項，除歷經數年努力深獲肯定外，認養單位無私的付出心力，積
極守護環境綠化，才能獲得的績優殊榮，110 年度特殊貢獻獎企業或社區獲獎名單，不乏有連續數
年獲獎之企業，獲獎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尖山、通霄發電廠）、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灣省日月潭文武廟、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煉製事業部-大林煉
油廠、屏東縣里港鄉朧偉祥慈善會、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
公司、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等企業。
另獲特殊貢獻獎的社區，其中宜蘭縣宜蘭市民權社區發展協會，將道路兩旁綠化為宜蘭特有的
風景路線，彰化縣永靖鄉四芳社區發展協會，將認養空品淨化區打造為天然生態教室，成功復育螢
火蟲並吸引獨角仙棲息，除可淨化空氣品質外，更發展出具在地特色的自然觀光產業。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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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永靖鄉四芳社區發展協會
10.

辦理河川污染應變訓練，守護河川環境
為提升環保機關河川污染緊急應變的能力，環保署特於 111 年 1/18-19 日辦理「河川水污染

緊急應變研習暨訓練會議」，邀集中央及地方相關單位與會，由產官學界與環保主管機關進行法規及
實務應變的分享及討論，強化應變作業所需的專業知能。
本次研習暨訓練會議課程內容，包含：水污染防治相關應變法規說明、水污染與生態、政府機
關及民間企業應變實務經驗、河川污染來源與特性、現地除污訓練設備應用實務、應變原則與策略、
分組案例演練與研究等課程，除了國內講者外，特別邀請法國水域意外事故研究調查中心(The
Centre of Documentati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tion on Accidental Water Pollution，簡稱
Cedre)的國際應變專家以視訊方式授課，環保署曾多次派員赴法國 Cedre 參加污染應變的專業訓練，
並與 Cedre 於 2016 年簽訂瞭解備忘錄(MOU)，目前持續於河川污染應變議題上深化彼此的合作。
河川水體為臺灣重要的自然資源，環保機關除了強化法規管制、推動各項水污染防治措施之外，
對於重大污染事件的日常整備與訓練也不曾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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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與法國水域意外事故研究調查中心人員視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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