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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6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476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瑩等 17 人，鑒於近年來事業廢棄物不法棄置案件
層出不窮，其中有害廢棄物亂倒事件更時有所聞，造成環境
污染並直接或間接影響民眾健康，引發國人廣泛關注全國事
業廢棄物妥善處理之設施量能是否嚴重不足所致；而事業廢
棄物以再利用方式處理者占八成以上，但事業廢棄物製成再
利用產品的後續通路及流向追蹤每每未臻確實，形成違法之
淵藪及漏洞，亟應增修廢棄物清理法相關條文，統一事權、
補苴罅漏而為因應，爰提案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
條、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四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
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環保署統計，2020 年共有 1,951 萬噸之事業廢棄物產生，其中有高達 85%的事廢係以
「再利用」方式處理，15%的事廢以焚化等方式處理。然而，近年來事業廢棄物違法棄置於
農地、魚塭的現象已達遍地烽火的狀態，顯示占事廢處理最大宗的「再利用」處理方式之
追蹤管制及查核均有未臻確實之虞，另則顯示全國事廢妥善處理的設施量能亦有嚴重欠缺
所致。不論何種原因，均表示現行廢棄物清理法對於事廢之管理權責及制度架構亟應有所
興革以資因應。
二、檢討現行再利用制度有關流向追蹤管制及查核未臻確實之現象，應與現行廢棄物清理法第
三十九條之一的規定，係將再利用之管理分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管理，導致權責分
散執法寬嚴不一每啟不肖業者鑽營漏洞有關。爰修正該條第二項規定，將再利用產品相關
流向追蹤管制及環境監測等辦法改由中央主管機關主政訂定，由其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再利用用途主管機關定之。
三、環境基本法第十六條規定，「各級政府對於土地之開發利用，應以高品質寧適和諧之環境
為目標，並基於環境資源總量管制理念，進行合理規劃並推動實施。」「前項規劃，應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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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慮環境保護相關設施。」上開規定，無異已然勾勒出政府對於環境保護相關設施的優
先規劃責任。但對照現行廢棄物清理法有關政府對於全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能量的掌握
及規劃卻缺乏一個統籌規劃輔導設置的機關，以致對於處理量能的盤點與掌握暨不足時的
因應並無一個權責機關總司其責，故當務之急應係在現行廢棄物清理法中增訂第四十條之
一，明確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全國事業廢棄物之產生量，負責規劃設置足夠之再利用
及處理量能設施，依據第二十八條至第四十條之規定訂定全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處理量
能設施設置推動計畫據以實施並逐年列管。中央主管機關前項推動情形應每年報請立法院
備查。」因應當前循環經濟發展及台商回流之趨勢，規劃妥善完備量能足夠之環保基礎設
施允為重中之重的政策優先項目。
四、另為遏止不法棄置案件的猖獗，在行政管制作法上尤應輔以目前發展成熟之 AI 技術，結合
車機即時影像及影像辨識系統，並課相關業者對於事廢清運機具以裝置及維持正常運作的
責任義務，同時課處理機構以裝置具即時連線功能之影像錄製系統及維持正常運作的責任
義務，爰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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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具影像辨識功能之即時追蹤系
統並維持正常運作。」另增訂同條第六項之規定為「處理機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
格，裝置具即時連線功能之影像錄製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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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四十條之一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一條

條

文

經中央主管機關

現

行

第三十一條

條

文

說

明

經中央主管機關

一、為遏止不法棄置案件的猖

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
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

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
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

獗，在行政管制作法上尤應
輔以目前發展成熟之 AI 技

列事項：
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列事項：
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術，結合車機即時影像及影
像辨識系統，讓心存不軌之

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違法者無所遁形，課相關業
者對於事廢清運機具以裝置

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
，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

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
，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

及維持正常運作的責任義務
；爰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三

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
更時，亦同。

物產生、清理有關事項變
更時，亦同。

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
為「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格式、項目、內容、頻率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格式、項目、內容、頻率

