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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精進資源回收 強化回收管道

我國推動全民參與之資源回收四合一政策，自上路以來，已推動四分之一世
紀，讓台灣家戶垃圾的資源回收率達 56.4%，回收再利用率也達 85.89%。自
去年以來，因應疫情產生的塑膠與紙餐具爆增，資源回收的措施也有彈性調
整，採「擴大回收、強化責任」與「強化回收管道」雙管齊下，提高回收量
能，持續邁向資源循環的零廢棄目標。
環保署自 86 年 1 月起推動「社區民眾」透過家戶垃圾分類，將各類自家戶產
出之小型資源垃圾，結合「地方當局(清潔隊)」、「回收處理業」及「回收基
金」，實施資源回收、垃圾減量，建立完整回收網路。

環保署自 94 年起推動垃圾強制分類，規定民眾應先將家戶廢棄物分為資源、
廚餘及垃圾三大類，再分別交由清潔隊回收或清除。部分縣市或地區推動垃圾
費隨袋徵收措施，也有助於垃圾減量及分類回收再利用。
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之執行成效，109 年全國一般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量共
計 5,807,647 公噸，（含資源 5,278,079 公噸、廚餘 529,567 公噸），一般廢棄
物回收率達 58.84％。
全國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自民國 87 年起已逐年下降，109 年較歷史最高
年已減少 61.12%，而垃圾中所含之資源物則逐年下降，垃圾回收率於民國

109 年已達到 62.71%。
環保署持續以資源循環永續利用為施政主軸，持續推動垃圾減量及回收再利用
精進措施，朝資源整合目標邁進。目前採行的精進措施如下：
擴大回收、強化責任
（一）新增列管公告責任物
1.評估公告廢潤滑油、塑膠襯墊及泡殼等為應回收廢棄物藉由向製造及輸入業
者收費，支應回收清理成本。
2.評估擴大電冰箱責任物列管範圍
以往用於營業場所之冷凍（藏）櫃非屬責任物列管範圍，近年一般容量（約
100~200 公升）大小之產品，已常見於賣場直接售予民眾使用，為因應未來大
量廢棄之回收處理問題，將評估冷凍（藏）櫃納入公告應回收電冰箱範圍之可
行性。
（二）推動責任業者查定課費與便民服務
為簡政便民，修正小量責任業者（年繳低於 10 萬元以下）查定課費制度，由
本署查定計算應繳金額，主動通知小量責任業者確認繳費，首年查定量以 95%
計算，以簡化回收清除處理費徵收程序。109 年 6 月 29 日修正發布「應回收
廢棄物責任業者管理辦法」、109 年 7 月 13 日修正公告「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
者管理辦法相關書表格式」，制定作業流程、建置並全面檢修營業量申報系統功
能。查定課費 109 年受惠業者 11,261 家次。
（三）因應疫情機動調整塑膠容器及紙餐具費率
為避免短期原物料價格下跌影響廢塑膠容器回收處理意願， 109 年 5 月調升部
分廢塑膠容器補貼費率。並因應預期廢紙餐具疫情期間大量使用，為鼓勵回收
分類意願，一併調升補貼費率（由每公斤 7.25 元調升為每公斤 7.86 元），自
109 年 5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
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公告修正，延長廢 PET 容器、廢 PP 或 PE 容器、廢未發
泡 PS 容器、廢平板容器（PET 或 PVC）補貼費率調升之施行期間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經觀察廢紙餐具在疫情期間回收處理狀況良好，故不延長調升之
補貼費率。
強化回收管道
（一）優化興建資收場
109 年核定地方貯存場及細分類廠之先期評估及規劃設計案共 69 件計畫（包

