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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指本法第二條第四項所稱之醫療機構及以衛生

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經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指定之事業。 

二、再利用：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

構作為原料、材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良、新

生地、填土(地)或經本部認定用途之行為。 

三、再利用機構：指從事收受事業廢棄物進行前款行為，

且經政府機關登記有案或依法律規定免辦理登記之

農工商廠(場)。 

第三條  屬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公告之事業，於其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於機構內自行再利用；其

非屬公告之事業者，得自行於機構內再利用。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應依附表所列醫療事業廢棄物種類及

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 

前項附表所列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污染環境之虞

者，本部得暫停其再利用；其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之。 

非屬第二項附表所列事業廢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者，應經

本部審查許可，取得許可證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 

第四條  前條第四項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再利用機構檢具申請書

及再利用計畫書一式十份，向本部為之。 

前項再利用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 

四、試運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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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污染防治計畫。 

六、再利用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 

七、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八、緊急應變計畫。 

九、國內外再利用可行性實廠實績或佐證資料。 

十、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或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證明文

件。 

十一、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前項各款證明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駐外使領館、代表

處、辦事處或其他經授權之機構認證之中譯本。 

第五條  再利用機構無前條第二項第九款國內外再利用可行性實

廠實績或佐證資料者，應由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試驗計

畫申請書及試驗計畫書一式十份，經本部核准後，進行再利用

試驗計畫。 

前項再利用試驗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 

四、污染防治計畫。 

五、試驗期間之品管計畫。 

六、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七、緊急應變計畫。 

八、相關佐證資料。 

九、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試驗期間，以三個月為限；必要時，得向本部申請

延長，其延長期間為三個月，並以二次為限。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於試驗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檢具試驗結果報本部核准者，得作為國內實績，並依前條

規定提出再利用許可申請。再利用機構於試驗期間產生之剩餘

及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第二十八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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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試驗結果之內容，應包括本部核准之試驗計畫申請書

內規定之運作、檢測及監測紀錄。 

第六條  前二條及第十二條規定之申請書、再利用計畫書或試驗計

畫書經書面審查，其內容資料欠缺者，本部應於十五個工作日

內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本部得逕予駁回。 

申請書、再利用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經前項書面審查後，

本部得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及主管機關實質審查，必要時，

得至現場勘查。審查後認其內容有修正必要者，由本部通知限

期修正；屆期未修正者，本部得逕予駁回。 

前二項補正、修正次數，合計不得超過三次。 

第七條  依第四條申請許可再利用者，經本部審查通過後，應發給

再利用許可證，並副知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再利用用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第八條  再利用許可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再利用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 

二、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種類(代碼)、名稱、每

月許可再利用數量及用途。 

三、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限。  

四、其他經本部規定事項。  

第九條  再利用機構應依審查通過之申請書、再利用計畫書、試驗

計畫書及本辦法規定，進行再利用。 

第十條  取得再利用許可證之再利用機構於經營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業務前，應與事業訂定契約書，並於訂定契約書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檢具該契約書送本部備查，並副知再利用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變更契約書內容或終止契約時，

亦同。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數量。 

二、再利用工具、方法、設備及場所。 

三、契約書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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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該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再利用

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五、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第十一條  再利用許可證之有效期限，不得逾五年。事業或再利用

機構於有效期限屆滿日三個月前至六個月內，得向本部申請

展延，每次展延不得逾五年；屆期未申請展延者，其許可證

失效，不得從事再利用業務；欲繼續從事再利用業務者，應

重新申請許可。 

第十二條  再利用許可證有效期限之展延，由再利用機構填具申請

書及再利用計畫書一式十份，向本部申請。 

前項再利用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 

四、再利用產品銷售紀錄。 

五、工安環保檢測及監測資料。 

六、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第十三條  第四條或第五條申請案，經審查通過之再利用申請書、

再利用計畫書，或再利用試驗計畫書（以下簡稱再利用申請

書、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事業或

再利用機構應依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重新申請核發再利用

許可證或核准試驗計畫： 

一、事業廢棄物種類、名稱、屬性或來源製程變更。 

二、事業廢棄物實際再利用總數量逾每月許可再利用總

數量百分之十。 

三、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技術原理改變。 

第十四條  再利用申請書、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其下列各款事項

之一有變更者，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應檢具相關資料，報本部

核准： 

ㄧ、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之名稱、地址或負責人。 

二、試驗計畫之試驗期間。 



 

