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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30 日 

發文字號：環署土字第 1060067989 號 

主旨：為取得污染土壤 S 類代碼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處理

機構及再利用機構，惠請依說明內容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 為強化污染土壤離場流向管理及改善申報作業方式，取得污染土

壤 S 類代碼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處理機構及再利用機

構，應自文到次日起，於本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之土壤

離場申報專區進行營運紀錄申報作業，再利用機構另需於污染土

壤預定進入製程前 10 個工作日，進行再利用前網路通報作業。 

二、檢附「污染土壤營運紀錄申報流程」及「污染土壤再利用前網路

通報流程」資料各 1 份，請參照辦理。營運紀錄申報或再利用前

通報流程如有疑問請洽本署(02)23832389 #8408 劉先生或污染土

壤離場諮詢專線：(02)2528-1208 王先生、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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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污染土壤營運紀錄申報流程 

 

一、功能說明： 

依「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

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第 8 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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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3款第 3目至第 6目設置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構、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再利用許可之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再利用管理辦法之管理方

式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之事業，應於每月 10 日前主動連線申報其前月之

營運紀錄，如有報請暫停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之狀況時亦同；廢棄物處理或再利

用機構並應另於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完成後，申報其完成日期。 

污染土壤營運紀錄功能為提供取得污染土壤 S 類代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及再利用機構申報收受非指定公告事業（以下稱非列管事業）委託清理之污

染土壤使用，須依前述規定於每月 10日前定期申報前月之營運紀錄；如未收受，

仍需申報為 0，以掌握營運情形。 

營運紀錄申報項目包含： 

(一) 接受委託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污染土壤之來源、種類及描述、數量、收受

日期、方法、過程、使用清除機具及流向去處等資料。清除、處理或再利

用廢棄物種類如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時，應一併申報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15條規定應填具之一式六聯遞送聯單單號。 

(二)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所收受之污染土壤，如經處理後可轉變成原物料、

半成品或成品，應申報製成各項產品之廢棄物（含污染土壤）種類、使用

量及其產品之名稱、用途範圍、產出量、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

相關資料。 

(三) 再利用機構所收受之污染土壤，應至「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網址：

https://rms.epa.gov.tw/RMS/」申報其產品產量、庫存、銷售量及流向等相

關資料；申報時，機關部會應選擇『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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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操作說明： 

(一) 進入營運紀錄申報介面 

1. 於 http://waste.epa.gov.tw/，點選「申報區」，輸入管制編號及密碼登

入。 

 

 

2. 點選「委託或共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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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機構所屬之類別（清除機構、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下拉至「

清除/處理/再利用者申報」，點選「土壤離場申報專區」。 

 

 

4. 於「營運紀錄申報」，點選「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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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入營運紀錄申報介面，包含「營運資料維護」、「營運資料填報」、

「營運資料統計查詢」及「營運資料申報」等 4項主要功能。 

 

 

 

 

 

清除者介面 

處理者介面 

再利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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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資料維護」功能 

第一次申報需先填寫「營運資料維護」，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機構

皆需填寫包含「基本資料維護」、「廢棄物（污染土壤）整體管制號碼設

定」及「接受指定公告事業以外之廢棄物（污染土壤）委託單位基本資料

」；處理機構尚需填寫「處理後－產品資料維護」及「處理後－產品銷售

流向之對象基本資料」；再利用機構尚需填寫「再利用方式填報」，以便

後續申報營運紀錄。步驟如下： 

 

1. 「基本資料維護」填報 

1.1 清除機構 

需填寫清除機構所在地址、車輛停放地點、貯存或轉運站地點、

清除方法等資料，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 

 

 

  

AA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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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處理機構/再利用機構 

需填寫處理機構/再利用機構之貯存或轉運站地點，填寫完畢後點

選『儲存』。 

 

 

2. 「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填報 

需填寫接受之廢棄物（污染土壤）基本資料，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

，資料會出現於下方列表中；若接受多種污染土壤種類，需依污染土

壤之性質逐一填寫。『廢棄物編號』可以自行設定，以利後續每月申

報營運紀錄時能快速辨識及選取。 

 

 

  

BB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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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受指定公告事業以外之廢棄物委託單位基本資料」 

需填寫收受非列管事業之廢棄物（污染土壤）之委託單位基本資料，

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資料會出現於下方列表中；若委託單位數

量多，需逐一填寫。「委託單位編號」可以自行設定，以利後續每月

申報營運紀錄時能快速辨識及選取。 

 

 

