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台垃圾為何從不夠燒到堆滿地？

台灣垃圾山重現！
  每年35萬噸垃圾 在流浪 兩年前，台灣的垃圾不夠燒，如今，垃圾卻已是堆滿地，

一座座的垃圾山在部分縣市紛紛冒出，讓原本美麗的家

園又臭又髒。

隨著一般事業廢棄物大量湧入焚化廠，代燒家戶垃圾

的費用也水漲船高，包括新竹縣、南投縣、雲林縣、花

蓮縣、台東縣（含綠島、蘭嶼），以及澎湖縣、金門縣與

連江縣（馬祖）三個離島縣市，不僅要付出高昂代價，轉

運也愈來愈困難。根據統計，2015年八縣市共有近35
萬噸的家戶垃圾四處流浪，每天長征數百公里，甚至還

要飄洋過海、跋山涉水才能找到「歸宿」。

台灣垃圾大戰再起，已到了必須徹底面對的關鍵時刻。

《遠見》走訪各縣市垃圾重災區，為你抽絲剝繭、揪出

元凶、尋找解決之道。

企畫、撰文╱彭杏珠

攝影╱張智傑

責任編輯╱劉宗翰

責任美編╱劉麗堅

特別企畫

98 遠見雜誌 2017/1 99gvm.com.tw



噸垃圾的卡車就會展開「垃圾轉運」之旅。

就在2016年12月初的某個上午，來自花蓮縣的
垃圾轉運車，蜿蜒經過風景秀麗的西海岸、崎嶇

險峻的蘇花公路，趕著要在晌午前，將垃圾送進焚

化廠貯坑。這一趟轉運下來，平均每噸垃圾處理、

運費高達台幣3100多元。
「我們實在是逼不得已，」一位清潔隊員說，縣

內並沒有焚化廠，只能拜託別人處理，又怕當地民

眾反彈，每天都很戒慎恐懼，悄悄運送。

不要懷疑，這些場景正真實在全國八個城市上

演。包括新竹縣、南投縣、雲林縣、花蓮縣、台東

縣（含綠島、蘭嶼），以及澎湖、金門與連江（馬

祖）三個離島縣市。

焚化爐政策反覆 埋下禍因
為何只有他們的家戶垃圾需要跨縣市尋找去

處？這跟過去20年來的焚化爐政策反覆有關。
回顧1996年，政府為了取代露天堆放垃圾的掩
埋場，推出「一縣市一垃圾焚化爐」，除不符合經

濟效益的離島三縣之外，本島共規畫興建36座焚
化爐。

後來，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的效益浮現，在家戶

垃圾遞減、焚化處理量充沛的前提下，2004年出
現檢討聲音，最後決定暫緩南投、花蓮及新竹縣的

新建計畫，全國共完成啟用24座焚化廠。
當時，雲林林內與台東焚化廠正在興建中，中央

決定南投的垃圾交給林內焚化廠處理，花蓮則委

由台東代燒，新竹縣則就近請新竹市、苗栗處理。

環保署同時允諾給離島三縣及配合停建的三縣

市垃圾轉運費，補助期為20年。
當時，根本料想不到台東跟林內焚化廠蓋好後

竟無法啟用。林內更因縣民長期抗爭，至今仍陷入

仲裁爭議中。由於兩縣市並非配合政策才不啟動

焚化廠，依法無法補助轉運費。

八縣市垃圾處理費 2015年合計近7億元
近十年來，隨著一般事業廢棄物大量湧入焚化

廠，代燒家戶垃圾的費用也水漲船高。八縣市不僅

要付出高昂代價，轉運也愈來愈困難。

你
可能不知道，從住家丟出來的垃圾，竟然要

飄洋過海、跋山涉水，甚至經過數百公里運

行長征，才能送到外縣市焚化廠處理？

根據《遠見》獨家整理，台灣每年有近35萬噸的
家戶垃圾得到處流浪，跨縣市或跨海過著「游牧」

生活。35萬噸相當10萬隻非洲大象的重量，就這
樣經過大街小巷，四處尋找「歸宿」，只要有人願

意收留它，就往哪裡去。

每天的傍晚時分，這些縣市的清潔隊例行會到

各鄉鎮收垃圾。代燒運作順暢時，一車車裝著20

綠島的垃圾、資源回收都要運到台東處理，平均每噸垃圾處理費高達92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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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攀高。

