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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管理要點第三點、第四點修

正規定 

三、除第二項、第三項另有規定外，堆肥場收受之禽畜糞、廢

棄物及生產產品，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所收受之原料，以農業廢棄物為限。但中華民國一百

零一年四月十五日(含當日)以前取得堆肥場營運許可

者，其原料以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三十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相關規定得使用於有機質肥

料原料之事業廢棄物為限，且不得收受或含有附件一

所列廢棄物。 

   （二）每月所收受之禽畜糞，應占原料總重量百分之四十以

上。 

   （三）生產之肥料產品品目，以附件二所列者為限。 

   （四）每月所生產之禽畜糞堆肥、雞糞加工肥料品目產品，

應占產品總重量之百分之六十以上。 

（五）以禽畜糞生產肥料者，應符合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第三條附表一所定之再利用管理方式。 

畜牧場附設堆肥場或共同處理堆肥場擬收受依肥料登

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五條第三項公告為可直接利用或添

加為製肥原料之事業廢棄物為原料者，應於營運管理計畫

書詳述其種類及數量，依第四點或第九點申請經核准後，

始得為之。 

    有沼氣再利用設施之畜牧場，依第四點申請畜牧場附

設堆肥場或共同處理堆肥場，或依第九點申請變更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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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營運管理計畫書詳述沼氣再利用設施及方式，經本會審

查核准者，不受第一項第二款原料及第四款產品之比率限

制。 

四、申請堆肥場之營運許可者，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三)，並

依下列規定檢附文件一式二份，送交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 

   （一）申請畜牧場附設堆肥場營運許可，應檢附下列文件： 

         1.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主要畜牧設施欄應載明有堆 

肥舍。 

         2. 堆肥舍建築使用執照影本。 

         3. 堆肥醱酵設施圖：應著色標示堆肥醱酵設施，並詳

列有效容積及每月可處理量。 

         4. 營運管理計畫書：應詳列原料種類與重量、清運、

場房設施、再利用方式、堆肥製作流程、產品種類、

重量、產品銷售方式及自有或委託清運車籍資料，

其屬委託者應加附委託清運契約書；有沼氣再利用

設施之畜牧場，並應詳述沼氣再利用設施及方式。 

         5. 堆肥場各項設施配置圖：應依比例尺(不得小於一

千二百分之一，以下同)著色區分原料處理、堆肥

醱酵、成品處理及污染防治等設施面積；有沼氣再

利用設施之畜牧場，並應標示沼氣再利用設施面

積。 

         6. 污染防治計畫書：應詳列設施規格、操作頻率、對

原料滲出水及異、臭味之污染防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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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依前點第二項收受事業廢棄物為原料者，應提供原

料提供者名冊、自申請日起有效期間一年以上之委

託清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 

   （二）申請共同處理堆肥場營運許可，應檢附下列文件： 

         1. 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所定文件。 

         2. 堆肥場各項設施配置圖：應依比例尺著色區分原料

處理、堆肥醱酵、成品處理、污染防治、衛生消毒

及其他設施面積；有沼氣再利用設施之畜牧場，應

標示沼氣再利用設施面積。 

         3. 污染防治監測計畫書：應詳列設施規格、操作頻率、

有效處理量、對堆肥滲出水、異、臭味之污染防治

處理方式、運轉後每年一次以上委託第三方監測周

界主要異、臭味濃度之計畫或契約。 

         4. 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設立登記之畜牧產

銷班證明文件。 

         5. 尚有一年以上有效期限之產銷班班員委託清除處

理再利用禽畜糞或其他農業事業廢棄物合約書。 

         6. 依前點第二項收受事業廢棄物為原料者，應提供原

料提供者名冊、自申請日起有效期間一年以上之委

託清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 

   （三）申請代處理堆肥場營運許可，應檢附下列文件： 

         1.前款第三目所定文件。 

         2.農民團體、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但依法

免辦理登記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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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土地核准作堆肥場使用文件及建築使用執照影

本。 

         4.堆肥醱酵設施圖：應著色標示堆肥醱酵設施，並詳

列有效容積及每月可處理量。  

         5.營運管理計畫書：應詳列原料種類與重量、清運方

式、場房與設備規格、再利用方式、堆肥製作流程、

產品種類、重量、產品銷售方式及自有或委託清運

車籍資料，其屬委託者應加附委託清運契約書。  

         6.堆肥場各項設施配置圖：應依比例尺著色區分原料

處理、堆肥醱酵、成品處理、污染防治、衛生消毒、

管理室及其他設施面積。 

         7.原料提供者名冊、尚有一年以上有效期限之委託清

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 

         8.個案再利用許可文件影本。但無個案再利用許可者，

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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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件一禽畜糞堆肥場不得收受或含有之廢

棄物原料種類表修正規定 

附件一：禽畜糞堆肥場不得收受或含有之廢棄物原料種類表 

項次 廢棄物名稱 

一 食品加工污泥 

二 釀酒污泥 

三 製糖濾泥 

四 廢白土 

五 廢矽藻土 

六 有機性污泥（漿紙污泥） 

七 廚餘 

八 廢廚餘 

九 蔗渣煙爐灰 

十 菸砂 

         

 

 

 

 

 

 

 

 

 



6 

 

第三點附件二禽畜糞堆肥場可生產之肥料品目種

類表修正規定 

附件二：禽畜糞堆肥場可生產之肥料品目種類表 

項次 肥料品目種類 

一 禽畜糞堆肥 

二 一般堆肥 

三 雜項堆肥 

四 混合有機質肥料 

五 液態有機質肥料 

六 有機質栽培介質 

七 雞糞加工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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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附件三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申請書

