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法規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 



2 
2 

廢棄物清理法架構 01 

事業廢棄物法規 02 

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107年12月22日修正重點及架構 
03 

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條文說明及函釋 
04 

簡
報
大
綱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廢棄物清理法架構及重要條文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第四章  
機構管理(§41 - §44) 

第二章  
一般廢棄物之清理(§11 - §27) 

第五章  
獎勵及處罰(§45 - §69) 

第六章  附則(§70 - §77) 

第一章  
總則 (§1 - §10) 

第三章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28 - §40) 

§2 廢棄物定義  &   員工生活廢棄物-一般廢棄物 

§9 隨車證明文件及設備機具扣留 

§14  清除處理方式 

§28  清除處理方式 

§36  設施標準 

§38  輸出輸入規定 

§30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 

§31  廢清書及網路申報 

§41~42  清除處理機構許可 
§44專責人員應遵行事項         

§45、46、47、48行政刑罰 

§55 公民營機構違反§12及§14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廢棄物清理法架構及重要條文 

§12  回收、清除、處理規定 

§39  再利用規定 

§63-1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草案) 



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廢棄物管理架構 

廢棄物 
判定原則 

非
廢
棄
物 

廢
棄
物 

屬廢清法 
事廢 

否 

是 

否 一般 
廢棄物產出 

執行機關回收清理 

環保署回收基管會系統運作 

(回收業、處理業) 

是 

屬應回收 

廢棄物 委託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 

執行機關指定之方式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或公告之方

式 
否 

廢
棄
物
清
理
法 

再利用 

事
業
廢
棄
物
產
出 

是 

事業責任 
•廢清書 
•網路申報 

貯
存 

清
除 

依環保 
法規妥善處 
理廢棄物 

廢棄物 
妥善處理 

是 

依污染樣態 
裁罰、改善 

否 

是 

否 

共同處理 

委託處理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方式 

改
善
後 

自行清
除 

委託清
除 

委外 
處理 

自行處理 

廠內 
再利用 

輸出入 

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
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
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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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事業廢棄物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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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主要種類： 包括工業、醫療、營建、農業、教育及其他類(如通訊傳播、

財政、交通)等。 

事業廢棄物 

經濟部 

工業廢棄物 

農委會 

農業廢棄物 

其他 

相關部會廢棄物 

衛生福利部 

醫療廢棄物 

教育部學校 

實驗室廢棄物 

內政部 

營建廢棄物 
科技部 

工業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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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法規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再利用方式（第28條、第39條、第39條-1） 

 現有大型焚化廠統一調度辦法(107.01.80公告)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7.01.08公告) 

 應進行流向追蹤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107.01.09公告) 

 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第31條） 

 檢具清理計畫書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106.11.16公告) 

 網路申報 

 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需設置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第28條） 

 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餘裕處理量提供其他事業使用（第29條）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第30條）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106.11.24公告) 

 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需設置專屬廢棄物清理設施（第32條）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36條） 

 有害業廢棄物操作及檢測紀錄保存（第37條） 

 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轉口與再利用之規定（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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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廢 

棄 

物 

再利用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清理 

廢清法第
39條 

自行清除、處理 

共同清除、處理 

事業產源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委託清除、處理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執行機關（環保局、清潔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設施 

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
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事業處理機構之餘裕處理量 

其他經 
中央主 
管機關 
許可之 
方式 

廢清法第28條 

事業廢棄物清理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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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清除處理機構 

 教育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92.02.07修正） 

 農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91.04.29修正） 

 醫療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92.04.08修正） 

 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90.12.31訂定）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100.10.24修正） 

 科學工業園區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90.08.29訂定） 

輔導設置設施 

 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91.01.30訂定）  

 衛生主管機關輔導設置醫療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91.08.22訂定) 

指定公營事業 

 指定公營事業設置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91.07.10訂定）  

促參民間機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91.06.26訂定) 

廢棄物清理方式相關子法（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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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員，其採自行清除、
處理事業廢棄物之事業，其清除機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之條件、
許可、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需設置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第28條） 

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管理辦法(92.04.30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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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11條 

以自有設施清除、處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以自有設施合併清除、處理該法人所屬各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租用合法運輸業車輛清除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應隨車派員監控管理，並攜帶屬該事業員工之證明文件；所定運輸業車輛，

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廢棄物自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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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內廢棄物自行再利用與處理 

 

廠(場)內自行再利用 

回原生產製程 

於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中

敘明，並經主

管機關審查

核准；非屬公

告事業，得自

行再利用 

是 

否 

符合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公告之再利

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否 

是 

廠(場)內自行處理 

屬公告應設置專業

技術人員事業，且符

合「處理」定義範圍 

依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

廢棄物許可管理辦法，申

請自行處理許可 

毋須申請自行處理

許可，惟應於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中敘

明，並經主管機關

審查核准 

是 

否 

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

敘明，並經主管機關審

查核准；非屬公告事

業，得自行再利用 

廠內自行處理或再利用 
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認定原則 (96 年 12 月 14 日環署廢字第0960098060號令 )                 

指「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二條規
定熱處理法、掩埋法之處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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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般廢棄物
後，仍有餘裕處理能量，始得為之: 

• 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 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區域性聯合及跨 
     區域合作處理者。 
• 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度者。 

 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執行機關處理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於必要
時得統一調度使用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前項統一調度之條件、方式、費用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現有大型焚化廠統一調度辦法(107.01.08公告) 

立法理由:各直轄市、縣（市）於有限資源下，未必全然興設各類環境保護公共設施，惟近年來部分廢棄物處理設施收受一般事業廢棄物比例
偏高、焚化廠之廠齡普遍偏高及焚化廠歲修等因素，無法提供垃圾區域合作能量協助其他縣市之家戶垃圾。為促使地方政府建立垃圾處理區
域合作，共同解決一般廢棄物問題，故增訂此條文。 

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須優先接受調度 (第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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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
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
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 

前項委託事業之相當注意義務之認定要件、注意事項、管理措施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107.01.09公告) 

      

 

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第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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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107.11.27修正）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106.11.16訂定）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107.06.19廢止） 

 

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相關子法(第31條) 

申報規定 

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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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之事業（107.1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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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27修正) 

GPS 

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其規定（107.08.17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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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事項 

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更時，亦同。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

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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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處置場 

廢棄物產源 清除者 

委託/共同處理 

再利用機構 

越境處理 

• 基線資料—清理
計畫書 

• 網路申報 

• 清除許可 
• 清除申報 
• GPS追蹤 
• 營運紀錄 

• 處理許可 
• 處理申報 
• 營運紀錄 

• 網路申報 
• 月報 

• 再利用許可 
• 再利用申報 

• 輸出入許可 
• 輸出入申報 

加強流向追蹤防杜非法棄置 

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廢棄物流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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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產源 清除機構 處理機構 

前段三聯單 後段三聯單 

清除前申報 

前段三聯單—收受廢棄物後1日
內及處理完成後1日內申報 

後段三聯單—清除前申報 
收受廢棄物後1
日內申報 

最終處置機構 

接收廢棄物後2
日內申報 

2日清運至處理機構 

4日內產源上網確認聯單內容 

1日內改 
為正確內容 

30日內完成處理 

35日內產源主動查詢清除、處理、再利用情形 

網路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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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追蹤系統(1/2) 

 

第一階段(108/6/30以前完成裝置) 

• 載運易遭非法棄置之事業廢棄物，包含
污泥類、營建類、廢油類。 

第二階段(109/6/30以前完成裝置) 

• 載運廢塑膠事業廢棄物、共同及輔導設
置車輛、許可量2,000公噸以上之乙級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車輛(含既有及新申
請車輛)。 

