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第 96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主席：張召集人子敬（沈副召集人志修代）
出席人員：吳珮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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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略。
三、 確認第 95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95 次委員會議意見及辦理
情形說明）：無修正，確定。
（一）委員意見：
張委員志毓（王殷伯代）
重申業者認為玻璃瓶蓋之 PVC 墊片，目前無適當替代
材質，雖環保署已說明替代材質開發時程，惟建議若
替代材質開發未能適用，應重新思考加重費率計費方
式或向業者說明加重費率收費之必要性。
（二）承辦單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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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玻璃瓶蓋之 PVC 墊片加重費率計費案，已於 108
年 4 月 26 日召開費率審議小組會議，會中決議維持現
行課費方式，但本會邀集技術研發機構及業者代表就
PVC 替代材質之技術、經濟可行性再行召開研商會
議，並將研商結論送交小組討論。
（三）主席裁示：
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四、 報告事項：
（一）太陽能光電板回收制度報告
1.委員意見：
(1)張委員志毓（王殷伯代）
目前太陽能光電板收取清除處理費，目前由能源局徵
收，未來要改由環保署徵收，要如何併入環保署基金，
建議單獨成立一個基金，不一定要由環保署管理。
(2)劉委員錦龍
太陽能板如納入目前基金，可能會把以家戶為主要對
象的回收基金體系複雜化，且尚有建物承架設備等問
題，建議應分開思考。
(3)吳委員珮瑛
目前的太陽能板政策忽略了對農業的影響，處理設施
具經濟效益。
2.承辦單位說明：
太陽能技術產品回收清除處理機制將併同考量，另有關
廢太陽能光電板回收清處理機制，目前由能源局代徵費
用，由設置者繳費，俟本署修正廢棄物清理法後，再由
環保署辦理徵收作業。
3.主席裁示：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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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07 年度決算報告
1.委員意見：
(1)吳委員珮瑛
輪胎基金動用累積剩餘，是何時決定？如何決定的？。
(2)何委員舜琴（提供發言單）
○
1 基金財務每年均於費率審議委員會做適時檢討，針
對虧絀項目亦做必要因應措施，電子電器物品、鉛
電及輪胎為改善財務狀況已陸續啟動調降補貼、調
整信託基金收入分配比例、動支應急費用及調高收
費等措施。
○
2 請說明廢輪胎、廢鉛蓄電池、廢電子電器物品之基
金安全存量是否在安全範圍內？
2.承辦單位說明：
(1) 本會於 106 年初規劃編列 107 年輪胎預算時，因有鑑
於前一年(105 年)因將膠片作為輔助燃料的再利用量
能驟減，導致廢輪胎處理去化受阻，故將原信託基金
及非營業基金比例由 80%：20%改為 70%：30%，編
列增加非營業基金額度以支應補助執行機關加強清
除轄內堆置廢輪胎之經費。另 107 年預算報告(輪胎
編列攤提)已於 106 年 4 月 18 日第 92 次委員會議後
經主席裁示通過，並依業務需要據以執行。
(2) 基金財務每年均於費率審議委員會做適時檢討，針對
安全存量不足項目，亦做必要因應措施，例如電子電
器物品為改善財務狀況已陸續啟動調降補貼、提高信
託基金收入分配比例為 90%、動支應急費用及調高收
費等措施;另輪胎部分 1 年信託基金支出約 4 億元，
107 年底累積餘額約 5.5 億元，安全存量約 1.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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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鉛蓄電池部分，1 年信託基金支出約 9,500 元，107
年底累積餘額約 1.54 億元，安全存量約 1.62 年。
3.主席裁示：
(1)基金短絀項目，應加強財務改善措施，維持基金穩健
運作。
(2)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三）107 年工作執行績效及 108 年工作規劃報告
1.委員意見：
(1)柳委員宗言
感謝詳細說明業務執行情形，近年我國受洋垃圾衝
擊，是否亦能說明過去成果及未來因應？
(2)張委員志毓（王殷伯代）
○
1 報告中提到去年 12 月調升單色玻璃容器回收清除
處理補貼費率案，是否能說明後續影響情形？
○
2 路上廢車仍很多，應建立檢舉管道。
(3)駱委員尚廉（提供發言單）
○
1 工作執行績效甚優，但若能針對工作執行困難處也
能作一檢討，並提出改善規劃會更好。
○
