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隆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111基府訴決字第007號 

訴願人：○○營造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原處分機關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代表人 ：賴煥紘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基隆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

稱該局）110年 11月 12日基環事廢字第 074號裁處書所為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承攬○○○○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之「○○新村宿舍拆

除等鋪面工程（合約編號：A1E○○○○○○)；管制編號：C1○○○○○○」。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訴願人

係屬上述之事業定義，該局前於民國(以下同)110年 7月 1日函請訴願人應

於該工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核准後，始得動工。惟該局於 110年 7

月 20、21日至現場稽查，發現下列違規事項： 

一、110年7月20日稽查時發現現場有營建剩餘土石方(B5類)堆置，依房屋破

損的痕跡顯示已有執行拆除作業，查訴願人尚未檢具「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送該局核准即進行拆除作業，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

款規定略以：「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依據同法

第52條規定：「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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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三十九條規定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

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裁處新臺幣(以下同)6,000元。

訴願人於110年7月28日主動來函說明三表示：後續進行拆除作業前，將

依規定發送廢物清理計畫書備查。 

二、110年7月20日現場稽查發現廢棄物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

露天貯存堆置，未有諸如覆蓋防水布等相關防止雨水滲透之設備，違反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第10條規定：「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

之設備或措施。」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裁處6,000元。 

三、另因應烟花颱風過境，避免該工程現地廢棄物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

一般性垃圾)造成環境污染，該局勉予同意訴願人先清除、處理廢棄物

再補送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且該局110年7月20、21日營建工地現場稽查

紀錄表暨該局110年7月23日基環廢壹字第1100300333號函、110年8月3

日基環廢壹字第1100006610號函，多次告知訴願人，現地廢棄物

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於清除、處理時仍應依規定委託合

格之公民營處理機構及辦理廢棄物流向申報，另請訴願人於烟花颱風過

後，應補送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提供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申報資料至該

局備查，訴願人均未依規辦理。該局再於110年8月26日基環廢壹字第

1100300383號函限訴願人於110年8月30日前補正，惟迄今仍尚未提供相

關資料。 

（一）另訴願人委託○○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現地廢棄物D-1801(事

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清除作業及送至○○環保股份有限公司處

理，相關書面契約及妥善處理文件限期於110年8月30日前提送至該

局，惟迄今尚未提送，已分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2項規定訂

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43條第1項規定：「事

業採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方式清除、處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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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廢棄物者，清除前應先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取得執行機關

出具同意處理之證明文件，並應與受託清除者簽訂書面契約。」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裁處12,000元(6,000×2=12,000元)。 

（二）訴願人於110年7月21日委託○○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現地廢

棄物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清除作業共4筆，皆未逐筆

至「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進行申報作業，已分別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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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頻率公告事項：二、（四）1.規定略以：「清除其產生之廢

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物之日期

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

輸出等資料。」，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裁處24,000元(6,000元

×4筆)，有處理機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申報事業廢棄物管理資訊

系統紀錄可稽。 

四、訴願人違反前揭規定，該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以110年11月

12日基環事廢字第074號裁處書裁處訴願人共計48,000元整，裁處書於

110年11月16日送達訴願人新北市土城區聯絡地址處，訴願人不服，於

110年12月15日(該局110年12月20日收文)提起訴願。 

理   由 

一、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2款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一、檢具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

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

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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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36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法 52 條規定：「貯存、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第五項、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規定

或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二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

善者，按次處罰。」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10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其主要成分特性設置貯存設

施，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外，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有防止地

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第 43條第 1項規定：

「事業採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方式清除、處

理事業廢棄物者，清除前應先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取得執行

機關出具同意處理之證明文件，並應與受託清除者簽訂書面契約。」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2款訂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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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二、（四）1.規定：「二、指定公

告事業屬廢棄物產生者或再利用者應申報項目、內容、頻率及方式：

（四）清除、處理、再利用及輸出情形申報 1.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

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物之日期時間、

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等

資料。」 

二、訴願人訴願理由略以：「(一) …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二) …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三)訴願人為原處分機關承

辦宿舍拆除工程，因應當時煙花颱風即將過境，為避免因此導致眾多廢

棄物產生而污染環境，從而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先辦理廢棄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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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處理事宜，再補行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而後原處分機關以 110年 8