第三階段(110/6/30以前完成裝置) 

• 許可量500~2,000公噸之乙、丙級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車輛(含既有及新申請
車輛)。 

第四階段(111/6/30以前完成裝置) 

• 許可量500公噸之乙、丙級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機構車輛 (含既有及新申請車輛)。 

• 基本規格同第七次
修正公告 

• 新增四項車機規格，
包含碰撞感測器、
斷電訊號（電源或
電池）、回傳功能
設定、判斷軌跡異
常事件。 

• 通訊服務需為4G或
含以上規格 

清運機具 列管對象 車機規格 

107/8/17第八次
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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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追蹤系統(2/2) 
項次 廢棄物種類或名稱 列管廢棄物對應代碼 

1-38 歷次公告列管廢棄物 歷次公告列管廢棄物代碼 

39 紡織污泥 R-0906 
40 淨水污泥 R-0909 
41 石材礦泥 R-0907 
42 氟化鈣污泥 R-0910 
43 廢木材 R-0701 
44 廢玻璃 R-0401 
45 廢木材混合物 D-0799 
46 廢陶瓷 R-0403 
47 廢磚 R-0402 
48 廢木材棧板 D-0701 
49  其他廢玻璃、陶瓷、磚、瓦及黏土等混合物 D-0499 
50 廢石膏 D-0401 
51 廢油混合物 D-1799 
52 廢切削油（液） D-1704 
53 廢塑膠混合物 D-0299 
54 以PET為片基材質的廢攝影膠片 D-2201 
55  廢攝影膠片（卷）（含X光膠片）混合物 D-2299 
56 廢塑膠 R-0201 
57 廢攝影膠片（卷） R-2201 
58 廢塑膠容器（其他塑膠） R-0208 
59 廢壓模膠 R-0210 

第八次修正公告新

增附件一中的第39-

59項列管廢棄物 

 其中 39-52 為第

一階段列管清運

項目 

 53-59為第2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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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事業廢棄物應以國內處理或再利用為原則，並僅限輸出至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會員國、依據國際公約與我國簽署有害廢棄物越境轉移雙邊協定國家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國家、地區，且接受國處理機構應具有妥善處

理及再利用能力。（106.6.14修訂） 

(立法理由:就源處理，以減少跨國運送時造成環境污染；並透過限制國外接受國對象，降低非法運送之可能性，確保有害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 

 

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轉口與再利用規定修正
（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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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第39條)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經濟部、衛福部、科技部、內政部、財政部、交通部、教育部、農委會、通傳會
及本署等10部會，分別發布實施「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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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1.01.19訂定）  

 菸酒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3.10.09修正） 

 科學工業園區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3.10.30修正）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7.07.30修正） 

 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7.03.06修正）  

 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4.12.30修正）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91.07.29訂定） 

 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4.01.05訂定） 

 教育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92.05.13訂定） 

 通訊傳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1.11.21.訂定） 

 餐館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5.12.26訂定） 

 公共下水道污水處理廠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5.02.26訂定）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7.01.08訂定）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相關子法(第39條) 

http://ivy5.epa.gov.tw/epalaw/search/LordiDispFull.aspx?ltype=07&lname=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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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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7.1.8公告)  

(立法理由:依原第一項規定，同一種類之事業廢棄物可能由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之產源產出，需由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分別訂定管理辦法，惟受管理之事業可能因多個管理辦法而困惑混淆，故統一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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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
其流向追蹤管理，必要時並實施環境監測： 

一、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 

二、有不當利用、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需加強管制者。 

 

應進行流向追蹤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107.1.9公告) 

前項環境監測之監測項目、採樣頻率、樣品採樣方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環境監測管理辦法(107.10.29公告) 

 

再利用產品流向追蹤及監測(第39之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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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107年12月22日修正重點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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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廢棄物清理法第42條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自有設施、

分級、專業技術人員設置、許可、許可期限、廢止許可、停工、停業、

歇業、復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修正沿革 

於90年11月23日訂定發布，歷經100年8月23日、101年12月5日、104

年12月30日及107年12月22日共4次發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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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辦法 

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許可 第三章管理 第四章附則 

§1法源依據 

§2名詞定義 

§3取得清除、處理許可始得
受託清除、處理業務；既有
設施得試運轉後逕申請處理
許可 
 

§4申請受理機關 

§5審查期限及駁回規定 

§6機構分級及專責人員設置 

§7專責人員資格 

§8~11申請清除許可、同意設置、
試運轉及處理許可應檢具文件 

§12申請案通過環評者得就未環評
部分審查許可 

§13許可證應記載事項 

§14許可期限及展延規定 

§15申請展延應檢具之文件 

§16申請變更規定 

 

§17移動式廢棄物處理設施規定 

§18應自行清除處理並依審查通過
文件辦理；清除處理量10%容許
誤差。 

§19貯存超量應暫停收受 

§20應訂定契約及契約載明事項規
定 

§21應依規定申報及記錄操作；監
視系統故障應通報及修復規定 

§21-1處理機構應公開收費範圍 

§22營運紀錄保存期限 

§23清理設備機具標示 

§24產品標示用途 

§25專責人員代理另聘 

§26申請終止或暫停營運 

§27撤銷廢止許可 
 

§28文件格式規定 

§29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認
證之中文譯本 

§30核發機關為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規定 

§31(刪除) 

§31-1過渡條款 

§32施行日期 

1071222修正後許可辦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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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1/3) 

一. 修正錄影系統文字，以符使用目的。（修正條文第9條） 

二. 新增處理許可證申請及展延者應檢具之文件，以利管理。（修正條文第11條

及第15條） 

三. 新增處理許可證首次核發許可期限，修正提出許可展延法定期間及審查期間，

核發機關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得依原許可證內容辦理。

（修正條文第14條） 

四. 新增清除、處理機構於展延申請時，應檢具加入同業公會之證明文件。增列

處理機構展延申請時，應檢具設備能力證明相關紀錄。（修正條文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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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2/3) 

五. 新增清除、處理機構與委託人訂定之契約書內容，應包含配合委託人依本法

第三十條第二項所定準則辦理相關事宜。（修正條文第20條） 

六. 新增處理機構應依審查通過之第十一條第九款及第十款文件，每日製作品管

紀錄及運作管理紀錄，並配合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進行錄製影像調閱檢

視。（修正條文第21條） 

七. 新增處理機構應公開收費範圍資訊。（修正條文第21條之1） 

八. 新增處理機構經核准營運，如有產出資源化產品者，應辦理之事項。（修正

條文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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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3/3) 

九. 新增清除、處理機構設置之清除、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機

構應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甲級處理機構應指定取得

同一等級以上合格證書之處理技術員代理。（修正條文第25條） 

十. 清除、處理機構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證者，於五年內不得以相同或類似機構名

稱及相同統一編號申請該業務許可。（修正條文第27條） 

十一.為管理實需，明定既設業者改善期間。（修正條文第31條之1） 

十二.增修錄影系統設置要求。（修正條文第9條附件二） 

十三.配合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處理許可證申請及展延者應檢具文件之修正，調整

處理許可證之欄位。（修正條文第13條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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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條文說明及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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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35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2條規定訂定之 

§1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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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委託清除廢棄物至境外或該委託者指定之廢
棄物處理場 (廠) 處理之機構。 

 

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之機構。 
 

清
除
機
構 

處
理
機
構 

本辦法所稱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指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
下列二種公、民營機構： 

§2機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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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定義 (第2項) 

 

 

 

 

核發機關 (第3項) 

指取得清除、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設置於清除、處理機
構，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專業技術人員。 

