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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清理法第19條第2項
• 99年12月30日公告「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
應回收電子電器物品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
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並於 100年7月1日正
式實施。

• 105年5月17日公告修正「應設置資源回收設
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 規格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公告事項第四項、第五項附表
二，並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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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管
範
圍

應回收電子電器：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及冷、暖氣機等
四項民眾購買新品所汰換之報廢品。

應
回
收
電
子
電
器
定
義

一、電視機：使用交流電，包含影像管類、非影像管類及彩色影像投射機
（指內投式彩色影像投射電視機），並含有或預留電視調諧
器Tuner位置，或螢幕對角線尺寸逾27吋之影像輸出裝置。

二、電冰箱：使用交流電，容量800公升以下，壓縮式且兼具冷藏及冷凍
功能或電動吸收式之冰箱、冰桶。

三、洗衣機：洗衣容量為乾衣6公斤以上15公斤以下者。

四、冷、暖氣機：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8,000仟卡/小時(kcal/h)或9.3
千瓦 (KW)以下之窗型、箱型、分離式或移動式冷、暖氣機。
但不包括水冷式冷、暖氣 機及機動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上
使用之冷、暖氣機。

一般廢棄物之性質一般廢棄物之性質 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三、含有害物質成分一、不易清除、處理。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三、含有害物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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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販賣業者依下列方式設置廢四機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及貯
存自消費者處回收清除之廢四機。

1.於販賣場所明顯處標示「本店配合環保署廢四機回收服務」及
「廢四機回收專線」。
營業入口明顯處 填入販賣業者

或配合回收之
廠商電話

標語應
每字邊長≧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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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條文說明(3/8)
資源回收設施與標示

2.得於營業場所或所屬作業範圍（區、場、倉儲）內，設置資源回 收
設施，並標示「廢四機回收專區」字樣。

廢四機回收專區

堆置高度
≦2.5m

相鄰高度
差

≦1m

營業場所或
作業範圍

每字邊長
≧10cm ●油漆 ●紅布條

●壓克力板 ●紙板

廢四機
回收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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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條文說明(4/8)

 資源回收設施之設置場所應為足以防止廢四機
破損之固定區域，且應保持清潔，不得有破散、
掉落、積水、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及冷媒、
螢光粉、液晶逸散或洩漏等情事。

 販賣業者回收之廢四機，應依本法相關規定
予以妥善貯存，於回收、清除及貯存過程，
不得有拆解之行為。

貯存場所之環境管理

回收、貯存執行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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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條文說明(5/8)

 消費者購買電子電器時，宣達消費者權益內容並經消費者簽名或知悉後，
由販賣業者存查相關文件或紀錄1年。

 宣達內容說明： 新購公告指定規格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或冷、暖氣機時，
販賣業者應提供同項目、數量、時間及同送達地址之廢四機回收
（搬、載運）無償服務。但不包含為搬運、拆卸而動用大型機具、
工程或危險施工等。
消費者本人簽名確認已被口頭告知或知悉上述權益：
________________

民眾新購公告指定規格之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或冷、
暖氣機時，販賣業者應提供同項目、數量(1對1)、時間
及同送達地址之廢四機回收（搬、載運）無償服務。但
不包含為搬運、拆卸而動用大型機具、工程或危險施工
等。

 服務內容：

無

償

販賣業者應依下列規定執行回收清除

【無論有無回收廢四 機，於消費
者購買時即需先行告知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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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條文說明(6/8)

顏色區分，方便辨識：
白色：販賣業者存查1年。
黃色：隨廢四機交回收業/處理

業及執行機關存查5年。
紅色：民眾收執。

有回收廢四機(公告指定)               
才需填寫聯單。請勿於消費者

購買新機時直接提供。

廢四機回收聯單(一式三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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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條文說明(7/8)
回收廢四機交付期限

販賣業者自消費者處回收清除之廢四機，應自回
收日次日起三個月內交付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
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或本法第五條
之執行機關。

販賣業者販賣業者
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
處理業者，或地方環保局
取得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登記證之回收、
處理業者，或地方環保局

應於回收廢四機次
日起三個月內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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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條文說明(8/8)

販賣業者回收之廢四機，應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妥善貯存，於回收、清除及貯存
過程，不得有拆解之行為
於交付電子電器時應依消費者權益須知內容提供服務
回收聯單填寫不實、申報不實

相關罰則

 若違反同一公告事項二、四(一)、五、六前四次先施以書面勸導改善。
於三個月內累計達五次者；經處分後，重新計算。

 若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設置資源回收設施及相關標示
 宣達消費者權益須知內容
 填寫「廢四機回收聯單」，並交付消費者留存
 回收之廢四機三個月內交付取得合格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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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轉號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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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轉號說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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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消費者家中回收廢四機，應填寫聯單
2.將廢四機交付取得合格登記證之回收、處理
業者時，填寫交付對象後，聯單自行存查1年。聯單含英文數字編碼共8碼

環保署印製:英文1碼+7碼數字
業者取號印製:英文2碼+6碼數字

XXX

第一聯(白色)

王大有

2.

回收業1
4.

販賣業

3.日立

03 161091. E

廢四機聯單使用說明(1/5)

109 0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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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

3 12108

回收業1
108 5 26

併廢機交付回
收/處理業

連同廢四機自回收日次日起三個月內交付
給取得合格登記證之回收、處理業者。

第二聯(黃色)

回收/處理業廢四機聯單使用說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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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聯(紅色)

消費者

自消費者家中回收後現場將
聯單第三聯交給消費者收執

廢四機聯單使用說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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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廢四機回收聯單規定

廢四機聯單使用說明(4/5)

現場領取 郵件寄送

申請表下載連結

務必蓋公
司章或發
票章



20

聯單、顧客權益須知
簽名保存

公告事項七，販賣業者依本公告所
製作之文書(表單)應保存1年備查

環保機關稽查重點

 回收標示  聯單填寫真偽

 貯存場所  聯單交付對象/期限

 聯單保存  聯單使用情形

 顧客權益須知簽名留底

廢四機聯單使用說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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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購買新四機

• 販賣業者營業處設

立相關標示。

• 販賣業者告知消費

者權益。

• 消費者了解自身權

益並簽名。

• 保存消費者簽名單

據1年。

販賣業者或物流業

者準備出貨

• 與消費者確認廢四

機回收數量。

• 攜帶聯單及新四機。

販賣業者送貨至

消費者家

• 提供同種類、數量

及同運送地址之回

收清除 (搬、載運)

無償服務。

• 填具聯單內容(回

收日期、項目、型

態、品牌)。

• 聯單第三聯(紅色)

交由消費者收執。

收受廢四機

交付回收業

• 三個月內交付廢四

機與聯單第二聯

(黃色)給取得登記

證之回收處理業或

執行機關，並進行

申報。

• 販賣業者聯單(白

色、第一聯)保存1

年。

• 回收處理業聯單

(黃色、第二聯)保

存5年。

廢四機回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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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違規樣態(1/2)
回收聯單未確實填寫 販賣業入口明顯處未標示



23

常見違規樣態(2/2)
線上取號聯單重複套印

聯
單
號
碼
重
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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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線上取號操作說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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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線上取號操作說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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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線上取號操作說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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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線上取號操作說明(4/4)

為避免列印到重複的聯單號碼切記列

印完要把該次的聯單檔案刪除
切勿重複使用聯單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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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帳號/密碼 查詢流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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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帳號/密碼 查詢流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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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帳號/密碼 查詢流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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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帳號/密碼 查詢流程(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