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編製 
中華民國105年4月 

進口二手液晶螢幕 
查察參考手冊 



前   言 

為防止不肖業者以中古、二手、
舊品等名義，非法輸入「廢液晶
螢幕」，影響國內環境、國人健
康及合法業者權益；本署特編製
「進口二手液晶螢幕查察參考手
冊」，以供海關邊境查驗依據。 

本手冊內容包含：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開櫃查驗標準作業程
序、具結書、二手及廢液晶螢幕
判定圖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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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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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 
事業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

轉口，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始得為之；
其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並應先經
中央主管機關之同意。 

 
二、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辦法第3條  
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及轉口，

應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後，始得
為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8條第3項規定公告之廢棄物種類，
禁止輸入。 



壹、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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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
類 

有害事業廢棄物，但屬下列情形者除外： 
 經公告屬產業用料需求者。 
 不含油脂廢電線電纜。 
 非屬巴塞爾公約列管者，但混合五

金廢料除外。 
廢皮革削皮（不適於製造皮製品者）及

廢皮革粉。 
一般廢棄物中之生活垃圾及其焚化灰渣。 
廢動植物油（含油脂）。 

 
依上開規定，廢電腦、廢家電、廢光電零
組件等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表列混合五金廢料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禁
止輸入。 



壹、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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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禁止輸入「非新品液晶顯示器面板」
研商會議決議(105.01.27) 

經國外使用端排出或回收商回收後，
由國內回收商進口，並以回收零組
件、拆解、組裝或維修為目的進行
收集、分類之行為後再販售於國內
或出口，屬廢棄物範疇，依法禁止
進口。 

與原廠簽訂維修合約之整修業者，
且進口之「液晶螢幕」經修復後，
須全數再出口返回委託業者，則非
屬廢棄物範疇。業者應出具具維修
能力之相關證明(場地、設備等)及雙
方委託合約、具結書等資料。 
 
 
 
 



貳、開櫃查驗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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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蒐集研析 

 蒐集進出口報關單、查驗貨物樣態照片、
檢驗報告、海關判定疑似屬事業廢棄物之
說明或相關資料，研判是否須採樣或準備
相關器材進行測試。 

 

二、現場查驗 

(一)先確認貨櫃內物品是否可全部檢視，
若無法，則以堆高機請業主將貨物全
部移出，再依本手冊進行認定。 

(二)依內部訂定標準抽驗物品測試。 

(三)本署三區環境督察大隊同仁現場查核
若有疑義，聯繫廢管處及回收基管會
窗口諮詢判認。 

(四)查驗物品進口時，涉本署公告應回收
廢棄物，通知本署回收基管會查核。 

(五)法令解釋及案例彙整於本署環境督察
總隊內部網頁，供本署三區環境督察
大隊執行人員參考，統一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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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結書 
 

一、茲係以維修為目的，進口二手液晶螢幕及其部件。 
維修地點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次進口種類及數量如下： 
(一)液晶顯示單元(LCD Cell) ，_____________片。  
(二)液晶顯示模組(LCD Module) ， __________片。 
(三)液晶顯示器(TFT-LCD) ， ______________片。 

三、委託者資料： 
(一)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具結事項： 
(一)前述具結內容為真，若有虛偽不實情事者，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輸入後，本公司將確實進行維修，維修後將依與委託者所訂合

約，將進口物全數送至指定國家。(若無法全數送至指定國家，
應說明原因、理由及後續流向) 

(三)如有違法願受處分；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
罰鍰最高額者，行政機關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裁處，
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負責人用章）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用章）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致 
○○○縣（市）政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進口二手液晶螢幕具結書 

備註：1.進口種類及數量需與進口報單相同。 
           2.立書人可為公司分層負責部門主管，如進出口或業務部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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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二手液晶螢幕報關事項及圖例 

一、報關事項 

可能使用之貨品分類號列 
 
 
 
 
 

 
 

貨品分類號列 中文貨名 英文貨名 

8529.90.90.00-8 

其他專用或主
要用於第8525
至8528節所屬
器具之零件 

Other parts suitable 
for use solely or 
principally with the 
apparatus of 
headings 85.25 to 
85.28 

8531.20.00.11-5 

薄膜電晶體式
液晶顯示之指
示面板（指示
器） 

Indicator panels 
incorporating 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 devices 
(TFT-LCD) 

