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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輸出入法規宣導說明會

(一)事業廢棄物輸出入管理法規說明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0年9月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廢棄物輸出入管理架構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及
「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類」

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說明

廢棄物輸出入判定相關參考圖冊

一

二

三

四

2



廢棄物輸出入
管理架構

廢棄物輸出入
管理架構

1

3

許可申請程序 免輸出入許可禁止輸入

廢棄物清理法
第38條

(106.06.14)

廢棄物清理法
第38條

(106.06.14)

事業廢棄物輸入
輸出管理辦法

(107.03.31)

事業廢棄物輸入
輸出管理辦法

(107.03.31)

禁止輸入之事業
廢棄物及一般廢

棄物種類
（103.12.05）

禁止輸入之事業
廢棄物及一般廢

棄物種類
（103.12.05）

屬產業用料需求
之事業廢棄物

(107.10.04)

屬產業用料需求
之事業廢棄物

(107.10.04)

亞東關係協會與
財團法人交流協
會間關於控制有
害廢棄物越境轉
移及其處置協定

(94.12.30)

亞東關係協會與
財團法人交流協
會間關於控制有
害廢棄物越境轉
移及其處置協定

(94.12.30)

廢棄物清理法
第2條、第2條之1

(106.01.18)

廢棄物清理法
第2條、第2條之1

(106.01.18)

1

廢棄物輸出入管理架構

4

日本之特殊程序



(廢棄物清理法§2)(廢棄物清理法§2)

•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列能以搬動方
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

一、被拋棄者。

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不
具效用或效用不明者。

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理、販
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
產物。

四、製程產出物不具可行之利用技術
或不具市場經濟價值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 解決副產品與廢

棄物之爭議

• 廢棄物與資源位

處物質或物品之

不同生命週期，

經過適當手段，

廢棄物可變成資

源，而若錯置、

錯用，資源也應

視為廢棄物

1

廢棄物定義

5

(廢棄物清理法§2-1)(廢棄物清理法§2-1)

‧事業產出物，有下列情形之一，不論原
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
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
健康之虞者。

–違法貯存或利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
之虞者。

–再利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
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通案認定

個案認定

1

廢棄物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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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廢棄物

事業
廢棄物

• 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 清理責任：主要由執行機關負責回收、清除、處理，
另應回收廢棄物由製造、輸入、販賣業者負責

• 種類：有害之廢棄物，如含汞乾電池、廢鉛酸蓄電池
(汽機車上之電瓶)、環境衛生用藥

• 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
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 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
其濃度或數量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
之廢棄物

• 清理責任：事業單位自行、共同或委託清除、處理

(廢棄物清理法§2)(廢棄物清理法§2)

1

廢棄物分類

7

• 母法明列：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療機構、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理

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業

•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百貨公司、旅館業、超級市場、

農產品批發市場、餐館業、連鎖速食店、長期照護機

構、電信業、電力供應業、自來水廠、觀光遊樂業、

汽車維修業、相片沖洗業、加油站…等

(指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業, 106.05.11發布 )

(廢棄物清理法§2)(廢棄物清理法§2)

1

廢棄物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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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理法§28、41)(廢棄物清理法§28、41)

• 事業廢棄物之清理，除再利用方式外，應以下列方式為之：
(§28Ｉ)

–自行清除、處理

–共同清除、處理：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立
清除、處理該類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

–委託清除、處理：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理、經執行
機關同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行/輔導設置、主管機關指
定之公營事業設置等

•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
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41Ｉ)

1

廢棄物清理及再利用

9

(廢棄物清理法§39)(廢棄物清理法§39)

• 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辦理，不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39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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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利用產品之標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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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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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II)

1

廢棄物清理及再利用

10

§28：自行清除、處理；共同清除、處理；委託清除、處理
§41：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業務者，應先取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

如：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
(如廢鐵、廢紙、廢玻璃等)

如：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
(如廢木材、廢鑄砂等)



(廢棄物清理法§38)(廢棄物清理法§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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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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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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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Ⅲ)

1

輸出入管理

11

(廢棄物清理法§38)(廢棄物清理法§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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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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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Ⅴ)

1

輸出入管理

12



(廢棄物清理法§53)(廢棄物清理法§53)

‧輸入、輸出、過境、轉口廢棄物違反第三十
八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1

罰則

13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
法、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

及一般廢棄物種類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
法、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

及一般廢棄物種類

2

14



(管理辦法§2)(管理辦法§2)

‧輸入：將其他國家之廢棄物運至我國之行為，但不包

括轉口。

‧輸出：將我國之廢棄物報關或通關出口至其他國家之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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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輸出入規定

15

(管理辦法§3)(管理辦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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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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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依規定申請許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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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須申請輸入、輸出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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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輸出入適用範圍

16



有害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申請
資格

甲級廢棄物處理機構

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再利用許可之機構

廢棄物處理機構

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再利用許可之
機構

申請
程序

申請者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

→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文件

申請者

→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

→核發許可文件

備註：僅限與我國簽有廢棄物輸出入雙邊協定國家(日本)，可輸入有害廢棄物

(管理辦法§4、5)(管理辦法§4、5)

2

廢棄物輸入申請資格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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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辦法§10)(管理辦法§10)

2

退運管理

18

許可管理

依法申請許可

未依法申請許可

輸入

正常進口

因故不得進口
或未經提領

不得進口

境內管理

•依廢清法§28或§ 39
規定進行處理或再
利用合法處理

退運出口

•收貨人、貨品持有人
或運送人，應於接獲
通知日起30日內，將
廢棄物退運出口

•未通關放行者由海關
通知；已通關放行者
由廢棄物所在地環保
局通知限期退運

依法處罰



(管理辦法§11、12)(管理辦法§11、12)

有害廢棄物 一般事業廢棄物

申請
資格

產源事業

甲級廢棄物清除機構

產源事業

廢棄物清除機構

申請
程序

申請者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

→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文件

申請者

→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許可文件

2

廢棄物輸出申請資格及程序

19

(管理辦法§17、18、18-1)(管理辦法§17、18、18-1)

2

復運進口或轉運第三國管理

許可管理 輸出 復運或轉運管理

依法申請許可

未依法申請許可

接受國拒絕

海關查獲

接受國拒絕

復運進口或
轉運至第三國

•原輸出者接獲通知日起7日內，
申請復運進口(依原復運進口
計畫辦理)或轉運至第三國

復運進口或
轉運至第三國

•除依法處罰外，原輸出者、
經原輸出者委託之廢棄物清
除、處理機構，應於接獲通
知日起7日內，申請復運進口
或轉運至第三國

依法處罰

依法處罰

處理或輸出

•除依法處罰外，原輸出者應提
出清運地點或清運計畫，經環
保局同意後，辦理退關出倉
•僅限退運至產源事業、原輸出
者委託之處理或清除機構，依
法處理或經許可後輸出 20



(管理辦法§32)(管理辦法§32)

‧依本辦法申請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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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請輸出入者檢具相關資料，以利釐清來源(製程)、成分報告、
處理/再利用方式、照片、買賣發票、用途及切結書等。

2

疑義處理

21

2

項
次

書件名稱 審查問題
缺失件數統計(年) 109年

缺失樣態107 108 109 110

1

接 受 國 主
管 機 關 出
具 同 意 該
廢 棄 物 輸
入 之 文 件
或 輸 入 不
予 管 制 之
證明文件

(1)通報單未正確填寫
(2)未檢附通報單
(3)預定裝運期限與申請輸出

期限不一致
(4)通報單填寫內容尚待釐清
(5)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

該廢棄物輸入之同意文件
或輸入不予管制之證明文
件有待釐清

(6)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
該廢棄物輸入之同意文件
相關期限原文譯文不一致

18 15 6 3

(1) 首次申請其申請輸出
許可期限大於1年；
計1件

(2)接受機構名稱未填寫
計1件

(3)申請書版本或格式有
誤；計1件

2

廢 棄 物 來
源 及 確 認
其 性 質 之
說明資料

(1)資料說明與申請輸出數量
不一致

(2)照片不一致
(3)未提供廢棄物彩色照片
(4)未檢附委託清除事業清單
(5)廢棄物種類名稱敘述有誤
(6)未檢附廢棄物主要成分說

明

9 3 3 5

(1)通報單未完整填寫；
計2件

(2)未檢附通報單；計2
件

(3)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
同意該廢棄物輸入之
同意文件或輸入不予
管制之證明文件有待
釐清；計1件

