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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 

 

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條 

修正時間：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 

立法沿革：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2531 號令修

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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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屬產業用料需求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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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二項之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之申請資格、文件、審查、許

可、許可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事業廢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禁止輸入；其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活環境之事實。 

  二、於國內無適當處理技術及設備。 

  三、直接固化處理、掩埋、焚化或海拋。 

  四、於國內無法妥善清理。 

  五、對國內廢棄物處理有妨礙。 

  屬國際公約列管之一般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轉口，準用前四項規定

辦理。 

  第二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一年施行。

但修正公布前，已取得第一項許可文件者，其有效期限至原核准許可期限屆至為

止。 



 



附件二   事業廢棄物輸入

輸出管理辦法 

(10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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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82 年 1 月 29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82）環署廢字第 61240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二十條 

中華民國 86 年 8 月 13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86）環署廢字第 49010 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三十條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2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10091617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三十四條；並修正法規名稱為「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5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40000001 號令修正發布

第四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

二十八條條文；並增訂二十六條之一及刪除第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5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70067028 號令修正發布

全文三十九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12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1020077411 號令修正部

分條文，並修正名稱；原名稱為「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理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輸入：將其他國家之廢棄物運至我國之行為，但

不包括轉口。 

二、輸出：將我國之廢棄物報關或通關出口至其他國

家之行為。 

三、過境：其他國家之廢棄物以運輸工具載運至第三

國，途經我國通商口岸（以下簡稱口岸）時貨品

不起岸，由原運輸工具載運離境之行為。 

四、轉口：其他國家之廢棄物以運輸工具載運至第三

國，途經我國口岸時貨品需起岸，並於原口岸轉

換運輸工具載運離境之行為。 

五、有害廢棄物：指有害事業廢棄物、巴塞爾公約列

管之有害性一般廢棄物及經其他輸出國、接受國

或過境國之國內立法認定為有害之廢棄物。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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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公告之廢棄物種類，禁止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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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應於辦理貨品進出口通關手續

時，於報關文件上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類方式，據實

填報廢棄物名稱。 

保稅倉庫、保稅工廠、物流中心、加工出口區、科學

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及自由港區區內事業輸入（含進

儲）、輸出廢棄物，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但與國內課稅

區、保稅區間之廢棄物運輸，非屬輸入、輸出行為，不適

用本辦法。 

事業、非事業及家戶產生之一般生活垃圾及其焚化灰

渣，禁止輸入及輸出。 

第  四  條    有害廢棄物之輸入，應由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取得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機構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經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文件，始得於輸出國裝

船、輸入。 

前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輸出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有害廢棄物輸出之

文件或輸出不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三、 甲級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再利用機構許可文

件及該事業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四、 廢棄物來源及確認其性質之說明資料。 

五、 經輸出國政府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一

年內之廢棄物檢測報告。但擬輸入之廢棄物外

觀、樣態可清楚辨識其名稱、項目且性質穩定

者，不在此限。其內容包括下列文件： 

(一) 主要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二) 有害成分之分析檢測報告或毒性物質溶出量

檢測報告。 

六、 廢棄物預定分批啟運、輸入日期與數量、國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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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路線、貯存處理場所及處理方式說明。 

七、 國內運送過程緊急應變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 

八、 因故需退運出口時之運送契約及退運出口計畫。 

九、 因故需退運出口或需代為處理時，其運輸與處理

所需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十、切結書（如附件一）。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類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輸入，應由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取得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機構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經核發許可文件後，始得輸入。 

前項一般事業廢棄物為船舶本身或港口貨物裝卸作

業所產生者，其輸入不適用本辦法。 

第一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再利用機構許可文件及

該事業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三、 經輸出國政府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三

年內之廢棄物主要成分分析檢測報告。但擬輸入

之廢棄物外觀、樣態可清楚辨識其名稱、項目且

性質穩定者，不在此限。 

四、 前條第二項第四款、第六款至第十一款之書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類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六  條    申請輸入廢棄物，其申請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不得核發輸入許可文件： 

一、曾輸入廢棄物，於回收、清除、處理過程中，發

生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活環境事實。 

二、五年內曾遭查獲違法輸入一般事業廢棄物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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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混合五金廢料三次或其他有害廢棄物一次。 

