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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場專區 Q&A  

離場定義及制度： 

Q01 何謂土壤離場？ 

A01 挖除之土壤離開列管之範圍，即為污染土壤離場。 

 

Q02 同一列管場址範圍內污染土壤之搬動屬於離場嗎？ 

A02 離場定義指挖除之土壤離開列管範圍，因此，若列管範圍包含多筆地號，而污染土

壤從其中一筆地號搬移到另一筆地號，只要未離開列管範圍，不屬於離場；但行經

過程包含未被列管範圍(如:道路)，屬離場。  

 

 

 

 

 

Q03 土壤離場屬廢清法公告之事業之判定，應為場址決定採土壤離場方式處理時，或實

際進行土壤離場時？ 

A03 污染土壤實際離開管制之範圍才屬公告列管之污染土壤離場之場址。 

 

Q04 若於控制或整治場址裡，有工程開挖出來的土壤，該土壤無污染，離場時如何處理？ 

A04 若控制或整治場址裡開挖出之土壤無污染，此非屬污染土壤離場範圍，應依營建剩

餘土石方相關規範辦理。 

 

Q05 若不屬於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列管場址，而由事業自行發現土壤遭污染，欲採離場處

理或再利用時如何處理？ 

A05 倘場址屬土污法 8、9 條自行調查發現之污染土壤場址或非屬「指定廢棄物清理法

第 2條第 1項第 2款之事業」第 1項第 34款所稱之場址，若欲採行離場處理方式

處理污染土壤，應先行調查本場址超出管制標準之污染物並對應其所屬之 S 類代

碼，委託具 S類代碼許可之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機構進行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清

運過程中免上網申報，但應自行以書面聯單遞送，且於處理或再利用完成後取得處

理完成證明文件，並完善保存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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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6 離場之污染土壤中污染物種類超過 1種時，其所屬之 S類代碼如何判定？ 

A06 當離場之污染土壤中污染物種類超過 1 種時，若屬有害廢棄物，應以超出 TCLP 標

準倍數較高之污染物代碼進行申報，若屬一般廢棄物，應以超出管制標準倍數較高

之污染物代碼進行申報。 

 

Q07 污染土壤離場清運廢棄物代碼之 S-0199及 S-0299適用範圍？ 

A07 S-0199係指未超出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其他污染土壤，S-0299係指超出有害

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其他污染土壤，上述 2項污染土壤代碼，係為因應未來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如有新增土壤污染管制項目時，在尚未依新增項目之污染物成

分特性增訂新代碼前，基於場址環境安全相關考量而有迫切之離場貯存或處理需求

時，本署將函示該新增污染土壤管制項目之合適處理方法並以此代碼進行申報。 

 

Q08 場址之採樣調查作業是否應辦理 TCLP檢測？ 

A08 污染土壤離場之場址離場為廢清法公告列管之事業，故污染土壤離場之場址皆須辦

理 TCLP檢測。 

 

Q09 在控制(整治)計畫撰寫階段，如委託處理機構後續需發包，無法提出處理單位同意

收受進場同意書，該如何辦理？ 

A09 106年 6月 6日環署土字 1060041806函，控制(整治)計畫撰寫指引第八點之應檢附

處理單位同意收受進場同意書，原意旨計畫提出者於規劃階段需明確提出至少一家

之處理或再利用機構同意收受處理，俾利後續委託處理，如於控制(整治)計畫書撰

寫階段無法提出，可於計畫書中說明，環保局得依個案實際情形審酌同意辦理。 

 

Q10 農地污染土壤濃度較一般污染土壤低，是否有其他許可處理方式？ 

A10 106年 5月 22日環署土字第 1060037812函，農地重金屬土壤濃度高於「食用作物

農地土壤管制標準」且低於「有害廢棄物毒性溶出試驗標準」，得作為掩埋場覆土

使用，執行時應依掩埋場覆土作業與相關管理規範辦理，且需採網路申報流向。106

年 7月 28日環署土字第 1060053309函，農地重金屬土壤濃度高於「食用作物農地

土壤管制標準」且低於「一般土壤管制標準」，得作為公共工程利用，為應符合相

關公共工程規範及環保法令規定，且需採網路申報流向，完成使用後若重金屬全量

檢測高於「一般土壤監測標準」，應持續定期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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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土壤離場貯存、清除、處理： 