如果以平均每噸垃圾的處理費用來看。近五年，

本島五個縣市均上漲一至兩倍，「對地方財政造

成很大負擔，」台東縣環保局長謝清泉大感吃不

消，即便可以在鄰近縣市處理的新竹縣，每噸垃圾

處理單價也從2011年的835元漲到2016年的1849
元，成長1.21倍（表3-1）。
以月前代燒垃圾引發風暴的台北市為例，2016
年勉為其難幫雲林代燒2萬2851噸垃圾，雲林縣就
要付出6384萬元的代價，去回一趟超過450公里的
路程，光北送垃圾的運費就花上1627萬元。
目前多數垃圾轉運費均以去回一趟計算（回頭

為空車），每台車載重約20至22噸的垃圾，以每噸
垃圾每公里計價，並視道路崎嶇的狀況而定，行情

在3.1至4.4元間，其中又以行經蘇花公路的最貴，
為4.4元。
再以南投運送到台北市，每公里以3.2元計算，

載一趟18噸的垃圾，去回約2萬7000元。如果轉運

到宜蘭更貴，去回一趟約700公里，轉運費為4萬
元。2016年1至11月底，南投光為了轉運垃圾，已
支付5193萬餘元。
處理家戶垃圾讓這些縣市負擔沉重，連分攤垃

圾轉運費的鄉鎮市公所，也大歎經費不足。

以台東縣台東市為例，市長張國洲說起垃圾就

搖頭，市公所每年預算4億多元，處理垃圾就花掉
1億多元。
雲林縣府所在地的斗六市，跟環保相關業務大

約占公所總預算1／5。斗六市清潔隊隊長楊騏駿
指出，2015年斗六的垃圾轉運費（不含焚化處理）
1100萬元，市公所要負擔500萬元。

離島垃圾處理費工 蘭嶼、綠島最貴
離島的垃圾處理費更驚人。2015年，澎湖、金

門、連江縣共轉運3萬2552噸的垃圾到台灣，依就
近處理原則，金、澎委由高雄市代燒，連江則交給

基隆市處理。

例如2015年，八縣市共轉運近35萬噸的家戶垃
圾到其他縣市（表1-1、表1-2），含轉運跟焚化費
高達6億9146萬餘元（表2-1、表2-2）。

尤其這兩年，垃圾危機逐漸嚴峻，已有縣市的

垃圾轉運不出去，只好愈堆愈高，形成一座座垃圾

山。預估2016年因垃圾緊急北調的關係，轉運費

10060 蘭嶼鄉

3634 澎湖縣
4969 金門縣
5819 連江縣

9261 綠島鄉

表1-1 本島五縣市委託焚化垃圾量（萬公噸）

7.12

3.86

0.99

9.56

1.789.14

1.20

6.42

0.27

4.41

0.10
2.02

0.07

7.31 新竹縣

台東縣

花蓮縣

雲林縣

7.52 南投縣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月∼11月

表1-2 離島地區委託焚化垃圾量（萬公噸）

1.71

1.26

澎湖縣

0.06 蘭嶼鄉
0.06 綠島鄉
0.20 連江縣

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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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月

八縣市委託焚化垃圾量，每年最多35萬公噸
表3-1 本島五縣市垃圾處理每噸均價（元）

3131 花蓮縣

1849 新竹縣
2034 雲林縣

2846 南投縣
3025 台東縣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月∼11月

表3-2 離島地區垃圾處理每噸均價（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月∼10月

離島垃圾處理單價，比台灣本島高出一至三倍

註1： 2015年10月~2016年5月，高雄市停止處理台東、綠島、蘭嶼垃圾，故台東、綠島、蘭嶼2016年數據為6-10月； 
連江縣無2012、2013年數據，2016年統計至9月底。

註2： 高雄市自2016年11月1日起採「以量易量」，請金門底渣或底渣資源化產品回運，數據統計至2016年10月底。

註：垃圾處理費包含焚化費跟轉運費，雲林縣數據僅有焚化費，未含轉運費。

表2-2 離島地區垃圾處理費（千萬元）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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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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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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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月