三、二年內輸入許可文件曾遭撤銷。 

四、曾轉借輸入許可文件予他人使用。 

五、未經主管機關同意，逕將輸入之廢棄物轉讓予他

人。 

六、曾輸入廢棄物，有應退運出口而未辦理退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

四日修正發布後，經排除有害認定之廢棄物，原違法輸入

有害廢棄物之行為，於前項第二款之次數計算，得改認定

為違法輸入一般事業廢棄物。 

第  七  條    依本辦法核發之輸入許可文件，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許可文件字號。 

二、 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三、 輸入者名稱及地址。 

四、 負責人姓名及地址。 

五、 輸出國及輸出者。 

六、 許可輸入數量。 

七、 許可文件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間。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申請變更登記。其餘應記載事項有變更時，應依本

辦法規定重新申請核發輸入許可文件。 

第一項輸入許可文件之許可期限，首次申請者為一

年，再次申請者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縮短之： 

一、 輸出國出具之同意輸出文件有效期限屆期不足。 

二、 因故需退運或需代為處理時之處理與運輸所需

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所列責任

擔保期限不足。 

三、 應檢具書件中屬契約者，其期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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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管機關基於管理上之需求。 

第  八  條    經許可輸入之廢棄物抵達本國口岸後，輸入者應於提

貨三日前，以書面載明或網路申報方式向貯存、處理設施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輸入口岸、到岸日

期、預定提貨日期、運輸方式、廢棄物名稱、數量及貯存、

處理場所等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申報

輸入廢棄物時，應即進行相關管制作業。 

第  九  條    經許可輸入之廢棄物，其在本國境內之運送，輸入者

應以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網路傳輸方式

申報廢棄物輸入情形。 

輸入之廢棄物處理完畢後，輸入者應通知貯存、處理

設施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並依原輸出國規定方式通知該國主管機關。 

第  十  條    未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擅自輸入有害廢棄物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或經許可輸入且已運達我國口岸之廢棄物

因故不得進口或未經提領，其收貨人、貨品持有人或運送

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三十日內，將該批廢棄物退運出口。 

前項之廢棄物，其尚未通關放行者由海關通知限期退

運。其已通關放行者由該廢棄物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退運。 

第三章    輸出 

第 十一 條    有害廢棄物之輸出，應由該廢棄物之產源事業、甲級

廢棄物清除機構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核

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發許可文件，始得辦理報關、輸出。 

前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有害廢棄物輸入之

文件或輸入不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三、 接受國政府認可處理機構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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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證明文件及廢棄物處理或污染防治相關許可

文件。 

四、 申請輸出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

廠登記證明文件、醫療機構開業執照、甲級廢棄

物清除機構許可證。 

五、 廢棄物來源及確認其性質之說明資料。 

六、 委託清除處理之事業出具之廢棄物退運收回保

證書。 

七、 廢棄物主要成分說明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一年內之廢棄物有害成

分之分析檢測報告或毒性物質溶出量檢測報

告。但擬輸出之廢棄物外觀、樣態可清楚辨識其

名稱、項目且性質穩定者，不在此限。 

八、 由本國至接受國之運輸過程及接受國處理機構

清理方式說明書。 

九、 因故須復運進口時之運送契約及復運進口計畫。 

十、 因故須復運進口時，其處理與運輸所需經費之財

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十一、 運輸過程、復運進口過程之緊急應變措施及污

染防治措施。 

十二、 申請輸出者與接受國處理機構訂定之同意處

理該廢棄物之契約文件。 

十三、 五年內之申請者派員親赴接受國處理廠（場）

實地勘查處理能力與營運情形之報告書，並切

結保證報告內容屬實。 

十四、 切結書（附件一）。 

十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類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十二 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輸出，應由該事業廢棄物之產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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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廢棄物清除機構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經核發許可文件後，始得辦理報關、輸出。 

前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接受國政府同意該一般事業廢棄物輸入之同意

文件或輸入不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三、 申請輸出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

廠登記證明文件、醫療機構開業執照或廢棄物清

除機構許可證。 

四、 廢棄物主要成分說明。但擬輸出之廢棄物外觀、

樣態可清楚辨識其名稱、項目且性質穩定者，不

在此限。 

五、 前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

第十二款、第十四款及第十五款之書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類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十三 條    前二條之申請案以申請輸出至單一接受國及其單一

處理機構為限，如同時申請二個以上接受國或處理機構

者，應分別提出申請。 

廢棄物輸出許可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屬首次申

請： 

一、 未曾取得輸出許可文件。 

二、 曾取得輸出許可文件，但當次申請輸出之廢棄物

種類或接受國處理機構為首次提出。 

前項輸出申請，許可輸出數量除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以三百公噸為限： 

一、 以專船載運且輸出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二、 輸出至與我國簽署廢棄物雙邊協定國家。 

