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21日 

發文字號：環署土字第 1091165840號 

主旨：檢送「土壤離場專案設施申請與審查注意事項」1份，請貴局依相關規定

辦理，請查照。 

說明： 

      依本署108年10月2日環署土字第1080072964號函（諒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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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離場專案設施申請與審查注意事項 

109.09.17 

一、 依據 

為推動污染土壤離場採多元化處理及再利用方式管理，本

署於 108年 10月 2日環署土字第 1080072964號函釋離場處理

得透過土污法專案審查方式辦理，且既有委託具有污染土壤（S

類代碼）之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之制度仍持續執行。 

為利業者申請土污法專案設施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查作業，爰說明土污法專案設施之申請與審查程序。 

二、 土污法專案設施申請程序 

(一) 針對採取應變必要措施或污染控制或整治方法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若涉及土壤離場處理者，且土壤離場處理

設施非屬具有污染土壤（S類代碼）之處理或再利用機構者，

污染場址得與業者共同提出土壤離場專案設施納入應變必

要措施、控制或整治計畫中，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查後據以實施。 

(二) 污染場址除了應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

督作業要點」、「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及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撰寫指引」規定，說明有關

離場處理方式、設施與污染控制等相關內容，並應提出「土

壤離場專案設施資料」。 

(三) 有關「土壤離場專案設施申請說明」如附件 1 所示，內容

包括基本資料、製程說明、污染防制設施、產品說明及相關

附件等。 

三、 土污法專案設施審查程序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之控制計畫、整治計畫及應

變必要措施，若其內容含有土壤離場專案設施時，相關審

查作業方式建議如圖 1所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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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土壤離場專案設施審查流程 

 

註 1：由污染場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土壤離場專案設施資料及現勘

審查，審查委員除邀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外，並可視土壤離場

專案設施之特性邀集 1~3位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協助共同審查；若污染場址與

所提出之土壤離場專案設施位於不同縣市，污染場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邀集專案設施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參與審查。 

註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土壤離場專案設施審查時，如業者涉及空、水、

廢等環保許可變更規定時，建議與相關單位進行橫向聯繫溝通，考量透過平行審

查之方式，以達簡政便民及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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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之控制計畫、整治計

畫及應變必要措施，若其內容含有土壤離場專案設施之內

容時，將由污染場址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土壤離場專案設施資料及現勘審查，審查委員除邀集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外，並可視土壤離場專

案設施之特性邀集 1~3位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協助共同

審查，審查技術之可行性、相關運作是否符合現行法令規

範、二次污染防治、產品品質流向等。 

(二) 經審查核准之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包含專

案設施時，污染場址所在地環保局應發文通知專案設施與

污染場址，並副知專案設施所在地環保局及本署土污基管

會，以利管理。有關發文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1. 專案設施名稱、地址、負責人、聯絡人。 

2. 收受之污染土壤來源場址名稱、污染土壤性質、污染土

壤重量。 

3. 污染土壤離場處理方式。 

4. 離場處理後產品名稱、用途。 

5. 其他經環保局指定者。 

(三) 經審查核准之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包含專

案設施時，專案設施並須符合空、水、廢等相關許可規範，

場址須通過處置計畫書之審查，實際離場時亦須進行網路

申報作業，網路申報流程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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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土壤離場專案設施申請說明 

109.09.17 

一、 基本資料 

(一) 設施名稱 

(二) 設施地址 

(三) 負責人姓名 

(四) 聯絡人姓名 

(五) 聯絡人電話 

(六) 聯絡人信箱 

二、 製程說明 

(一) 進廠管制方式 

1. 進廠管制流程  

2. 允收標準 

(二) 污染土壤貯存設施 

1. 貯存設施與容量【貯存設施照片檢附於附件 2】 

2. 貯存設施說明【標示示意照片檢附於附件 3】 

(三) 廠區裝設 CCTV情形 

1. CCTV裝設地點與數量(裝設地點應包含廠區車輛出入口、磅秤設備、

廠內車行路徑、污染土壤貯存區、再利用製程投入口、再利用製程、

再利用製程出料口、產品貯存區)【CCTV裝設地點示意圖檢附於附

件 4、CCTV拍攝影像畫面檢附於附件 5】 

2. 影像紀錄方式 

3. 影像保存期限(至少保存 12個月) 

(四) 再利用流程 

1. 再利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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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利用設備 