4. 「處理後－產品資料維護」 

處理機構若於處理後會產生產品時，需填寫處理後產品之基本資料，

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資料會出現於下方列表中；若產生之產品

種類多，需逐一填寫。『編號』可以自行設定，以利後續每月申報營

運紀錄時能快速辨識及選取。 

 

  

 

 建築材料 

 建築材料  230101 

 230104 

 060014 

 卜特蘭水泥 

 高爐水泥 

 建築材料   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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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處理後－產品銷售流向之對象基本資料」 

處理機構若於處理後會產生產品時，尚需填寫產品銷售流向與對象之

基本資料，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資料會出現於下方列表中；若

銷售對象數量多，需逐一填寫。『編號』可以自行設定，以利後續每

月申報營運紀錄時能快速辨識及選取。 

 

 

6. 「再利用方式填報」 

再利用機構需填寫再利用方式及產品等基本資料，填寫完畢後點選『

儲存』，資料會出現於下方列表中；若再利用方式或產品數量多，需

逐一填寫。『再利用方式編號』可以自行設定，以利後續每月申報營

運紀錄時能快速辨識及選取。 

 

 

  

 

 經濟部 OO 號 

 環保署 OO 號 

 紅磚  230068 

 060014  土石 

 紅磚製程 

 水洗酸洗製程 

 通案再利用 

 個案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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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運資料填報」功能 

清除機構、處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需於每月 10日前申報前一個月之

營運紀錄資料，因此，在申報時限之前，機構可隨時進行營運資料填報。

步驟如下： 

 

1. 營運資料填報 

1.1 清除機構 

1.1.1 先選擇填報月份。 

 

 

1.1.2 填報營運資料，其中，選取『廢棄物編號』時，對應之廢棄

物（污染土壤）基本資料會出現於下方，需確認所選取為正

確之『廢棄物編號』；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資料會出

現於下方列表中。若需填報多筆營運資料，需逐一填寫。 

 

  

AA 股份有限公司 

AA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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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處理機構 

1.2.1 先選擇填報月份。 

 

 

1.2.2 填報營運資料，其中，選取『廢棄物編號』時，對應之廢棄

物（污染土壤）基本資料會出現於下方，請確認所選取為正

確之『廢棄物編號』；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資料會出

現於下方列表中。若需填報多筆營運資料，需逐一填寫。 

 

  

BB 股份有限公司 

BB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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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再利用機構 

1.3.1 先選擇填報月份。 

 

 

1.3.2 填報營運資料，其中，選取『廢棄物編號』時，對應之廢棄

物（污染土壤）基本資料會出現於下方，請確認所選取為正

確之『廢棄物編號』；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資料會出

現於下方列表中。若需填報多筆營運資料，需逐一填寫。 

 

 

  

CC 股份有限公司 

CC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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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資料修改 

2.1 進入「營運資料填報」頁面 

 

2.2 先選擇欲修改營運資料之月份。 

 

 

2.3 己申報之營運資料會出現於畫面下方，若需修改營運資料，點選

該筆資料右方之『修改』功能，該筆資料會顯示在畫面上方，直

接修改資料後，點選『修改』，以完成資料修改。營運資料在正

式申報送出前（每月 10日前需正式申報），均可進行修改。 

 

 

  

AA 股份有限公司 

AA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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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資料刪除 

2.1 進入「營運資料填報」頁面 

 

2.2 先選擇欲刪除營運資料之月份。 

 

 

2.3 己申報之營運資料會出現於畫面下方，若需刪除營運資料，點選

該筆資料右方之『刪除』功能，畫面跳出『請確認是否刪除資料』

之彈跳視窗，點選『確定』，以完成資料刪除。 

 

  

AA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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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庫存量申報（處理機構須填報） 

4.1 先選擇填報月份。 

 

 

4.2 填報產品庫存量，其中，選取『產品編號』時，對應之產品基本

資料會出現於下方，請確認所選取為正確之『產品編號』；填寫

完畢後點選『儲存』，資料會出現於下方列表中。若需填報多筆

營運資料，需逐一填寫。 

 

  

 230101 

 230104 

 230101-卜特蘭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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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品銷售流向申報（處理機構須填報） 

5.1 先選擇填報月份。 

 

 

4.2 填報產品銷售流向，其中，選取『銷售對象編號』及『產品編號』

時，對應之銷售對象及產品基本資料會出現於下方，請確認所選

取為正確之『銷售對象編號』及『產品編號』；填寫完畢後點選

『儲存』，資料會出現於下方列表中。若需填報多筆營運資料，

需逐一填寫。 

 

