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二  應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之廢棄物項目及費率表 

編號 徵收類別 中央主管機

關列管事業

廢棄物代碼 

事業廢棄物代碼中文名稱 收費費率 

（元/公噸） 

０八－００一 石油系

有機物

類 

A-6101 石油煉製業之熱交換器清

洗污泥 

八百六十六 

０八－００二  A-6401 石油煉製業之原油貯槽之

槽底沈降物 

 

０八－００三  A-6501 石油煉製作業之油污槽底

泥、過濾或分離之廢棄物 

 

０八－００四  A-6701 煉焦之傾析器塔泥或污泥  

０八－００五  C-0152 苯  

０八－００六  E-0202 含油脂之充膠廢電線電纜 四十三 

０八－００七  E-0207 多氯聯苯重量含量低於百

萬分之五十且含油脂之廢

變壓器、廢電容器 

 

０八－００八  D-0903 非有害油泥  

０八－００九  D-1102  重油灰渣  

０八－０一０  D-1702  廢熱媒油  

０八－０一一  D-1703  廢潤滑油  

０八－０一二  D-1704  廢切削油(液)  

０八－０一三  D-1799  廢油混合物  

０八－０一四  D-2605  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

壓縮機 

 

０八－０一五  D-2610  含油脂之廢配電開關、廢

電力保險絲、廢消防幫浦 

 

０八－０一六  R-1703  廢潤滑油  

０九－００一 含氯碳氫

化合物及

其他化學

物類 

B-0347 二甲基甲醯胺（毒性化學

物質第二類） 

一千八百九十

八 

０九－００二 C-0126  1,2-二氯乙烷  

０九－００三 C-0120 2,3,7,8-氯化戴奧辛及呋

喃同源物 

 

０九－００四 C-0149 其他含有機氯污染物且超

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 

 

０九－００五 C-0169  有機化合物且超過溶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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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混合廢棄物 

 

０九－００六 含氯碳氫

化合物及

其他化學

物類 

 

 

D-0901 有機性污泥 九十五 

０九－００七 D-0999 污泥混合物  

０九－００八 D-1701 廢油漆、漆渣  

０九－００九 R-1501 廢光阻剝離液  

０九－０一０ R-2503 二甲基甲醯胺（DMF）粗液  

一０－００一 重金屬及

其化合物

類 

A-3701  清洗含顏料、乾燥劑、鉻

鉛安定劑塗料等配方所用

容器內之廢溶劑及污泥、

廢鹼及污泥、廢液及污泥 

三百五十四 

一０－００二 A-7201  鋼鐵工業鋼材加工或浸置

之廢酸液 

 

一０－００三 A-7301  鐵鉻合金製程之排放控制

之集塵灰或污泥 

 

一０－００四 A-7501  鉛、鎳、汞、鎘、銅二次

熔煉之排放控制之集塵灰

或污泥  

 

一０－００五  A-8301  廢料回收產生之酸性廢液

或污泥 

 

一０－００六  A-8801 電鍍製程之廢水處理污

泥，但下述製程所產生者

除外：（1）鋁之硫酸電鍍

（2）碳鋼鍍錫（3）碳鋼

鍍鋁（4）伴隨清洗或汽提

之碳鋼鍍錫、鋁（5）鋁之

蝕刻及研磨 

 

一０－００七  A-8901 鋁之化學轉化塗佈製程之

廢水處理污泥。（成份：

六價鉻、氰化物（錯合物）） 

 

一０－００八 B-0299 其他前述化學物質混合物

或廢棄盛裝容器 

 

一０－００九 C-0102 鉛及其化合物（總鉛）  

一０－０一０  C-0103 鎘及其化合物（總鎘）  

一０－０一一  C-0104 鉻及其化合物（總鉻）（不

包含製造或使用動物皮革

 



程序所產生之廢皮粉、皮

屑及皮塊） 

一０－０一二 重金屬

及其化

合物類 

C-0106 砷及其化合物（總砷） 三百五十四 

一０－０一三  C-0110 銅及其化合物（總銅）（僅

限廢觸媒、集塵灰、廢液、

污泥、濾材、焚化飛灰或

底渣） 

 

一０－０一四  C-0119 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

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 

 

一０－０一五  C-0170 鉛蓄電池（非屬公告應回

收廢棄物者） 

 

一０－０一六  C-0171 含鎘電池  

一０－０一七 C-0172 含汞之廢照明光源（燈

管、燈泡）（非屬公告應

回收廢棄物者），且乾基

每公斤汞濃度低於二百六

十毫克者 

 

一０－０一八 C-0173 含汞之廢照明光源（燈

管、燈泡）（非屬公告應

回收廢棄物者），且乾基

每公斤汞濃度達二百六十

毫克以上者 

 

一０－０一九  D-0902 無機性污泥 十八 

一０－０二０  D-1001 焚化爐飛灰（屬一般事業

廢棄物者） 

 

一０－０二一  D-1099 非有害廢集塵灰或其混合

物 

 

一０－０二二  D-1101 爐渣  

一０－０二三  D-1103 焚化爐底渣  

一０－０二四  D-1199 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  

一０－０二五  D-1201 金屬冶煉爐渣（含原煉鋼

出渣） 

 

一０－０二六  D-1299 爐石（碴）或礦渣混合物 



一０－０二七 重金屬

及其化

合物類 

D-1399 其他單一非有害廢金屬或

金屬廢料混合物 

十八 

一０－０二八  D-2612 廢電鍍金屬  

一０－０二九  D-2002 中間處理後之固化物  

一０－０三０  D-2003 中間處理後之穩定化產物  

一０－０三一  E-0213 電鍍金屬廢塑膠（含光碟

片） 

 

一０－０三二  E-0217 廢電子零組件、下腳品及

不良品 

 

一０－０三三  E-0218 廢光電零組件、下腳品及

不良品 

 

一０－０三四  E-0220 廢通信器材（不含機械式）  

一０－０三五  E-0221 含金屬之印刷電路板廢料

及其粉屑 

 

一０－０三六 E-0222 附零組件之廢印刷電路板 

一０－０三七 R-1001 燃油鍋爐集塵灰 

一０－０三八 R-2404 廢乾電池 

一０－０三九 R-2501 廢酸性蝕刻液 

一０－０四０ R-2502 廢酸洗液 

 

附表三  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項目

表 

工程項目 細項分類 

一、儲槽區、加油站之洩漏預防 (一)儲槽本體及儲槽區以塑脂塗裝及包覆、舖設

防漏材質、陰極防蝕處理，以達到預防洩漏

之目的，相關材料費及施工工程費 

(二)攔污設施 

(三)擋油堤 

二、置放區地面阻絕設施 (一)攔污設施及油水分離設施 

(二)水溝閘欄 

三、廢水、廢液處理設施 (一)輸送管線之防漏設施(例如：管溝增設鋼筋混

凝土護槽、防溢堤) 

(二)處理設施之防漏設備部分(例如：內部包覆、

舖設相關特殊材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