含優化案 51 件、興建案 15 件及細分類廠 3 件）；目前已陸續完成規劃及細部
設計中，110 年預定推動貯存場及細分類廠工程施作 35 場。
（二）汰舊換新資收車
1.109 年執行「補助汰換老舊資源回收車計畫」，以六期排放標準柴油動力資源
回收車為原則，補助汰舊換新 136 輛資源回收車，110 年預計汰舊換新 110
輛。
2.辦理行政院「汰換老舊垃圾車、資源回收車、增購特種機具及個人安全防護
裝備重大專案計畫」，以六期排放標準柴油動力資源回收車為原則，補助汰舊換
新共 150 輛車齡超過 15 年以上資源回收車。
（三）強化地方資收執行
1.推動資收關懷調高個體戶關懷上限
因應疫情影響整體經濟大環境，調高第一線資源回收個體戶補貼總額上限，自
109 年 5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由原補助每月 3,500 元提高至 5,000
元，以穩定第一線資源回收工作。為持續照顧全國列冊個體戶，再延長補助期
間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累計 109 年期間，因關懷計畫而受益計 2 萬 0,936 人，回收資收物 9,215 公
噸，其他物品 7 萬 2,800 臺（以資訊物品為主），較 108 年受益 3,444 人成長
6.1 倍，回收資收物 1,030 公噸成長 8.9 倍。
2.輔導執行機關
結合社區民眾、回收商、地方清潔隊及回收基金，共同推動資源回收工作，
108 年資源回收率為 55.14%（108 年目標值 53%）。109 年為 56.96%（109
年目標值 53.5%），皆逾目標值。
持續針對資源回收率偏低之執行機關進行加強督導及個別輔導，訂定 110 年推
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計畫，擬訂各環保機關資源回收目標，
並辦理創新觀摩學習型考核，評比低回收率項目回收成效。
（四）推動社區大廈資源回收
為加強四合一回收並暢通多元管道，110 年起推動建構社區大廈回收工作，強
化基層回收量能。針對社區、公寓、大廈等物業管理單位加強宣導及資源回收
站設置輔導工作，強化社區第一線物業管理及清潔人員配合及交流，並訂定資
源回收作業抽查原則，落實垃圾強制分類，提高資源回收成效及分類品質。

預計設置資源回收設施示範社區 64 處，抽查輔導全國 809 處社區大廈。執行
成果納入「推動社區、公寓、大廈資源回收作業考核」項目。
展望未來，堅持「零廢棄」目標
「資源循環零廢棄」是世界發展趨勢，也是我國以「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倡
導垃圾清理政策的方向，我國垃圾清理政策以「源頭減量、資源回收」為主要
方向，配合資源永續的觀點，提倡以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減量、資源回
收、再使用及再生利用等方式，將資源有效循環利用，逐步達成垃圾全回收、
零廢棄之目標。

環保署資源回收網

2.

發布「污染場址分區改善及土地利用作業原則」

環保署為加速污染場址改善，促使責任主體積極投入污染改善，訂定「污染場
址分區改善及土地利用作業原則」，明定分期分區作業方式，規範完成污染改善
之區域得以分區先行利用，並將利用收益持續投入改善作業之機制，確保污染
土地受到積極改善與管理，提升環境品質。
環保署表示，作業原則訂定目的為提供地方政府環保局辦理依「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場址土地再利用規範所提出之申請案件有所依循，污染場址之整
治及利用計畫擬定，需以全區計畫（包括場址及管制區），並以分區污染改善達
管制標準始得利用為原則提出申請，以利地方環保機關審查及管理，並將分區
利用收益持續投入改善作業之機制，確保污染土地受到積極改善與管理。

此外，考量部分土地因地質背景因素等問題，改善至低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
制標準所需時間較長，另規範特定土地用途及其風險管理方式，得透過阻絕污
染、限制活動範圍或禁用地下水等作法，達到避免民眾暴露目的，兼顧環境保
護及土地資源永續利用。
該作業原則之要點如下：
一、 訂定目的。（§1）
二、 配合土地利用之整治計畫與整治目標訂定方式。（§2）
三、 場址分區改善與利用之執行規範。(§3）
四、 申請土地利用作業，應提送相關資料與審查方式。（§4）
五、 風險評估審議小組審查程序規範。（§5）
六、 審查整治計畫之原則。（§6）
七、 另訂整治目標後，變更土地開發利用之規範。（§7）
八、 另訂整治目標之風險溝通作業。（§8）
九、 整治計畫核定後，計畫執行應注意事項。（§9）
十、 場址風險管理之監督查核規範。（第十點）
十一、 未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或造成二次污染之處理。（第十一點）

3.