Q01 污染土壤未離場前，不受「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管制。惟當

業者已挖除污染土壤時，是否仍應符合相關貯存規定，以避免二次污染？ 

A01 污染土壤離場之為廢清法公告列管之事業，具離場行為之場址內之污染土壤皆須符

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管制。 

 

Q02 污染土壤是否可採場外貯存方式？ 

A02 場外貯存方式須先取得貯存地點所在地環保局同意，並於控制/整治計畫或應變必

要措施中敘明，經場址所在地環保局核定後實施。另污染土壤離場後即屬廢清法管

轄之事業廢棄物，貯存地點須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95.12.14 修正)之規定，如:有害與一般廢棄物分開貯存、貯存地點須有明確標示等

等。 

 

Q03 污染土壤離場之清運機具是否須具備 GPS？ 

A03 控制/整治計畫撰寫指引要求清運離場污染土壤之機具須配備符合「事業廢棄物清

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規格及操作維護事項」規定之 GPS。 

 

Q04 若離場道路狹小，未能以既有具備 GPS車輛進行運輸該如何辦理？ 

A04 針對離場道路狹小、未能以既有具備 GPS車輛進行運輸之情形(如:農地田埂道路寬

度不足)，應於控制、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中敘明原因並提出替代方案，經環

保局審查同意後執行。 

 

Q05 事業是否可採自行處理之方式收受子廠之污染土壤進行處理？ 

A05 考量污染土壤離場新制剛啟動，經環保署內部討論後決議暫不開放污染土壤自行處

理之途徑。 

 

Q06 具備 S代碼處理/再利用許可機構能否處理自有污染土壤？ 

A06 若列管範圍涵蓋整個處理/再利用機構屬現地處理範疇，於控制/整治計畫或應變必

要措施中敘明，經場址所在地環保局核定後實施。若列管範圍未涵蓋處理/再利用

機構之製程設備區，應依離場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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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計畫書： 

Q01 是否自 103年 7月 1日起，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即需提送處置計畫

書？ 

A01 依 103 年 10 月 29 日公告之土壤及地下水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撰寫指引及 103 年

11月 21日公告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污染土壤離場

之場址於污染土壤離場前須填報污染土壤離場處置計畫書並送審，通過後依核定內

容執行污染土壤離場作業。 

 

Q02 處置計畫書如何填報？是否有範例或撰寫說明？ 

A02 處置計畫書應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進行填報

後列印送審，填寫範例及撰寫說明請參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污染土壤離場

專區─宣導講義。 

 

Q03 場址採土壤離場並提出處置計畫書在案，若免依事廢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管制，將造成地方執法疑慮，建議以解釋函說明。 

A03 污染土壤離開管制之範圍才屬公告列管之污染土壤離場之場址，故污染土壤未離場

前將免依事廢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管制。 

 

Q04處置計畫書如何辦理變更？ 

A04 欲變更核定之處置計畫書時，事業須先告知所在地主管機關開放處置計畫書變更權

限，開放後即可於 EMS填寫變更之處置計畫書內容，填寫完畢後列印送審。 

 

Q05 污染土壤清運量超過處置計畫書許可量時，該如何辦理？ 

A05 污染土壤清運量超過處置計畫書許可量時，需辦理處置計畫書之變更，而若涉及污

染物、污染範圍及污染程度、整治(控制)目標、整治(控制)方法、經費預估、整治(控

制)期程之變更，須辦理整治(控制)計畫之變更，此外，污染土壤清運量超過處置計

畫書許可量時即不可再拉聯單，故請事業機構評估確認離場量會超過許可量時及早

進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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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S類代碼許可： 

Q01 具 S代碼之業者能否收受非屬公告場址之離場污染土壤？ 

A01 具 S代碼之業者可收受非屬公告場址之離場污染土壤，惟該業者須於營運記錄進行

申報。 

 

Q02 申請再利用許可要求「一年實績」之認定標準為何？ 

A02 依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通案再利用之「一年實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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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品產銷月統計資

料。 

 

Q03 處理機構申請 S代碼進行試運轉階段時，其土污試運轉料源於土污法規定是否有所

限制或規定？ 

A03 試運轉可納入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之內容，審查通過後依許可內容

進行試運轉。 

 