5 

三、事業廢棄物進廠管制方式或允收標準。 

四、進廠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貯存容量。 

五、再利用流程或設施。 

六、再利用作業期程。 

七、產品名稱、用途或規格。 

八、產品檢驗項目、方法或頻率。 

九、污染防治方式、設施或規格。 

十、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清理方式。 

十一、產品庫存量超過貯存容量時之處理計畫。 

十二、停業或歇業時未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第十五條  再利用申請書、計畫書或試驗計畫書，其下列各款事項

之一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資

料報本部備查： 

ㄧ、清除方式。 

二、清除機具或車輛。 

三、產品貯存方式。 

第十六條  事業廢棄物除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另有規定

外，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前之清除，由事業或再利用機構

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自行清除。  

二、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三、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清除機構清

除。 

四、委託領有共同清除營運許可證之共同清除機構清

除。 

不具相容性之事業廢棄物，不得混合清除。 

第十七條  事業機構於委託清除或再利用前，應先與再利用機構及

合法運輸業、公民營清除機構或共同清除機構簽訂契約書，

並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核。 

前項契約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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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除或再利用之工具、方法及設備。 

三、清除或再利用量。 

四、契約書有效期限。 

五、清除或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

清除、再利用之廢棄物處置方式。 

六、對突發事件之應變措施。 

第十八條  事業對於事業廢棄物清除日期、再利用之種類、名稱、

數量、用途及機構名稱，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期、種類、名

稱、數量、用途、事業名稱、產品銷售流向與數量、剩餘及

衍生廢棄物之處置，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之廢棄物收受量、產品量、再利用產品銷售

對象、產量、廠內暫存量及剩餘廢棄物量，應作成營運紀錄。 

再利用機構依附表規定或許可內容進行相關檢測時，應

將檢測日期、檢測方法及檢測結果作成紀錄，或以委外檢測

報告作為紀錄。 

前四項紀錄，應妥善保存三年以上。 

第十九條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本法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相關規定辦理申報。 

經本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對於前條第三項之紀錄，應於

每年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前，檢送前六個月資料報本部

備查。 

第二十條  本部得派員或委託相關機構、學術團體至事業及再利用

機構進行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檢查及輔導，並得要求其提供

相關文件及說明；事業及再利用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一條  再利用機構收受廢棄物、再利用後產製之產品或衍生

廢棄物數量，有超過貯存容量之虞、未依附表管理方式規

定或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或產品銷售有異常情形者，本部

得命其停止收受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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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經本部命停止收受廢棄物者，其貯存情形改善後，

應檢具改善情形證明文件報本部核准後，始得恢復收受廢棄

物。 

第二十二條  再利用機構停止營業超過一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十日內，報本部辦理歇業，並廢止再利用許可。其暫

停營業在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者，應自暫停之日起滿一個

月後十五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本部辦理停業。 

再利用機構喪失從事業務能力或一年內無從事廢棄

物再利用業務者，本部得廢止其許可。 

第二十三條  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廢止其

許可： 

一、申報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 

二、未依許可證及審查通過之申請書與再利用計畫

書內容進行再利用，經本部命其限期改善而屆

期未改善。 

三、未依第十三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四、許可期間內違反第十條、第十四、十五條或第

十八條至第二十條規定，經本部命其限期改善

而屆期未改善。  

五、再利用機構同時經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時，

其廢棄物再利用項目與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或清

理許可證許可項目相同。  

六、經本法主管機關或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其他違法情節重大。 

違反前項情事且經本部廢止許可再利用者，於三年內

不得以相同或類似機構名稱申請該業務許可；其負責人於

三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為再利用機構之負責人。 

再利用機構經本部廢止許可者，自廢止處分書送達之

日起，不得再從事廢棄物再利用業務。但已收受之未再利

用或再利用後之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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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涉及輸入、輸出者，應依本法第三

十八條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辦法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除第三條附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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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再利用種類 再利用管理方式 

一、廢紙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紙。但依相關法規

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漿紙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

定之工廠，主要產品為紙漿、紙類製品或紙類

相關產品。 

(二)商業：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之批發零售業，其營

業項目為回收物料批發業或其他批發零售業

（登載本編號之再利用種類）。 

四、運作管理： 

(一)應具有廢紙散漿、篩選及淨漿等相關設備。 

(二)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三)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廢玻璃(瓶、

屑、平板玻璃)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玻璃（瓶、屑、平

板玻璃、滅菌處理後之廢玻璃）。但依相關法規認

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玻璃原料、陶瓷磚製品原料、混凝土

添加料、瀝青混凝土添加料、水泥原料或水泥製品

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

廠。 

(二)主要產品為玻璃、玻璃粉碎料、玻璃製品、陶

瓷磚瓦、瀝青混凝土、預拌混凝土、水泥、水

泥製品或其他相關產品。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機構應具有窯爐及污染防治之相關設備

