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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82 年 1 月 29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82）環署廢字第 61240 號令訂定發

布全文二十條 
中華民國 86 年 8 月 13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86）環署廢字第 49010 號令修正發

布全文三十條 
中華民國 92 年 1 月 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10091617 號令修正發布

全文三十四條；並修正法規名稱為「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94 年 1 月 5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40000001 號令修正發布

第四條、第六條、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

二十八條條文；並增訂二十六條之一及刪除第二十六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5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0970067028 號令修正發布

全文三十九條 
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 1020077411 號令修正部

分條文，並修正名稱；原名稱為「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轉口管理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輸入：將其他國家之廢棄物運至我國之行為，但

不包括轉口。 

二、輸出：將我國之廢棄物報關或通關出口至其他國

家之行為。 

三、過境：其他國家之廢棄物以運輸工具載運至第三

國，途經我國通商口岸（以下簡稱口岸）時貨品

不起岸，由原運輸工具載運離境之行為。 

四、轉口：其他國家之廢棄物以運輸工具載運至第三

國，途經我國口岸時貨品需起岸，並於原口岸轉

換運輸工具載運離境之行為。 

五、有害廢棄物：指有害事業廢棄物、巴塞爾公約列

管之有害性一般廢棄物及經其他輸出國、接受國

或過境國之國內立法認定為有害之廢棄物。 

第  三  條    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及轉口，應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但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

八條第三項規定公告之廢棄物種類，禁止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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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應於辦理貨品進出口通關手續

時，於報關文件上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分類方式，據實

填報廢棄物名稱。 

保稅倉庫、保稅工廠、物流中心、加工出口區、科學

工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及自由港區區內事業輸入（含進

儲）、輸出廢棄物，應依第一項規定辦理。但與國內課稅

區、保稅區間之廢棄物運輸，非屬輸入、輸出行為，不適

用本辦法。 

事業、非事業及家戶產生之一般生活垃圾及其焚化灰

渣，禁止輸入及輸出。 

第  四  條    有害廢棄物之輸入，應由甲級廢棄物處理機構或取得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利用許可之機構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經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文件，始得於輸出國裝

船、輸入。 

前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輸出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有害廢棄物輸出之

文件或輸出不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三、 甲級廢棄物處理機構許可證、再利用機構許可文

件及該事業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四、 廢棄物來源及確認其性質之說明資料。 

五、 經輸出國政府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一

年內之廢棄物檢測報告。但擬輸入之廢棄物外

觀、樣態可清楚辨識其名稱、項目且性質穩定

者，不在此限。其內容包括下列文件： 

(一) 主要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二) 有害成分之分析檢測報告或毒性物質溶出量

檢測報告。 

六、 廢棄物預定分批啟運、輸入日期與數量、國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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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路線、貯存處理場所及處理方式說明。 

七、 國內運送過程緊急應變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 

八、 因故需退運出口時之運送契約及退運出口計畫。 

九、 因故需退運出口或需代為處理時，其運輸與處理

所需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十、切結書（如附件一）。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類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輸入，應由廢棄物處理機構或取得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利用許可之機構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經核發許可文件後，始得輸入。 

前項一般事業廢棄物為船舶本身或港口貨物裝卸作

業所產生者，其輸入不適用本辦法。 

第一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廢棄物處理機構許可證、再利用機構許可文件及

該事業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三、 經輸出國政府認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三

年內之廢棄物主要成分分析檢測報告。但擬輸入

之廢棄物外觀、樣態可清楚辨識其名稱、項目且

性質穩定者，不在此限。 

四、 前條第二項第四款、第六款至第十一款之書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類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六  條    申請輸入廢棄物，其申請者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不得核發輸入許可文件： 

一、曾輸入廢棄物，於回收、清除、處理過程中，發

生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或生活環境事實。 

二、五年內曾遭查獲違法輸入一般事業廢棄物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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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混合五金廢料三次或其他有害廢棄物一次。 

三、二年內輸入許可文件曾遭撤銷。 

四、曾轉借輸入許可文件予他人使用。 

五、未經主管機關同意，逕將輸入之廢棄物轉讓予他

人。 

六、曾輸入廢棄物，有應退運出口而未辦理退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於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七月

四日修正發布後，經排除有害認定之廢棄物，原違法輸入

有害廢棄物之行為，於前項第二款之次數計算，得改認定

為違法輸入一般事業廢棄物。 

第  七  條    依本辦法核發之輸入許可文件，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 許可文件字號。 

