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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依據：

–依106年1月18日新修正發布之廢清法第二條第二項規
定：有關一般廢棄物之範疇，將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
廢棄物納為一般廢棄物。

修訂目的：

–為因應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
理等管理需求，除將現行公告之廚餘、水肥及廢潤滑
油等一般廢棄物再利用管理方式，納入本辦法附表，
並增訂廢食用油再利用管理方式，爰修正本辦法，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



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巨大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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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源垃圾：指依本法第五條第六項公
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
）及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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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害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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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廚餘：指被拋棄之生、熟食物及其殘
渣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有機性一般廢
棄物。

五、一般垃圾：指巨大垃圾、資源垃圾、
有害垃圾、廚餘以外之一般廢棄物。

六、分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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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貯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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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第二款「資源垃圾」定義文字，酌作

修正。

二、為避免外界誤認家戶排出之花卉花材
、修剪庭院產生之小樹及落葉，屬於
第四款「廚餘」定義，酌作文字修正
。

三、配合本法第二條第二項修正，明定事
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性質為一般
廢棄物，事業得為一般廢棄物之產生
源，爰修正第九款「排出」之定義，
將「非事業」修正為「產生源」。



條文
八、貯存容器：指貯存一般廢棄物之子車、箱

、桶、筒、袋及經執行機關規定之容器。
九、排出：指一般廢棄物送出家戶或其他產生

源之行為。
十、回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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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清除：指下列行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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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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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轉運設施：指可將一般廢棄物集中至較
大量後，再以大型運輸工具轉運至處理場
所之設施。

十三、處理：指下列行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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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明



條文
第六條 執行機關、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或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應符合本辦
法規定。

執行機關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本法規定
之應回收廢棄物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

家戶或其他產生源委託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
應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該類廢
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
處理。

回收處理業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本法所
定之應回收廢棄物，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外，應適用本辦法規定。

家戶以外之其他產生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事業，準用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載明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

受託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之下列事
業，準用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五項規定之網路傳輸方式及頻率申報營
運紀錄：
一、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說明
一、配合本法第二條第二項修正，明定事

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性質為一般
廢棄物，爰修正第三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為掌握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種
類及數量，爰增訂第五項，明定屬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之事業，準用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應於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載明其員工生活產生
之廢棄物。

三、為掌握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之
清理流向，爰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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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增訂受託清理員工生活產生之廢
棄物之清除處理及再利用等機構，準
用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五項之規定，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
報營運紀錄。

四、為利管理水肥之流向，爰增訂第七項
，明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一



條文
二、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
三、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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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
用許可之事業。

四、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再利用
管理辦法之管理方式收受事業廢棄物
進行再利用之事業。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一般廢棄物之
清運機具屬槽體式、罐式、罐槽體式、高
壓罐槽體式、常壓罐槽體式車體，準用本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裝置
即時追蹤系統。

說明
般廢棄物之清運機具，屬槽體式、罐
式、罐槽體式、高壓罐槽體式、常壓
罐槽體式車體，準用本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應裝置即時追
蹤系統。



立法依據：

•依106年1月18日新修正發布之廢清法第三十九條有關事業
廢棄物之再利用規定：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並新增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
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
利用種類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訂定目的：

•參考現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再利用管理辦法，並
審酌具統籌管理必要之事業廢棄物，將廢鐵、廢紙、廢玻
璃、廢塑膠、廢單一金屬料（銅、鋅、鋁、錫）、廢水泥
電桿、廚餘及廢食用油等八項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管理方
式予以統一規範。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條文
第三條 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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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
始得自行再利用；非屬公告之事業，
得於廠（場）內自行再利用。

說明
事業自行再利用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方式
，指定公告事業須檢具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並經審查通過，其他事業則得自行於廠（
場）內再利用。

規定再利用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種類及管
理方式如附表，非屬附表規定之共通性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行為，則應依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進行再利用。

第四條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依附表規定進
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非屬附
表規定之再利用行為，應依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第五條 再利用機構應檢具再利用檢核表，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再
利用登記檢核申請。
再利用機構應於再利用登記檢核通過
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核准後
，始得依附表規定從事再利用。