第二項輸出申請，應於國外處理完成後，依規定以網

路申報。再次申請輸出時，應檢附首次輸出妥善處理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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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報告。 

前項報告內容應包括申請者及處理者基本資料、處理

後再利用產品或衍生廢棄物種類、用途、流向、處理方式、

照片及相關佐證資料。 

第 十四 條    申請輸出廢棄物，其申請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不得核發輸出許可文件： 

一、曾輸出廢棄物未經妥善處理，經接受國政府通知。 

二、五年內曾遭查獲違法輸出一般事業廢棄物五次、

有害混合五金廢料三次或其他有害廢棄物一次。 

三、二年內輸出許可文件曾遭撤銷。 

四、曾轉借輸出許可文件予他人使用。 

五、曾輸出廢棄物，有應復運進口而未辦理復運。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

四日修正發布後，經排除有害認定之廢棄物，原違法輸出

有害廢棄物之行為，於前項第二款之次數計算，得改認定

為違法輸出一般事業廢棄物。 

第 十五 條    依本辦法核發之輸出或轉運許可文件，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 許可文件字號。 

二、 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三、 輸出者名稱及地址。 

四、 負責人姓名及地址。 

五、 接受國及處理機構。 

六、 許可輸出或轉運數量。 

七、 許可文件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間。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申請變更登記。其餘應記載事項有變更時，應依本

辦法規定重新申請核發輸出許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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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輸出許可文件之許可期限，首次申請者為一

年，再次申請者為三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縮短： 

一、 接受國出具之同意輸入文件有效期限屆期不足

者。 

二、 因故需復運進口之處理與運輸所需經費之財務

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所列責任擔保期限不

足者。 

三、 應檢具書件中屬契約者，其期限不足者。 

四、 主管機關基於管理上之需求。 

第 十六 條    經許可輸出之廢棄物，其在本國境內與境外之運送，

輸出者與接受國處理機構應以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之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輸出、收受及處理情

形。 

第 十七 條    依本辦法許可輸出之廢棄物遭接受國拒絕時，原輸出

者應於接獲接受國政府或本國主管機關通知日起七日

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復運進口許可

文件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依原申請書所附之復運進口計

畫辦理復運進口，相關機關不得拒絕。但原輸出者如取得

有能力妥善處理該等廢棄物之第三國同意接受處理文

件，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後，

轉運至該第三國處理，並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期限內，完成轉運作業；其屬有害廢棄物者，應先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之申請復運進口，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三、原報關輸出之出口報單證明聯影本。 

四、復運進口計畫。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轉運，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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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書件： 

一、 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二、 主管機關核發之原輸出許可文件及原報關輸出

之出口報單證明聯。 

三、 第三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輸入之文件或輸入不

予管制之證明文件及該國政府認可之處理機構

同意處理該廢棄物之書面同意文件。 

四、 本國原輸出之廢棄物及清理責任歸屬我方之受

該批輸出廢棄物污染之相關污染物性質說明及

成份分析檢測報告。 

五、 第三國處理機構之處理方式說明書。 

六、 轉運過程之包裝、運輸及處理方式說明書。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復運進口或轉運之期限，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 十八 條    未依本辦法許可輸出之廢棄物遭接受國拒絕時，除由

相關機關依法處罰外，原輸出者、經原輸出者委託之廢棄

物清除機構、廢棄物處理機構，應於接獲接受國政府或本

國主管機關通知日起七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復運進口許可文件，並於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期限內，完成復運進口作業，相關機關不得拒

絕。但原輸出者或其委託者如取得有能力妥善處理該等廢

棄物之第三國同意接受處理文件，得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後，轉運至該第三國處理，並

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期限內，完成轉運作

業；其屬有害廢棄物者，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之申請復運進口，申請者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三、 原報關輸出之出口報單證明聯影本。 

四、 復運進口計畫，其內容應包含復運運輸方式、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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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復運日期、復運進口口岸、復運地點及復運進

口後之貯存、清除、處理方式說明。但復運地點

限於產生該廢棄物之事業或廢棄物處理機構。 

五、 本國原輸出廢棄物來源及確認其性質之說明資

料。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或受污

染物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六、 申請者非原輸出者時，應檢附廢棄物處理機構許

可證及委託合約。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但書之申請轉運，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列書件： 

一、 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二、 第三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輸入之文件或輸入不