二、 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三、 輸入者名稱及地址。 

四、 負責人姓名及地址。 

五、 輸出國及輸出者。 

六、 許可輸入數量。 

七、 許可文件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間。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變更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申請變更登記。其餘應記載事項有變更時，應依本

辦法規定重新申請核發輸入許可文件。 

第一項輸入許可文件之許可期限，首次申請者為一

年，再次申請者為三年。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縮短之： 

一、 輸出國出具之同意輸出文件有效期限屆期不足。 

二、 因故需退運或需代為處理時之處理與運輸所需

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所列責任

擔保期限不足。 

三、 應檢具書件中屬契約者，其期限不足。 



 5

四、 主管機關基於管理上之需求。 

第  八  條    經許可輸入之廢棄物抵達本國口岸後，輸入者應於提

貨三日前，以書面載明或網路申報方式向貯存、處理設施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輸入口岸、到岸日

期、預定提貨日期、運輸方式、廢棄物名稱、數量及貯存、

處理場所等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申報

輸入廢棄物時，應即進行相關管制作業。 

第  九  條    經許可輸入之廢棄物，其在本國境內之運送，輸入者

應以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網路傳輸方式

申報廢棄物輸入情形。 

輸入之廢棄物處理完畢後，輸入者應通知貯存、處理

設施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並依原輸出國規定方式通知該國主管機關。 

第  十  條    未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許可，擅自輸入有害廢棄物或一

般事業廢棄物，或經許可輸入且已運達我國口岸之廢棄物

因故不得進口或未經提領，其收貨人、貨品持有人或運送

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三十日內，將該批廢棄物退運出口。 

前項之廢棄物，其尚未通關放行者由海關通知限期退

運。其已通關放行者由該廢棄物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退運。 

第三章    輸出 

第 十一 條    有害廢棄物之輸出，應由該廢棄物之產源事業、甲級

廢棄物清除機構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核

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發許可文件，始得辦理報關、輸出。 

前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有害廢棄物輸入之

文件或輸入不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三、 接受國政府認可處理機構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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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證明文件及廢棄物處理或污染防治相關許可

文件。 

四、 申請輸出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

廠登記證明文件、醫療機構開業執照、甲級廢棄

物清除機構許可證。 

五、 廢棄物來源及確認其性質之說明資料。 

六、 委託清除處理之事業出具之廢棄物退運收回保

證書。 

七、 廢棄物主要成分說明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一年內之廢棄物有害成

分之分析檢測報告或毒性物質溶出量檢測報

告。但擬輸出之廢棄物外觀、樣態可清楚辨識其

名稱、項目且性質穩定者，不在此限。 

八、 由本國至接受國之運輸過程及接受國處理機構

清理方式說明書。 

九、 因故須復運進口時之運送契約及復運進口計畫。 

十、 因故須復運進口時，其處理與運輸所需經費之財

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十一、 運輸過程、復運進口過程之緊急應變措施及污

染防治措施。 

十二、 申請輸出者與接受國處理機構訂定之同意處

理該廢棄物之契約文件。 

十三、 五年內之申請者派員親赴接受國處理廠（場）

實地勘查處理能力與營運情形之報告書，並切

結保證報告內容屬實。 

十四、 切結書（附件一）。 

十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類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十二 條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輸出，應由該事業廢棄物之產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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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廢棄物清除機構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經核發許可文件後，始得辦理報關、輸出。 

前項之申請，申請者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接受國政府同意該一般事業廢棄物輸入之同意

文件或輸入不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三、 申請輸出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工

廠登記證明文件、醫療機構開業執照或廢棄物清

除機構許可證。 

四、 廢棄物主要成分說明。但擬輸出之廢棄物外觀、

樣態可清楚辨識其名稱、項目且性質穩定者，不

在此限。 

五、 前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五款、第六款、第八款至

第十二款、第十四款及第十五款之書件。 

第一項之申請，其廢棄物種類每案以十項為限，超過

部分，應另案提出申請。 

第 十三 條    前二條之申請案以申請輸出至單一接受國及其單一

處理機構為限，如同時申請二個以上接受國或處理機構

者，應分別提出申請。 

廢棄物輸出許可申請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屬首次申

請： 

一、 未曾取得輸出許可文件。 

二、 曾取得輸出許可文件，但當次申請輸出之廢棄物

種類或接受國處理機構為首次提出。 

前項輸出申請，許可輸出數量除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以三百公噸為限： 

一、 以專船載運且輸出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 

二、 輸出至與我國簽署廢棄物雙邊協定國家。 

第二項輸出申請，應於國外處理完成後，依規定以網

路申報。再次申請輸出時，應檢附首次輸出妥善處理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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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報告。 