(五) 再利用作業期程 

三、 污染防制設施說明 

(一) 污染防制設施 

1. 空污防制設備 

2. 廢水處理設備 

3. 其他 

(二) 污染排放檢測 

四、 產品說明 

(一) 產品名稱 

(二) 產品用途 

(三) 產品規格 

(四) 產品品質標準與檢測 

(五) 產品貯存設施與容量【貯存設施照片檢附於附件 6】 

(六) 產品銷售對象 

(七) 產品不符產品規格時之處置方式 

五、 應檢附附件 

附件 1 廠區配置圖 

附件 2 污染土壤貯存設施照片 

附件 3 污染土壤貯存設施標示來源場址名稱、性質之示意圖 

附件 4 CCTV裝設地點說明 

附件 5 CCTV拍攝影像畫面 

附件 6 產品貯存設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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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土壤離場專案設施網路申報流程 

109.09.17 

 

土壤離場專案設施網路申報流程如下圖所示，與一般污染土壤離場之作業流程大致相同

（請參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站『污染土壤離場專區』之宣導講義），不同處詳見下圖

灰底標示處，以及附錄之作業流程。 

 

污染土壤離場專案設施於

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或應變必

要措施核定

於https://ems.epa.gov.tw/

申請管制編號

(針對無管制編號之場址)

登入https://ems.epa.gov.tw/

填寫處置計畫書

(廢棄物代碼選取S-03類代碼

再利用方法選取S92專案設施)
登入

http://waste1.epa.gov.tw/IWMS

審查及核定處置計畫書

開通場址端申報聯單權限

(針對無申報權限之場址)

開通收受端申報權限

(針對無再利用身分之收受端)

(詳附錄1)
土壤離場前，

登入http://waste.epa.gov.tw/

於申報區設定基線資料及聯單

拉選 (詳附錄2)

清除者

登入http://waste.epa.gov.tw/

於申報區確認聯單

收受者

登入http://waste.epa.gov.tw/

於申報區確認聯單 (詳附錄3)

登入http://waste.epa.gov.tw/

於申報區確認聯單

場址端 清除者及收受者 環保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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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主管機關開通收受端再利用身分流程 

1-1 於 http://waste1.epa.gov.tw/IWMS 鍵入自然人憑證密碼登入 

 

 

1-2 點選列管維護-列管名單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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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新增列管對象下拉選單選區再利用者並點選新增 

 

 

1-4 填寫收受端資料後按傳送資料即完成開通再利用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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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事業(場址)端申報流程 

2-1 於 http://waste.epa.gov.tw/，點選申報區，鍵入管制編號及密碼登入 

 

 

2-2 點選委託或共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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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拉至事業機構申報並點選土壤離場申報專區 

 

 

2-4 於基線資料點選污染土壤離場廢棄物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污染土壤離場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污染土壤貯存情形申報 

「請維護前月月底廠內或廠外所有污染土壤之貯存情形現況」 

產出污染土壤於廠內或廠外貯存情形申報 

(每月 5 日前連線申報前月月底污染土壤貯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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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點選新增廢棄物代碼 

 

 

2-6 於污染土壤代碼選取 S-03 類代碼 

清理方式選擇 S92(專案設施) 

 
  

選取S92專案設施

選取S-03類

（同一來源污染土壤代碼若有不同之描述，可以新增污染土壤代碼進行新增與設定之動作。※） 新增污染土壤代碼 

污染土壤代碼 

污染土壤離場整體管制號碼 

污染土壤離場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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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設定完後至上一層之再利用三聯單申報點選申報 

 

 

2-8 鍵入聯單資料後即可拉出案傳送資料即可拉出聯單 

 
  

S-0311 S92

污染土壤離場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污染土壤貯存情形申報 

產出污染土壤於廠內或廠外貯存情形申報 

(每月 5 日前連線申報前月月底污染土壤貯存情形) 「請維護前月月底廠內或廠外所有污染土壤之貯存情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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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收受端申報流程 

3-1 於 http://waste.epa.gov.tw/，點選申報區，鍵入管制編號及密碼登入 

 

 

3-2 點選委託或共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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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拉至再利用者申報並點選土壤離場申報專區 

 

 

3-4 於聯單收受申報之收受再利用三聯單申報點選再利用前申報，鍵入資料後即完成聯單收

受之申報，於再利用後點選在利用後申報鍵入資料後即完成聯單再利用後申報 

 

污染土壤貯存情形申報 

(每月 5 日前連線申報前月月底污染土壤貯存情形) 

| 收受污染土壤離場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 產出污染土壤離場整體管制號碼設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