 
指本法第41條第1項所稱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文件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機關。 

§2專責人員及核發機關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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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運作資格 (第1、第2項) 

 
• 清除機構應取得核發機關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後，始

得接受委託清除廢棄物。 
• 處理機構應取得核發機關核發之廢棄物處理許可證後，始

得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 

 既有之工廠或廢棄物處理設施(第3、第4項) 

申請處理許可證者，於設置廢棄物處理場 (廠) 前，應申請核發機關之同意設置文件，
但既有之工廠或廢棄物處理設施得於進行試運轉後逕行申請處理許可證。 

既有之工廠，除依法免辦工廠設立登記者外，指於申請處理許可證前，已依相關規定
取得工廠登記且有相同產品，並實際運作之工廠。 

§3機構運作資格 



39 

99年12月22日日環署廢字第0990107577號函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3條第4款後段規定，「既有之工廠

或廢棄物處理設施得於進行試運轉後逕行申請處理許可證或清理許可證。」其

中「既有之廢棄物處理設施」本署曾以92年2月21日環署廢字第0920012232號

函示：「係指原作為廢棄物處理用途之設施因故不再處理該機構所產生之廢棄

物或已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規定取得許可，擬申請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或清理

許可文件者」。 

• 經修復之原許可廢棄物處理設施，如未新增處理設施且原設施可正常運作者，

符合前項之「既有之廢棄物處理設施」，得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管理辦法」逕申請試運轉。 

 

Q&A既有之廢棄物處理設施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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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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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許可證應向何機關提出？(第4條第1、第2項) 

 

 

 

 

核發機關審理規定 (第5條) 

• 清除機構申請清除許可證者，應向所在地之核發機關申請。 

• 處理機構申請同意設置文件或處理許可證者，應向處理場 (廠) 
所在地之核發機關申請。 
 
  

•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條申請後，於60日內審查完畢，作成准駁之決定；必要
時，得再延長審查期限，以60日為限。但應扣除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
期間。 

• 申請者應補正資料，未於核發機關要求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
正不完全，經再次限期補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得駁回
其申請。 

• 核發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4、§5受理之核發機關及審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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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機構分級及設立要件 (第1、第2項) 

 清除機構應置之清除技術員得以同級處理技術員代之。(第3項) 

 同一地址設有清除機構及處理機構且其負責人相同者，所設置之處理技術員得同時辦
理清除業務。(第4項) 

 清除、處理機構之清除、處理技術員，應由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技術員合格證書
者擔任。(§7) 

機構別 專業技術人員數 業務範圍 

清除機
構 

甲級 應置專任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2人，其中甲級清除技術員至少
1人。 

從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業
務。 

乙級 應置專任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1人。每月許可量達5千公噸以
上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2人。 

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 

丙級 應置專任丙級以上清除技術員1人。 

 

從事每月總計900公噸以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
除業務。 

處理機
構 

甲級 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2人，其中甲級處理技術員至少
1人。 

從事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業
務。 

乙級 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1人。每月許可量達5千公噸以
上者，應置專任乙級以上處理技術員2人。 

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業務。 

§ 6機構分級及設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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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辦法( 105 年 11 月 25 日修正) 

 

第 3 條 
• 依本法第28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42條所定公告或管理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專業技術人

員，應專任並常駐於設施機構，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任）人
員。 
 

• 前項屬第28第2項及第42條所定應取得自行處理或清理許可文件之事業及甲級廢棄物
處理機構，其應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除擔任設施機構之負責人或主管外，亦不得從
事其他與污染防制（治）無關之工作。 

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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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04月17日環署廢字第1020030160號函  

• 同一地址且負責人相同之清除、處理機構，因其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可於同一地點上

班並執行該機構之清除或處理業務，故規範處理機構所設置之處理技術員得同時辦理

清除業務。 

• 處理機構係以場（廠）地址為核發許可證之依據，且該地址亦應為實際執行處理業務

之地點。故許可管理辦法第6條第4項所規定之同一地址，應定義為「清除機構之機構

地址」與「處理機構之場（廠）地址」。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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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月5日環署廢字第1000051606號函  

• 依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專業技術人員應專任於設施機

構……。」 

• 「專任」，係本於專責人員之專業精神，專門負責該項職務，並以執行該設施機構

之經常性業務為主。 

• 案例分析：  

• 某公司所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係於個人休假期間參與籃球活動，投保其他公司

之臨時工時，尚不致影響該君主要執行該機構之經常性業務，仍應符合專任之規

定。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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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9月14日環署廢字第1010080267號函 

• 「專任」係本於專業技術人員之專業精神，依類別專門負責執行法定之業務。在實務

上，對於專任工作之認定，係依其勞保、健保、薪資所得及服勤時間是否實際於設施

機構從事專業技術人員工作等客觀事實，予以認定。 

• 本案所詢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因已受其他法令（如地方制度法、地方立法機

關組織準則等）賦予所需執行之法定職務，如擔任清除機構設置之專責人員，恐有違

反「專任」於該清除機構之規定。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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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8月9日環署廢字第1020069094號函 

• 「專任」，係本於專業技術人員之專業精神，依類別專門負責執行規定之業務。實務

上，對專任工作之認定，係依其勞保、健保、薪資所得及服勤時間是否實際於機構從

事專業技術人員工作等客觀事實，予以認定。 

• 所詢清除機構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如兼任其他公司之負責人，將受其他法令（如公

司法等）賦予所需執行之法定職務，並對外代表該公司與第三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即屬違反專任於該清除機構之規定。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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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5月13日環署廢字第1020036234號函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規範之專任技術員人數，係為該清除機構申請設置時，

所應具備之最低標準，如該清除機構因實務執行上，確有額外增設專責人員之需求時，核發機關

得予以審查及准駁，應無疑義，惟經核准後之技術員仍應專任於該機構。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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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9月13日環署廢字第1020075468號函 

清除、處理機構如暫停營業，是否仍需設置專任技術人員，又其清運機具上原已設置之即時追蹤

系統（GPS）可否一併停止運作案 

回應內容： 

• 清除、處理機構如暫停營業，其許可證仍屬有效，原應設置之專業技術人員，仍應依「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完成設置。 

• 清除機構如符合可申請停止GPS運作之規定，應於GPS停止運作前15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審

驗機關申請停止系統運作。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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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0月17日環署廢字第1010091341號函  
1. 公司僱用之員工是否規範必須投保於該公司，不得投保於其他單位一節，請逕洽轄內勞工管

理單位詢問。 

2. 另「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之專任，係本於專業技術人員之專業精

神，依類別專門負責執行法定任務。在實務上，對於專任工作之認定，係依其勞保、健保、

薪資所得及服勤時間是否實際於設施機構從事專業技術人員工作等客觀事實予以認定。 

3. 「勞保投保單位」僅為輔助認定是否為專任工作條件之一，是否符合專任規定，仍應審酌其

薪資所得、服勤時間等客觀事實，依個案事實查核認定。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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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1月14日環署廢字第1020094645號函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申請清除許可證應檢具「清除或處理

技術員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係為落實專業技術人員之專任制度。如有清除

或處理技術員確因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致無法再行加入勞保，而無法提出「勞工保險被保

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者，可提出「退保前之勞工保險投保資料」及「具領勞勞工保險老年

給付證明」，並切結將專任於清除、處理機構等文件替代之。 

Q&A專業技術人員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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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機構申請清除許可證應檢具之文件 (第8條) 

處理機構申請同意設置文件應檢具之文件 (第9條) 