重災區垃圾處理費，五年暴漲一至兩倍

表2-1 本島五縣市垃圾處理費（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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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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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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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處理費及轉運成本，2015年，三個離島處
理垃圾的費用高達1.32億元。
以馬祖為例，四鄉五島都有各自的垃圾暫置場，

當累積到10幾至20公噸後，船公司會將一袋袋的
太空包垃圾載往台灣。這些垃圾隨著風浪擺動，搖

搖晃晃八小時後，才抵達基隆港或台北港。清除業

者再用堆高機或夾子，將太空包轉至大貨車，再開

5.5公里的路程後，兩小時後抵達基隆焚化廠。
2016年連江每噸成本為5819元，金門則在5000

元之譜，澎湖雖然距離高雄較近，每噸也要3634
元。全國垃圾處理費最貴的，則是有「太平洋遺世

珍珠」之稱的蘭嶼。由於海象與天候不穩定、船班

有限，垃圾必須先送至台東，再轉運出去，每噸垃

圾的處理成本從2012年的6333元漲至2016年的1
萬多元。處理費第二高的是綠島，近五年從5202
元增至9261餘元（頁103表3-2）。
既然台灣每年都有八個縣市、約35萬噸的垃圾

必須到處流浪，跨縣市尋找焚化廠代燒，且處理費

用與日俱增。此時，該是中央與地方要徹底面對、

解決的時刻了。

有焚化爐的縣市也燒錢 
人力、藥劑、維修都是負擔

不要以為僅沒有焚化爐的縣市，垃圾處理費高

昂，有焚化廠的縣市也要為垃圾處理付出代價。

全國24座焚化廠興建總經費達新台幣881億餘
元。最貴的北投焚化廠（日設計處理量1800噸），
造價65.48億元，其次是高雄南區廠57億元、新北
市八里廠（1350噸）54.77億元，即便最便宜的嘉義
市焚化廠（300噸），也要20.5億餘元。
以一般焚化廠除役時間20年計，以北投廠為例，

每年攤提的建設經費是3.27億元，還不包括人事成
本、藥劑及維修費用等，加總起來不會低於其他的

代燒縣市。

例如2015年花蓮縣垃圾處理總經費是9393.6萬
餘元，南投縣1億8256萬元，遠低於其他焚化廠的
折舊費。

有焚化廠的縣市也會遇到垃圾外送狀況。例如

桃園市唯一一座焚化爐，2016年11月火災，操作設
備損毀，只能轉運其他縣市，同樣要支付處理費跟

轉運費。（彭杏珠）

花蓮部分家戶垃圾都要經過崎嶇險峻的蘇花公路，轉運至其他縣市的焚化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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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解決了，但地方環保人士反對焚化廠啟用的

聲音不斷。2011年，縣府評估當時全國焚化爐餘
裕量充沛，且委外處理費遠低於自家焚燒成本，做

出「等條件成熟再啟用」的決議。每年還編列1100
萬維護費，確保焚化爐處於備用狀態。

高雄反映處理成本 台東早就吃不消
四年來，台東部分垃圾就以相對低的費用處理，

一車車運往高雄市焚化廠。未料，從2015年元月
起，一切產生了變化。

全國的一般事業廢棄物開始板塊移動，各縣市

焚化爐調度處理不及。高雄為反映成本，將每噸垃

圾處理費從2011年的730元調漲到2307元，「足足

漲三倍，對財政造成很大負擔，」台東縣環保局長

謝清泉說，不僅處理費漲價，連每公噸的轉運費

也從588.5元增至720元。
雙雙漲價後，平均每噸垃圾處理成本堆高到

3025元，是2011年的2.16倍，處理費用遽增，但攸
關民生議題，台東縣只能忍痛支付。光2015年1至
9月處理本島跟蘭嶼、綠島垃圾的經費就達7300
萬，每噸約3500元，創下歷史天價（頁112表）。未
料，10月高雄市議會就決議不再代燒垃圾，台東千
拜託萬拜託，還透過立委、議員協助，從2016年6
月才開始收台東的垃圾。