予管制之證明文件及該國政府認可之處理機構

同意處理該廢棄物之書面同意文件。 

三、 本國原輸出廢棄物來源及確認其性質之說明資

料。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或受污

染物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四、 第三國處理機構之處理方式說明書。 

五、 轉運過程之包裝、運輸及處理方式說明書。 

六、 申請者非原輸出者時，應檢附廢棄物清除機構許

可證及委託合約。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復運進口或轉運之期限，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 十八 條之一    未依本辦法許可輸出之廢棄物經海關查獲，除由

相關機關依法處罰外，原輸出者應提出廢棄物清運地點或

清運計畫，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再依

海關規定，辦理廢棄物退關出倉。 

前項廢棄物僅限清運至該廢棄物之產源事業、原輸出

者委託之廢棄物處理機構或廢棄物清除機構，依法處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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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許可後輸出。 

第四章  過境及轉口 

第 十九 條    有害廢棄物經本國口岸過境或轉口，應由輸出國輸出

者於有害廢棄物輸出六十日前依本章規定向本國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之申請，輸出國輸出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

列書件： 

一、有害廢棄物來源及性質說明。 

二、預訂航程、過境日期、過境口岸、轉口口岸、轉

口起岸日期、離境日期。 

三、意外事故緊急應變計畫書。 

四、發生退運或事故，負責清理義務之聲明書。 

五、轉運契約。 

六、退運計畫。 

七、退運該批廢棄物所需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

明。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料。 

有害廢棄物之過境申請，得免附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

規定書件。 

第 二十 條    前條有害廢棄物之過境或轉口，依輸出國規定應由該

國主管機關發出通知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有害廢棄物之過境或轉口，運輸業者應隨船攜帶本國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並於載運有害廢棄物之輪船到達我

國國境三日前，將船名、航次及過境艙單、轉口艙單或貨

櫃放置艙位配置圖通知口岸管理機關，並副知口岸關稅

局。 

前項轉口之有害廢棄物於港區暫時置放，運輸業者應

報經口岸管理機關同意，並知會口岸關稅局。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同意有害廢棄物過境或轉口申請案

件後，應副知相關口岸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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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因國內環境之特殊考量廢止原過境

或轉口之同意文件。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依本辦法許可輸入或輸出之廢棄物，於事業或輸入、

輸出者之貯存場所與港口、貨櫃場或航空站間之運送方

式，由輸入者或輸出者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以自有車輛運送。 

二、租用合法運輸業車輛運送。 

三、委託廢棄物清除機構運送。 

採前項第二款方式辦理者，除應於申請時檢附該合法

運輸業者之相關證照影本及敘明可能使用之車輛牌照號

碼外，並應於運送廢棄物時派員監控管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文書格式及審查作業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進行本辦法廢棄物許可審查之

期間各為二十個工作日。但必要時得延長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於審查時認有相關疑義或依本

辦法有監督管理之需者，得以下列方式進行釐清： 

一、邀請學者專家開會研商。 

二、向相關國家主管機關或輸入輸出相關業者進行書

面或實地查證。 

第一項所定審查期間，不含下列期間： 

一、申請者補正期間。 

二、向相關國家主管機關或輸入輸出相關業者查證期

間。 

三、其他不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可扣除期間。 

第二十七條    依本辦法應檢具相關申請書件者，其內容資料缺漏或

錯誤之書件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主管機關得逕予駁回。未

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同一補正項目經二次補正仍缺漏或錯誤者，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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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逕予駁回。 

前項之補正期限不得逾三十日，情形特殊者，申請者

得函請展延補正期限最多三十日。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所定應檢附文件如係在國外製作者，應經當地

國公證人或公證機構公證，並經我國駐外館處或其他經外

交部授權機構驗證；如係外文者，應檢附經我國駐外館處

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

譯本。 

前項之國外文件公證內容，分以下兩種情形為之： 

一、私文書部分：由公證人或公證機構對文件真實性

公證。 

二、公文書部分：由公證人或公證機構對公文書真實

性公證，若當地國公證人或公證機構不易執行相

關查證時，得由當事人提出文件真實之宣誓切結

文件，再經公證人公證。 

第一項國外文件於接受國或輸出國出具同意文件時

已書面副知我國中央主管機關者，於該文件有效期限內可

免經公（認）證。 

第二十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並經許可者，其進行廢棄物輸入輸出相

關作業時，應依審查通過之申請書件及許可文件內容辦

理，不得為未經許可之事項。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於取得輸出許可文件

後，就該許可輸出之廢棄物種類有新增加之委託事業者，

得於原許可輸出數量之百分之三十範圍內，檢附清除處理

契約文件與事業出具之退運收回保證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納入原核發許可文件之輸出額度內辦