取得核發機關之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於設置完成，或符合第3條第3項但書規

定者，應於申請處理許可證前，提報試運轉計畫，送核發機關核准後，依核准計
畫內容進行測試。(第10條) 

申請處理許可證應檢具之文件 (第11條) 

申請案經依規定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核發機關得僅就其申請同意設置文件或

許可證中，未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部分進行審查，並應將環境影響評估中廢棄物

處理及相關污染防治審查結論併入許可條件。(第12條) 

§8~ §12各機構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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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清除或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 、任職證明文件及同意查
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採船舶或航空器者免）。 

六、貯存場及轉運站之土地所有權狀、地籍資料、土地清冊及設置計畫書；非自有土地者，並應附土
地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使用同意書（未設貯存場或轉運站者免） 

七、清除車輛出車、貯存及轉運作業說明。  

八、自律切結聲明(如附件一)。 

九、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8申請清除許可證應檢具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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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切結聲明 
  茲依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申請 
    清除許可                      清除許可展延 
    處理同意設置              處理同意設置展延 
    處理許可                      處理許可展延 
 
   所申請之項目經許可後，本公司將確實遵守廢棄物清理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妥善辦理廢棄物清除處
理業務。如有違法願受處分；如涉不法利得情形，並願受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規定，受追繳
不法利得之處分。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負責人用章）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用章）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自律切結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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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05月20日環署廢字第1000042391號函  

•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規定，清除機構申請清除許可證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核發機關申請，其中第2款「應檢具政府機關核准登記文件」係指公司執照、

商業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等文件。 

• 如取得政府機關核發之人民團體立案證書，應屬上開管理辦法規定之政府機關核准登記

文件，得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提出清除機構之申請。 

Q&A申請清除許可證應檢具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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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2月21日環署廢字第1020109750號函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5款規定，申請核發清除許

可證者，應檢具「廢棄物清除設備清冊及工具購置證明文件」。故清除機構之車輛

應採購置之方式，即應為清除機構之自有車輛，不得為租賃車輛。 

Q&A清除機構之車輛可否為租賃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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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2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60014735號函 

• 清除機構之貯存場或轉運站設置於轄區外者，宜由清除機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

會同貯存場或轉運站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審理，且於取得貯存場或轉運站所在地

之主管機關同意後，依許可管理辦法由清除機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發許可證。 

• 倘申請二處貯存場或轉運站，應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將二處貯

存場或轉運站相關資訊記載於清除許可證上。 

Q&A貯存場或轉運站設置於外縣市，如何審理? 

可否設二處貯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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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廢棄物清理法之立法精神，事業廢棄物產生者應負擔其產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責

任，即事業應自行找尋合格處理機構並簽訂委託契約書後，再委託清除機構清除至事

業指定之處理場所。故核發機關不應將找尋合法處理管道之責任加諸於清除機構，且

不宜作為審查清除許可數量之依據，以符合廢棄物清理法之立法精神。 

104年5月27日環署廢字第1040039593號函 

 

Q&A可否於審查清除許可證時，要求清除機構應檢附「國內外處理機構

（機關）及再利用機構核發同意進廠（場）數量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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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土地所有權狀、地籍資料及土地清冊；非自有土地者，並應附土

地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使用同意書。 

五、工程計畫說明書。 

六、污染防治計畫書。 

七、廢棄物處理流程（含所產生污染物處理與排放）、設備及操作說明。  

 

§9申請處理同意設置許可證應檢具之文件(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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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車輛進出口廢棄物磅秤設備(含地磅、電子式磅秤、吊磅或其他磅秤)設置規劃（含

時間、重量、車號、駕駛員逐車紀錄及保存方式，並確保事後修改必留下修改紀錄

之作業方式）。無法於廠區內設置磅秤設備者，得以鄰近同一關係企業之磅秤設備

取代或由第三公證過磅單位進行過磅 

九、閉路電視錄影系統(以下簡稱錄影系統)配置計畫，不同管制類別監視系統設置要求

如附件二。  

十、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之申請案，應列出定稿本中與廢棄物處理及相關污染防治

之內容、審查結論。  

十一、自律切結聲明（如附件一）。 

十二、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9申請處理同意設置許可證應檢具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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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機構監視系統設置要求(修正條文) 

管制類型 
處理級別及處理

方式 

錄影系統管理要求 

設置地點 畫面應涵蓋範圍 紀錄保存 備品 其他 

第 
一 
類 

甲級處理機構 
（物理處理者除
外） 

1.廠區車輛進出口 
2.磅秤設備 
3.廠內車行路徑 
4.處理設備投入口、
出料口 
5.貯存區 

1. 廠區車輛進出情形 
2.磅秤及磅秤讀數顯示處 
3. 過磅車號 
4.處理設備投入口、出料
口 
5. 廢棄物與產品貯存區 

十二個月 須具備 

應清晰辨
識車號及
磅秤讀數 第 

二 
類 

甲級處理機構
（僅物理處理者）
乙級處理機構 

1.廠區車輛進出口 
2.磅秤設備 
3.貯存區 

1. 廠區車輛進出情形 
2.磅秤及磅秤讀數顯示處 
3. 過磅車號 
4. 廢棄物與產品貯存區 

六個月 － 

第 
三 
類 

移動式處理設施 

1.處理製程(應涵蓋移
動式處理設備主要單
元) 
2.處理設備投入口、
出料口 

1.移動式處理設備主要單
元 
2.處理設備投入口、出料
口 

甲級： 
十二個月 
乙級： 
六個月 

甲級 
須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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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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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磅 吊磅 

電子式磅秤 

磅秤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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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2月8日環署廢字第1030098609號函 

• 所詢「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9條第8款所稱「同一關係

企業」之定義，請循公司法第369條之1規定辦理 

• 公司法第369條之1規定，本法所稱關係企業，指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下列關

係之企業：（一）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二）相互投資之公司。 

 

Q&A同一關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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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8月24日環署廢字第1000073414號函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9條規定之『應檢具政府機關核准登記

文件』係指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等文件」。故工廠

登記證明文件非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時之必要文件。 

 

Q&A申請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是否必需辦理 

「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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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6月14日環署廢字第1020047247號函 

有關同意設置文件之核發，係指同意申請者於申請之土地上，設置廢棄物處理及污染防治

等設備/設施。甲公司於未取得同意設置文件前，即從事整地及開挖地基等工程，表示現

場狀況已與該公司所提送之同意設置文件申請資料不符，貴府即可駁回其同意設置文件之

申請。惟該公司未取得相關許可文件前，其依建築執照進行整地、開挖地基之行為，尚無

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Q&A於未取得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前，即依建築執照進行整地、開挖地基等工程，

是否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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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核發機關之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於設置完成，或符合第3條第3項但書規
定者，應於申請處理許可證前，提報試運轉計畫，送核發機關核准後，依核准計

畫內容進行測試。(第1項) 

前項試運轉計畫應包括下列內容(第1項)： 

     一、試運轉方法、程序、步驟。 

二、試運轉之廢棄物種類、來源、資料及清運計畫。 

三、質量平衡計算方式。  

四、採樣、監測及其品管計畫。 

五、緊急應變措施。 

 

§10處理機構試運轉申請規定 



68 

100年6月15日環署廢字第1000045652號函 

•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處理機構或清

理機構經取得核發機關同意設置文件，於設置完成後，應提報試運轉期間及廢棄

物來源資料，送請核發機關核備後，依試運轉計畫書進行測試。 

• 本案事業單位於取得同意設置文件進行試運轉時，其身分尚非屬「事業廢棄物貯

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9條所稱之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則不