  

 230101-卜特蘭水泥 

 230104-高爐水泥 

 060014-土石 

 建築材料 

 建築材料 

 建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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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營運資料統計查詢」功能 

填報營運紀錄後，可以透過查詢功能，查詢及確認所申報資料之正

確性。步驟如下： 

 

1. 進入「營運資料統計查詢」介面，選擇欲查詢之條件後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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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詢結果將列表呈現。點選處理量後，可進入查看詳細資料，並可以

點選『EXECL 下載』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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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運紀錄申報」功能 

1. 正式申報（每月 10 日前正式申報） 

填報營運紀錄後，需於每月 10日前將前一個月之營運紀錄資料正

式申報送出，以完成該月份營運紀錄申報。步驟如下： 

 

1.1 進入「營運紀錄正式申報（送出）」介面，選擇欲正式申報之年

份、月份後，點選『正式申報營運資料』按鈕。 

 

 

1.2 當畫面跳出『資料儲存成功』之彈跳視窗後，即表示該月份之資

料傳送成功。 

 

 

  

CC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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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紀錄自行補正（每月 10 日前） 

正式申報營運紀錄後，若於申報期限（每月 10 日）前需修改申報

資料，請至「營運紀錄自行補正（每月 10日前）」介面，復原申報資

料後，進行資料修改及再次申報作業。步驟如下： 

 

2.1 進入「營運紀錄自行補正（每月 10日前）」介面，選擇欲補正之

年份、月份後，點選『營運情形申報復原』按鈕。 

 

 

2.2 當畫面跳出『已復原』之彈跳視窗後，需至「營運資料填報」介

面，進行資料填報或修改。 

 

 

2.3 請於每月 10日前完成資料填報或修改，完成後需至「營運紀錄正

式申報(送出)」介面，重新將資料正式申報送出，以完成該月份營

運紀錄申報。 

 

  

CC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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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紀錄自行補正（每月 10 日後） 

已完成營運紀錄正式申報後，若於申報期限（每月 10 日）之後需

修改申報資料，請至「營運紀錄自行補正（每月 10 日後）」介面，進

行資料補正，並需說明資料修改之原因。步驟如下： 

 

3.1 進入「營運紀錄自行補正（每月 10日後）」介面，選擇欲補正之

年份、月份，並勾選或填寫修改原因後，點選『營運情形申報復

原』按鈕。 

 

 

3.2 當畫面跳出『已復原』之彈跳視窗後，需至「營運資料填報」介

面，進行資料填報或修改。 

 

 

3.3 資料填報或修改完成後，需至「營運紀錄正式申報(送出)」介面，

重新將資料正式申報送出，以完成該月份營運紀錄申報。 

CC 股份有限公司 



1 

附件二、污染土壤再利用前網路通報流程 

 

一、功能說明： 

再利用機構收受污染土壤，需於污染土壤預定進入製程前 10 個工作日，線

上填寫「污染土壤再利用前通知單」，填寫內容包含聯絡資料、預定再利用作業

內容等。填寫完成後需「通報」主管機關，以利環保署掌握及管理再利用機構之

運作。 

 

二、系統操作說明： 

(一) 通報 

1. 於 http://waste.epa.gov.tw/，點選「申報區」，輸入管制編號及密碼登

入。 

 

 

2. 點選「委託或共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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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拉至「再利用者申報」，點選「土壤離場申報專區」。 

 

 

4. 點選「污染土壤再利用前通知單」。 

 

 

5. 填寫「污染土壤再利用前通知單」，其中，『二、其他』欄位需填寫

本次通知單內容屬個案、通案或試驗計畫再利用內容。 

如填寫內容尚未完成，請點選『暫存』將己填寫資料儲存，待資料確

認後再進行修改；如填寫內容己確認無誤，請點選『通報』，以完成

再利用前通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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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報結果查詢 

1. 點選「再利用前通知查詢」。 

 

 

2. 選擇以『通報日期』或『進入製程再利用日期區間』作為查詢條件，

點選『送出查詢』。 

 

 

3. 針對查詢結果，可點選『瀏覽』進行資料查看，或將資料下載為 Exec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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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報結果修改 

1. 通報後資料如需修改，請於「再利用前通知查詢」查詢該筆通報資料。 

 

 

2. 找到該筆通報資料，點選『瀏覽』。 

 

 

3. 系統會跳出該筆通報資料，直接進行資料修改，修改後需點選『再次

通報』，以儲存修改內容及再次通報主管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