理輸出，經許可後始得為之。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查獲已核發之輸入、輸出、復運進口或轉運許

可文件係以虛偽文件申請取得者，應撤銷該許可文件。 

前項之虛偽文件，係指申請前項許可文件時所需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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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書件、必要之公證或認證文件或章戳，及與國外文件原

意背離之中文翻譯。 

第三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原核發之輸入或

輸出許可文件： 

一、轉借許可文件予他人使用。 

二、輸入或輸出之貨品與許可文件登載內容不符。 

三、未依申請書件內容辦理廢棄物之輸入或輸出作

業、貯存或處理，致污染環境。 

四、遭停工、停業之處分。 

五、清除、處理或清理機構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證。 

六、因接受國或輸出國之法令變更，致原同意輸入、

輸出之事業或廢棄物種類變更為禁止輸入、輸

出。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第三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輸出、輸入許可文件之廢棄物，於

報關時若有疑義，由核發許可文件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之。 

未依本辦法申請輸出、輸入許可文件，致有報關貨品

是否屬廢棄物範疇疑義時，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三十三條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及

轉口許可，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依本辦法申請並經許可之輸入、輸出、過境或轉口行

為，其運輸方式應依相關國際公約及國際航運管理規定包

裝及標示。 

第三十五條    與我國依據巴塞爾公約簽有雙邊、多邊或區域協定之

國家，雙方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應優先依雙邊、多邊或區

域協定辦理，協定未規範者，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前項簽有雙邊、多邊或區域協定國家及協定內容，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十六條    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及轉口採空運方式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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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從事學術或技術研究、研發而有輸入或輸出事業廢棄

物樣品必要者，得由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設備商、學

術單位或研究機構以專案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其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先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 

前項輸入申請，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有害廢棄物應檢附輸出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

有害廢棄物輸出之文件或輸出不予管制之證明

文件。 

三、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學術團體立案證書、法人登記

證。 

四、 廢棄物來源及確認其性質之說明資料。必要時，

主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檢測報告。 

五、 由輸出國至本國之運輸流程。 

六、 國內機構處理方式說明。 

七、 廢棄物專案輸入計畫： 

(一) 研究、研發之目的。 

(二) 需專案申請之特別理由。 

(三) 研究、研發方式說明。 

(四) 研究、研發後廢棄物及衍生廢棄物之最終處置

方式及流向。 

(五) 雙方合作契約文件。 

八、 切結書（附件一）。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第一項之輸出申請，應檢具下列書件： 

一、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有害廢棄物應檢附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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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輸入之同意文件或輸入不予管制之證明

文件。 

三、 接受者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立案證

明。 

四、 廢棄物來源及確認其性質之說明資料。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檢測報告。 

五、 由本國至接受國之運輸流程。 

六、 接受國機構處理方式說明。 

七、 廢棄物專案輸出計畫： 

(一) 研究、研發之目的。 

(二) 需專案申請之特別理由。 

(三) 研究、研發方式說明。 

(四) 研究、研發後廢棄物及衍生廢棄物之最終處置

方式及流向。 

八、 切結書（附件一）。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三十八條    （刪除）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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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申請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許可切結書 

 

一、茲依據「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辦法」規定申請下列許可： 

輸入有害廢棄物             輸出有害廢棄物 

輸入一般事業廢棄物         輸出一般事業廢棄物 

輸入專案申請有害事業廢棄物 輸出專案申請有害事業廢棄物 

輸入專案申請一般事業廢棄物 輸出專案申請一般事業廢棄物 

二、申請許可內容： 

(一) 廢棄物種類：                                       。 

(二) 數量：                                        公噸。 

(三) 國家(地區)：                                        。 

(四) 期間：                                             。 

三、切結事項： 

(一) 申請案檢附書件內容為真，若有虛偽不實情事者，願負相關

法律責任。 

(二) 申請經許可後，本公司將確實遵守廢棄物清理法及其他相關

法規之規定，妥善辦理廢棄物輸入或輸出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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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致 

○○○縣（市）政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禁止輸入之事業

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類 

(10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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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12月 5日 

發文字號：環署廢字第 1030102131 號 

主旨：修正「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類」，並自

即日生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第四項。 

公告事項：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類如下：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但屬下列情形者除外： 