受「應於收到廢棄物30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規定之限制；惟仍應遵依前開許可

管理辦法之規定，依核發機關核准之試運轉計畫（包含試運轉期程）等相關內容

進行試運轉。 

 

 

Q&A試運轉期間備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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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00046287號函 

• 管理辦法第11條第2項所指之廢棄物來源資料，至少應包含事業來源名稱、廢棄物種

類（代碼）及廢棄物數量等，且試運轉之廢棄物應徵得事業廢棄物來源之同意，並由

試運轉之處理或清理機構依旨揭辦法第11條第1項規定，送請核發機關核備後，始得

為之。 

• 本案事業單位如未曾同意將其產出之廢棄物交予試運轉之處理或清理機構進行處理，

當可拒絕交付，應無疑義。惟事業單位如已同意提供試運轉備料，且經主管機關核准

同意後，不得任意拒絕交付廢棄物或另加條件予試運轉之處理或清理機構。 

• 另有關試運轉廢棄物收費疑義，查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並無廢

棄物處理機構試運轉期間可否收受處理費之相關條文，惟其試運轉之收費或收購廢棄

物費用，應依核發機關同意之試運轉計畫書內容辦理，且於試運轉階段尚未取得處理

許可證，不得對外營業。 

 

Q&A試運轉期間備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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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職證明文件及同意
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五、同意設置文件。如依第三條第三項但書規定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廢棄物處理場（廠）之土地所有權狀、地籍資料及土地清冊；非自有土地者，並應

附土地所有人或管理機關使用同意書。 

(二)污染防治計畫書。 

(三)廢棄物處理流程（含所產生污染物處理與排放）、設備及操作說明。  

(四)廢棄物磅秤設備設置規劃。無法於廠區內設置磅秤設備者，得以鄰近同一關係企業

之磅秤設備取代或由第三公證過磅單位進行過磅。  

(五)錄影系統配置計畫。 

§11申請核發處理許可證者應檢具文件(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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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建廠期間環境管理及定期監測報告。但第三條第三項但書規定之既有工廠或廢棄物處理設施、

或屬於移動式廢棄物處理設施者，免附建廠期間定期監測報告。  

七、含廢棄物種類來源、操作、紀錄與統計及質量平衡之試運轉報告。試運轉處理有害事業廢棄

物者，並應檢附處理後衍生廢棄物之檢測相關紀錄。  

八、收受廢棄物之允收標準。 

九、含檢測項目、方法、頻率、數量之收受廢棄物及產出資源化產品品管規劃。 

十、含各清除車輛營運進出、貯存區與處理設施進料、出料、操作、控制、監控之運作管理紀錄

規劃。 

十一、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處理廢棄物場（廠）同意處理其所產生廢棄物之證

明文件。 

十二、有關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  

十三、無法執行處理業務時，對其尚未處理完成之廢棄物處置計畫。 

十四、自律切結聲明（如附件一）。 

十五、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11申請核發處理許可證者應檢具文件(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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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經依規定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核發機關得僅就其申請同意設

置文件或許可證中，未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部分進行審查，並應將環境

影響評估中廢棄物處理及相關污染防治審查結論併入許可條件。 

§12申請涉環境影響評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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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2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20012862號函 

同一種廢棄物常因產生源或製程之差異，造成廢棄物性質與成份（含量）不相同，

處理機構均應依所設置處理流程、設施之技術及量能，訂定合理之允收標準，且

其允收標準如經評估處理設施之量能後，對其成分（含量）以合理之範圍值進行

規範，而非以固定值規範，尚屬合理。 

 

 

Q&A允收標準訂定之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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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設置文件之同意或許可證之許可期限不得超過5年。首次核發處理許可證之許

可期限不得超過三年。 

• 許可期限屆滿後仍繼續從事業務者，應於屆滿前6個月至8個月內申請展延；每次

展延之許可期限依前項之規定。但同意設置文件之展延以1次為限。 

• 核發機關應於受理前項申請後60日內作成准駁決定；情形特殊者，其審查期間之

延長以60日為限。但應扣除經審查要求申請者補正資料之期間。申請文件不符規

定或補正資料未能於核發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正，或雖於期限內補正，但補正不

完全，經再次限期補正，仍補正不完全，或無法補正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

屆滿前駁回其申請。 

 

§14清除及處理許可證展延申請規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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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6個月至8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前

作成准駁之決定。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申請展

延者於其許可期限屆滿後，至核發機關作成展延准駁決定之期間內，得依原許可

證內容辦理。 

•  於許可期限屆滿前，已逾許可期限屆滿前6個月至8個月內申請展延者，核發機關

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停止營業。 

• 未於許可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許可期限屆滿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力，如

需繼續從事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14清除及處理許可證展延申請規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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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4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40030286號函 
 

• 有關101年12月5日前所核發同意設置文件之期限疑義，如核發機關未依行政程序法第

93條款規定，於同意設置文件上加註「期限」者，尚不得任意撤銷或廢止其同意設置

文件，且所核發之同意設置文件，尚不適用「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

法」101年12月5日修正新增之5年同意期限之規定。 

• 核發機關如未於同意設置文件上加註「期限」者，該同意設置文件仍屬有效，後續請

輔導業者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重新申請核發

處理許可證。 

Q&A處理許可證申請案經駁回後，其同意設置文件是否仍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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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8月18日環署廢字第1030067419號函 

•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規定，同意設置文

件「同意期限」之規範意旨，係要求取得同意設置文件之申請者，

應於5年內完成設置，並進行後續試運轉及許可證申請；如未於5年

內完成，可申請展延1次。 

• 本案屬管理辦法101年12月5日修正前已取得許可證處理機構之變更

申請案，已無再核准同意設置文件「同意期限」之必要。 

Q&A同意設置文件展延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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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原核發同意設置文件。 

五、展延原因說明。 

六、自律切結聲明（如附件一）。 

七、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15申請清處理同意設置展延應檢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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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 

二、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三、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原核發許可證。 

五、清除或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任
職證明文件及同意查詢勞保資料同意書。 

六、原清除或處理許可文件許可事項。  

七、許可期間內營運概況及違法事實改善情形。  

八、最近一次固定污染源檢測或水污染防治措施功能測試，其測定結果及相關
品管紀錄與運作管理紀錄。未具固定污染源或水污染防治措施者，以申請
展延前六個月內，單位時間進料量能達處理設備處理能力百分之八十之品
管紀錄與運作管理紀錄。但申請清除許可證展延者及採掩埋法處理者免附。 

§15申請清除、處理許可展延應檢具文件(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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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執行機關、處理機構、清理機構或經政府機關核准處理廢棄物場(廠)

同意處理其所產生廢棄物之證明文件(申請清除許可證者免)。 

十、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後衍生廢棄物之每六個月檢測相關紀錄。但清除

機構及未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免附。 

十一、依商業團體法或工業團體法規定應加入同業公會者，其會員證明文

件。 

十二、自律切結聲明（如附件一）。 

十三、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15申請清除、處理許可展延應檢具文件(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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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如屬商業團體法應加入同業公會，且兼營二業以上

商業者，至少應擇一加入該業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並於清除、處理許可證展

延申請時提出會員證明文件。 

• 貴轄營建混合物清除處理機構如依前開規定加入「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

業同業公會」，並於清除、處理許可證展延申請時提出該同業公會會員證明文

件，尚符第15條第2項第11款之規定。 

Q&A同業公會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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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係向該場(廠)所在地之核發機關申請許可，非向其公司登