但好景不常，從11月1日起，高雄因無法去化焚
化爐燃燒垃圾後的底渣，決議「以量易量」，雖不

過
去八年來，垃圾陰影一直縈繞台東縣，揮之

不去。

2016年7月8日，台東遭受有史以來最強的尼伯
特颱風肆虐。颱風雖已遠離，卻留下2.5萬噸的垃
圾及樹枝。雪上加霜的是，從11月1日起，應進入
焚化爐的家戶垃圾也出不了台東縣境，每天以112
噸的速度堆積。

累計至12月24日，台東垃圾已衝破6000噸大
關，等待被焚化。

風災過後，1／3農損垃圾還沒清
2016年12月初《遠見》採訪團隊前往台東縣13
座掩埋場中最大的建農掩埋場，尚未抵達掩埋場

前，蜿蜒山路兩旁盡是堆積如山的災後垃圾，初估

有1萬2000噸。包括當地主要產業——荖葉（包檳
榔的葉子）種植設施的塑膠管、黑網、水泥柱，以

及受損的屋瓦、泡水家具⋯⋯，綿延數公尺長。

掩埋場內則是每天不斷運進來台東市70幾噸的

台東受到尼伯特颱風摧殘，成堆的災

後垃圾更突顯處理難度。垃圾處理費

長久以來是台東的財政負擔，重啟塵封

11年的焚化爐會是唯一解藥？

家戶垃圾，「還有1／3的農業受損垃圾，沒有清出
來，」台東市公所清潔隊隊長劉志豪頭痛地說。

這座占地4.1公頃的掩埋場快爆滿了，已經掩埋
出一座六公尺高的垃圾山，隊員為了要擠出更多空

間，不斷地夯實垃圾堆，連擠出1公分的機會都不
放過。

不過九年前，「當時的掩埋場像個大天坑，」

2007年到掩埋場服務的清潔隊員說，想不到短短
九年就瀕臨飽和，目前僅剩2萬多噸的空間，估計
僅能再裝台東市區一年的垃圾量。

除龐大家戶垃圾無處去，距離縣府12公里的閒
置土地上，還有災後留下的三大堆回收漂流木，重

達1萬3000噸的樹枝細籐堆放綿延數百尺。
「整個台東縣連一台碎木機都沒有，」台東市市

長張國洲忍不住抱怨。漂流木由縣政府處理，仍然

遙遙無期，他則必須負責1萬2000噸災後垃圾，至
今僅分類一部分，初估還需台幣2000萬至3000萬
元經費才能處理完，「根本不知道錢從哪裡來？」

其實台東縣明明有座垃圾焚化廠，為何深受垃

圾處理之苦？沒有人比2009年底上任的縣長黃健
庭更有切身之痛了。

當年他接手負債70億元的縣府，還從天上掉下
垃圾焚化廠仲裁失敗的禮物。縣府被判須以19.6億
元買下產權，但就算擰乾最後一滴財庫，也擠不出

這筆錢。幾經協調，中央同意逐年提撥1.23億元給
台東縣，才成功拆解這顆大炸彈。

焚化廠蓋好11年 
自己的垃圾不能自己燒？

 垃圾重災
區：台東

 

 風災重建難 掩埋場又爆滿

文╱彭杏珠　攝影╱張智傑

尼伯特強颱肆虐，留下1.2萬噸農業及家戶垃圾，當地主要產業「荖葉」種植設施的塑膠管，被颱風吹倒不計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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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資源回收物就退回，2017年將推廣至全縣。
不過，垃圾減量、花錢增加掩埋空間僅能治標

不能治本。當其他縣市議員跟民眾反對代燒聲浪

愈來愈大時，台東縣民是否也該思考「自己的垃圾

自己燒」呢？

現在垃圾轉運處理費已高過自行焚燒成本時，

黃健庭認為條件已臻成熟，該是檢討啟用焚化廠

的時刻了。兩年前，接下環保局長的謝清泉，當時

就研判焚化廠一定要啟用。如果現在還不儘快維

修更新，「台東的垃圾遲早求助無門，兩年後會進

入大寒冬。」

黃健庭：重啟焚化廠是不得不走的路
想重啟閒置11年的焚化廠，談何容易？回想
2000年台東焚化廠環評通過時，當地自救會就激
烈反彈，2002年9月，環團還發起大規模遊行，抗
爭畫面仍歷歷在目。2016年尼伯特17級陣風狂捲
焚化廠屋頂、吹垮鐵捲門，連窗戶都破了一大片，