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
草案

環保署預告修正「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除因應疫情延後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登錄期限外，並增加多項簡政便民措施，優化登錄申
請、審查及申報規定。
環保署表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自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後，
即著手蒐集各界意見，並於 109 年年度申報及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正式上路
後，依實務運作情形再次通盤檢討現行規定。為因應實務需要及 COVID-19 疫
情影響等情形，環保署提出登錄辦法修正草案。
在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方面，考量業界受疫情衝擊，修正條文將多數業者之
登錄期限統一延至 112 年底，可提供登錄人足夠緩衝之準備時間；業者如完成
登錄人及物質資訊等大部分登錄項目，即可取得登錄完成碼，後續再依指定期
限完成剩餘項目。另因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具有使用侷限性，且暴露風險較易控
制，修正條文將放寬得免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在年度申報規定部分，修正條文明確規範登錄人申報起始年。另為有效輔導登
錄人完成申報作業，參考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條文，新增通知
補正規定，登錄人如因申報資料不符規定或未齊全，經通知可限期補正，期限
內未補正再依罰則處分。
環保署另表示，此次條文修正還包括附表整併、統一新化學物質核准登錄有效
期限、擴大不適用辦法之物質範圍、調整申請案審查期間及補正次數、刪除登
錄人須保存申請文件之規定等各項程序簡化及便民措施。

4.

專案督察 VOCs 三年削減排放 851 公噸

環保署針對中部地區使用大量揮發性有機物(VOC)之 PU 合成皮業、凹版印刷
業及噴塗烤漆業等，結合司法檢察機關等進行專案督察，自 107 年至 109 年陸
續查獲 4 家事業違規，裁處共 5,130 萬元，並依法追補繳業者短報空污費 4 億
2,193 萬餘元，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28 人，並促使業者投入約 9,000 萬元增設
空污防制設備，改善後，削減 VOCs 排放量約為 851 公噸，相當於減少約 11
萬 3 千輛二行程機車的年排放量。
環保署說，民眾對於空氣品質日益重視，而透明無色的揮發性有機物(VOCs)排
放到大氣中，經過光化作用會造成臭氧濃度升高，同時高濃度 VOCs 對人體也
會有致癌性及影響神經系統等潛在威脅，為保障公眾健康，環保署已將工業製
程中常產生之 VOCs 成分（如甲苯、二甲苯等），公告為有害空氣污染物。
環保署進一步說明，該項督察專案是運用智慧勾稽各項環保許可系統及環境品
質監測資料，策略性鎖定分析具高風險潛勢污染事業，輔以科學工具來蒐證，
以掌握重大違規事實，如事證涉及環保犯罪，該署即結合法務部各地方檢察
署、調查局及警察單位進行檢警環調聯合偵辦。
本專案 4 家遭查獲繞流排放或未妥善處理 VOCs 的違法業者，3 案由臺中地檢
署偵辦，另 1 案則由南投地檢署偵辦，均依法起訴違法業者刑事責任。
環保署表示，將持續加強查緝其他 VOCs 使用量大的製程業別，並精進環境空
氣品質大數據智慧稽查分析，比對勾稽氣象監測資料、污染源各項資訊與空氣
物聯網資料，即時掌握高污染風險潛勢及污染源資訊，並輔以高科技儀器蒐
證，進行全面查核。

5.

修正發布三項水污相關辦法

環保署為完備貯存系統管制，5/31 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
審查管理辦法」、「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及「違反水污染防治
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環保署說明，上述規定修正係配合修正，修正重點主要將原規定中「貯油場」
修正為「貯存系統」，並明確貯存系統貯存依水污法第 33 條第 1 項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物質者，應依貯存系統管理辦法辦理，同時依貯存系統之類別併
予增列相關違規態樣及裁罰適用之審酌點數。
環保署強調，貯存系統未符合貯存系統管理辦法規定者，屬未依規定設置防止
污染地下水體之設施及監測設備，依違反水污法第 33 條處分；貯存系統洩漏
之油品，未依規定妥善收集及處理，涉及水體或土壤之情事，未採取維護及防
範措施或緊急應變措施，依違反水污法第 28 條處分或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5 條處分。

6.