記地點之核發機關申請，另商業團體法要求取得登記證照之公司，應於開業後

一個月內加入該地區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 

• 如處理機構地點與公司登記地點不同時，依商業團體法規定加入公司登記地點

之同業公會，並將會員證明文件作為處理許可展延申請文件，尚無違反許可辦

法之規定。 

Q&A同業公會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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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意設置文件及許可證記載事項中，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變更時，應於變更後30日內，填具變更申請表，連同有關證明文件，

辦理變更。 

二、更新處理設備或增加必要之輔助機具，且未涉及原許可之製程、種類、數量及主

要機具者，應報核發機關備查。核發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先行試運轉後再予以備

查。 

三、其他審查通過之同意設置文件及許可文件內容之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

辦理，並檢具變更申請表及其變更事項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核發機關得就變更

部分審查及核准。 

§16同意設置、許可變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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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辦理前項之變更，致核發機關變更時，應向原核發機關申請，由原核發機關轉
請變更後之核發機關依規定程序辦理。 

 

• 同意設置文件及或許可文件變更時，其期限應以原核准之期限為限。 

 

• 清除、處理機構變更級別，應重新提出申請。 

§16同意設置、許可變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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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22日環署廢字第1070022674號函 

• 清除處理機構如有變更同意設置文件或許可文件之必要時，應由清除處理機構主動提

出申請，核發機關始得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但書規定啟動審查程序，且審查意見應針

對申請變更事項並符合法規授權目的；倘清除處理機構未經申請，核發機關即開始行

政程序，或提出與申請變更事項無關之其他審查意見並據以作成行政處分，除非有行

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事後提出申請而補正，否則該行政處分即違反程

序規定而有瑕疵。 

• 爰此，清除處理機構如依許可辦法第16條第1項規定辦理變更申請，凡清除處理機構完

整提出法定文件，核發機關之裁量權即受羈束，審查範圍不得及於申請變更事項無關

連之事項。 

Q&A應就申請變更有關事項審查及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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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月28日環署廢字第1040104345號函 

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更新處理設備或增加必要之

輔導機具，且未涉及原許可之製程、種類、數量及主要機具者，應報核

發機關備查。核發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先行試運轉後再予以備查。」上

開條文所稱之「處理設備」及「主要機具」，係指處理許可證「附錄二：

處理方式之處理流程」所登載之處理設備及機具。 

爰處理機構如僅申請物理處理設備汰舊換新，屬更新處理設備，且未涉

及原許可之製程、種類、數量及主要機具者，原則上依上開規定報核發

機關備查。惟其更新處理設備或增加必要之輔助機具，是否確實未涉及

原許可之製程、種類、數量及主要機具者，仍應以核發機關審查認定為

準。 

Q&A處理設備汰舊換新，其許可變更之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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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8條第5款規定，清除機構

之清運機具應採購置之方式，即為該機構之自有車輛；另依同辦法第16條第

1項第3款，其他審查通過之許可文件內容變更，應於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

理，並檢具相關資料向核發機關提出變更申請。 

2. 清除機構之清運機具如經許可登載於許可證上，其許可期間內應符合上開規

定為自有之車輛，如該車輛預計報廢或過戶等，宜先辦理許可證變更刪減車

輛後，再至監理單位辦理，方符合許可變更前依原核准內容辦理之規定。 

Q&A清除機構刪減車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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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107年3月6日路監車字第1070024837號函 

1.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1第1點第2款規定，申請自用大貨車牌照者，經公路

監理機關核有需要，得核發牌照1付，毋需審查營業額。但第2次以後申請增車者，

應提供最近2個月或最近1年之營業稅稅單，其最近2個月累計營業額或1年平均2個

月營業額，每滿新臺幣2百萬元，准予發給牌照1付；其申請增領牌照之自用大貨車，

總重量在10公噸以下者，發給牌照之營業額基準，折半計算。 

2. 同點第3款規定，新成立之公司、行號尚無法取得最近二個月營業額證明或原公司、

行號計畫擴充業務，其最近二個月營業額無法達到規定標準者，為適應需要申請自

用大客、貨車多輛者，應檢具證明（如登記資本額或增資證明，新攬工程或業務合

約書、營運計畫書等）並敘明理由，經公路監理機關查核屬實後，核發牌照。 

 

 

Q&A車輛汰舊換新涉車額限制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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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月29日環署廢字第1040007829號函 

依行政程序法第51條規定，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未依規定訂定處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為

2個月。行政機關未能於期間內處理終結者，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之，但

以1次為限。 

故核發機構於受理許可證「變更申請」時，則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第51條規定，於2

個月處理終結，未能於期間內處理終結者，得於原處理期間之限度內延長之，但以

1次為限。 

Q&A許可變更申請案件之審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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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8月6日環署廢字第1030065360號函(1/2) 

處理機構變更案之提送及審查原則： 

1. 已取得同意設置文件者，如擬變更同意設置文件內容，應辦理同意設置文

件之變更。 

2. 已取得同意設置文件並經核准試運轉計畫者，如擬變更試運轉計畫內容，

應辦理試運轉計畫之變更；其變更如涉同意設置文件內容者，則應同時提

送變更，並由核發機關併同審理。 

Q&A許可變更之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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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8月6日環署廢字第1030065360號函(2/2) 

處理機構變更案之提送及審查原則： 

3. 已取得許可證者，如擬變更相關許可文件內容，應辦理許可證之變更；其變更

如涉同意設置文件、試運轉計畫者，則應同時提送變更，並由核發機關併同審

理。 

4. 變更案是否需試運轉，可檢視變更部分，是否影響處理設施或污染防制設施之

效能，及是否改變衍生性廢棄物與產出物之性質與用途等因素，依個案情形審

酌。 

Q&A許可變更之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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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0月12日環署廢字第1050082239號函(1/2) 

1. 考量國際與國內企業發展趨勢，均已逐步朝向併購之模式，如因企業「合併」，存

續公司或新設公司確實取得消滅公司之處理機構的全部財產，或因企業「分割」 ，

致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確實取得被分割公司之處理機構的全部財產，且

企業組織之調整，確實符合企業併購法「分割」或「合併」有關規定者，在處理機

構之處理製程、設備、機具、技術、專業技術人員及相關許可條件皆不變更之前題

下，消滅公司或被分割公司原取得之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得依「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由申請人檢具有關

證明文件辦理變更，無需重新申請核發許可證。 

Q&A處理機構之經營權主體及法人格轉移屬「合併」或「分割」，應如何辦理處理許

可證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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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0月12日環署廢字第1050082239號函(2/2) 

 

2. 上開變更申請文件核發機關受理後，如有審議疑義，得洽請工商
單位協助。 

3. 惟如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經營權之轉移，非屬上開說明所列之
情形者，仍應依本署105年1月26日環署廢字第1050002162號函
釋(諒達)規定辦理。 

Q&A處理機構之經營權主體及法人格轉移屬「合併」或「分割」，應如何辦理處理許

可證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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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01月26日環署廢字第1050002162號函 

•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之經營權轉讓至另一法人，因涉及經營主體及法人格

之變更，即使轉讓後廢棄物處理方式、廢棄物種類及相關設施均未改變，受

讓公司應無得以接續轉讓公司之相關權利義務，如欲從事廢棄物處理業務，

應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許可管理辦法)規定

重新申請許可。 

• 本案得依許可管理辦法第3條第3項後段，以既有廢棄物處理設施進行試運

轉後逕行申請處理許可證。本署101年10月8日環署廢字第1010083660號

函及102年3月29日環署廢字第1020023837號函停止適用。 

Q&A處理機構之土地、廠房及設施因經營權轉讓，承接公司之處理許可證申請，應如

何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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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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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廢棄物處理設施管理  

 

 

 

 

• 設置移動式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處理機構，應於處理設施移動前，檢具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及污