（一）經公告屬產業用料需求者。 

（二）不含油脂廢電線電纜。 

（三）非屬巴塞爾公約列管者，但混合五金廢料除外。 

二、廢皮革削皮（不適於製造皮製品者）及廢皮革粉。 

三、一般廢棄物中之生活垃圾及其焚化灰渣。 

四、廢動植物油（含油脂）。 



 



附件四  屬產業用料需求之

事業廢棄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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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輸出入貨品、海關協助查核輸出入貨品彙總表 

 

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0511.99.20.00-0 
皮屑及皮廢料 

Parings and waste of raw mides or skins 
551 531 

2302.10.00.00-9 
玉蜀黍之糠、麩皮及殘渣 

Bran, sharps and residues of maize(corn) 

404 

560 

B01 

F02 

MW0 

534 

2302.30.00.00-5 
小麥之糠、麩皮及殘渣 

Bran, sharps and residues of wheat 

404 

560 

B01 

F02 

MW0 

534 

2302.40.10.00-1 
稻米之糠、麩皮及殘渣 

Bran, sharps and residues of rice 

404 

560 

B01 

F01 

534 

2302.40.90.00-4 
其他穀類之糠、麩皮及殘渣 

Bran, sharps and residues of other cereals 

560 

B01 

F02 

534 

2302.50.10.00-8 
豆莢植物之糠、麩皮 

Bran, sharps of leguminous plants 

560 

B01 

F02 

534 

2302.50.20.00-6 
豆莢植物之殘渣 

Residues of leguminous plants 

560 

B01 

F02 

534 

2303.10.00.00-8 
澱粉製品之殘渣及類似殘渣 Residues of 

starch manufacture and similar residues 

560 

F02 
534 

2303.20.20.00-2 
甜菜渣 

Beet-pulp 

560 

B01 

F02 

534 

2304.00.10.10-5 
飼料用豆渣餅（大豆餅） 

Soybean cake, for feed use 

560 

A01 
534 

2304.00.10.90-8 
其他豆渣餅（大豆餅） 

Other soybean cake 

560 

F01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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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2304.00.90.10-8 

飼料用提煉黃豆油所產之其他固體殘

渣，無論是否磨碎或呈團粒狀飼料用提

煉黃豆油所產之其他固體殘渣，無論是

否磨碎或呈團粒狀 

Other solid residues, whether or not 

ground or in the form of pellets, resulting 

from the extraction of soyabean oil, for 

feed use 

404 

560 

A01 

MW0 

534 

2304.00.90.90-1 

其他提煉黃豆油所產之其他固體殘渣，

無論是否磨碎或呈團粒狀 

Other, other solid residues, whether or not 

ground or in the form of pellets, resulting 

from the extraction of soyabean oil 

560 

F01 

MW0 

534 

2305.00.90.00-9 

提煉花生油所產之其他固體殘渣物，無

論是否磨碎或呈團粒狀 

Other solid residues, whether or not 

ground or in the form of pellets, resulting 

from the extraction of ground-nut oil 

404 

560 
534 

2306.10.00.00-5 
棉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cottonseeds 

560 

825 

A02 

534 

2306.20.00.00-3 
亞麻仁（亞麻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linseed 
560 534 

2306.30.00.00-1 
向日葵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sunflower seeds 
560 534 

2306.41.00.00-8 

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low euricic 

acid rape or colza seeds 

404 

560 
534 

2306.49.00.00-0 

其他油菜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Other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rape or 

colza seeds 

404 

560 
534 

2306.50.00.00-6 

椰子及乾椰子肉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coconut or 

copra 

560 534 

2306.60.00.00-4 

棕櫚類核果及子仁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palm nuts or 

kernels 

560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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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2306.90.90.10-7 

