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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核准之醫療廢棄物再利用機構名單 
製表日：111.05.13 

編號 再利用機構 
名稱 

處理設施 
用地 

核准項目(代碼) 核准量 
(噸/月) 

總核准量 
(噸/月) 

處理方法 許可日期 有效期限 

1 
吉祥資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工業區 

1.一般性醫療廢棄物混合物
（限未遭污染且不含針頭

之注射筒及濾器） (D-
2199)。 

3 

300 滅菌 97年 12月 15日 113年 12月 31日 

2.滅菌後之非感染性事業廢
棄物（限不含針頭之注射

筒、拋棄式導管及濾器）

(D-2101)。 

18 

3.廢尖銳器具（限不含針頭
之注射筒、注射推桿及活

塞）(C-0504)。 
9 

4.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
或器具類)（限濾器、拋棄
式導管）(C-0514)。 

270 

2 
茂生資源科技有

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 

1.廢尖銳器具（限不含針頭
之注射筒、注射推桿及活

塞）(C-0504)。 
15 

300 滅菌 
108年 11月 26日 
(111.05.13變更負

責人) 
111年 11月 25日 

2.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
或器具類)（限濾器、拋棄
式導管）(C-0514)。 

285 



 5 

編號 再利用機構 
名稱 

處理設施 
用地 

核准項目(代碼) 核准量 
(噸/月) 

總核准量 
(噸/月) 

處理方法 許可日期 有效期限 

3 
丰彩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 

1.廢尖銳器具（限不含針頭
之注射筒、注射推桿及活

塞）(C-0504)。 
20 

200 滅菌 102年 1月 3日 113年 12月 31日 

2.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
或器具類)(C-0514)： 

(1)透析廢棄物之濾器（即人
工腎臟）及血液迴路管（即

拋棄式導管) 、 
(2)中心靜脈導管、 
(3)小兒集尿袋、                    
(4)蓄尿袋、成人用尿套、 
(5)廢液收集袋、 
(6)導尿管(限塑膠材質) 、 
(7)蛇型管、 
(8)氧氣鼻導管、 
(9)氣管內管、 
(10)鼻胃管、胃管、 
(11)手握式噴霧器、 
(12)引流袋導管、抽吸引流
管、抽吸連接管、 

(13)輸液管、輸液延長管、 
(14)輸血套、輸液套、 
(15)真空吸引器、抽吸蓄瓶。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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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再利用機構 
名稱 

處理設施 
用地 

核准項目(代碼) 核准量 
(噸/月) 

總核准量 
(噸/月) 

處理方法 許可日期 有效期限 

4 
丰偉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 

1.廢尖銳器具（限不含針頭
之注射筒、注射推桿及活

塞）(C-0504)。 
9.9 

200 滅菌 103年 4月 21日 113年 4月 30日 
2.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
品或器具類) (限濾器、拋
棄式導管)(C-0514)。 

190.1 

5 
丰梵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南區 

1.廢尖銳器具（限不含針頭
之注射筒、注射推桿及活

塞）(C-0504)。 
30 

300 滅菌 104年 6月 17日 112年 6月 30日 

2.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品
或器具類)(C-0514)： 

(1)透析廢棄物之濾器（即人
工腎臟）及血液迴路管（即

拋棄式導管) 、 
(2)中心靜脈導管、 
(3)小兒集尿袋、                    
(4)蓄尿袋、成人用尿套、 
(5)廢液收集袋、 
(6)導尿管(限塑膠材質) 、 
(7)蛇型管、 
(8)氧氣鼻導管、 
(9)氣管內管、 
(10)鼻胃管、胃管、 
(11)手握式噴霧器、 
(12)抽痰管、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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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再利用機構 
名稱 

處理設施 
用地 

核准項目(代碼) 核准量 
(噸/月) 

總核准量 
(噸/月) 