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規格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裝置具影像辨識功能之即
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

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利用

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利用

。」
二、另課處理機構以裝置具即

、輸出、輸入、過境或轉
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

、輸出、輸入、過境或轉
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

時連線功能之影像錄製系統
及維持正常運作的責任義務

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
不在此限。

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
不在此限。

；爰增訂第六項之規定為「
處理機構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

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

所定之規格，裝置具即時連
線功能之影像錄製系統並維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
規格，裝置具影像辨識功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
規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能之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
正常運作。

並維持正常運作。
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

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

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
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

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

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
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

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事業依規定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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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事業依規定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提報

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提報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文件時，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文件時，
得一併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

得一併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查。俟環境影

）主管機關審查。俟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通過後，由直轄

響評估審查通過後，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逕予

市、縣（市）主管機關逕予
核准。

核准。
清除、處理第一項指定

清除、處理第一項指定
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

公告之事業所產生之事業廢
棄物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

棄物者，應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辦理申報。

規定辦理申報。
處理機構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之規格，裝置具即
時連線功能之影像錄製系統
並維持正常運作。
第三十九條之一

再利用產品

第三十九條之一

再利用產品

一 、 根 據 環 保 署 統 計 ， 2020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由中央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公告者，由中央

年共有 1,951 萬噸之事業廢
棄物產生，其中有高達 85%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其流
向追蹤管理，必要時並實施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其流
向追蹤管理，必要時並實施

的事廢係以「再利用」方式
處理，15%的事廢以焚化等

環境監測：
一、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

環境監測：
一、用於填海或填築土地者

方式處理。然而，近年來事
業廢棄物違法棄置於農地、

。
二、有不當利用、污染環境

。
二、有不當利用、污染環境

魚塭的現象已達遍地烽火的
狀態，顯示占事廢處理最大

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宗的「再利用」處理方式之
追蹤管制及查核均有未臻確

定需加強管制者。
前項再利用產品之流向

定需加強管制者。
前項環境監測之監測項

實之虞，此與現行廢棄物清
理法第三十九條之一的規定

追蹤管理、環境監測之監測
項目、採樣頻率、樣品採樣

目、採樣頻率、樣品採樣方
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他

，係將再利用之管理分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管理

方法、檢測方法與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導致權責分散執法寬嚴不
一易啟不肖業者鑽營漏洞有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

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關。
二、為統一事權，爰修正本條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規定，將再利用產品
之相關流向追蹤及環境檢測
之辦法改由中央主管機關主
政訂定，由其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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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
應就全國事業廢棄物之產生

一、本條新增。
二、環境基本法第十六條規定

量，負責規劃設置足夠之再
利用及處理量能設施，依據

，「各級政府對於土地之開
發利用，應以高品質寧適和

第二十八條至第四十條之規
定訂定全國事業廢棄物再利

諧之環境為目標，並基於環
境資源總量管制理念，進行

用及處理量能設施設置推動
計畫據以實施並逐年列管。

合理規劃並推動實施。」「
前項規劃，應優先考慮環境

中央主管機關前項推動
情形應每年報請立法院備查

保護相關設施。」上開規定
，無異已然勾勒出政府對於

。

環境保護相關設施的優先規
劃責任。但對照現行廢棄物
清理法有關政府對於全國事
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能量的掌
握及規劃卻缺乏一個統籌規
劃輔導設置的機關，以致對
於全國處理量能的盤點與掌
握暨不足時的因應並無一個
中央權責機關總司其責。
三、爰在現行廢棄物清理法中
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明確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就全國
事業廢棄物之產生量，負責
規劃設置足夠之再利用及處
理量能設施，依據第二十八
條至第四十條之規定訂定全
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處理
量能設施設置推動計畫據以
實施並逐年列管。中央主管
機關前項推動情形應每年報
請立法院備查。」因應當前
循環經濟發展及台商回流之
趨勢，規劃妥善完備量能足
夠之環保基礎設施允為重中
之重的政策優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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