修正規定 

附件三：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申請書 

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申請書 

本堆肥場已依土地及建築等法令規定完成設場，並設置各項堆肥處理設施及污染防治設

施，茲填具本場資料及檢附相關書件，請惠予核發營運許可證明文件。 

一、經營類別：□畜牧場附設堆肥場  □共同處理堆肥場 □代處理堆肥場 

二、經營主體名稱：                                                  

三、堆肥場名稱：                                                    

四、負責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五、堆肥場場址：                                                      

六、堆肥場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場房面積：            平方公尺。 

七、堆肥醱酵設施面積：                 平方公尺。（依平面配置圖面積填寫） 

八、每月最大處理量：公噸。 

九、主要堆肥原料名稱及數量（公噸/每月）： 

(一)公告再利用：(依所附原料提供者名冊及委託清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填報) 

□ 禽畜糞，委託再利用契約畜牧場          場，每月          公噸。 

□ 農業污泥，委託再利用契約畜牧場          場，每月          公噸。 

□ 菇類培植廢棄包，每月          公噸。 

□（            ），每月          公噸。（項目數超出者請自行增列說明） 

(二)個案再利用：(依所附個案再利用許可文件及委託清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填報) 

□（            ），每月          公噸。（項目數超出者請自行增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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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計禽畜糞每月            公噸，其它事業廢棄物每月            公噸。 

(四)其它原料：（               ），每月         公噸。（項目數超出者請自行增

列說明） 

十、再利用製成產品： 

   □禽畜糞堆肥，每月          公噸。 

□一般堆肥，每月          公噸。 

□雜項堆肥，每月          公噸。 

□混合有機質肥料，每月          公噸。 

□液態有機質肥料，每月          公噸。 

□有機質栽培介質，每月          公噸。 

□雞糞加工肥料，每月          公噸。 

十一、清運車輛：自有    輛，委託清運    輛，車牌號碼：                   

（畜牧場附設堆肥場場內以機具清運無運輸車輛者免填報） 

十二、附件(請依所附書件勾選)：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 

□農民團體營業登記證明或公司行號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土地核准作堆肥舍(場)使用文件及建築使用執照影本 

□堆肥場各項設施配置圖及堆肥醱酵設施圖 

□營運管理計畫書 

□污染防治計畫書或污染防治監測計畫書 

□原料提供者名冊及委託清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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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再利用許可文件影本 

□畜牧產銷班證明文件 

□清運車輛證照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請說明)                 

 

此    致 

           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住址： 

聯絡電話： 

（經營類別為代處理堆

肥場者加蓋營業或商業

登記名稱印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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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件五禽畜糞堆肥場收受原料數量暨堆肥生產銷

售庫存統計表修正規定 

附件五：禽畜糞堆肥場收受原料數量暨堆肥生產銷售庫存統計表 

 

場名：                                               年      月 

原料種類 收受數量(公噸)  公噸 

禽畜糞  製成有機質肥料數量  

農業污泥  銷售量  

菇類培植廢棄包  庫存量  

羽毛  

畜禽屠宰下腳料  

死廢畜禽  

廢棄牡蠣殼  

果菜殘渣  

豬毛  

其他(請自行新增)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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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六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申

請書修正規定 

附件六：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申請書 

     

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申請書 

本堆肥場依據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管理要點規定，申請禽畜糞堆肥場

營運許可證登載事項變更，茲檢附相關書件，請惠予辦理。 

一、變更登載項目（請勾選）： 

□經營類別                         □經營主體名稱 

□堆肥場名稱                       □負責人 

□堆肥場場址                       □土地面積 

□場房面積                         □堆肥醱酵設施面積 

□每月最大處理量                   □原料名稱及數量 

□再利用製成產品                   □清運車輛 

□有效期限展延 

□其他(請說明)                

二、變更登載項目說明(請將變更項目內容，詳細填列於下表內。)： 

原登載內容 申請變更登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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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請依變更項目，勾選所附書件)：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農民團體營業登記證明或公司行號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土地核准作堆肥舍(場)使用文件及建築使用執照影本 

□堆肥場各項設施配置圖及堆肥醱酵設施圖 

□原料提供者名冊及委託清除再利用或再利用契約書 

□個案再利用許可文件影本 

□畜牧產銷班證明文件 

□清運車輛證照影本 

□其他證明文件(請說明)                              

     此  致 

        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  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住址： 

                      聯絡電話： 

(經營類別為代處理堆肥

場者加蓋營業或商業登

記名稱印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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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附件七禽畜糞堆肥場申請歇業停業復業報告書修

正規定 

附件七：禽畜糞堆肥場申請歇業停業復業報告書 

禽畜糞堆肥場□歇業□停業□復業 報告書(請勾選) 

一、經營主體名稱：                                                         

二、堆肥場名稱：                                                           

三、負責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四、堆肥場場址： 

五、申請事項：                                                           

類別 事實或原因 申    請    內    容 備    註 

□歇業 

 □自   年   月    日歇業。 

□依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管

理要點第十點規定，繳銷堆

肥場營運許可證正本。 

 

□停業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停

業。 

□申請展延停業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報請備查。 

一、停業期間以六個月

至一年為限。 

二、申請展延停業期限

不得超過一年，並

以一次為限。 

□復業 

 □自    年    月    日復

業。 

□報請備查。 

 

此致          

   直轄市、縣(市)政府  核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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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申請人：               （簽名蓋章） 

                                住  址： 

                                電  話： 

                                  

(經營類別為代處理堆肥

場者加蓋營業或商業登

記名稱印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