107至110年(1至6月)
有害廢棄物輸出許可申請常見缺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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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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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
一般廢棄物種類(103.12.05)

23

廢棄物輸出入
違法案例說明
廢棄物輸出入
違法案例說明

3

24



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

• 廢棄物輸出入違反案例依產業用料及非屬產業用料者
分為兩類，主要廢棄物種類如下：

– 產業用料：廢塑膠、廢紙、廢單一金屬及廢不鏽鋼等

– 非屬產業用料：二手電器、D類及E類之混合五金廢料等

– 違法樣態（摘錄）：

25

3

產業用料 非屬產業用料

不符合產業用料公告要件
1. 非屬合法工廠輸入(廢紙、廢塑膠)

2. 不具有金屬光澤或參雜金屬粉末
(廢單一金屬)

3. 參雜其他雜質
• 廢紙摻雜鋁箔包、報章雜誌等
• 廢塑膠摻雜生活垃圾或土壤等
• 廢單一金屬及廢不鏽鋼摻雜電
子廢棄物等

未經許可違法輸出入
1. 二手電器經判定無法使用，非屬

舊品、屬廢棄物但未申請許可
2. D類混合五金廢料摻雜印刷電路

板等，判定屬於有害事業廢棄物
且未申請許可

3. E類混合五金廢料未申請許可

• 案例說明：A公司未經許可輸入事業廢棄物，遭海關查獲，
遲未退運，致貨物滯留港區

• 涉及條文：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第10條

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說明-1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說明-1

26

3

收貨人
A公司

未申請許可

處理順位
2.貨品持有人
3.運送人

處以罰鍰
限期改善

6萬元

未辦理退運

廢清法§53

屆期未改
按次處罰

6萬元*N

罰鍰/處分

停工/停業

其他費用

貨櫃滯留費
=144元*天數

滯港場租費
=177*期數

備註：以台中關公
告價格為例

退運費用

退運出口



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說明-2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說明-2
• 案例說明：B公司未經許可輸出事業廢棄物，遭接受國拒絕，

需將廢棄物復運進口

• 涉及條文：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第18條

27

3

原輸出者
B公司

未申請許可 處以罰鍰
限期改善

6萬元

廢清法§53 罰鍰/處分

復運進口

屆期未改
按次處罰

6萬元*N

其他費用

貨櫃滯留費
=144元*天數

滯港場租費
=177*期數

備註：以台中關公
告價格為例

退運費用

廢棄物處理費

申請者
原輸出者、
原輸出者委託
清除機構、
處理機構

未辦理復運進口

停工/停業

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說明-3廢棄物輸出入違法案例說明-3
• 案例說明：C公司未經許可輸出之廢棄物，遭海關查獲，

遲未提出清運地點或清運計畫

• 涉及條文：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第18條之1

28

3

C公司 未申請許可

未提清運地點
或清運計畫

停工/停業

其他費用

貨櫃滯留費
=144元*天數

滯港場租費
=177*期數

備註：以台中關公
告價格為例

屆期未改
按次處罰

6萬元*N

處以罰鍰
限期改善 6萬元

廢清法§53 罰鍰/處分

廢棄物處理費
清除處理



廢棄物輸出入判定
相關參考圖冊

廢棄物輸出入判定
相關參考圖冊

4

29

• 版本

–89年12月初次發行

–100年12月修正

–100年12月發行英文版

• 目的：為讓相關機關對
於管制之廢棄物或產業
用料之組成和特性更加
瞭解，以更精準和有效
的判定出疑似管制輸出
入之廢棄物

4

廢棄物輸出入管制判定參考手冊

中文版 英文版

https://basel.epa.gov.tw/manual 30



• 版本

– 107年11月新版發行

– 109年5月修正

– 109年5月發行英文版

‧目的：配合產業用料熱
塑型廢塑膠及廢紙修正
要件，提升廢棄物認定
效率

4

廢棄物輸出入管制判定參考手冊(1/2) 

【熱塑型廢塑膠及廢紙】

中文版 英文版

https://basel.epa.gov.tw/manual 31

案例實照

4

廢棄物輸出入管制判定參考手冊(2/2) 

【熱塑型廢塑膠及廢紙】

考量樣態繁多，是否符合免申請輸入許可之要件認定涉及其
來源、用途及佐證資料等，而有個案差異，故蒐集可能樣態
予以彙整編撰，以提供報關貨品認定參考。

32



‧ 版本

– 105年4月初次發行

‧ 目的：為降低不肖業者以

中古、二手、舊品等名義

，非法輸入「有害廢液晶

螢幕」，影響國內環境、

國人健康及合法業者權益

；特編製本手冊，以供海

關邊境查驗依據

4

進口二手液晶螢幕查察參考手冊

https://basel.epa.gov.tw/manual 33

• 版本

– 107年初次發行

• 目的

– 用以輔助「廢棄物輸出
入管制判定參考手冊」

– 針對近年通關易發生認
定爭議之廢棄物種類進
行統整，以圖冊方式提
供廢棄物之外觀特徵，
期使海關及環保第一線
執行人員，可快速依現
場實際情形進行判定

4

常見進出口廢棄物參考圖冊(1/4) 

https://basel.epa.gov.tw/manual 34



廢
棄
物
參
考
圖
冊
內
容

壹、事業廢棄物輸出入管理規定

一 廢棄物清理法第38條

二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第3條

三 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類

四 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

貳、輸出入管制疑義判定參考流程

參、廢棄物判定之資料蒐集(建議事項)

一 資料蒐集研析

二 現場查驗(包裝及外觀、來源及用途)

肆、廢棄物外觀圖片

一 有害廢棄物 13種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 12種

三 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 14種

4

常見進出口廢棄物參考圖冊(2/4) 

35

相關解釋函

應符合要件

4

常見進出口廢棄物參考圖冊(3/4) 

36



一般及有害事業廢棄物無合格與否之區分，
僅產業用料分列合格及不合格之照片

4

常見進出口廢棄物參考圖冊(4/4) 

37

中場休息

38



廢棄物輸出入法規宣導說明會

(二)事業廢棄物通關注意事項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0年9月

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

海關協助查核規定

事業廢棄物對應貨品稅則號列調整

疑義處理

一

二

三

簡報大綱

四

40



屬產業用料需求之
事業廢棄物

屬產業用料需求之
事業廢棄物

1

41

廢清法第38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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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產業用料法源依據

42



一
般
事
業
廢
棄
物

有
害
事
業
廢
棄
物

屬國際公約列管
一般廢棄物

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文件

毋需申請輸出入
許可文件

屬產業用料需求
之事業廢棄物

1

屬產業用料之事業廢棄物

43

1

（一）廢木材

（二）熱塑型廢塑膠

（三）廢紙

（四）廢鋼（含不銹鋼）

（五）廢單一金屬

（六）廢銅碎片

（七）廢鋅渣

(八) 廢鐵渣

（九）廢鎂渣

（十）廢觸媒

（十一）廢橡膠

（十二）玻璃纖維布之切邊
料及下腳料

（十三）鋁銅混合廢料

（十四）廢矽晶

（十五）廢錫渣

1.新增廢紙種類及
用途規範

2.限制輸入者為紙
或紙製品製造業

1.新增來源規範
2.新增材質及型態
要求

3.限制輸入者資格
4.配合防疫，輸入
廢塑膠不得附著
土壤

屬產業用料之事業廢棄物(107.10.04)

44



1

熱塑型廢塑膠與廢紙之修正公告

107年10月修正公告：
（一）於輸入時，新增來源規範。屬塑膠製造製程所產生。
（二）於輸入時，新增材質及型態要求。為單一材質或單一型態之下腳料、

不良品
（三）限制輸入者資格。限制輸入者需為依法辦理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理登