2 引導高值循環與促進異業結盟為創新的構想，建議
積極規劃後續推動方案。
(4)費審會李主任委員公哲（提供發言單）
有關玻璃瓶蓋之 PVC 回收費率問題，建議基管會及費
率審議委員會續參採業者意見溝通協商。
2.承辦單位說明：
(1)各縣市環保機關均有專責人員負責占用道路廢棄車
輛查報及拖吊業務，若民眾發現有廢車，可電洽公害
陳情專線 0800-066-666 或各縣市政府服務專線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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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嘉義縣、嘉義市、彰化縣之外），或本署免付費
資源回收專線 0800-085717 檢舉。
(2)高值化是本署署長上任以後重要的政策指示，希望能
輔導業者使資源留在國內循環利用並創造利潤。本會
各材質組已規劃以差別補貼方式，引導業者研發技術
和策略，形成持續進步之良性競爭，提升技術；並積
極輔導處理業結合後端高值化再利用機構或製造業
形成產業鏈。
3.主席裁示：
(1)本署於洋垃圾問題上，針對影響資源回收價格及排擠
拾荒體系部分，確實有許多作為，例如產業用料的限
制等，請廢管處與基管會於下次委員會上提出報告。
(2)調升玻璃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之影響請安排
下次報告。
(3)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五、 討論事項：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09 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1.委員意見：
(1)吳委員珮瑛
○
1 績效衡量指標提到全國資源回收率 53.5%，其實追求
回收率是一種迷思，如果回收回來連資源化都有問
題，何來高值化？
○
2 為何宣傳與溝通業務項下有 0800 民眾免付費服務專
線計畫？請說明二者關係。
○
3 本報告編列委辦計畫附件高達 14 頁，其中有很多是
研發案，但研發了什麼？解決了什麼困難？例如含
PVC 之瓶蓋仍未研發出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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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花多少人力經費進行催繳？成本效益如何？每年延
續辦理的案件，例如查核計畫，是否有節省成本的精
進做法？
⑤應用費用編列的用途為何？
(2)張謝委員金森
收費與補貼因有使用至廢棄的時間差，如表達已收費
未來待支出之金額，將有助於了解累積餘絀是否合理。
(3)呂委員正華（凌韻生代，提供發言單）
為因應循環經濟趨勢之發展，環保署將於 109 年進行
資源高值化的新興計畫，對於回收材質高值化、無機
物料資源化及用途去化等，預定研擬產品標準及工程
使用手冊等作法，逐步建立使用者信心，有利順利應
用。工業局也預定於 109 年爭取科技計畫，朝循環經
濟的理念與作法來嘗試解決大宗物料之順利去化與妥
適應用，故建議在計畫籌設之初，能夠找機會相互瞭
解共同努力。
(4)劉委員錦龍
預算報告委辦計畫部分建議說明新增或是延續計畫。
2.承辦單位說明：
(1)除了回收率之外，本會也會致力於公告應回收廢棄物回
收處理的數量和品質，著重於各高值化產品標的物之數
量的提升。
(2)本署 0800-085-717（諧音：您幫我，清一清）免費服務
專線，主要是民眾需要洽詢資源回收相關問題時，提供
專人服務的管道，確為宣傳溝通之重要工具。
(3)查核經費的編列除了經濟效益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維持
公平競爭的基礎，另本署近期並已著手研議查定課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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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年繳費低於 10 萬元之業者申請，以其過去 3 年
的平均應繳金額為課費基礎，通過後不進行現場查核，
如此可大幅減省小額業者查核人力，投入大額業者的查
核。
(4)基金每年編列應急費用係屬預備金性質，以因應原物料
市場波動或天災等因素影響回收物去化等問題，可緊急
支應以順暢回收管道。並非僅用於彌平單項材質虧絀。
3.主席裁示：
(1)本案通過。
(2)同意預算規劃的大方向，後續依預算審查程序處理，實
際執行時仍需依政策需要適時調整。
(3)委員意見請納參。
（二）108 年度「逾執行時效之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
主席裁示：
(1)本案通過，請依程序續辦。
(2)委員意見請納參。
六、 臨時動議：
（一）提案人：吳委員珮瑛
提案內容：109 年委辦計畫包括延續及新興的計畫多達
48 案，部分案件於預期效益很抽象（例如序
號 39 的計畫），未盡具體，於短時間內無
法瞭解。
（二）主席裁示：請承辦單位會後個別聯繫委員，針對關切案
件詳加說明。
七、 散會（下午 12 時 10 分）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