月 3日基環廢壹字第 1100006610號函函覆：「…勉予同意貴公司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尚未提送本局審查即先辦理廢棄物清除、處理…。」是該函

覆係屬原處分機關針對該宿舍工程，而對訴願人免除先提出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義務之單方行政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 92條係屬行政處分。(四)

在該處分為(未)經原處分機關書面通知廢止前，訴願人得合理期待該授

意處分仍屬有效，而實際上訴願人也有先為進行宿舍拆除之動作，是訴

願人對該授益處分之信賴應受保護，且行政罰法第 7條。其先進行宿舍

拆除並非故意或過失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之義務…。」云云。 

三、該局主張略以： 

(一)該局於 110年 7月 1日基環廢壹字第 1100300320 號函除核發「○○新

村宿舍拆除等鋪面工程（合約編號：A1E○○○○○○）」之事業廢棄物

流向管制編號及密碼外，並告知訴願人應依規申辦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及產出廢棄物應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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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進行廢棄物流向

申報作業，違者依法告發及處分。並再次於 110年 7月 23日基環廢壹

字第 1100300333 號函通知訴願人，現因烟花颱風過境，需先辦理現地

廢棄物(D-0599除外)清除、處理作業，該局於 110年 7月 20日及 21日

現場稽查判定現地待清廢棄物屬 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

並告知現場人員，於清除、處理時仍應依規定委託合格之公民營處理機

構及辦理廢棄物流向申報，另請於烟花颱風過後，補送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及提供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申報資料至該局備查，合先敘明。 

(二)訴願人嗣以 110 年 7月 28日○○字第 110033號函表示：「110 年 7月

21日因烟花颱風過境，當日會同○○○議員、○○○議員、○○○處長、

主辦單位、環保局及里長商討營建工地廢棄物清理壹事，因事態緊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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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公司從權處理，又因此廢棄物非屬民生垃圾，無法直接進焚化廠，

需以專案處理，因此委託○○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代為處理…。」該局以

110年 8月 3日基環廢壹字第 1100006610 號函復：「為因應烟花颱風過

境，避免旨揭工程現地廢棄物 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造成

環境污染，經議員等及各單位關心，勉予同意貴公司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尚未提送本局審查即先辦理廢棄物清除、處理。惟本局以 110 年 7月 1

日基環廢壹字第 1100300320號函及 110年 7月 20、21日現場稽查已告

知貴公司現場人員，現地廢棄物清除、處理仍應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

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規定進行廢棄物流向申報作業，並於清除、

處理時仍應依規定委託合格之公民營處理機構，合先敘明。並請訴願人

依本局 110年 7月 23日基環廢壹字第 1100300333號函說明三、四辦理，

儘速提供相關資料至本局審查。」在案。 

四、查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一、檢具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此為強制規定，該局並無得免除做成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權利甚明。次查訴願人訴願狀貳、二、(四)已承

認「有先為進行宿舍拆除之動作」，訴願人未依規先申辦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及清理廢棄物行為，分屬二行為，依前揭函文，該局勉予同意者為

未經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前得先行清除、處理現地廢棄物(D-0599除

外)，訴願人已先進行主體拆除作業行為，仍屬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項規定。另該局 110年 7月 20日、21日營建工地現場稽查紀錄

表暨 110年 7月 23日基環廢壹字第 1100300333號函、110年 8月 3日

基環廢壹字第 1100006610 號函，多次告知訴願人，該拆除工程現地廢

棄物 D-1801(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於清除、處理時仍應依規定委

託合格之公民營處理機構及辦理廢棄物流向申報，另請於烟花颱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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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提供相關資料(含妥善處理文件)至該局備查，訴願人迄今並未提出

任何補申報資料。是訴願人將該局為因應烟花颱風過境勉予同意訴願人

先清理垃圾再補送相關申報文件，強行擴張解釋為免除提出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容有誤解。另有關訴願人清除、處理廢棄物未依規申報部分，

認事用法尚無違誤，該局所為處分均依法有據，應予維持。 

綜上論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駿逸(請假) 

委員  莊惠媛(代行) 

委員  林昆鋒       

委員  尹章華       

委員  游蕙菁       

委員  黃雅羚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廿 五 日 

 

市長  林 右 昌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