Q04 再利用機構之申請，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何？ 

A04 污染土壤離場之再利用機構之申請，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保署。 

 

Q05 有關再利用機構之審查，建請邀集所在地主管機關參與審查。 

A05 再利用機構之審查會邀集所在地主管機關參與審查。 

 

Q06 響應節能減碳，建議 S類代碼許可審查應採網路審查方式。 

A06 網路審查作業已納入未來規劃之項目之一。 

 

Q07 採土壤稀釋之方式是否屬再利用方式？ 

A07 若僅將污染土壤作稀釋將非屬可行之再利用方式。 

 

Q08 再利用許可之審查程序及相關規範為何？ 

A08 S代碼再利用許可審查作業流程詳圖 1所示。再利用許可申請書請至環保署事業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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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網址：http://waste.epa.gov.tw/）下載區，下載最新格式

內容。有關再利用許可之相關規定請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

辦法（101.01.19訂定）」。 

 

Q09 再利用申請案是否應實施環評？ 

A09 業者於申請再利用許可階段，配合環保署綜計處審理再利用機構是否應實施環評之

作業程序，須填寫『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表』，並備妥相

關佐證資料（請依序編碼），與再利用許可申請書一併提送環保署（土基會）提出

申請。土基會收到自評表後將先行判定，並將判定結果轉綜計處進行最終判定，最

終結果將依綜計處判定結果為準。 

 註：1. 自評表部分內容雖然與許可申請書第參項第八點類似，惟須分別填寫並分別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2. 自評表依業者申請之事業廢棄物種類，申請一般類（S-01），請填寫 28-1-8

表；申請有害類（S-02），請填寫 28-1-11表。 

3. 有關環評相關問題可洽環保署綜計處詢問，專線電話：(02)2311-7722 #2740、

2748。 

http://wast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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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環保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可審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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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或再利用機構之進/離場管制： 

Q01 污染土壤進場之允收標準是否須包含 TCLP 檢測？因污染土壤所屬之 S 類代碼即可

判斷是否屬有害類（非屬有害類為 S-01、有害類為 S-02）。 

A01 離場之污染土壤須作 TCLP 檢測判定其 S 代碼，並須離場至具該場判定之 S 代碼處

理或再利用機構。 

 

Q02 污染土壤進行再利用之進廠檢測項目、方式、頻率及標準為何？再利用產品之抽樣

檢測項目、方式、頻率及標準為何？ 

A02 污染土壤進行再利用之進廠檢測項目、方式、頻率及標準及再利用產品之抽樣檢測

項目、方式、頻率及標準由業者於再利用申請時提出，經審查通過後據許可內容實

行。 

 

Q03 有關再利用產品之抽樣檢測，每 100方（約 150噸）須進行檢測太過嚴格，建議以

每批次或每車次之檢測取代。 

A03 有關再利用產品之抽樣檢測，每 100方（約 150噸）為再利用作為土石之建議抽樣

頻率，業者可視該廠之再利用方式或其他需求作調整，並於再利用申請時提出，經

審查通過後據許可內容實行。 

 

Q04 再利用產品之流向應如何管制？當產品流向有問題時，是否不應再核發再利用許

可？ 

A04 目前污染土壤再利用產品規範須申報至產品銷售端，如稽查時發現產品流向有問題

進而產生非法棄置之事件時，查有實証可廢止該業者之再利用許可。 

 

Q05污染土壤檢測 TCLP時，應採用土壤採樣方法或廢棄物採樣方法？ 

A05 污染土壤採離場處理自 103年 7月 1日起屬廢清法管轄之事業，因此，污染土壤離

場前依廢清法須以 TCLP 檢測是否有害，惟考量其本質仍為土壤，其檢測方法建議

採用土壤採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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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離場之網路申報： 

Q01 是否有實機操作說明？ 

A01 業者及主管機關亦可至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污染土壤離場專區─宣導講

義，下載系統操作說明簡報參考。 

 

Q02 若網路申報系統異常造成無法進行網路申報作業，該如何處理？ 

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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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3.修正) 」公告事項九，依本公告規

定連線申報時，若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即時修護，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申報網路故障緊急應變方式」立即向中央主管機關及事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並作成紀錄；並於修護完成一日內補行連線申報。「申報網路故障緊急應變方式」