安心防疫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期限延至 9 月底

因國內疫情嚴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全國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
級，為配合全民防疫，減少民眾外出及降低感染風險，環保署表示，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登錄之辦理期限可延長至今（110）年 9 月底完成。
溫管法自 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行至今，已公告「第一批應盤查登錄溫室氣體
排放量之排放源」，針對發電業、鋼鐵業、石油煉製業、水泥業、半導體業及薄
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業等特定行業，以及化石燃料燃燒年排放達 2.5 萬公噸
CO2e 以上之排放源進行列管，其應於每年 8 月底完成前 1 年度全廠（場）溫
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作業。
環保署表示，近 5 年公告列管應盤查登錄事業家數平均為 288 家；其中直接排
放之來源包括使用燃料燃燒（80.70%）
、製程排放（18.98%）
、交通運輸設備燃
料燃燒（0.03%）及逸散排放源（0.29%）
；間接排放型式為電力使用（87%）及
蒸汽使用（13%）
；各行業排放分布，以電力業排放量最高（53%）
。其次為鋼鐵
業（14%）、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11%）、石油煉製業（9%）、水泥業（4%）
及半導體業（2%）等。分析近 5 年製造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情形，半導體業
年均成長率 6.44%最高、造紙業為 1.35% 及光電業 0.37%；其餘產業年均成長
率為下降趨勢。
至於電力業，電力排放係數（每發一度電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當量）由 104 年 0.525
公斤 CO2e/度至 108 年降到 0.509 公斤 CO2e/度；而電力業溫室氣體排放量由
104 年 115.68 百萬公噸 CO2e 至 108 年上升至 119.57 百萬公噸 CO2e。因此，

108 年電力排放係數下降，但溫室氣體排放量卻呈現上升趨勢。依照經濟部能源
局統計資料，108 年電力消費之中工業部門約占 56%，服務業及住宅部門各約
18%，顯示住商部門節電也是降低電力業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一環。

7.

環保署已完備廢太陽光電板清理機制

經濟部能源局與環保署攜手合作，由經濟部能源局代徵回收清理費用，已於
108 年 2 月 1 日公告訂定「108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納入太陽光電模組回收費用 1,000 元/KW，使用於環保署建立廢太陽光電板回
收機制、清除處理補助、行政管理、技術研發或設置處理廠等費用。

太陽光電板生命週期為 20 年，目前尚無大量廢板產生，環保署先以示範計
畫，累積一定的廢太陽能板數量再進行清除處理。光電設置者或民眾有廢棄光
電板時，可遵循回收 4 步驟-「問」、「集」、「填」、「收」，先撥打專線電話(03)8520009 諮詢，集中廢光電板後，可選擇自行或委託合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
構，或至「廢太陽光電板回收服務管理資訊系統」（https://pvis.epa.gov.tw/）
登記相關廢棄物排出資訊，經比對序號及設廠資料後，將安排合法清除處理機
構進行清理；另外家戶甚至是露營車等民眾少量使用者，可撥打專線電話，或
委由該縣市清潔隊協助清理。
國內已有 2 家合法處理機構可處理廢太陽光電板，主要以物理方式處理，破碎
後送日本做為鍊銅爐的造渣劑。未來環保署將持續掌握廢太陽光電板產出情
形，並視我國處理再利用狀況，規劃設置廢太陽光電板處理機構需求或技術轉
移可行性，以因應未來大量廢棄情形。

8.

地方可視疫情 同意暫時提供免洗餐具

因應疫情，環保署表示，經告管制不得使用各類材質免洗餐具之業者，考量自
身餐具清洗條件，如有改用免洗餐具需求，可依前開公告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獲同意後得暫時提供塑膠材質以外的免洗餐具，期限原則為 90
日，屆期重新申請。
依前開公告規定，地方主管機關為確保飲食衛生安全及防止疫情擴散，得同意
轄區內部分或全部政府部門、公私立學校、百貨公司業、購物中心及量販店業
於一定期間內暫時提供免洗餐具，並於同意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環保署呼籲餐飲業者清洗餐具應遵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餐具清洗良
好作業指引」，並搭配環境清潔及消毒，保障民眾外食用餐的安全衛生。

9.