記規定之工廠。
（四）配合我國防疫工作，輸入之廢塑膠不得附著土壤（如農業包膜、袋）。

（二）熱塑型廢塑膠

（三）廢紙

107年10月修正公告：
（一）新增廢紙種類及用途規範。
（二）未漂白牛皮紙或紙板及瓦楞紙或紙板(4707.10.00.00 -6)係指紙箱類

(紙器紙、清板、一般瓦楞紙)、牛皮紙類；由已漂白化學紙漿為主製
成之其他紙或紙板(4707.20.00.00 -4)係指脫墨紙類(報表紙)。

（三）有關妥善分類之認定原則，應符合輸出國廢紙分類標準。另定稽查方
式、檢查方法等並納入廢棄物輸出入管制判定參考手冊。

（四）限制輸入者資格。
45

107年產業用料公告修正前後管理差異
1

免申請
輸入許可

A.符合公告要件者

B. 不符合公告要件者

需向環保局
申請輸入許可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5)

免申請
輸入許可

工廠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管理辦法§9～11)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5～6)

廢棄物處理機構或
許可再利用機構

再利用機構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5及附表)

公告內容 輸入階段 國內用料(處理或再利用)階段

1.熱塑型廢塑膠。但不
含屬醫療廢棄物之熱
塑型廢塑膠

2.廢紙

公告修正前

熱
塑
型
廢
塑
膠
與
廢
紙

107年10月公告修正後

46



海關協助查核規定海關協助查核規定

2

47

 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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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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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需申請許可之事業廢棄物

48



(摘錄)

C.C.C. Code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0511.99.20.00-0 皮屑及皮廢料 551 531

.....

2619.00.00.10-7 電爐煉鋼製程污染控制之集塵灰或污泥 551 531

3825.10.00.10-3 含汞之廢照明光源 551 531

3825.10.00.90-6 其他都市廢棄物 551 531

3915.90.00.20-5 廢光碟片 55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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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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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531

7404.00.10.90-7 其他銅及黃銅廢料及碎屑 551 531

7404.00.90.10-7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其他銅廢料及碎屑 551 531

7404.00.90.90-0 其他銅廢料及碎屑 551 531

2

需申請許可之事業廢棄物輸出入規定

49

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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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通關代
碼「 EPH90000000001」，據以報關出口。

• 非屬上述種類者，應依531規定辦理。

 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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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進口報單填列免證通關代
碼「EPH90000000001」，據以報關進口。

• 非屬上述種類者，應依551規定辦理。

自106年8月1日起，符合產業用料公告要件之產業用料種類，應於進出口報
單填列免證通關代碼「EPH90000000001」，據以報關進出口。

2

免申請許可之事業廢棄物

50



(摘錄)

C.C.C. Code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3915.10.00.00-6 乙烯聚合物之廢料、剝屑及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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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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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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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534

7019.90.90.11-4 玻璃纖維布之切邊料及下腳料
560

MW0
534

7204.21.00.00-5 不銹鋼廢料及碎屑 560 534

第
二
項

第
一
項

第
十
一
項

第
三
項

第
十
二
項

第
四
項

2

免申請許可之產業用料輸出入規定

備註：1.限制輸入貨品、海關協助查核輸入貨品彙總表之貨品
2.限制輸出貨品及海關協助查核輸出貨品彙總表之貨品

https://www.trade.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255 51

出口報單進口報單

符合產業用料公告要
件者，可於「輸出入
許可文件號碼」，填
列免證通關代碼「
EPH90000000001 」
，據以報關

• 進口報單-項次37

• 出口報單-項次34

2

52

進出口報單之產業用料免證通關代碼填列

備註：以熱塑型廢塑膠為例，輸出入者除填列免證通關代碼外，建議如屬3915以外者，例如：
55051000008合成纖維廢料、63101020007人造纖維製已整理之新舊破布，廢繩索及不
堪使用之繩索製品等，如符合產業用料公告要件，宜加註塑膠材質（如尼龍6/66等），並
由工廠或免辦理登記之工廠輸入



事業廢棄物對應貨品
稅則號列調整

事業廢棄物對應貨品
稅則號列調整

3

53

產業用料貨品稅則號列調整(1/2)產業用料貨品稅則號列調整(1/2)

‧為提高進口產業用料品質，確保其得以妥善運用，考量廢鋅渣
、廢鐵渣、廢鎂渣及廢錫渣等四項廢金屬渣，外觀無法簡易判
斷，須審慎評估輸入品質，故擬為加強管理作為。

‧現已於109.12.16正式生效，請依調整後之專屬稅則報關。

種類
109年以前

可能採用稅則
調整後稅則

廢
鋅渣

2620.19.00.00-5
其他含鋅或鋅化合物之熔
渣、灰末及渣滓(粗鋅列入
262011)

2620.19.00.10 
屬產業用料之廢鋅渣

廢
鐵渣

2618.00.00.00-0
冶煉鋼(鐵)所產生之粒狀
熔渣(熔渣砂粒)

2620.99.90.10 
屬產業用料之廢鐵渣

3

應確認輸入貨品確實符
合產業用料公告要件、
申報正確稅則，進出口
報單填列免證通關代碼
「EPH90000000001」，
據以報關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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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四項渣類新增稅則，原2620.19.00.00-5其他含鋅或鋅化
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渣滓、2620.99.90.00-9其他含有砷、金屬
或金屬化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渣滓同步調整稅則。

產業用料貨品稅則號列調整(1/2)產業用料貨品稅則號列調整(1/2)

種類
109年以前

可能採用稅則
調整稅則

廢
鎂渣

8104.20.00.00-5
鎂廢料及碎屑

2620.99.90.20 
屬產業用料之廢鎂渣

廢
錫渣

8002.00.00.00-2
錫廢料及碎屑

2620.99.90.30 
屬產業用料之廢錫渣

3

應確認輸入貨品確實符
合產業用料公告要件、
申報正確稅則，進出口
報單填列免證通關代碼
「EPH90000000001」，
據以報關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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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廢棄物貨品稅則號列調整(1/2)電子廢棄物貨品稅則號列調整(1/2)

• 世界海關組織(WCO)參酌巴塞爾公約建議，調整電子
廢棄物涉及之第85章電機與設備及其零件稅則，現已
納入HS 2022年版，將於111年1月1日正式實施

56

3

2017 2022

8548
原電池及耗損蓄電池之廢料及碎
屑；本章未列名之機器及器具之
電氣零件

8548
本章未列名之機器及器具之電氣
零件

修改

8549
電氣及電子廢料及碎屑

新增廢電池類
移至



電子廢棄物貨品稅則號列調整(2/2)電子廢棄物貨品稅則號列調整(2/2)

• 本次新增之8549電氣及電子廢料及碎屑，各項章節內
容及其涵蓋種類：

57

3

 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廢料及碎屑；
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電池

 主要供回收貴金屬者
 8549.21.00主要供回收貴金屬之電氣及電子廢料

及碎屑，含有原電池等電氣或電子組件者

 其他電氣及電子組件及印刷電路板
 8549.31.00其他電氣及電子組件及印刷電路板，

含有原電池等電氣或電子組件者
 8549.39.00其他電氣及電子組件及印刷電路板

 其他
 8549.99.10廢絕緣被覆銅、鋁線
 8549.99.90其他電氣及電子廢料及碎屑

現行稅則

8112.92.22
其他混合五金廢料

8112.92.21
廢絕緣被覆銅、鋁線

8548.10.10
廢鉛酸蓄電池及耗損鉛

酸蓄電池

8548.10.91
原電池與耗損蓄電池類

之廢料及碎屑

可能移列之新增稅則

備註：因版面問題，僅摘錄部份新增稅則，建議以關務署公告版本為主

疑義處理疑義處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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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協助貨主報關時，若遇有報關貨品疑似廢棄物時，請務
必告知貨主：

–廢棄物需事先取得環保機關輸出入許可，方能進行輸
出入。

–若未依規定申請許可，擅自輸出/入有害廢棄物或一般
事業廢棄物，依廢棄物清理法，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
一千萬元以下罰鍰，並：

‧需在限期內辦理退運回原輸出國。

‧需退回產源或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或轉運
至第三國。

–在有完整申請文件條件下，其審查時間約為1.5～2個
月，通常整個程序為3個月左右。

4

報關貨品疑似廢棄物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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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貨主想瞭解報關貨品是否屬廢棄物，需事先申請輸
出入許可時，請務必告知貨主：