前項報告內容應包括申請者及處理者基本資料、處理

後再利用產品或衍生廢棄物種類、用途、流向、處理方式、

照片及相關佐證資料。 

第 十四 條    申請輸出廢棄物，其申請者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不得核發輸出許可文件： 

一、曾輸出廢棄物未經妥善處理，經接受國政府通知。 

二、五年內曾遭查獲違法輸出一般事業廢棄物五次、

有害混合五金廢料三次或其他有害廢棄物一次。 

三、二年內輸出許可文件曾遭撤銷。 

四、曾轉借輸出許可文件予他人使用。 

五、曾輸出廢棄物，有應復運進口而未辦理復運。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於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七月

四日修正發布後，經排除有害認定之廢棄物，原違法輸出

有害廢棄物之行為，於前項第二款之次數計算，得改認定

為違法輸出一般事業廢棄物。 

第 十五 條    依本辦法核發之輸出或轉運許可文件，應記載下列事

項： 

一、 許可文件字號。 

二、 廢棄物名稱及代碼。 

三、 輸出者名稱及地址。 

四、 負責人姓名及地址。 

五、 接受國及處理機構。 

六、 許可輸出或轉運數量。 

七、 許可文件核發日期及有效期間。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變更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申請變更登記。其餘應記載事項有變更時，應依本

辦法規定重新申請核發輸出許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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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輸出許可文件之許可期限，首次申請者為一

年，再次申請者為三年。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縮短： 

一、 接受國出具之同意輸入文件有效期限屆期不足

者。 

二、 因故需復運進口之處理與運輸所需經費之財務

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所列責任擔保期限不

足者。 

三、 應檢具書件中屬契約者，其期限不足者。 

四、 主管機關基於管理上之需求。 

第 十六 條    經許可輸出之廢棄物，其在本國境內與境外之運送，

輸出者與接受國處理機構應以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之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輸出、收受及處理情

形。 

第 十七 條    依本辦法許可輸出之廢棄物遭接受國拒絕時，原輸出

者應於接獲接受國政府或本國主管機關通知日起七日

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復運進口許可

文件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依原申請書所附之復運進口計

畫辦理復運進口，相關機關不得拒絕。但原輸出者如取得

有能力妥善處理該等廢棄物之第三國同意接受處理文

件，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後，

轉運至該第三國處理，並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期限內，完成轉運作業；其屬有害廢棄物者，應先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之申請復運進口，申請者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三、原報關輸出之出口報單證明聯影本。 

四、復運進口計畫。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轉運，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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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書件： 

一、 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二、 主管機關核發之原輸出許可文件及原報關輸出

之出口報單證明聯。 

三、 第三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輸入之文件或輸入不

予管制之證明文件及該國政府認可之處理機構

同意處理該廢棄物之書面同意文件。 

四、 本國原輸出之廢棄物及清理責任歸屬我方之受

該批輸出廢棄物污染之相關污染物性質說明及

成份分析檢測報告。 

五、 第三國處理機構之處理方式說明書。 

六、 轉運過程之包裝、運輸及處理方式說明書。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復運進口或轉運之期限，不得超過九十日。 

第 十八 條    未依本辦法許可輸出之廢棄物遭接受國拒絕時，除由

相關機關依法處罰外，原輸出者、經原輸出者委託之廢棄

物清除機構、廢棄物處理機構，應於接獲接受國政府或本

國主管機關通知日起七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復運進口許可文件，並於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期限內，完成復運進口作業，相關機關不得拒

絕。但原輸出者或其委託者如取得有能力妥善處理該等廢

棄物之第三國同意接受處理文件，得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後，轉運至該第三國處理，並

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期限內，完成轉運作

業；其屬有害廢棄物者，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之申請復運進口，申請者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三、 原報關輸出之出口報單證明聯影本。 

四、 復運進口計畫，其內容應包含復運運輸方式、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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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復運日期、復運進口口岸、復運地點及復運進

口後之貯存、清除、處理方式說明。但復運地點

限於產生該廢棄物之事業或廢棄物處理機構。 

五、 本國原輸出廢棄物來源及確認其性質之說明資

料。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或受污

染物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六、 申請者非原輸出者時，應檢附廢棄物處理機構許

可證及委託合約。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但書之申請轉運，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列書件： 

一、 原接受國政府通知拒絕該批廢棄物之文件。 

二、 第三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輸入之文件或輸入不

予管制之證明文件及該國政府認可之處理機構

同意處理該廢棄物之書面同意文件。 

三、 本國原輸出廢棄物來源及確認其性質之說明資

料。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或受污

染物成分分析檢測報告。 

四、 第三國處理機構之處理方式說明書。 

五、 轉運過程之包裝、運輸及處理方式說明書。 

六、 申請者非原輸出者時，應檢附廢棄物清除機構許

可證及委託合約。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一項復運進口或轉運之期限，不得超過九十日。 