再利用機構於再利用登記檢核及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營運。

第十六條 自本辦法施行日起，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或管理方式，有關附表共通
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類及管理方式
之規定，不再適用。

本辦法施行後，屬附表再利用種類之共通
性事業廢棄物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再利用
，原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修正所定
管理辦法之再利用管理方式與本辦法附表
重複項目，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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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70015212號函

為利一般廢棄物清理狀況統計作業，自107年4月1日起，如有清
運、處理一般廢棄物時，請選用一般廢棄物代碼，申報營運紀錄。

H-0001(一般垃圾)：指家戶或非事業產生源之日常生活廢棄物。

H-0002(事業員工生活垃圾)：指事業員工(不包括營業活動與生產製程)所產生之一般

廢棄物。

H-1001(水肥)：指家戶或其他產生源(包含事業員工生活或事業活動)所產生之糞尿固

態、半固態或液態廢棄物。

H-1002(廚餘)：指家戶或其他非事業產生源所產生之廚餘，或事業員工生活所產生之

廚餘，包含熟廚餘與生廚餘。

H-1003(廢潤滑油)：指家戶或其他非事業產生源所產生之廢潤滑油，或事業員工生活

所產生之廢潤滑油，且水分等雜質含量小於百分之五十者。

H-1004(廢食用油)：指家戶或其他非事業產生源所產生之廢食用油，或事業員工生活

所產生之廢食用油。

H-1009(其他一般廢棄物)：指無合適之一般廢棄物代碼，可選用本項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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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70015212號函

為利一般廢棄物清理狀況統計作業，自107年4月1日起，如有
清運、處理一般廢棄物時，請選用一般廢棄物代碼，申報營
運紀錄。

原 D-1801(生活垃圾)廢棄物代碼，廢棄物名稱修正為「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

性垃圾」。如受託清除、處理事業活動(含營業活動)所產生與一般垃圾性質相近

且非屬其他事業廢棄物種類之廢棄物，仍歸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使用D-1801(事業

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廢棄物代碼申報。

另水肥包含事業員工生活產生者或營業活動產生者，均歸屬一般廢棄物，在

未完成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變更作業前，仍得使用 D-

0104(水肥或糞尿等廢棄物)廢棄物代碼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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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20日環署廢字第1070018592號函

將生活垃圾（廢棄物代碼D-1801）之名稱修正為「事業活
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所衍生網路申報疑義。

105年12月27日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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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稱免申報產出、貯存及清理情形之廢棄物種類為員工辦公室生活中所產生之垃

圾，非指事業活動（含營業行為）所產生之廢棄物。故如為事業活動所產生之一

般性垃圾，雖性質與一般垃圾相近，仍應依上述公告規定以廢棄物代碼 D-1801

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及清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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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4月18日環署廢字第1070029703號函

有關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所涉及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填報原則與網路申報義務等相關疑義。

事業針對原以廢棄物代碼D-1801填報之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如可認定為

一般廢棄物，應修正為一般廢棄物代碼(H類代碼)。惟考量申請案件數龐大且廢棄

物種類單純，如事業僅為一般廢棄物代碼之更動申請，審核機關應視為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之異動，且無須要求事業立即提出異動申請。

如屬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不論是否已完成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

異動作業，仍屬一般廢棄物範疇，即事業(廢棄物產生者)無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規定之網路傳輸方式及頻率申報廢棄物流向，改由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

辦法第6條第6項所定之受託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申報營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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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8月15日環署廢字第0960061935A號函

以桶裝、槽車或其他非管線、溝渠清除至作業環境以外
之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廢(污)水，其處理方式符合本公
告事項之規定者，為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處理方式。

從事受託處理事業產生以桶裝、槽車或其他非管線、溝渠清除至作業環境以

外之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廢(污)水，其處理方式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免依「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申請廢棄物處理許可，惟仍應符合「水污染防

治法」相關規定：

(1)屬「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2)取得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申請核准之廢(污)水排放地面水體之許可證（文

件）或土壤處理許可證或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僅限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且