–可檢具報關貨品相關資料後，以電話、傳真或發文
方式，請貨主洽詢當地環保機關協助認定

–檢具資料包括：

‧照片：包裝、外觀及材質

‧來源(製程)及用途說明

‧規格：是否可明確說明或提供貨品規格之相關
資料、型錄

4

報關貨品疑似廢棄物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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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料蒐集研析

–進口或出口報關單

–來源、製程及用途說明：由進出口者提供之資料；另
可查詢相關業者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處理許可證或再
利用許可及檢核表等申請資料，確認相關業者產品、
廢棄物種類及其網路申報相關產品之銷售對象

–規格：可明確說明或提供貨品規格之相關資料，如產
品型錄、商品登記、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再利用許可
及檢核表申請資料載明之產品規格

–照片：查驗貨物樣態、包裝、外觀及材質

4

廢棄物判定之資料蒐集建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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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料蒐集研析

–檢測報告：須符合相關法令及公告規定

‧出具單位：以經中央主管機關或輸出國政府認可之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為原則

‧廢棄物檢測方法：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方法為優
先，或國際普遍公認之方法

–疑似屬事業廢棄物之說明或相關資料。研判是否須採
樣、檢測或準備相關器材進行測試

–查詢相關函釋、以往相關類似物質判例及參考判定參
考手冊相關圖片等資料

環保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oaout.epa.gov.tw/law/LawQuery.aspx
巴塞爾公約宣導網站https://basel.epa.gov.tw/qa

4

廢棄物判定之資料蒐集建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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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查驗

–包裝及外觀

‧是否與進口或出口報關單申報之物品名稱相符

‧是否有廢棄物或危險物相關標示

‧有無商品標示、品名、成分含量、製造商、製造日
期等基本資料

‧是否妥善包裝及外觀完整良好並排列整齊

‧外觀是否龜裂破損或標記有NG、不良、瑕疵、逾保
存期限等

‧顏色、材質、及形狀是否均勻一致，是否夾雜其他
物質

4

廢棄物判定之資料蒐集建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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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場查驗

–來源及用途

‧詢問業主、運送人(或產生源)身分，運輸貨品是否
與其產品(商品)有關

‧業主、運送人(或產生源)是否可明確說明來源(製
程)、產品(商品)名稱、用途及後續買家、使用或
再利用業者等相關資料

‧是否有購入發票、相關單據或合法製造產出相關紀
錄等來源證明文件

–規格

‧是否可明確說明或提供商品規格之相關資料、型錄

‧國內是否登記為商品

4

廢棄物判定之資料蒐集建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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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實施禁廢令後，廢棄物輸入趨嚴管理，曾有業者
以產業用料名義輸出廢料至中國大陸，遭拒收後，衍生退
運爭議。退運後可能發生原產源拖延處理、無法聯繫或歇
業等情事。

4

產業用料退運案件

• 依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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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接獲通知七日內依法辦理復運
進口作業

建議報關行或運輸業者，應特別留意產業用料如輸出
至中國大陸，貨品是否確實符合接受國規範，以免因
退運，導致自身權益受損

65

廢棄物輸出入法規宣導說明會

(三)近期國際廢棄物越境轉移管理趨勢

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0年9月



國際廢棄物輸出入管理

廢塑膠管理制度調整

電子廢棄物管理趨勢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一

二

三

67

國際廢棄物輸出入管理國際廢棄物輸出入管理

• 國際管理廢棄物越境轉移，主要由巴塞爾公約管理，目前全球
共有187個締約方(包含歐盟)
– 公約管制對象：有害及其他廢棄物(附件一、二、三及附件八 A清單)

– 原則非屬公約管制範圍：不具有害特性者(附件九B清單)

• 近年關注重點為電子廢棄物及廢塑膠

國際管理規定 我國廢棄物清理法規定

廢棄物 非有害
廢棄物
(B清單)

有害/其他
廢棄物

(附件1、2)
(A清單)

應以國內處理為原則

越境轉移
需事前通報

事業廢棄物輸入
輸出需取得許可

• 有害廢棄物、生
活垃圾及其焚化
灰渣禁止輸入

• 有害廢棄物輸出
需取得許可

68



廢塑膠管理制度調整(1/2)廢塑膠管理制度調整(1/2)

• 配合2019年巴塞爾公約第14次締約方大會決議，2021年起僅限
以環境無害再利用方式處理且幾乎不受汙染之乾淨廢塑膠，才
可排除公約管轄範圍(列入B清單)

A3210：輸出須事前取
得輸入國同意

Y48：輸出須事前取得
輸入國同意

B3011：原則免事前取得
輸入國同意

廢清法第38條規定，需申
請輸入許可

產業用料公告規定，須由
合法工廠輸入。
屬製程下腳料或不良品者，
以單一材質或單一型態為
限；其餘須符合單一材質
及單一型態。

廢塑膠

是
否
屬
有
害
廢
棄
物

是

否

是
否
屬
B
清
單

是

否

巴塞爾公約廢塑膠輸出入判定原則 我國廢塑膠輸入規定

禁止輸入公告規定，有害
廢棄物禁止輸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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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塑膠管理制度調整(2/2)廢塑膠管理制度調整(2/2)

• 各國亦陸續加嚴廢塑膠管理

1. 2020年5月修正韓國巴塞爾法：原先免許可26種廢棄物全數納入許可
2. 2020年6月30日宣布禁止進口廢塑膠，包含PET、PP、PE、PS

韓國
2020年7月發布廢塑膠出口材質判定手冊(草案)：
1. 單一材質：不受汙染、無混合其他雜質、單一型態、單一顏色組成

且為再生材料用途者才可排除管理
2. 複合寶特瓶：無混合其他廢塑膠(可參雜標籤，但僅限少量)、無混合

雜質、不受汙染且經破碎才可排除管理

日本

乾淨且破碎 含少量標籤

單一材質 複合寶特瓶

合
格

不
合
格 不同顏色 受到汙染 未經破碎 含大量標籤

資料來源：
1. 韓國：2020年韓國環境部公告 http://www.law.go.kr/LSW/admRulInfoP.do?admRulSeq=2100000190793
2. 日本：2020年廃プラスチックの輸出に係るバーゼル法該非判断基準（案）https://www.env.go.jp/recycle/yugai/basel_r020708.ht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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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廢棄物管理趨勢(1/2)電子廢棄物管理趨勢(1/2)

• 2021年7月巴塞爾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線上會議)，瑞士與迦納
提案調整巴塞爾公約管理範疇：

2

A1180：調整電子零組件規
定種類

Y49：新增，納入非A1180
之其他種類

B1110：刪除

依廢清法第38條規定，需
申請輸入許可

電子
廢棄物

是

否

否

巴塞爾公約輸出入判定原則(草案) 我國輸入規定

是
否
屬
有
害
廢
棄
物

禁止輸入公告規定，有害
廢棄物禁止輸入

A1180：具有有害特性者

B1110：僅由金屬或合金組
成、不具有害特性、
直接重複使用，而
非回收或最終處置
者

電子
廢棄物

是

否

是
否
屬
有
害
廢
棄
物

可
能
調
整
方
向

現
行
公
約
規
定

依廢清法第38條規定，需
申請輸入許可

禁止輸入公告規定，有害
廢棄物禁止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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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廢棄物管理趨勢(2/2)電子廢棄物管理趨勢(2/2)

• 泰國於2020年9月25日正式實施428種電子廢棄物禁止進口令，
貨品分類號列為第84、85章部分種類

– 電解電容器零組件

– 含汞元素之開關

– 來自陰極射線管之玻璃

– 含PCB之電容器

– 被重金屬與PCB汙染等物質(但不包含發電機廢料)

– 電熱水器、冷氣、播放器等家電

– 辦公室用機器

– 原電池及原電池組

– 印刷電路板等428種

資料來源：2020年泰國商務部禁止進口令https://www.dft.go.th/th-th/Detail-Law/ArticleId/16129/1612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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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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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訊參考資訊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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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 環保署：https://www.epa.gov.tw/
– 環保法規：https://oaout.epa.gov.tw/law/
–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資訊系統：

https://waste.epa.gov.tw/prog/IndexFrame.asp
– 巴塞爾公約宣導網站：http://basel.epa.gov.tw

‧參考手冊(巴塞爾公約宣導網站/管制判定參考資料庫)