或具有廢玻璃之前處理設備（如分類、清洗、

破碎、研磨及篩選等）。 

(二)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三)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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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廢金屬(藥

罐、機械器具及滅

菌處理後之廢金

屬)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金屬（藥罐、機械

器具及滅菌處理後之廢金屬）。但依相關法規認定

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金屬製品之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

定之工廠。主要產品為金屬相關產品。 

(二)商業：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之批發零售業，其營

業項目為回收物料批發業或其他批發零售業

（登載本編號之再利用種類）。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機構具熔爐者，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相

關設備。 

(二)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三)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四)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廢塑膠（瓶、

罐、杯）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塑膠（瓶、罐、杯）。

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

之。 

二、再利用用途：塑膠製品原料、輔助燃料、塑膠裂解

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工廠：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

定之工廠。主要產品為塑膠再生粒、塑膠製品、

塑膠裂解油品或塑膠相關產品。但直接再利用

於輔助燃料者，不受本文產品之限制，且以水

泥製造業及鋼鐵製造業為限。 

(二)商業：依法辦理營業登記之批發零售業，其營

業項目為回收物料批發業或其他批發零售業

（登載本編號之再利用種類）。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於輔助燃料用途者，不得使用含有聚氯

乙烯（Polyvinyl chloride，簡稱 PVC）之廢塑

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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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三)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廢塑膠再利用之產

品或商品不得供作盛裝食品之容器。 

(四)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 、 廢 石 膏 模

（屑、塊、粉）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石膏模（屑、塊、

粉）。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

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石膏原料、陶瓷製模原料或水泥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

廠。 

(二)主要產品為石膏、陶瓷、水泥或其他相關產品。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二)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三)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廢尖銳器具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並經滅菌處理後之廢尖

銳器具（注射針頭、與針頭相連之注射筒及輸液導

管、針灸針、手術縫合針、手術刀、載玻片、蓋玻

片或破裂之玻璃器皿）。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

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 

(一)玻璃：玻璃原料、陶瓷磚製品原料、混凝土添

加料、瀝青混凝土添加料、水泥原料或水泥製

品原料。 

(二)金屬：金屬製品原料。 

(三)塑膠：塑膠製品原料、輔助燃料、塑膠裂解原

料。 

三、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之廢棄物如屬複合材質者，再利用機構

應具廢棄物分類設備或能力，可將廢金屬、廢

玻璃、廢塑膠等加以分類。經分類作業後，再

利用種類屬本附表者，依本附表之管理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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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非屬本附表可再利用種類者，應依廢棄物

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三)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四)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廢攝影膠片

(卷)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攝影膠片（卷）(包

括 X 光膠片及以 PET 為片基材質的廢攝影膠片)。 

二、再利用用途：煉銀製品原料、塑膠製品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主要產品為銀、塑膠、塑膠再生粒、塑膠製品

或其他相關產品。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二)再利用機構應妥善處理回收過程衍生的廢水或

廢液，且廢水之排放應符合放流水排放標準之

相關規定。 

(三)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四)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廢顯/定影液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顯/定影液。 

二、再利用用途：煉銀製品之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主要產品為銀或其他相關產品。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機構應具有回收廢顯/定影液之相關設

備。 

(二)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三)再利用機構應妥善處理回收過程衍生的廢水或

廢液，且廢水之排放應符合放流水排放標準之

相關規定。 

(四)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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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五)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廢牙冠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並經滅菌處理後之廢牙

冠。 

二、再利用用途：貴金屬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主要產品為金、銀、鈀等貴重金屬或相關產品。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機構具熔爐者，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相

關設備。 

(二)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三)再利用機構應妥善處理回收過程衍生的廢水或

廢液，且廢水之排放應符合放流水排放標準之

相關規定。 

(四)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規定。 

(五)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醫療用廢塑

膠（點滴輸注液

容 器 、 輸 液 導

管、廢針筒、廢

藥水桶）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醫療用廢塑膠（點滴

輸注液容器、輸液導管、經滅菌後不含針頭之廢針

筒、廢藥水桶）。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

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塑膠製品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主要產品為塑膠再生粒、塑膠製品或塑膠相關

產品。 

四、運作管理： 

(一)事業產生之廢塑膠，應先排空殘餘藥劑後方能

提供給再利用機構。 

(二)再利用機構應有能力清洗藥瓶殘留的少量藥

物，並妥善處理回收過程衍生的廢水或廢液，

且廢水之排放應符合放流水排放標準之相關規

定。 

(三)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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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利用用途之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

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廢塑膠再利用之產

品或商品不得供作盛裝食品之容器。 

(五)再利用後之剩餘及衍生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