處理方法 許可日期 有效期限 

(13)引流袋導管、抽吸引流
管、抽吸連接管、 

(14)輸液管、輸液延長管、 
(15)輸血套、輸液套、 
(16)真空吸引器、抽吸蓄瓶。 

6 
醫會環保有限 
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1.廢尖銳器具（限不含針頭
之注射筒、注射推桿及活

塞）(C-0504)。 
2.76 

21.39 滅菌 106年 2月 15日 113年 2月 14日 
2.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
品或器具類) (限人工腎
臟、血液迴路管）  (C-
0514)。 

18.63 

7 
郁傑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臺南市柳營區 

1.廢尖銳器具(不含針頭之
注射筒、注射推桿、活塞) 
(C-0504) 

30 

450 滅菌 106年 11月 23日 112年 11月 22日 
2.感染性廢棄物(遭污染物
品或器具類)（C-0514） 

(1)濾器、拋棄式導管  
(2)中心靜脈導管 
(3)小兒集尿袋 
(4)蓄尿袋、成人用尿套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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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再利用機構 
名稱 

處理設施 
用地 

核准項目(代碼) 核准量 
(噸/月) 

總核准量 
(噸/月) 

處理方法 許可日期 有效期限 

(5)廢液收集袋 
(6)導尿管(限塑膠材質)  
(7)蛇型管 
(8)氧氣鼻導管 
(9)氣管內管 
(10)鼻胃管、胃管 
(11)手握式噴霧器 
(12)引流袋導管、抽吸引流
管、抽吸連接管 

(13)輸液管、輸液延長管 
(14)輸血套、輸液套 
(15)真空吸引器、抽吸蓄瓶 
(16)氧氣潮濕瓶 
(17)腹膜透析袋(含導管) 
(18)真空傷口引流球 
3.感染性廢棄物混合物(針
筒、軟袋、導管等塑膠混

合物)（C-0599） 
30 

4.滅菌後之非感染性事業廢
棄物（D-2101） 

(1)濾器、拋棄式導管 
(2)中心靜脈導管 
(3)小兒集尿袋 
(4)蓄尿袋、成人用尿套 
(5)廢液收集袋 
(6)導尿管(限塑膠材質)  

20 



 9 

編號 再利用機構 
名稱 

處理設施 
用地 

核准項目(代碼) 核准量 
(噸/月) 

總核准量 
(噸/月) 

處理方法 許可日期 有效期限 

(7)蛇型管 
(8)氧氣鼻導管 
(9)氣管內管 
(10)鼻胃管、胃管 
(11)手握式噴霧器 
(12)引流袋導管、抽吸引流
管、抽吸連接管 

(13)輸液管、輸液延長管 
(14)輸血套、輸液套 
(15)真空吸引器、抽吸蓄瓶 
(16)氧氣潮濕瓶 
(17)腹膜透析袋(含導管) 
(18)真空傷口引流球 
(19)不含針頭之注射筒‘注
射推桿及活塞 

5.一般性醫療廢棄物混合物
（D-2199） 

(1)濾器、拋棄式導管 
(2)中心靜脈導管 
(3)小兒集尿袋 
(4)蓄尿袋、成人用尿套 
(5)廢液收集袋 
(6)導尿管(限塑膠材質)  
(7)蛇型管 
(8)氧氣鼻導管 
(9)氣管內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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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再利用機構 
名稱 

處理設施 
用地 

核准項目(代碼) 核准量 
(噸/月) 

總核准量 
(噸/月) 

處理方法 許可日期 有效期限 

(10)鼻胃管、胃管 
(11)手握式噴霧器 
(12)引流袋導管、抽吸引流
管、抽吸連接管 

(13)輸液管、輸液延長管 
(14)輸血套、輸液套 
(15)真空吸引器、抽吸蓄瓶 
(16)氧氣潮濕瓶 
(17)腹膜透析袋(含導管) 
(18)真空傷口引流球 
(19)不含針頭之注射筒‘注
射推桿及活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