–廢棄物輸出入管制判定參考手冊(100)
– 進口二手液晶螢幕查察參考手冊(105)
–常見進出口廢棄物參考圖冊(107)
– 廢棄物輸出入管制判定參考手冊【熱塑型廢塑膠及廢紙】

(109)

延伸資訊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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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廢棄物清理法 

        第三十八條 

        (106.06.14) 

 
 

 

 一 



附件一-1 

 

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條 

公發布日： 民國 63 年 07 月 26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6 年 06 月 14 日 

發文字號： 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72531 號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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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3.31) 

二 



 附件二-1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理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82 年 01 月 29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03 月 31 日 

發文字號： 環署廢字第 1070024630 號 令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

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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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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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

項規定公告之廢棄物種類，禁止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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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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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章 輸入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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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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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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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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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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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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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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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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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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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主管機關基於管理上之需求。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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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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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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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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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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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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輸出，應由該事業廢棄物之產源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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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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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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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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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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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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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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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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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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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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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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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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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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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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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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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處理或經許可後輸出。 

   第 四 章 過境及轉口 

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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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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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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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發出通知者，從其規定。 

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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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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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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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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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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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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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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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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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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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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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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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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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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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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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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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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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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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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條  

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及轉口採空運方式者，準用本辦

法之規定辦理。 

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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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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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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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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條  

（刪除） 

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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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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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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04) 
 

 

 

 

 

 

 

四 



附件四-1 

 

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 

公發布日： 民國 92 年 04 月 07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04 日 

發文字號： 環署廢字第 1070078986 號 公告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主旨：修正「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公告事項第一項，並自

即日生效。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如下： 

（一） 廢木材。 

（二） 熱塑型廢塑膠，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於輸入時，其來源為塑膠製造製程產生之下腳料、不

良品者，以單一塑膠材質或單一型態為限。 

２、 於輸入時，其來源非屬前目製程所產出者，以單一塑

膠材質及單一型態為限，且其用途係作為塑膠成品或

製成塑膠原料而直接供產製為塑膠成品。 

３、 於輸入時，應由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

規定之工廠輸入、使用。 

４、 不含屬醫療廢棄物或附著土壤者。 

（三） 廢紙，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於輸入時，僅限回收且經妥善分類之未漂白牛皮紙或

紙板及瓦楞紙或紙板，或由已漂白化學紙漿為主製成

之其他紙或紙板，其用途均係供國內業者產製紙或紙

製品。 

２、 於輸入時，應由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紙或紙製品製造

業輸入、使用。 

（四） 廢鋼（含不銹鋼）。 

（五） 廢單一金屬（銅、鋅、鐵、鋁、錫、鈦、銀、鎂、鍺、鎳、

鎢），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不得檢出汞。 

２、 具金屬性質（如金屬、合金或電鍍金屬）。 

３、 不包含粉末、污泥、灰渣或有害廢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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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主要金屬成分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六） 廢銅碎片：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來源為裸銅線製程產生之銅碎片。 

２、 具金屬性質。 

３、 不含油脂。 

４、 銅含量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七） 廢鋅渣，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來源為電鍍鋅、熱浸鍍鋅、合金金屬熔煉及壓鑄等製

程產生之廢鋅渣及粉末。 

２、 鋅含量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３、 有害物質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

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八） 廢鐵渣，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來源為煉銅製程產生之鐵渣（富含氧化鐵）。 

２、 於輸入時，僅得由水泥製造業輸入、使用。 

３、 有害物質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

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九） 廢鎂渣，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來源為鑄造及使用機器等製程產生之廢鎂渣及粉末。 

２、 鎂含量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３、 有害物質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

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十） 廢觸媒：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來源為石油化工原料製造及石油煉製等相關產業之製

程或用於機動車輛之觸媒轉化器。 

２、 含貴重金屬（金、銀、鉑、鈀、銥、銠、鋨、釕）、

過渡金屬（釩、鈷、鎳、銅、鋅、鉬）或沸石觸媒。 

３、 非屬重油加氫脫硫製程廢觸媒。 

（十一） 廢橡膠。但不含廢輪胎及其處理後之下列膠片： 

１、 輸出之粒徑大於五公分者。  

２、 輸入之粒徑大於四公釐者。 

（十二） 玻璃纖維布之切邊料及下腳料。但不含其碎屑及粉屑。 

（十三） 鋁銅混合廢料：來源為機動車輛之廢水箱及廢家電用品之

散熱器（片）。 

（十四） 廢矽晶（塊、柱、圓、片或坩堝料），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來源為積體電路製造業或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產生。 

２、 矽含量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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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廢錫渣，應符合下列要件： 

１、 來源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無鉛焊錫、噴錫或金屬製品

製造業金屬製品等製程產出之廢錫渣及粉末。 

２、 錫含量達百分之四十以上。 

３、 有害物質低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四毒性特

性溶出程序（TCLP）溶出標準。 

 

二、輸入、輸出公告事項一所列事業廢棄物，遇有通關疑義時，主管

機關及關務主管機關得要求輸入、輸出者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三、事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無涉輸入、輸出者，非屬本公告之產業

用料範疇。 



附件五  經濟部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摘錄(11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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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摘錄第 2 至 6 條、第 19 至 22 條 

公發布日： 民國 92 年 06 月 11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 經工字第 11004604040 號 令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指本法第二條第五項以經濟部（以下簡

稱本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 

本辦法所稱再利用，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行或送往再

利用機構做為原料、材料、燃料、工程填料、土地改良、新

生地、填土（地）或經本部認定之用途行為。 

前項再利用機構以經政府機關登記有案或依法律規定免辦

理登記之農工商廠（場）為限。  

第 3 條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 事業自行於廠（場）內再利用。  

二、 逕依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行再利用。  

三、 經本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

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  

前項第二款附表所列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用途，如

有污染環境之虞者，本部得暫停其再利用；待原因消失時，

始得解除之。 

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公告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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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依第一項規定進行再利用；其非屬

公告之事業者，得自行於廠（場）內再利用。 

屬前項應提送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其逕依第一

項第二款再利用所屬同一法人之其他分廠（場）所產生事業

廢棄物者，視為事業自行於廠（場）內再利用。 

第 4 條  

附表所列之種類，得由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所屬產業公會，

檢具下列文件，送本部審查核准後列入附表： 

一、 事業廢棄物基本資料，包括名稱、來源、主要成分及有

害特性說明。 

二、 國內產生及運作現況，包括過去三年相關事業產生量及

用途。 

三、 再利用技術說明，包括再利用原理及替代用料說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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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製程及質量平衡圖、再利用設施、污染防治、再利

用產品品質及用途。 

四、 經濟可行性評估，包括再利用成本、再利用產品市場價

格及供需情形。 

第 5 條  

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再

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部為之。 

前項申請文件內容應包括：  

一、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基本資料。  

二、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申請意願書。  

三、 再利用運作計畫書。  

四、 有效之相關佐證資料。  

前項第三款再利用運作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一、 事業廢棄物基本資料。  

二、 清除計畫。  

三、 再利用計畫，包含國內外再利用可行性實廠實績相關佐

證資料或試驗計畫。  

四、 污染防治計畫。  

五、 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  

六、 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七、 緊急應變計畫。  

前項第三款再利用計畫中試驗計畫之內容，應包括試驗數

量、試驗期間、檢測及監測方式。 

申請個案再利用許可無國內外再利用可行性實廠實績相關

佐證資料者，應於接獲本部試驗通知後，依第三項第三款再

利用計畫所載試驗計畫，進行再利用試驗計畫，並應於試驗

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含試驗結果之個案再

利用許可申請書送本部審查。屆期未送本部審查或經審查不

同意者，再利用機構於試驗期間之產出物，應依本法第二十

八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6 條  

通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再利用機構檢具再利用許可申

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部為之。 

前項申請文件內容應包括：  

一、 再利用機構基本資料。  

二、 再利用運作計畫書。  

三、 有效之相關佐證資料。 

前項第二款再利用運作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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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業廢棄物基本資料。  