8531.20.00.19-7 
其他液晶顯示
之 指 示 面 板
（指示器） 

Other Indicator 
panels liquid crystal 
display devices 

8531.20.00.20-4 
發光二極體顯
示之指示面板
（指示器） 

Indicator panels 
incorporating light 
emitting diodes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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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二手液晶螢幕報關事項及圖例 
一、報關事項 
中英文貨名關鍵字 

 包含「used」或「二手」文字 
 且有「LCD」、「Monitor」、「LCD 

Module」、「LCD Cell」或「Panel」文字 

進出口報單加註事項 
 進口報單：維修後出口 
 出口報單：已維修後再出口(原進口報單號碼) 

 
進口報單(範例) 

維
修
後
出
口 

已
維
修
後
再
出
口 

出口報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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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二手液晶螢幕報關事項及圖例 
二、維修合約書(中文-參考範例) 

維修合約書 
 

一、本合約書經 _______ (簡稱甲方)與 _______(簡稱乙方)共同協
議訂定以下條款。 

二、由乙方協助甲方維修貨品如下，總計_______片： 
(一)品名： ______________ ；數量： _________片。 
(二)品名： ______________ ；數量： _________片。 
(三)品名： ______________ ；數量： _________片。 
(四)品名： ______________ ；數量： _________片。 
(五)品名： ______________ ；數量： _________片。 

三、乙方維修後，再將貨品輸出至甲方指定國家、地點。 
四、付款方式： 
五、本合約有效期間為__年__月__日至__年__月__日。 
六、本合約為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甲方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負責人用章）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用章）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負責人用章）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用章）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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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二手液晶螢幕報關事項及圖例 
二、維修合約書(英文-參考範例) 

Repair Contract 
1. This Contract is made and entered into by and between_______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wner and ________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ntractor to perform certain repair service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utual covenants and promises hereinafter set forth, both parties 
hereto agree as follows: 

2. The Contractor will help the Owner make the following repairs;  
         total: _____ Pcs. 

1) Commodity name:________; Quantity:________Pcs. 
2) Commodity name:________; Quantity:________Pcs. 
3) Commodity name:________; Quantity:________Pcs. 
4) Commodity name:________; Quantity:________Pcs. 
5) Commodity name:________; Quantity:________Pcs. 

3. After being repaired by the Contractor, the aforementioned items will be 
sent to countries or places appointed by the Owner. 

4. Payment: 
5. This Contract shall commence on MMDDYY, and terminate on 

MMDDYY. 
6. This Contract is executed in two originals. Each party retain one original, 

thereof, respectively. 
 
The Contractor 
The Undersigned:_________ (Seal or stamp of person in charge) 
Company Name:__________ (Seal or stamp of company) 
Company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Owner 
The Undersigned:_________ (Seal or stamp of person in charge) 
Company Name:__________ (Seal or stamp of company) 
Company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umbe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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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貨品外包裝常見樣態 

外包裝良好 

外包裝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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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貨品外包裝常見樣態 

外包裝良好 

外包裝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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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貨品內包裝常見樣態 

擺放整齊 

 擺放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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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貨品內包裝常見樣態 

擺放整齊 

擺放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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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貨品內包裝常見樣態 

具保護防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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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液晶面板(LCD Panel)  
         可能維修樣態 

面板(無保護膜) 

面板(有保護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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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內部液晶層破裂 
(經強光照射後確認) 

五、液晶面板(LCD Panel)  
         可能維修樣態 

面板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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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破裂 

五、液晶面板(LCD Panel)  
         可能維修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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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液晶顯示模組(LCD module)：  
含液晶面板、顯示電路板、背光模組 
可能維修樣態 

液晶顯示模組 

液晶顯示模組(有保護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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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顯示模組 

面板有刮痕 

六、液晶顯示模組(LCD module)：  
含液晶面板、顯示電路板、背光模組 
可能維修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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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模組有裂痕 

六、液晶顯示模組(LCD module)：  
含液晶面板、顯示電路板、背光模組 
可能維修樣態 

底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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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液晶顯示器(TFT-LCD)：含LCD module、
控制元件、控制電路板、機殼、支架 
可能維修樣態 

出現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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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於市場上流通之液晶面板
及螢幕種類眾多，本手冊謹就目前
所蒐集之可能樣態予以彙整編撰。 
 

    為使本手冊內容更臻完備，歡
迎各界提供相關圖例，以利增補。 

伍、結語 



台北市中正區中華路一段83號      02-23117722 
http://www.epa.gov.tw/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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