無排放地面水體者），並經核准具有餘裕量登記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且

以餘裕量受託處理來源為以桶裝、槽車或其他非管線、溝渠方式清除未符合放

流水標準之廢(污)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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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8月2日環署廢字第1060059851號函

設置於商場、百貨公司內之連鎖速食店、餐館業、食品
製造業之獨立門市或分店，其產生廢棄物（廚餘、廢食
用油、一般垃圾等）得否由商場、百貨公司向清除處理
機構簽訂契約疑義。

本案設置於商場、百貨公司內之連鎖速食店、餐館業、食品製造業之獨立門

市或分店，如屬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一定規模以上者，係

由其自行辦理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上網申報，爰應依設施標準第43條第1

項規定簽訂書面契約。惟若有商場統一向清除處理機構洽談廢棄物清理事宜之情

形，可委由商場辦理簽訂書面契約事宜。

至於連鎖速食店、餐館業、食品製造業之獨立門市或分店，如未達廢棄物清

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規定一定規模以上者，因其產出之廢棄物已併入商

場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上網申報，則由商場辦理簽訂書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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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1日環署廢字第1070014421號函

因應長期照顧服務法公布施行，有關本署公告「應檢具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所稱長期照護、養護機
構之定義範疇。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1條規定，長期照護機構依其服務內容分為4類，包括居

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及綜合式服務類，其中居家式及社區式長期照護機構

所產生之廢棄物與一般家戶或辦公場所相近，而與機構住宿式長期照護機構所產

生之注射針頭、拋棄式導管、與病人血液、體液、引流液或排泄物接觸之感染性

廢棄物等情形迥異。爰將上述居家式及社區式長期照護機構排除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1項第1款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範疇。



新竹市垃圾焚化廠進廠
管制事項及檢查違規態
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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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垃圾焚化廠進廠管制事項

廢棄物來源與聯單

廢棄物包裝

廢棄物種類與尺寸

違規記點方式及處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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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包裝：須以透明袋包裝
注意：不得袋中有袋

事業廢棄物之申請及包裝
【第三條】

載運廢棄物進廠代處理須依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辦理申請於取得環保局同意函後
始得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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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 廢棄物清理法認定

高壓容器 鋼瓶、瓦斯桶、含有氫氣、乙炔

危險性、易爆炸容器
及物質

硝化甘油、三硝基甲苯、過氯酸鉀

不可燃物質及製品 石膏、陶瓷、耐火磚、建築廢材、電木板（含
電路板）

不適燃物質 廢酸鹼、廢溶劑、廢油（含柏油及油脂物質）、
廢離子交換樹脂、廢觸媒、動物屍體、污泥、
淤泥、化學物質之擦拭布、聚氯乙烯製之點滴
瓶與導管（D-2101、D-2199）

公告應回收資源物質 鐵鋁鋅等金屬製品、玻璃製品或容器、塑膠製
品及空桶（含寶特瓶）、家電、電腦、乾電池、
鉛蓄電池、日光燈管

環保局認定 環保局得另行公告

不得進廠之廢棄物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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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燃 廢 棄 物 不 適 燃 廢 棄 物

電器廢棄物 （R-1901 ～
R-1908）

灰渣（D-1101 ～ D-

1199）

飛灰固化物（D-2002）
廢觸媒（D-1499）

無機性污泥（D-0902）

指氯化烴類廢棄物、粉
狀之可燃廢棄物、成捲
筒狀或塊狀之大型塑膠
及橡膠廢棄物、捲筒狀
之大型地毯、超過許可
尺寸之巨大廢棄物、聚
氯乙烯製之點滴瓶與導
管（D-2101，D-2199）

不得進廠之廢棄物 【第六條】

【廢棄物代碼】



應剔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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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剔除物

90
放射線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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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長度不得超過70cm

巨大木製品（先拆

金屬）

一般木製傢俱

一般木板

乾樹幹、乾樹枝

長150cm寬70cm高70cm

長150cm寬120cm厚20cm

直徑15cm以下、長度150cm內

種類與大小限制 【第七條】



進廠(場)廢棄物檢查作業流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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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查核