二、 清除計畫。  

三、 再利用計畫，包含十二個月以上之事業廢棄物收受量、

再利用量及暫存量月統計資料。  

四、 污染防治計畫。  

五、 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包含產品產銷月統計資料。  

六、 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七、 緊急應變計畫。  

八、 由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環境保護主管機關開具申

請前一年內未曾受到各級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按日連續

處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廢止許可證或移

送刑罰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與第五款之月統計資料及第八款之證明文件，

以同一法人為限 ；如為外文者，應檢附駐外單位或外交部授

權機關驗證之中譯本。 

第 19 條  

非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公告之事業，對於事業廢棄物

送往再利用機構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再利用用途及

再利用機構名稱，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期、種類、名稱、

數量、再利用用途、事業名稱、剩餘廢棄物之處置、再利用

製程用水量、用電量及污染防治操作情形，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前項規定作成再利用

製程用水量、用電量及污染防治操作情形紀錄： 

一、僅以商業再利用機構資格收受事業廢棄物。 

二、僅收受附表編號五廢酒糟酒粕酒精醪、編號十一菸砂、

編號十二蔗渣或編號十三蔗渣煙爐灰之再利用。 

三、僅將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料。 

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銷售流向與數量，應作成營運紀

錄。 

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未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本部得

要求其將再利用產品經其他機構轉售至最終使用者之銷售流

向與數量作成紀錄。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依附表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進行相關檢

測時，應將檢測日期、檢測方法及檢測結果作成紀錄，或以

委外檢測之檢測報告作為紀錄。 

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至第六項所定之紀錄、相關憑證

與檢測報告應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核；必要時，本部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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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將紀錄及相關憑證提報本部。 

第 20 條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情形，應依本

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相關規定辦理申報。 

再利用機構對於前條第四項之紀錄，應依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申報；對於前條第六項依許可文件內容進行相關檢測之

紀錄，應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申報。 

第 21 條  

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線至本法

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申報其前月

再利用產品之營運紀錄： 

一、再利用機構所收受之事業廢棄物，經再利用後製成產品，

應逐項申報其再利用產品名稱。 

二、各項再利用產品之所使用事業廢棄物代碼、名稱及使用

量，產品生產量與前月底之再利用產品庫存量，銷售對

象及其證號、地址、產品代碼及名稱、銷售量相關資料；

如無再利用產品銷售時，亦應申報前月底之再利用產品

庫存量或無再利用產品庫存。 

三、如發現再利用產品銷售流向申報內容與事實不符時，應

立即上網補正申報資料，並說明修改申報資料之原因。 

連線申報時，如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於每月十日

前完成申報，應於二十四小時內以傳真方式向本部報備並作

成紀錄；並於修護完成一日內補行連線申報。 

再利用機構經本法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解除

列管或關閉網路申報權限而無法連線申報者，應於每月十日

前將前月再利用產品之營運紀錄，以書面方式提報本部及所

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再利用機構終止再利用業務或經本法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解除列管，且廠（場）內已無再利用事業廢

棄物及其再利用產品庫存量者，得以書面方式提報相關證明

文件，送本部同意後，免依本條規定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

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本條規定連線申報再利用產品營

運紀錄： 

一、僅再利用廢酒糟、酒粕、酒精醪、菸砂、蔗渣及蔗渣煙

爐灰產製再利用產品。 

二、無再利用產品產出。 

三、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料所產製之產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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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製程無再利用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四、再利用事業廢棄物產製依商品檢驗法第三條公告規定應

辦理檢驗之產品。 

五、其他經本部同意。 

第 22 條  

取得再利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

定主動連線至工業廢棄物清理與資源化資訊網內之再利用機

構運作申報區，申報其前月依許可文件內容進行再利用運作

相關檢測之紀錄： 

一、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允收標準之相關檢測項目、方法、頻

率與檢測結果。 

二、污染防治相關檢測項目、方法、頻率與檢測結果。 

三、再利用產品檢測項目、方法、頻率與檢測結果。 

連線申報時，如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於每月十日

前完成申報，應於二十四小時內以傳真方式向本部報備並作

成紀錄；並於修護完成一日內補行連線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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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機構許可管理 

        辦法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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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摘錄第 2 至 4 條及第 9 至 11 條 

公發布日： 民國 90 年 11 月 23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9 月 13 日 

發文字號： 環署廢字第 1101123840 號 

 

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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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廢棄物清除機構 (以下簡稱清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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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廢棄物處理機構 (以下簡稱處理機構) ：接受委託處理

廢棄物之機構。 

本辦法所稱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 (以下簡稱清除、處

理技術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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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所稱核發機關，指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核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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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條  

取得核發機關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以下簡稱清除許

可證) 之清除機構，始得接受委託清除廢棄物。 

取得核發機關核發廢棄物處理許可證 (以下簡稱處理許

可證) 之處理機構，始得接受委託處理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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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同意設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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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既有之工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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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條  

申請清除許可證者，應向所在地之核發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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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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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申請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應檢具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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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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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路電視錄影監視系統 (以下簡稱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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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條 

取得核發機關之處理機構同意設置文件，於設置完成，或

符合第三條第三項但書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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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試運轉計畫應包括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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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及其品質管理計畫。 

五、 緊急應變措施。 

六、 自律切結聲明 (如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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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核准之試運轉期限不得超過一百日。試運轉測試者無

法於核准期限內依試運轉計畫完成試運轉，得於核准試運轉

期限屆滿前向核發機關申請展延，展延申請次數以二次為限，

且含原核准試運轉期限之試運轉總日數不得超過一百九十日。

但經核發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試運轉測試者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延，因核

發機關審查致試運轉期限屆滿前無法作成展延之准駁，得於

試運轉期限屆滿後至試運轉展延作成准駁期間內，依試運轉

計畫內容繼續試運轉；未於試運轉期限屆滿十五日前申請展

延者，核發機關於試運轉期限屆滿未作成展延之准駁，應停

止試運轉。 

試運轉測試者未依核發機關核准試運轉計畫內容進行測

試者，核發機關應令其停止試運轉，並通知限期改善。改善

次數以一次為限，屆期未提改善計畫或未完成改善者，核發

機關應廢止已核准試運轉計畫之處分。 

 

第 11 條 

申請核發處理許可證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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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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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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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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終處置方式處理事業廢棄物者，應檢附封場復育

計畫。 

十六、 其他經核發機關指定者。 





附件七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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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110 年 1 月 7 日 

發文字號： 環署廢字第 1091216459 號 令 

第 1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指本法第二條第五項規定之事業。 

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指附表所列由二個以上目的事業所產生同

種類之事業廢棄物。 

三、再利用：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作為原

料、材料、燃料等附表所列之用途行為。 

四、再利用機構：指收受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農工商廠（場）。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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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簡稱審核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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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前項應提送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其再利用所屬同一法

人之其他分廠（場）所產生附表規定之共通性事業廢棄物者，視為廠

（場）內自行再利用。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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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附表所列之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污染環境之虞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暫停其再利用；其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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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再利用機構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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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核准後，始得依附表規

定從事再利用。 

第 6 條 

再利用機構生產再利用產品及清理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

該產品相關之使用規定，並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載明。 

二、附表規定限制用途之再利用產品，應於產品包裝或盛裝容器明

顯處，標示使用限制及其他注意事項之警語。 

三、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理。 

第 7 條 

共通性事業廢棄物送至再利用機構前之清除，由事業或再利用機構

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 

二、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 

三、依附表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第 8 條 

事業於委託清除或再利用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前，應先與再利用機構

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或合法運輸業簽訂契約書，並妥善保存留供

查核。 

前項契約書應檢附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之再利用檢核資料、廢

棄物清除許可證或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影本，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清除或再利用數量。 

二、清除或再利用之工具、方法及設備。 

三、再利用用途。 

四、契約書有效期間。 

五、清除或再利用機構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清除或再利用完

竣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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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事業對於共通性事業廢棄物送往再利用機構之日期、種類、名稱、

數量、再利用用途及再利用機構名稱，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對於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收受日期、種類、名稱、數量、