資訊物品回收召集令

為了讓民眾安心將家中廢棄的平板電腦和手機交付回收，環保署與家樂福攜手
合作，於 110 年 5 月至 10 月間，在北中南設置 5 個回收點，展開資訊保全設
備回收活動，以物理性破壞廢平板電腦及廢手機，保障資訊安全，讓民眾回收
更安心，請民眾前往指定點回收。
環保署表示，電子電器及資訊物品 109 年整體回收率為 71.84%。考量民眾對
於回收時資料外洩的疑慮，影響回收意願，該署與業者合作開發資訊保全設備

並辦理回收活動推廣，透過外力破壞廢平板電腦和廢手機之電源鍵、SIM 卡及
充電孔的位置，希望能有效解決民眾的資安疑慮，鼓勵民眾安心交付回收，讓
資源進入循環再利用，減少新開採資源的需求。
環保署提醒，民眾回收時，應儘量維持其完整度，不要任意拆解，並交付家樂
福提供資訊保全設備之回收點，現場除回收廢平板電腦和廢手機外，亦提供回
收廢筆記型電腦服務。

10.

公告調升鋰電池回收與廢照明光源補貼費率

環保署為反映廢乾電池和廢照明光源回收清除處理成本上升，避免囤積之風險
及解決去化問題，提升回收績效，並提高處理業處理意願及經濟誘因，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修正調升乾電池之鋰三元電池及鋰鐵電池、傳統照明光源的直
管、非直管及 LED 照明等項目的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
環保署指出，二次鋰電池因種類不同，目前 3C 及家電產品用鋰鈷電池，處理
廠仍以收購方式回收，而鋰三元及鋰鐵電池多為電動汽、機車或儲能使用，且
因鋰三元電池鎳、鈷含量有限，鋰鐵電池僅含鐵，再生料價值低，導致回收業
者回收後需付費予處理廠處理。目前有許多車輛責任業者逆向回收後之二次鋰
電池囤積於廠內，而二次鋰電池活性較高，囤積易衍生火災等問題。為避免囤
積風險及解決去化問題，並提升回收效率，故調升鋰三元電池及鋰鐵電池之補
貼費率。
此外，近年傳統照明光源因受汞水俣公約的限汞措施影響，市場已逐漸汰換，
回收量逐年下降，回收處理成本上升；LED 照明光源則因產品材質演變，導致
處理後資源回收收益下降，且處理設備維修及分選人力成本增加，致使回收處
理成本提高。環保署依據 109 年的成本調查資料，分別調高傳統照明光源的直
管、非直管及 LED 照明等項目的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率。
環保署提醒，受補貼機構處理業者於 110 年 7 月 1 日起，應依本次調整後的新
費率，請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若有相關問題，歡迎撥打資源回收服務專線
（0800-085717），或至資源回收網站（https://recycle.epa.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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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提出安心防疫便民措施

環保署主動盤點相關環保管制規定，如環保許可證照屆期的展延、定期檢測申
報無法執行或查驗作業無法現勘等等，嚴重影響業者的權益。故提出安心防疫
便民措施，協助業者度過 COVID-19 疫情期間的衝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 年 5 月 19 日提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各地
同步加嚴、加大防疫限制，除了對國人生活作息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外，業者
也可能因無法順利完成相關環保規定。因此，環保署提出安心防疫便民措施，
並於近日內以公函通知各地環保局及相關產業公會配合辦理。
第一項措施是公私場所領有之環保許可證於 110 年 5 月 14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間屆期者，均展延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第二項措施是疫情期間各項環保許可證申請期間之補正程序，主管機關得視個
案需求延長補正期限，最長可延 90 天。
第三項措施是新設或變更許可證者，相關申請案件以書面審查為主，有學者專
家審查需要者得以視訊或錄影方式辦理，現勘、查證等現場作業原則不辦理。

公私場所或事業因疫情之故，得免辦理試俥作業或功能測試，審核機關可參照
申請資料以 80%（或另有明定方式）之推估污染排放量核定。如公私場所或事
業有申請資料不實，審核機關可保留許可證廢止之權利，相關污染排放量俟疫
情趨緩後再予現場確認（如稽查或現勘），如與核定量有顯著落差，再請公私場
所或事業提出許可證內容調整申請。
第四項措施是定期檢測，於各管法規（如：空污、水污、廢棄物等）明定應執
行檢測者，屬 110 年第二季(4-6 月)、第三季(7-9 月)間應檢測者，得以其中 1
季檢測結果代表，取消一季的檢測；屬每半年應檢測一次者，110 年上半年之
檢測，延至 11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檢測申報。
第五項措施是調整污染防治費申報與繳納作業時間，延後一季申報及繳費，亦
即延長 110 年第 2 季作業期間為 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