至本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之下載區選取「無法上網申報時請下載緊急

處理步驟」下載。 

 

Q03 請問三聯單確認遇週六及週日是否會扣除確認時限不計算在內？ 

A03 假日順延之定義為星期六、星期日及星期一早上 09:00前，若最後確認時限的確認

點落在上述時間內，系統會自動將確認時限順延至星期一 23:59，若非落在上述時

間內，經過假日確認時間仍然繼續計算。 

 

Q04 事業機構於 84小時內未做聯單確認，是否有補確認的措施？如於 84小時後發現錯

誤該如何辦理？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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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規定事業機構應於 84 小時內作聯單確

認，如逾時未確認則無法再作任何的補確認作業；如於 84 小時後發現錯誤需於聯

單申報填寫錯誤說明。 

 

Q05 已完成聯單資料錯誤說明，進入查詢介面查詢該筆遞送三聯單，發現資料仍然未修

正還是錯誤的資料? 

A05 系統設計會保留原始資料畫面，故於查詢介面僅能查詢原始資料，但在遞送三聯單

畫面的左下方會顯示已有完成聯單錯誤說明之說明，如欲查詢聯單錯誤說明後的資

料內容，可至申報統計量查詢內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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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6 若甲方污染之土地被乙方買走，經訴訟乙方勝訴，現污染土放置於乙方處，有關離

場之申報應由誰負責？ 

A06 有關污染土壤離場之申報應由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或應變必要措施之執行者負責。 

 

Q07 聯單無法拉取時，原因為何？如何辦理？ 

A07 如為污染土壤清運量超過處置計畫書許可量時，須辦理處置計畫書之變更(污染土

壤清運量超過處置計畫書許可量時即不可再拉聯單，故請場址如評估確認離場量會

超過許可量時，及早進行變更)，而若涉及污染物、污染範圍及污染程度、整治(控

制)目標、整治(控制)方法、經費預估、整治(控制)期程之變更，須辦理整治(控制)

計畫之變更。如為清運機具車號非處置計畫書許可機具車號時或處理或再利用機構

變更管制編號或名稱亦會造成無法拉取聯單，請辦理處置計畫書之變更。 

 

土壤離場之勾稽管理： 

Q01 有關土壤離場統計報表中，除了少部分項目（例如：「土離流向」、「土離列管狀態」）

是單純土污資料外，其餘「公民營許可超項」、「聯單時限」等項目，同時涉及廢管

與土壤管制項目等部份，建議同時開放權限前述相關人員。 

A01 同時涉及廢管與土壤管制項目等部份，地方主管機關可向土污基管會或管制中提出

申請開放相關之權限。 

 

Q02 有關污染土壤再利用之申報是否有管理到產品使用者？ 

A02 目前污染土壤再利用產品規範須申報至產品銷售端，至於是否申報至產品最終使用

者目前仍於法令修正草案討論中，未有定案之規範。 

 

Q03 依廢清法相關規定，清除、處理及事業自行處理均由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目前由

所在地環保局廢管單位審查及核發，建議處置計畫書、再利用公告及未來個案、通

案再利用機構統一由廢管體系運作執行，以符合法制及專業。 

A03 再利用之許可目前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保署)進行審查及核發，而處置計畫書

為控制計畫、整治計畫撰寫指引之規範，後續之審查作業將依相關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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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Q01 土壤離場是否有諮詢窗口？ 

A01 已設置污染土壤離場諮詢專線，並置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之污染土壤離場專

區中，提供業者諮詢土壤離場相關疑問。 

 

Q02 哪裡可以下載說明會的相關資料？ 

A02 至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污染土壤離場專區─宣導講義，可下載說明會相關資

料。 

 

Q03 哪裡可以查詢到現有土壤污染整治場址？ 

A03 至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便民服務─列管場址查詢，可以查詢到現有土壤污染

整治場址。 

 

Q04 哪裡可以查詢到我國現有之土壤離場處理技術，以供公民營處理廠及相關單位瞭

解？ 

A04 可至行政院環保署清除處理機構服務管理資訊系統查詢 S 類代碼處理方式作為參

考。 

 

Q05 哪裡可以查詢到污染土壤離場管理相關之解釋函？（例如：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

增修等） 

A05 有關土壤離場之相關解釋函至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污染土壤離場專區─

法令政策，提供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