玉蜀黍（玉米）胚芽油渣餅及固體殘渣

物 

Oil-cake and solid residues of maize(corn) 

germ 

560 

MP1 
534 

2306.90.90.90-0 

其他提煉植物油脂所產之油渣餅及固體

殘渣物 

Other oil-cake and other solid residues, 

resulting from the extraction of vegetable 

fats or oils 

560 534 

2619.00.00.10-7 

電爐煉鋼製程污染控制之集塵灰或污泥 

Electric arc furnace dust or sludge 

produced by electric arc 

551 531 

2621.10.00.00-3 

都市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末及渣滓 

Ash and residues from the incineration of 

municipal waste 

551 531 

2710.99.00.00-9 
其他廢油 

Other waste oils 
551 531 

3006.92.00.00-7 
報廢醫藥品 

Waste pharmaceuticals 
551 531 

3825.10.00.00-5 
都市廢棄物 

Municipal waste 
551 531 

3825.10.00.10-3 
含汞之廢照明光源 

Waste lighting sources containig mercury 
551 531 

3825.10.00.90-6 
其他都市廢棄物 

Other municipal waste 
551 531 

3825.30.00.00-1 
醫療廢棄物 

Clinical waste 
551 531 

3825.41.00.00-8 
含鹵化物之廢棄的有機溶劑 

Halogenated waste organic solvents 
551 531 

3825.49.00.00-0 
其他廢棄的有機溶劑 

Other waste organic solvents 
551 531 

3825.50.00.00-6 

金屬浸洗液、液壓油、剎車油及抗凍液

的廢棄物 

Wastes of metal pickling liquors, hydraulic 

fluids, brake fluids and anti-freeze fluids 

55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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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3825.61.00.00-3 

主要含有機成分之化學或相關工業的其

他廢棄物 

Other wastes from chemical or allied 

industries, mainly containing organic 

constituents 

551 531 

3825.69.00.00-5 

其他化學或相關工業的其他廢棄物 

Other wastes from chemical or allied 

industries 

551 531 

3825.90.00.00-8 

其他化學或相關工業未列名殘餘物 

Other residual products of the chemical or 

allied industries,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or included 

551 531 

3915.10.00.00-6 
乙烯聚合物之廢料、剝屑及碎片 Waste, 

parings and scrap, of polymers of ethylene 
560 534 

3915.20.00.00-4 

苯乙烯聚合物之廢料、剝屑及碎片
Waste, parings and scrap, of polymers of 

styrene 

560 534 

3915.30.00.00-2 
氯乙烯聚合物之廢料、剝屑及碎片 

Waste, parings and scrap, of polymers of 

vinyl chloride 

560 534 

3915.90.00.90-0 
其他塑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 Waste, 

parings and scrap, of other plastics 
560 534 

4004.00.00.00-8 

橡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硬質橡膠除

外）及由其產生之粉及粒 Waste, parings 

and scrap of rubber (other than hard 

rubber) and powders and granules obtained 

therefrom 

560 534 

4401.39.00.91-2 

其他鋸屑、廢材（料）及殘屑材，壓縮

成棍、塊、球或類似形狀者 Other sawdust 

and wood waste and scrap, agglomerated, 

in logs, briquettes, pellets or similar forms 

560 

B01 
534 

4707.10.00.00-6 

回收（廢料及碎屑）之未漂白牛皮紙或

紙板及瓦楞紙或紙板 Recovered (waste 

and scrap) unbleached kraft paper or 

paperboard or corrugated paper or 

paperboard 

560 534 

4707.20.00.00-4 
回收（廢料及碎屑）之其他紙或紙板，

由已漂白化學紙漿為主製成，未整批著
560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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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色者 

Recovered (waste and scrap) other paper 

or paperboard made mainly of bleached 

chemical pulp, not coloured in the mass 

4707.30.10.00-0 

回收（廢料及碎屑）之舊報、舊雜誌、

印刷或校樣紙 

Recovered (waste and scrap) newspaper, 

periodicals, printed material or proofsheets 

560 534 

4707.30.90.00-3 

回收（廢料及碎屑）之其他以機械紙漿

為主製成之紙或紙板 Recovered (waste 

and scrap) other paper or paperboard made 

mainly of mechanical pulp 

560 534 

4707.90.00.00-9 

其他回收（廢料及碎屑）之紙或紙板包

括未分類整理之廢料及碎屑 

Other recovered (waste and scrap) paper or 

paperboard, including unsorted waste and 

scrap 

551 531 

7019.90.90.11-4 
玻璃纖維布之切邊料及下腳料 Trimming 

material and scrap of glass fiber cloth 

560 

MW0 
534 

7204.21.00.00-5 
不銹鋼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of stainless steel 
560 534 

7204.29.00.00-7 
其他合金鋼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of other alloy steels 
560 534 

7204.30.00.00-4 
鍍錫鋼鐵之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of tinned iron or steel 
560 534 