染防治計畫書函請移動前、後處理設施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移動。 

Q&A 103年5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30042795號函 

移動式廢棄物處理設施之申請及許可原則： 

• 應規劃一地點作為相關設施之合法放置地點，即為許可證所登載之場（廠）地點。 

• 如擬申請多種廢棄物之處理許可，且各廢棄物之處理流程及所需之處理設施、污染防治設備不盡相同時，應

明確不同廢棄物之不同處理流程，以利後續移動申請。 

• 擬處理之廢棄物種類，應依核准之處理流程進行移動，非屬該廢棄物許可流程之處理設施，則可留置於許可

之場（廠）地點，免辦理移動。 

§17移動式廢棄物處理設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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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及許可內容辦理 
 

• 清除、處理機構除依本法第41條第1項但書規定免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
文件者外，應依本法及其相關規定及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辦理。 
 

• 清除、處理機構除報經核發機關同意外，應自行清除、處理。 
 

• 第1項機構每月實際清除、處理量總額得有許可該項廢棄物清除、處理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
許差值。 

Q&A 102年02月01日環署廢字第1020010896號函  

• 處理機構許可量之核發，係申請者針對處理設施提出全量運轉之處理量能，經核發機關評估後，所核給之

總處理量，故處理機構之許可量應為廢棄物之處理量，而非收受量。 

• 處理機構如擬收受高於許可量之廢棄物進場時，應有符合規定且有適當空間之貯存場供廢棄物貯存，且仍

應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9條規定，於收到廢棄物30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作業，

避免處理機構大量堆置廢棄物，造成後續環境污染之情事。 

§18依規定及許可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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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處理後衍生性廢棄物貯存量之規定 

 處理機構產出資源化產品及衍生廢棄物，如其貯存量超出前6個月之累積產出量時，應暫時停止收受廢

棄物。但經核發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Q&A 106年6月6 日環署廢字第1060037224號函 

上開條文之精神係避免處理機構之資源化產品或衍生廢棄物大量堆積，造成環境污染等情事 ，另資源

化產品與衍生廢棄物兩者之管理方式及去化管道不同，不應合併計算。故資源化產品貯存量超出前六個

月資源化產品產出量時，應暫時停止收受廢棄物，衍生廢棄物亦然。惟考量個案狀況，如產品因國際物

價波動之影響等，經核發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19產品及處理後衍生性廢棄物貯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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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契約書之訂定  

 

 

 

 

 

 

契約書應附有效許可證之影本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廢棄物之種類、代碼、性質及數量。 

     二、清除或處理之工具、設備、方法、頻率、相關場所。 

     三、委託期間。 

     四、處理機構廢棄物之最終處置地點及數量。 

     五、因故無法執行契約或其他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六、配合委託人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所定準則辦理相關事宜。但委託人非事業者免記載。 

七、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指定者。 

 

清除、處理機構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事先與委託人
訂定契約書，並保存3年，以備主管機關查驗。但受託清除、處
理因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產生之廢棄物者，不在此限。 

§20委託契約書之訂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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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紀錄與操作紀錄之申報與存放  

 

 

 

 

 

 

 

• 清除、處理機構應依本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公告之網路傳輸方式申報營運紀錄。

處理機構應依核發機關審查通過之第十一條第九款及第十款文件，每日製作品管紀

錄及運作管理紀錄，並由專業技術員每月定期簽署查核。 

• 清除機構應將前項相關營運紀錄存放於核發機關許可存放之地點。處理機構應將

前項營運紀錄、操作紀錄存放於許可證登記之場(廠)。 

• 清除、處理機構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第一項相關

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 處理機構於監視系統故障或無法清晰顯示內容時，應即時通報核發機關，並應於7

日內完成修復。如無法於7日內完成修復，應檢具書面資料報核發機關核准，並依

核發機關核准之期限內完成修復。 

 

§21營運紀錄與操作紀錄之申報與存放(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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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機構經核准營運者，應將處理費用收費範圍於中央主管機關

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登載。調整時亦同。 

• 處理機構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前依第一項規定完成

登載。 

 

 登載系統刻正建置中，建置完成後將通知環保局及相關業者如何操作。 

§21-1處理機構公開收費範圍 (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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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保存年限(第22條)  
(刪除)相關規定移列第21條 
 
 標示規定 (第23條) 
清除、處理機構應於設備、機具、設施或處理場 (廠) 明顯處標示機構名稱、聯絡電
話及許可證字號。 

 

 

§22~ §23營運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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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機構經核准營運，如有產出資源化產品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資源化產品應標示用途範圍。 

二. 逐項逐筆記錄資源化產品之銷售流向、對象、數量及用途，並妥善保存三年；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處

理機構提報相關紀錄及憑證。 

三. 處理機構之資源化產品未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主管機關得要求其將資源化產品經其他機構轉售至最終使

用者之銷售流向及數量作成紀錄；處理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紀錄及憑證三年。 

四. 處理機構應將前二款相關紀錄及憑證存放於許可證登記之場（廠）。 

五. 依下列規定辦理網路連線申報： 

(一)於每月十日前主動連線至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申報製成各項資源化產品之廢棄物

種類、使用量及其資源化產品名稱、用途範圍、產出量、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相關資料。 

(二)處理機構依前目規定連線申報時，因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於每月十日前完成申報，應於一日內以

傳真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作成紀錄；並於修復完成一日內補行連線申報。 

 

§24處理機構產出資源化產品規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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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處理機構設置之清除、處理技術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時，該機構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指定代理人並於十五日內報請核發機關備查。甲級處理機構應指定取得同一等級以

上合格證書之處理技術員代理。 

二. 於九十日內另聘符合資格規定者繼任。但負責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之甲

級清除、處理技術員，應於三十日內另聘之。技術員另聘時，該機構應於十五日內

報請核發機關備查。清除、處理技術員亦得自行報請核發機關備查。 

§25技術員離職及另聘規定(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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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10月17日環署廢字第1020085480號函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25條規定，同意備查轄內清除、處理機

構之專業技術人員未能從事業務或離職所指定之代理人時，係屬暫時性之變更，得以公

文備查即可，免換發新許可證。 

• 故清除、處理機構專業技術人員離職並指定代理人時，依法僅需報請核發機關備查，且

屬暫時性之更動，應非屬許可管理辦法第16條之「變更」範疇，尚無「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之適用，即不須繳交審查費及證書費用。 

• 清除、處理機構完成專業技術人員之另行聘用時，應依許可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辦理變

更，並核發新許可證。 

Q&A專業技術人員離職並指定代理人時，核發機關於受理該等案件，是

否應收取審查費用等相關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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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處理機構自行終止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或未於許可期限屆滿

前申請展延者，應向核發機關申報註銷許可證；其暫停營業在1個月以上

者，應於滿1個月15日內，向核發機關申報暫停營運。 

§26終止或暫停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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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銷或廢止許可證之要件(第1項)  
 

清除、處理機構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有下列情事之一，核發機關得撤銷

或廢止其許可證：  

一、申請許可文件，或申報文件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者。  

二、喪失從事業務能力者。 

三、未依第六條、第七條、第十六條至前條規定辦理，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四、未依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及許可事項辦理，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  

五、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者。  

§27撤銷或廢止許可證之要件(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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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銷、廢止許可證後之管理 (第2、第3項) 

• 清除、處理機構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證者，於5年內不得以相同或類似機構名稱及相同統

一編號申請該業務許可；其負責人於5年內不得重行申請為清除、處理機構之負責人。 

• 清除、處理機構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證者，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不得再從事廢棄物清