再利用用途、事業名稱、衍生廢棄物之處置及再利用完成日期，應作

成紀錄。 

前二項紀錄及相關憑證應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核；必要時，主管

機關得要求事業與再利用機構提報相關紀錄及憑證。 

第 10 條 

再利用機構應逐項逐筆記錄再利用產品之銷售流向、數量及用途，

並妥善保存三年；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再利用機構提報相關紀錄

及憑證。 

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未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主管機關得要求

其將再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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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機構應妥善保存相關紀錄及憑證三年。 

再利用機構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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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前月下列事項之營運紀錄： 

一、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代碼、名稱及收受、使用數量。 

二、再利用產品之代碼、名稱、生產數量及前月底之庫存量。 

三、再利用產品之銷售對象及銷售量。 

再利用機構之實際營運狀況發生與前項申報資料不一致之情形時，

應立即主動上網補正申報資料，並說明修改申報資料之原因；再利用

產品無銷售或無庫存時，仍應依前項規定申報。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依本條規定連線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一、僅再利用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免連線申報之廢棄

物種類所產製再利用產品。 

二、該再利用用途未產出產品。 

三、共通性事業廢棄物返回原生產製程作為原料所產製之再利用產

品，且該製程無再利用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四、依商品檢驗法第三條公告規定應辦理檢驗之產品。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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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再利用機構依前條規定連線申報營運紀錄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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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條 

再利用機構終止再利用業務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解除列

管，且廠（場）內已無再利用事業廢棄物及再利用產品庫存者，得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免依第十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第 13 條 

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其

停止收受共通性事業廢棄物；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再利用行為；

其有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

事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移請審核機關廢止其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運作管理、再利用用途或產品未符合附表管

理方式或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 

二、未依第十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進行申報作業。 

三、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未符合相關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該產

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四、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與再利用行為相關之違

法情形。 

再利用機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處分者，應檢

具改善證明文件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恢復收受

廢棄物、繼續進行再利用。但經審核機關廢止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者，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停止營運；其已收受之未再利用及再利

用後之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除處理。 

經審核機關廢止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再利用機構，於三年內不
得以相同或類似機構名稱申請該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機構；其負責

人於三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為再利用機構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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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通過再利用登記檢核且收受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之

再利用機構，其再利用方式符合本辦法規定者，得繼續再利用至原再

利用登記檢核有效期間屆滿。 

前項期間屆滿前，再利用機構未依第五條規定取得再利用資格者，

不得再收受共通性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 

第 15 條 

（刪除） 

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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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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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再利用種類 再利用管理方式 

編號一、

廢鐵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鐵。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

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鐵錠原料、鐵製品原料、煉鋼原料、鑄鐵原

料、鑄鋼原料、氯化鐵原料或硫酸亞鐵原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

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列之一項：鐵錠、鐵製品、

鋼錠、鋼胚、鋼鐵、鑄鋼、鑄鐵品、氯化鐵或硫酸

亞鐵。

（二）  商業：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之批發零售業，其營業項

目為回收物料批發業或其他批發零售業（登載本編

號之再利用種類）。

四、  運作管理：

（一）  從事批發零售業務者，不得直接收受行業別包含石

油及煤製品製造業或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之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所載製程設備維修或汰換產生之廢

鐵；得進行廢鐵桶之人工外形恢復、去除標籤或油

漆等整理，經整理後之鐵桶不得供作盛裝食品之容

器。  

（二）  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但貯存場所應設有排水收集

設施。

（三）  廢鐵再利用之產品為鐵錠、氯化鐵或硫酸亞鐵產品

者，僅限於工業用途或作為廢水水質處理藥劑使

用，不得供作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飼料添加物或

肥料添加物；其包裝或盛裝容器上應標示產品用途

限制及警語說明。

（四）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編號二、

廢紙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紙。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

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漿紙原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

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列之一項：紙漿、紙類製品

或紙類相關產品。

（二）  商業：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之批發零售業，其營業項

目為回收物料批發業或其他批發零售業（登載本編

號之再利用種類）。

四、  運作管理：

（一）  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但貯存場所應設有排水收集

設施及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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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廠應具有廢紙散漿、篩選及淨漿等相關設備。

（三）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編號三、

廢玻璃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玻璃（用品、容器、碎片

或屑、CRT 面板玻璃、玻璃纖維或未注入液晶之面板玻

璃、醫療機構產出經滅菌處理後之廢玻璃）。但依相關法

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玻璃原料、陶瓷土粉原料、陶瓷磚製品原料、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混凝土粒料原料、

混凝土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瀝青混凝土原料、玻

璃纖維板原料（限玻璃纖維）、水泥原料或水泥製品（限

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混凝

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原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

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列之一項：玻璃、

玻璃粉碎料、玻璃製品、陶瓷土粉、陶瓷磚瓦、鋪面工程

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混凝土粒料、瀝青混凝土粒料、

預拌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玻璃纖維板、水泥或水泥製品

（限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石、

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  

四、  運作管理：

（一）  再利用於玻璃原料、陶瓷土粉原料、鋪面工程之基

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混凝土粒料原料、瀝青混

凝土粒料原料、預拌混凝土原料、瀝青混凝土原料

或水泥製品原料用途者，應具有相關污染防制設備

或具有廢玻璃之前處理設備（例如分類、清洗、破

碎、研磨或篩選設備）。  

（二）  再利用於水泥原料用途者，應具備水泥旋窯。

（三）  再利用於陶瓷磚製品原料用途者，應具備窯爐。

（四）  再利用於混凝土（粒料）原料及瀝青混凝土（粒料）

原料者，應由主辦單位或廠商檢具工程核准使用廢

玻璃文件向廢玻璃產生者取用，或送請經工程管理

單位審查認可之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處理。

（五）  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但貯存場所應設有排水收集

設施。

（六）  再利用用途產品為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

瓦、水泥板、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或溝蓋等水泥

製品者，其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

（七）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編號四、

廢塑膠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塑膠。但依相關法規認定

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或醫療用廢塑膠（點滴輸注液容器、輸

液導管、廢針筒、廢藥水桶）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塑膠粒原料、塑膠製品原料、塑膠製品、再

生油品原料、固體再生燃料（ Solid Recovered Fuels，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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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F）原料或輔助燃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

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列之一項：塑膠粒、塑膠片、

塑膠製品、固體再生燃料或再生油品。但直接再利

用於輔助燃料者，且以具水泥旋窯、流體化床式鍋

爐、大型移動床式鍋爐（鍋爐蒸汽量十三公噸 /小時

以上）、專用燃燒發電設備或金屬冶煉業熔爐為限，

不受本項產品之限制。

（二）  商業：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之批發零售業，其營業項

目為回收物料批發業或其他批發零售業（登載本編

號之再利用種類）。

（三）  再利用於再生油品原料用途者，應依酒精汽油生質

柴油及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理辦

法規定取得核准後，始得從事再生油品之生產及銷

售行為。

四、  運作管理：

（一）  廢塑膠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貯存場所並應設有排

水收集設施；貯存或再利用過程產生具有惡臭物質

者，應採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與除臭之措施。

（二）  從事批發零售業務者，得進行廢塑膠桶之人工外形

恢復或去除標籤之行為。

（三）  再利用於再生油品原料用途者，不得使用含有聚氯

乙烯（Polyvinyl chloride，簡稱 PVC）之廢塑膠。

（四）  再利用產品為固體再生燃料且作為燃料用途者，其

銷售對象或使用者應具有水泥旋窯、流體化床式鍋

爐、大型移動床式鍋爐（鍋爐蒸汽量十三公噸 /小時

以上）、專用燃燒發電設備或金屬冶煉業熔爐。

（五）  再利用於食品盛裝容器用途者，應依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相關規定辦理。廢塑膠再利用之產品或商

品，其包裝或盛裝容器上應標示產品用途限制及警

語說明。

（六）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編號五、

廢 單 一 金 屬

（銅、鋅、鋁、

錫）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具金屬或合金型態之廢單一金

屬（銅、鋅、鋁、錫）。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

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銅、鋅、鋁、錫、鋼鐵製品之原料或其化學

品原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

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列之一項：銅錠、銅製品、

鋅錠、鋅製品、鋁錠、鋁製品、錫錠、錫製品、鋼

鐵製品或相關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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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業：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之批發零售業，其營業項