第 十八 條之一    未依本辦法許可輸出之廢棄物經海關查獲，除由

相關機關依法處罰外，原輸出者應提出廢棄物清運地點或

清運計畫，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再依

海關規定，辦理廢棄物退關出倉。 

前項廢棄物僅限清運至該廢棄物之產源事業、原輸出

者委託之廢棄物處理機構或廢棄物清除機構，依法處理或



 12

經許可後輸出。 

第四章  過境及轉口 

第 十九 條    有害廢棄物經本國口岸過境或轉口，應由輸出國輸出

者於有害廢棄物輸出六十日前依本章規定向本國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得為之。 

前項之申請，輸出國輸出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

列書件： 

一、有害廢棄物來源及性質說明。 

二、預訂航程、過境日期、過境口岸、轉口口岸、轉

口起岸日期、離境日期。 

三、意外事故緊急應變計畫書。 

四、發生退運或事故，負責清理義務之聲明書。 

五、轉運契約。 

六、退運計畫。 

七、退運該批廢棄物所需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

明。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或資料。 

有害廢棄物之過境申請，得免附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

規定書件。 

第 二十 條    前條有害廢棄物之過境或轉口，依輸出國規定應由該

國主管機關發出通知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一條    有害廢棄物之過境或轉口，運輸業者應隨船攜帶本國

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並於載運有害廢棄物之輪船到達我

國國境三日前，將船名、航次及過境艙單、轉口艙單或貨

櫃放置艙位配置圖通知口岸管理機關，並副知口岸關稅

局。 

前項轉口之有害廢棄物於港區暫時置放，運輸業者應

報經口岸管理機關同意，並知會口岸關稅局。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同意有害廢棄物過境或轉口申請案

件後，應副知相關口岸管理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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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因國內環境之特殊考量廢止原過境

或轉口之同意文件。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依本辦法許可輸入或輸出之廢棄物，於事業或輸入、

輸出者之貯存場所與港口、貨櫃場或航空站間之運送方

式，由輸入者或輸出者依下列方式為之： 

一、以自有車輛運送。 

二、租用合法運輸業車輛運送。 

三、委託廢棄物清除機構運送。 

採前項第二款方式辦理者，除應於申請時檢附該合法

運輸業者之相關證照影本及敘明可能使用之車輛牌照號

碼外，並應於運送廢棄物時派員監控管理。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文書格式及審查作業事項，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六條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進行本辦法廢棄物許可審查之

期間各為二十個工作日。但必要時得延長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於審查時認有相關疑義或依本

辦法有監督管理之需者，得以下列方式進行釐清： 

一、邀請學者專家開會研商。 

二、向相關國家主管機關或輸入輸出相關業者進行書

面或實地查證。 

第一項所定審查期間，不含下列期間： 

一、申請者補正期間。 

二、向相關國家主管機關或輸入輸出相關業者查證期

間。 

三、其他不可歸責於主管機關之可扣除期間。 

第二十七條    依本辦法應檢具相關申請書件者，其內容資料缺漏或

錯誤之書件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主管機關得逕予駁回。未

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同一補正項目經二次補正仍缺漏或錯誤者，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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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逕予駁回。 

前項之補正期限不得逾三十日，情形特殊者，申請者

得函請展延補正期限最多三十日。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所定應檢附文件如係在國外製作者，應經當地

國公證人或公證機構公證，並經我國駐外館處或其他經外

交部授權機構驗證；如係外文者，應檢附經我國駐外館處

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

譯本。 

前項之國外文件公證內容，分以下兩種情形為之： 

一、私文書部分：由公證人或公證機構對文件真實性

公證。 

二、公文書部分：由公證人或公證機構對公文書真實

性公證，若當地國公證人或公證機構不易執行相

關查證時，得由當事人提出文件真實之宣誓切結

文件，再經公證人公證。 

第一項國外文件於接受國或輸出國出具同意文件時

已書面副知我國中央主管機關者，於該文件有效期限內可

免經公（認）證。 

第二十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並經許可者，其進行廢棄物輸入輸出相

關作業時，應依審查通過之申請書件及許可文件內容辦

理，不得為未經許可之事項。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於取得輸出許可文件

後，就該許可輸出之廢棄物種類有新增加之委託事業者，

得於原許可輸出數量之百分之三十範圍內，檢附清除處理

契約文件與事業出具之退運收回保證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納入原核發許可文件之輸出額度內辦