除、處理業務。但已從事清除、處理而未完竣者，應依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之指

示辦理，所需費用由清除、處理機構自行負擔。 

§27撤銷或廢止許可證後之管理(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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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2月22日環署廢字第0990107577號函 

• 「撤銷」係指行政機關將違法行政處分予以廢棄，使其失去效力之謂。故事業購買經「

撤銷」許可證之廢棄物處理機構廠房及設備，自不符合「既有之廢棄物處理設施」。 

• 「廢止」係指合法行政處分因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狀態有變更或因該處分之繼續存在已

缺乏利益，基於法律政策或事實上之原因而予以廢棄，使其向將來失其效力之謂。事業

如承受經核發機關「廢止」許可證之廢棄物處理廠，在廠房及設備完整（為原廢棄物處

理許可文件之設備）且可正常運作者，符合「既有之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規定。 

Q&A撤銷或廢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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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2月19日環署廢字第1030101807號函 

• 清除、處理機構如涉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27條第1項所列

內容者，核發機關得撤銷或廢止許可證。另該條第2項亦訂有5年內不得以相同或類似機

構名稱申請許可，及其負責人5年內不得重行申請為機構之負責人等管制性規定。 

• 本案依貴局來函之說明，○○環保有限公司合法存在之事實已消失，應可認定喪失從事

業務能力，即符合上述「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27條撤銷或廢止

許可證之構成要件。 

Q&A撤銷或廢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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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3月17日環署廢字第1040017174號函 

• 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

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惟行政處分之規制標的可分者，始得為部分之廢棄；另須

經協力之行政處分，必須申請具可分性，不得違反申請人意思強迫其接受分割的

行政處分。 

• 又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27條規定，清除、處理機構

如有違反該條第1項各款之一規定者，核發機關得廢止其許可證，惟並無可取消部

分核可項目或部分廢止許可證之規定。 

Q&A可否廢止部分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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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7月23日環署廢字第1010062667號函 

• 清除、處理機構違反「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24條規定，

核發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證」，屬行政罰法第2條規定之「其他種類行政

罰」。 

• 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

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

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Q&A撤銷、廢止許可是否須等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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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8月7日環署廢字第1040062778號函 

清除、處理機構之違法行為，如經核發機關認定符合「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第27條所訂撤銷或廢止許可證之構成要件，縱為其他種類行政罰，

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不論案件是否已由司法機關偵辦或起訴，或是否已

完成司法判決，均可依相關違法事證本權責撤銷或廢止許可證，尚無疑義。 

Q&A撤銷、廢止許可是否須等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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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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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文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28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

本。(第29條) 

 核發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者，核發許可證或同意設置文件時，應副知該清

除機構或處理場 (廠)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第30條第1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發許可證或同意設置文件之清除、處理或清理機構，對

於第三章有關應許可、核備、備查、副知、檢具文件之規定，應分送核發機關及該清

除機構或處理場 (廠) 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第30條第2項) 

§28~ §30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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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22日發布施行之日前已取得處理許可證之處理機構，應

於發布施行之日起6個月內完成錄影系統設置改善，並報核發機關備查。 

處理機構於本辦法中華民國107年12月22日發布施行之日後，申請展延許可期限者，

應檢具第11條第8款至第10款之文件。 

清除、處理機構於許可期限屆滿前3個月至6個月內申請展延，且於本辦法中華民

國107年12月22日發布施行之日起3個月內申請者，核發機關於其許可期限屆滿日

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依第14條第4項規定辦理。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31-1~ §32附則(新增條文) 



117 

 

 

其他相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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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11日環署廢字第1020017787號函 

•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許可案件收費標準」第5條第2款規定，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車輛數量減少、汰舊換新、重新申領新牌者，主管機關

得免徵應徵收之規費 

• 本案如確屬減少清除車輛，且因車輛減少造成每月許可量之刪減，尚符合旨揭

收費標準第5條第2款之規定意旨，主管機關得免徵應徵收之規費。 

 

Q&A清除機構刪減車輛許可變更之收費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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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9月13日環署廢字第1000079129號函 

同一事業兼具再利用機構與廢棄物處理機構身分，得否處理/再利用廢棄物項目疑

義一案，如下說明: 

• 同一事業可否同時具備再利用機構與廢棄物處理機構資格一節，並無規定不可。 

• 又查本署98年4月21日環署廢字第0980031993號函說明二：「廢棄物清理、處理機構若同

時經營再利用業務時，其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或清理許可證項目與廢棄物再利用項目不得相

同，……」一節，因「項目」確實所指經檢討尚缺明確，本函特釐清補充：該函項目係指廢

棄物種類代碼。 

• 事業單位如同時兼具處理機構及再利用機構資格，依前開函規定，其處理或再利用之廢棄

物項目可以相同，惟其處理許可證上所載之許可處理廢棄物種類代碼，尚不得與再利用機

構之許可文件中廢棄物代碼相同。 

Q&A兼具再利用機構身分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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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16日環署廢字第1050103847號函(1/4) 

所詢以貴公司之甲級廢棄物清除機構、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貴公司各廠產出事業廢棄物之清除、

處理行為認定疑義，如下說明: 

•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應依本法及其相關規定及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辦理。 

• 另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2項經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專業技

術人員之事業，不適用「事業自行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許可管理辦法」規定。 

Q&A兼具多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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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16日環署廢字第1050103847號函(2/4) 

• 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規定，「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

之收集、運輸行為。爰為達「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目的所需之相關機具，得屬

「清除之運送機具」範圍。 

• 故倘同一法人所屬之甲、乙二家廢棄物處理機構，因二家機構廠區毗鄰且相連互通，甲

處理機構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無需以清運車輛方式清運，而係由甲處理機構之自有人員以

手推車、堆高機等機具方式搬運至乙處理機構進行處理，其前提應為甲處理機構之許可

文件內已登載相關清除運送機具、清除方法及清除頻率等資訊，且其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項目、特性等，亦符合乙處理機構取得之許可文件登載內容，始符合規範。如雙方之許

可文件內容並未登載上開內容，則雙方均不得為未經許可之項目。 

Q&A兼具多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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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16日環署廢字第1050103847號函(3/4) 

事業廢棄物以未具車牌清運機具自行清除之網路申報方式說明事業廢棄物如係採以未具監理站核發車牌之清運機具

自行清運事業廢棄物至處理機構，事業應先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資訊系統中基線資料／清運機具維護中，進行

非監理站機具之新增，將經主管機關同意之清運機具逐一建置於系統中，爾後即可據此進行自行清除申報作業。 

 

步驟1 

Q&A兼具多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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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16日環署廢字第1050103847號函(4/4) 

步驟2 步驟3 

Q&A兼具多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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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於管理，一般廢棄物之廚餘中，屬單獨排出之植物性廢棄物及
其殘渣，請選用H-1009(其他一般廢棄物)為一般廢棄物代碼。  

• 上開一般廢棄物種類包括家戶或其他非事業產生源，或事業員工生
活產生之植物性廢棄物及其殘渣，例如豆渣，如分類完全，且單獨
排出，請選用H-1009(其他一般廢棄物)為其一般廢棄物代碼。惟
如其與其他種類之廚餘混合排出，仍應以H-1002(廚餘)代碼申報。  

• 另原H-1002(廚餘)代碼本署調整定義為「指家戶或其他非事業產
生源所產生之廚餘，或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廚餘，但單獨排出之植
物性廢棄物及其殘渣，不在此限」。  

一般廢棄物廚餘申報代碼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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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THANK   YOU 
 
清除處理機構法令疑義 
湯鎔毓  02-23117722#2652 
 
網路申報疑義 
本署免付費專線 
0800-059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