破袋比對

進廠 地磅 傾卸區 檢視平台

資料比對

拒絕進廠

勸導單或
告發處分

原車退回或
改善

傾倒

原車退回或改善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後續追蹤
確認合法
處理

後續追蹤確
認合法處理
增加檢查率

目視檢視

不符合

符合



可辨別垃圾來源之資料種類

聯單資料

不符合聯單資料之垃圾予以退運

比對

不符合

進廠(場)廢棄物現場檢查程序－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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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檢查違規態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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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未確實分

類

27%

違反進廠規定

20%
聯單資料不符

17%

未蓋帆布

1%

滴漏污水

13%

夾帶不得進廠

物質

22%

違規態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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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檢查缺失統計

❖夾帶不得進廠物質

→夾帶鋁箔袋

→夾帶水泥塊、磚塊及水管

→夾帶磁器、砂土

→夾帶鐵製材切鐵片或電器用品

→夾帶未申報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廢棄物
與進廠來源不符)

→夾帶可燃物進掩埋場



96

平台檢查缺失統計

❖違反進廠規定

→貯坑口作業未配戴安全帶

→上車頂作業未配戴安全帶

→隨車人員未下車引導車輛

→逾時進廠

→清運車輛後車斗門未固定且碰撞貯坑口設備

→使用黑色塑膠袋盛裝廢棄物

→傾卸廢棄物於平台地面，嚴重污染廠區

→車身標示不明或車身髒污不潔



97

平台檢查缺失統計

❖聯單資料不符

→清除時間未填寫及事業機構未簽章

→清除機構申報內容欄未填寫聯單

→清運時間修改後未簽章

→實際清運時間與聯單進廠時間不符

→漏報廢棄物種類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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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

違規案例：夾帶廢擦拭布、手套及集塵袋

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車號◎W-◎4◎清除車輛清除廢棄物進入
垃圾焚化廠處理，經稽查發現該車未申報合併清除財團法人○○技術
○○○所產疑似沾染化學品廢擦拭布、手套及集塵袋進廠處理。本局立即
通知該事業機構及其所屬主管機關派員至焚化廠協助處理，經由現場使用
VOC揮發性有機氣體分析儀實施檢測，結果顯示其屬於揮發性有機物。後
續除將前揭廢擦拭布、手套及集塵袋原車退運處理，另依進廠管制規定予
以記點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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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

違規案例：載運大量易燃性金屬粉末廢棄物進廠

◎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車號◎5◎-RU清除車輛清除廢棄物進入本市
垃圾焚化廠處理，經本局稽查發現該車未申報合併清除大量易燃性金屬
粉末廢棄物進廠處理，本局除立即通知進廠聯單申報事業機構(◎華◎亞
股份有限公司)派員至焚化廠協助處理，相關違規事實經採證後，已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1項及第42條規定予以告發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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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

違規案例：未申報合併清除

106年9月21日下午14時3分左右，◎◎工程有限公司、車號2○8-TC清除車
輛清除廢棄物進入垃圾焚化廠處理，經本局稽查發現該車未申報合併清除◎◎
股份有限公司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處理。本局除立即通知進廠聯單申報事業機
構(新竹市政府產發處漁業科)及◎◎股份有限公司派員至焚化廠協助處理，相
關違規事實經採證後，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規定予以告發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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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廠傾卸平台

違規案例：未申報合併清除

◎祥企業社、車號◎A◎-2◎0清除車輛清除廢棄物進入垃圾焚化廠處理，
經本局稽查發現該車未申報合併清除◎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力◎廠所產
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廠處理。本局除立即通知進廠聯單申報事業機構(◎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派員至焚化廠協助處理，相關違規事實經採證後，已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及第36條規定予以告發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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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照片(使用黑色垃圾袋及袋中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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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照片（夾帶不適燃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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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照片（夾帶不適燃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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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照片（夾帶應回收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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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照片（夾帶應回收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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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照片（夾帶不得進廠物質）

D-2199一般性醫療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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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廠噸數不得超逾核准噸數百分之十且不得

載運非貴公司之廢棄物，違者本局得原車退回

，經查違規2次以上者，本局得逕自終止貴公司

廢棄物進入本市焚化廠處理。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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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