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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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541 號

案由：本院委員蘇治芬等 20 人，鑑於近期事業廢棄物之處理仍面臨
處理設施不足或去化管道受阻等問題，爰擬具「廢棄物清理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有鑑於近期事業廢棄物之處理仍面臨處理設施不足或去化管道受阻等問題，爰提案修正廢棄
物清理法，強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包括應設置專責管理單位，訂定所管事業之事
業廢棄物減量、回收、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方案等。另為拓展廢棄物處理管道，要求工業
區及科學園區內應訂定完善廢棄物管理制度，成立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
，且針對目前無處理管道之廢棄物，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自給自足之廢
棄物處理設施，以完善整體事業廢棄物之管理。修法重點如下：
一、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設置專責單位，規劃全國事業廢棄物之減量、回收、清除、
處理、再利用工作及流向管制，並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方案。（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明定全國事業廢棄物之減量、回收、清除、處理、再利用工作及流向管制，應確實依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方案辦理。（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三、明定工業區及科學園區應設置專責廢棄物管理單位，並應於區內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目前無法處理之廢棄物應檢討方案內容，並規劃自行或輔導設置事
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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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五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

條

第五條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

一、為明確定義廢棄物清理法

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

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

所稱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係指事業廢棄物產生者之

鎮、市）公所。本法所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事

鎮、市）公所。
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

主管機關，故於第一項增列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定

業廢棄物產生者之中央主管
機關。

，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
清除、處理及廢棄物稽查工

義。
二、目前全國事業廢棄物欠缺

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
，辦理一般廢棄物之回收、

作。
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

整體完整規劃，為使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於權責落

清除、處理及廢棄物稽查工
作。

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
用地，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

實全國事業廢棄物之管理工
作，增列第三項規定，明定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設置專責單位，規劃所管

配合取得用地。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設
置專責單位，規劃全國事業

事業之事業廢棄物減量、回
收、清除、處理、再利用工

除、處理，在直轄市由直轄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之；在

廢棄物之減量、回收、清除
、處理及再利用工作，並會

作及事業廢棄物流向管控，
並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事

省轄市由省轄市環境保護局
為之；在縣由鄉（鎮、市）

同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方案。

業廢棄物之減量、回收、清
除、處理、再利用及流向管

公所負責回收、清除，由縣
環境保護局負責處理，必要

控方案，且應每四年檢討一
次。

時，縣得委託鄉（鎮、市）
公所執行處理工作。

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
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
十四日前，縣環境保護局應

用地，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
配合取得用地。

依前項規定完成一般廢棄物
工作調整，由縣環境保護局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
除、處理，在直轄市由直轄

統一處理。
第二項一般廢棄物回收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之；在
省轄市由省轄市環境保護局

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但直轄市、縣（市）主管

為之；在縣由鄉（鎮、市）
公所負責回收、清除，由縣

機關得視轄區內特殊需要，
增訂其他一般廢棄物回收項

環境保護局負責處理，必要
時，縣得委託鄉（鎮、市）

目，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公所執行處理工作。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
十四日前，縣環境保護局應
依前項規定完成一般廢棄物
工作調整，由縣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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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處理。
第二項一般廢棄物回收
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但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視轄區內特殊需要，
增訂其他一般廢棄物回收項
目，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
第二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減
量、回收、清除、處理、再

第二十八條 事業廢棄物之清
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

為使全國事業廢棄物之減量、
回收、清除、處理、再利用工

利用工作及流向管制，應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處理。

作及流向管制，確實依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方案辦

之方案辦理。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

二、共同清除、處理：由事
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理，爰增列第一項規定。

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
式為之：

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
類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

一、自行清除、處理。
二、共同清除、處理：由事

機構清除、處理。
三、委託清除、處理：

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設立清除、處理該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
清除、處理該類廢棄

類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
機構清除、處理。

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三、委託清除、處理：
(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

理。
(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

清除、處理該類廢棄
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

託其清除、處理。
(三)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

除處理機構清除、處
理。

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
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
託其清除、處理。

清除、處理。
(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

(三)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

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
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

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清除、處理。

、處理。
(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

(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
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

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
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

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
、處理。

間機構設置之廢棄物
清除處理設施清除、

(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與主辦機

處理。
(六)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

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
間機構設置之廢棄物

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
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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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處理設施清除、
處理。

理設施處理。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六)委託依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所訂管理辦法許

可之方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
理設施處理。

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
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之方式。

業廢棄物之事業，其清除機
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事業，應置專業技術人

之條件、許可、許可期限、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

員，其採自行清除、處理事
業廢棄物之事業，其清除機

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具及處理設施或設備應具備
之條件、許可、許可期限、

之。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
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
級、許可、許可期限、廢止

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
之。

、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

第二項第二款共同清除
處理機構應具備之條件、分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

級、許可、許可期限、廢止
、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營運

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所

、操作紀錄與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

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
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

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第二項第三款第三目所
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機關定之。

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人員
設置、營運、操作紀錄與其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及
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

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
人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

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二項第三款第四目及

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

第五目所設置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設施應具備之專業技術

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執

人員設置、營運、操作紀錄
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
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機關定之。

般廢棄物後，仍有餘裕處理
能量，始得為之，並依直轄

第二項第三款第二目執
行機關受託清除處理一般事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
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

第一項第二款共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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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廢棄物，應於處理下列一
般廢棄物後，仍有餘裕處理

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能量，始得為之，並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定

定辦理申報：
一、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
標準收費，並配合該事業依

二、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
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辦理申報：

區域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
處理者。

一、屬指定清除地區內者。
二、屬依第七條及地方制度

三、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
度者。

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之
區域性聯合及跨區域合作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
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

處理者。
三、屬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調

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
廢棄物。

度者。
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
執行機關處理第六項第一款

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設施，不
得合併清除、處理有害事業

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
，於必要時得統一調度使用

廢棄物。
中央主管機關於不影響

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被調度者不得拒絕。

執行機關處理第七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一般廢棄物情形下

前項統一調度之條件、
方式、費用及其他應遵循事

，於必要時得統一調度使用
現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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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

新設工業區及科

第三十二條

新設工業區及科

為妥善管理工業區及科學園區

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

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

內產生之廢棄物，明定區內應
設置專責廢棄物管理單位，並

設置專責單位管理區內產生
之廢棄物，並於區內規劃設

於區內或區外規劃設置事業
廢棄物處理設施；並於事業

為確保廢棄物去化無虞，區內
應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並
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

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
，該工業區及科學園區始得

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完成後，該工業區及科學園
區始得營運。

營運。
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

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
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本法

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本法
修正通過後六個月內，規劃

修正通過後六個月內，規劃
完成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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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後，最遲於中華民國九

核准後，最遲於中華民國一
百一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
設置。

完成設置。
第三十三條

事業無法自行處

第三十三條

事業無法自行處

針對無處理設施之事業廢棄物

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

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主動檢
討整體方案，並規劃自行或輔

供委託處理時，事業應妥善
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供委託處理時，事業應妥善
貯存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爰修正第一項規定，並增列第

。

二項規定。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

。必要時，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向事業收取費用，自行

前項特殊性事業廢棄物之清
除、處理，應檢討納入第五

或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
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之。

條所定之方案，並規劃自行
或輔導設置前項事業廢棄物
處理設施。
第三十四條

（刪除）

第三十四條

事業無法自行清

理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亦無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可
供委託處理時，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公告特定地區之
事業，應將其事業廢棄物，
送至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自行或輔導設置之事業廢棄
物處理設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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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整併至第三十三條，
爰刪除本條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