理輸出，經許可後始得為之。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查獲已核發之輸入、輸出、復運進口或轉運許

可文件係以虛偽文件申請取得者，應撤銷該許可文件。 

前項之虛偽文件，係指申請前項許可文件時所需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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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書件、必要之公證或認證文件或章戳，及與國外文件原

意背離之中文翻譯。 

第三十一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原核發之輸入或

輸出許可文件： 

一、轉借許可文件予他人使用。 

二、輸入或輸出之貨品與許可文件登載內容不符。 

三、未依申請書件內容辦理廢棄物之輸入或輸出作

業、貯存或處理，致污染環境。 

四、遭停工、停業之處分。 

五、清除、處理或清理機構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證。 

六、因接受國或輸出國之法令變更，致原同意輸入、

輸出之事業或廢棄物種類變更為禁止輸入、輸

出。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第三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輸出、輸入許可文件之廢棄物，於

報關時若有疑義，由核發許可文件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之。 

未依本辦法申請輸出、輸入許可文件，致有報關貨品

是否屬廢棄物範疇疑義時，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三十三條    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間之廢棄物輸入、輸出、過境及

轉口許可，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三十四條    依本辦法申請並經許可之輸入、輸出、過境或轉口行

為，其運輸方式應依相關國際公約及國際航運管理規定包

裝及標示。 

第三十五條    與我國依據巴塞爾公約簽有雙邊、多邊或區域協定之

國家，雙方廢棄物之輸入輸出，應優先依雙邊、多邊或區

域協定辦理，協定未規範者，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前項簽有雙邊、多邊或區域協定國家及協定內容，由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十六條    廢棄物之輸入、輸出、過境及轉口採空運方式者，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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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三十七條   從事學術或技術研究、研發而有輸入或輸出事業廢棄

物樣品必要者，得由事業、廢棄物處理機構、設備商、學

術單位或研究機構以專案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其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先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 

前項輸入申請，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 貨品進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有害廢棄物應檢附輸出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

有害廢棄物輸出之文件或輸出不予管制之證明

文件。 

三、 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廢棄物處理機構許可證、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學術團體立案證書、法人登記

證。 

四、 廢棄物來源及確認其性質之說明資料。必要時，

主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檢測報告。 

五、 由輸出國至本國之運輸流程。 

六、 國內機構處理方式說明。 

七、 廢棄物專案輸入計畫： 

(一) 研究、研發之目的。 

(二) 需專案申請之特別理由。 

(三) 研究、研發方式說明。 

(四) 研究、研發後廢棄物及衍生廢棄物之最終處置

方式及流向。 

(五) 雙方合作契約文件。 

八、 切結書（附件一）。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第一項之輸出申請，應檢具下列書件： 

一、 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 有害廢棄物應檢附接受國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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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輸入之同意文件或輸入不予管制之證明

文件。 

三、 接受者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立案證

明。 

四、 廢棄物來源及確認其性質之說明資料。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要求出具廢棄物檢測報告。 

五、 由本國至接受國之運輸流程。 

六、 接受國機構處理方式說明。 

七、 廢棄物專案輸出計畫： 

(一) 研究、研發之目的。 

(二) 需專案申請之特別理由。 

(三) 研究、研發方式說明。 

(四) 研究、研發後廢棄物及衍生廢棄物之最終處置

方式及流向。 

八、 切結書（附件一）。 

九、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三十八條    （刪除）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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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申請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許可切結書 
 

一、茲依據「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規定申請下列許可： 

輸入有害廢棄物             輸出有害廢棄物 

輸入一般事業廢棄物         輸出一般事業廢棄物 

輸入專案申請有害事業廢棄物 輸出專案申請有害事業廢棄物 

輸入專案申請一般事業廢棄物 輸出專案申請一般事業廢棄物 

二、申請許可內容： 

(一) 廢棄物種類：                                       。 

(二) 數量：                                        公噸。 

(三) 國家(地區)：                                        。 

(四) 期間：                                             。 

三、切結事項： 

(一) 申請案檢附書件內容為真，若有虛偽不實情事者，願負相關

法律責任。 

(二) 申請經許可後，本公司將確實遵守廢棄物清理法及其他相關

法規之規定，妥善辦理廢棄物輸入或輸出業務。如有違法願

受處分；如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所得之利益超過法定罰鍰最高

額者，行政機關得於所得利益之範圍內酌量加重裁處，不受

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立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負責人用章）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用章）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致 

○○○縣（市）政府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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