目為回收物料批發業或其他批發零售業（登載本編

號之再利用種類）。

四、  運作管理：

（一）  從事批發零售業務者，不得直接收受行業別包含石

油及煤製品製造業或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之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所載製程設備維修或汰換產生之廢

單一金屬料（銅、鋅、鋁、錫）。  

（二）  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但貯存場所應設有排水收集

設施。

（三）  廢單一金屬料再利用之產品為銅錠、鋅錠、鋁錠、

錫錠或銅、鋅、鋁、錫相關化學品者，僅限於工業

用途或作為廢水水質處理藥劑使用，不得供作飲用

水水質處理藥劑、飼料添加物或肥料添加物；其包

裝或盛裝容器上應標示產品用途限制及警語說明。

（四）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編號六、  

廢水泥電桿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水泥電桿、廢預力電桿或

廢水泥基樁。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

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混凝土粒料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鋪

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人工魚礁原料、軍事

偽裝物原料、園藝造景用材料、濱海沿岸道路圍籬、防風

林、學校教學或海堤工程之基底、海堤工程之壓頂混凝土

填充物、海堤工程之沉箱回填用材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

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為混凝土粒料、瀝青混凝土

粒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但再利用於人工

魚礁、軍事偽裝、園藝造景、濱海沿岸道路圍籬、防風林、

學校教學或海堤工程之基底、海堤工程之壓頂混凝土填充

物、海堤工程之沉箱回填用材料用途者，其資格及產品不

在此限。  

四、  運作管理：

（一）  再利用於混凝土粒料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用途者，應先

經破碎及分選等處理。  

（二）  得採露天貯存方式，貯存場所並應設有排水收集措

施。

（三）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編號七、

廚餘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廚餘。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

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飼料、飼料原料、培養土原料、有機質肥料

原料或生質再生能源之燃料原料或燃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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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有工廠登記證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或

領有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及肥料登記證之禽

畜糞堆肥場，其產品至少為下列之一項：飼料、有

機質肥料或其他相關產品。但直接再利用於飼料用

途者，其資格及產品不在此限。

（二）  直接再利用於飼料用途者，應為領有畜牧場登記證

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之畜牧場。但依法免辦理登記

者，不在此限。

（三）  再利用於飼料原料用途者，應依飼料管理法及相關

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製造登記證。但依法免辦理登記者，不在此限。

（四）  再利用於有機質肥料原料用途者，應依肥料管理法

及相關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

肥料登記證，且肥料登記核准文件及肥料標示之製

肥原料來源登載為廚餘。

（五）  再利用於培養土原料用途者，再利用機構之主要產

品為培養土或其他相關產品。

（六）  再利用於生質再生能源之燃料用途者，應具有再生

能源發電或熱利用設備，其設置與營運應依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再利用於生質再生能源

之燃料原料用途者，再利用機構之主要產品為生質

再生能源之燃料或其他相關產品，如符合酒精汽油

生質柴油及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

理辦法之生質燃料業規定，應取得共通性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機構資格條件，並依前開辦法規定取得核

准，始得從事生質再生能源燃料之生產及銷售行

為。

四、 運作管理：

（一）  廚餘貯存或再利用過程產生具有惡臭物質者，應採

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逸散與除臭之措施。

（二）  直接再利用於飼料用途者，應具有高溫蒸煮設備、

動物防疫措施及相關設施。高溫蒸煮時應持續攪

拌，並維持中心溫度於攝氏九十度以上，蒸煮至少

一小時以上。

（三）  再利用於有機質肥料原料用途者，須具有醱酵之相

關設備，且不得與其他事業廢棄物混合清除。

（四）  收受再利用之廚餘不得流入食品產銷鏈，供作食品

原料，其再利用產品之包裝或盛裝容器並應標示產

品用途限制及警語說明。

（五）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編號八、廢食用

油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食用油。但依相關法規認

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肥皂原料、硬脂酸原料、燃料油摻配用之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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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酸甲酯原料、生質柴油原料或生質再生能源之燃料原料

或燃料。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

其產品至少為下列產品之一項：肥皂、硬脂酸、燃

料油摻配用之脂肪酸甲酯原料或生質柴油。

（二）  再利用於生質柴油原料用途者，應依酒精汽油生質

柴油及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理辦

法規定取得核准，始得從事生質柴油原料之生產及

銷售行為。

（三）  再利用於生質再生能源之燃料用途者，應具有再生

能源發電或熱利用設備，其設置與營運應依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再利用於生質再生能源

之燃料原料用途者，再利用機構之主要產品為生質

再生能源之燃料或其他相關產品，應符合酒精汽油

生質柴油及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

理辦法之生質燃料業規定，並依前開辦法規定取得

核准，始得從事生質再生能源燃料之生產及銷售行

為。

四、  運作管理：再利用於燃料油摻配用之脂肪酸甲酯原料用途

者，其再利用產品於國內之銷售對象，以石油煉製業為限。 

編號九、滅火器

廢乾粉 

一、  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滅火器廢乾粉，其中滅火器

廢乾粉，係為乾粉且有固化結塊、異物、沉澱物、變色、

污濁或異臭，經直轄市、縣 (市 )政府認可之專業廠商依性

能檢查結果，認定無法再填充作為滅火藥劑者。但依相關

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  再利用用途：滅火器用滅火藥劑。

三、  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

（二）  應具有篩選分類處理、除溼防潮加矽油及藥劑性能

檢測等設備。

四、  運作管理：

（一）  貯存地點應保持清潔，現場應有明顯貯存物品標

示，貯存容器應有防水及防漏功能。

（二）  滅火器廢乾粉應以回收桶槽或太空包貯存，且有適

當作法避免粉塵逸散，並依滅火器用滅火藥劑認可

基準之壹、七乾粉滅火劑種類分開貯存。貯存區域

應設置遮雨設施及防潮措施，不得露天貯存。貯存

專區之分隔走道應保持暢通，不得阻礙安全出口、

消防安全設備及電氣開關等，並應採取繩索綑綁、

護網、擋樁、堵牆或其他防止掉落、倒塌或崩塌等

必要措施。

（三）  貯存、作業區域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及避雷設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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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設備，並定期進行檢修。

（四）  作業區應為混凝土鋪面，並具備排水及污染物截流

設施等油類或液體之截流、收集或相關處理設施。

（五）  再利用產品相關規定：

1. 作為滅火器用滅火藥劑，每批次產品應符合滅火器

用滅火藥劑認可基準之壹、七乾粉滅火劑規定，並

應由再利用機構進行產品檢驗及作成檢驗紀錄。

2. 每批次再利用產品於出廠前，應經內政部消防機具

器材及設備登錄機構依滅火器性能檢查及藥劑更

換充填作業專業廠商認可及管理要點第十七點規

定重新辦理認可，取得認可標示。

3. 使用再利用產品之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消防安全

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第一章滅火器及第

八章乾粉滅火設備規定。

4. 滅火器用滅火藥劑與滅火器廢乾粉應分區貯存。

5. 再利用機構就檢驗紀錄及相關證明文件應依內政

部滅火器性能檢查及藥劑更換充填作業專業廠商

認可及管理要點第十點規定保存五年。

（六）  再利用過程中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

規定辦理。

（七）  再利用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八）  相關再利用機構作業環境，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十二條第一項相關規定。

附件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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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1 

 

限制輸出入貨品、海關協助查核輸出入貨品彙總表 

製表日期：11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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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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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1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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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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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531 



附件八-2 

 

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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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5.90.00.20-5 
廢光碟片 

Waste optical disc 
551 531 

3915.90.00.30-3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脂（ＰＥＴ）之廢料、

剝屑及碎片 

Waste, parings and scrap, of 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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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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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者 

560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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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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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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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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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4.00.90.10-7 
未夾雜被覆廢電線、電纜之其他銅廢料

及碎屑 
551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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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Ｃ號列 貨     名 
輸入 

規定 

輸出

規定 

Other copper waste and scrap, free of any 

coated wire and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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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https://fbfh.trade.gov.tw/fh/ap/downLoadListf.do  

javascript:openwindow('E','531')
javascript:openwindow('E','531')


附件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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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ap/listIERegf.do?q_type=2&langua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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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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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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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資料來源：https://fbfh.trade.gov.tw/fh/ap/listIERegf.do?q_type=1&langua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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