7204.49.90.10-2 

舊船鋼鐵板片 

Scrap metal of iron or steel sheets and 

plates from ship 

560 534 

7204.49.90.90-5 
其他鋼鐵廢料及碎屑  

Other waste and scrap, of iron or steel 
560 534 

7404.00.10.10-4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銅及黃銅廢

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of copper and brass, free 

of any coated wire and cable 

551 531 

7404.00.10.90-7 
其他銅及黃銅廢料及碎屑 

Other waste and scrap, of copper and brass 
55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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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7404.00.90.10-7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其他銅廢料

及碎屑 

Other copper waste and scrap, free of any 

coated wire and cable 

551 531 

7404.00.90.90-0 
其他銅廢料及碎屑 

Other copper waste and scrap 
551 531 

7802.00.00.00-6 
鉛廢料及碎屑 

Lead waste and scrap 
551 531 

8107.30.00.00-0 
鎘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cadmium 
551 531 

8110.20.00.00-7 
銻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antimony 
551 531 

8112.13.00.00-4 
鈹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of beryllium 
551 531 

8112.22.00.00-3 
鉻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of chromium 
551 531 

8112.52.00.00-6 
鉈廢料及碎屑 

Waste and scrap, of thallium 
551 531 

8112.92.21.00-3 

廢絕緣被覆銅、鋁線 

Scrap of sheathed insulated copper wire or 

aluminum wire  

551 

MW0 
531 

8112.92.22.00-2 
其他混合五金廢料 

Other Mixed metal scrap 

551 

MW0 
531 

8548.10.10.00-9 

廢鉛酸蓄電池及耗損鉛酸蓄電池 

Waste lead-acid accumulators and spent 

lead-acid accumulators 

111 

MW0 
531 

8548.10.90.00-2 

原電池、原電池組及其他蓄電池之廢料

及碎屑；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

其他耗損蓄電池 

Waste and scrap of primary cells, primary 

batteries and other electric accumulators; 

spent primary cells, spent primary batteries 

and other spent electric accumulators 

551 

MW0 
531 

資料更新日期：106/08/03 

資料來源：http://ekm92.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255 

javascript:openwindow('E','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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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7 

 

輸出規定代號說明 

輸出規

定代號 
規定中文說明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531 

應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同意文件；出

口目的國為日本且該同意文件註明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另檢附巴塞

爾公約廢棄物越境轉移－轉移文件，憑以報關出口。 

534 

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類」者，

應於出口報單填列免驗通關代碼「ＥＰＨ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據以報關出口。非屬上述種類者，應依５３１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https://fbfh.trade.gov.tw/rich/text/fhj/asp/FHJP060Q.asp 

 

輸入規定代號說明 

輸入規

定代號 
規定中文說明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111 管制輸入。 

404 

（一）進口飼料，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飼料輸入登記證影

本或農委會、台北市、高雄巿政府核發之飼料製造登記證影本（持飼

料製造登記證申請進口者，僅限飼料工廠進口自用飼料原料）。（二）

進口飼料添加物，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飼料添加物輸入登

記證影本（以上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品目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者為

準）。（三）非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登記證持有者，應加附持有者之授

權文件，或於登記證影本上加蓋授權使用之章戳。（四）如屬樣品、

贈品，應檢附行政院農委會或台北市、高雄巿政府核發之進口同意文

件。 

551 

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同意文件；輸出國為日本且該同

意文件註明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另檢附日本海關已用印之『輸出

移動書類』，憑以報關進口。 

560 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類」者，

https://fbfh.trade.gov.tw/rich/text/fhj/asp/FHJP060Q.asp


附件五-8 

 

輸入規

定代號 
規定中文說明 

應於進口報單填列免驗通關代碼「ＥＰＨ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據以報關進口。非屬上述種類者，應依５５１規定辦理。 

825 

（一）進口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依４０４規定辦。（二）進口肥料，

應依４０３規定辦理。（三）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

非屬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及肥料」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A01 

進口時應依飼料管理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及輸入飼料查驗作業要

點規定，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委託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申請辦理

輸入查驗。 

A02 

本項下商品如屬飼料，進口時應依飼料管理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

及輸入飼料查驗作業要點規定，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委託之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B01 

進口時，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編訂之「應施檢疫

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註：相關規定請洽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或至該局網站 http://www.baphiq.gov.tw 查

詢】。 

F01 

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註：相關規定應洽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F02 

本項下商品如屬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等

食品相關用途或含有前述物品者，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

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註：

相關規定應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MP1 

（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

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

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

應向國際貿易局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

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資料來源：https://fbfh.trade.gov.tw/rich/text/fhj/asp/FHJP050Q.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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