還要編列預算維修，導致部分民眾對「中古」焚化

廠有疑慮。

黃健庭理解民眾疑慮，但他呼籲，「不能只反

對，必須有解決方案。重啟焚化廠是不得不走的

路。」他承諾會更新技術及設備，確保達到環保標

準才啟動。

儘管縣內仍有反對聲浪，但隨著2016年11月開
始，垃圾出不去後，似乎民意也轉向了。根據縣府

12月最新民調，贊成焚化廠重新整修升級、自己處
理垃圾的縣民比例達74.4％。連議會也發出重啟的
聲音。

而向來反對啟用的台東市市長張國洲，態度也

漸趨緩和。台東市人口為台東縣一半，垃圾量是全

縣65％。就任兩年來，他最頭疼的就是垃圾問題，
「已經有招用到沒有招了，」張國洲說，「我還是

反對。」但他也鬆口，「如果可以做到零汙染，也

只好將啟動焚化爐當成選項之一了。」

台東縣已規劃2017年元月召開公聽會，包括完
成可行性評估，經議會同意到招商修繕，完成升級

更新等程序，最理想也要花28個月才能啟用焚化
爐。這期間，仍要捱過垃圾無去處的過渡期。

黃健庭認為，只要能順利推動短中長期計畫，

「保證讓台東至少20年內不再發生垃圾危機。」　
能不能做到？就留待時間給答案了！

收處理費，但要求台東每運一噸垃圾到高雄，就要

回運1.67噸的底渣或1.8噸的再生粒料。
當謝清泉接獲公文時，簡直晴天霹靂，立刻報告

縣長。當台東縣議會知道高雄的條件後，認為內容

太嚴苛，是不平等條約。

謝清泉深知不接受條件，垃圾就出不了縣境，隨

即擬定短中長期計畫，建置至少20、30年的垃圾
處理機制。

第一要務是解決垃圾出不去的燃眉之急。縣府

評估可否轉運其他縣市？但其他縣市更遠，每噸

處理費加運費，將從3000多元暴增至4000至5000
多元，超出財政負擔。因此目前傾向答應高雄的條

件，運回再生粒料用於公共工程。

經盤點縣內符合使用再生粒料的工程項目，預

計可去化半年回收量。正與議會、民眾溝通中。

「希望最慢在12月底，能將垃圾運出台東，」黃
健庭心急地說。否則夏天一來，天氣一熱，垃圾臭

味一蒸發，還可能引發環境衛生跟疫情等問題。

但，再生粒料去化半年後呢？

台東縣擬活化13座掩埋場，挖出垃圾重新分
類，騰出更多空間以掩埋垃圾或再生粒料。建農掩

埋場最快於2016年底活化，其他如卑南、關山掩
埋場也會加入行列，預估還可以挪出一年的掩埋

空間。

另外，也從垃圾減量下手，徹底執行破袋稽查。

2016年4月起，公務機關率先用透明垃圾袋，如發

台東2015年花7300萬清垃圾，
每噸垃圾3500元（千萬元）

垃圾轉運費

焚化處理費

2012 2015
1至9月

2016
6至10月

1.55

資料來源：台東縣環保局
製表：彭杏珠
註：①含台東縣以及綠島、蘭嶼的垃圾處理費用 ②2015
年10月至2016年5月高雄市停止處理台東垃圾，2016年費
用僅能計算6至10月，11月開始又停燒

5.08

2.55

2.23

位於台東市區臨海的焚化廠一天都沒有啟用，廠區設備卻維護不錯，目前僅做環境教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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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風暴
政府沒說的三大祕密

 一般事廢、底
渣惹禍  中央無法調度

焚化廠 

新北市大漢溪畔河濱公園、台北市內湖區高級住宅區，過去都有垃圾山，

1980年代，政府引進現代化掩埋場、大量興建焚化廠，讓垃圾山走入歷史。
但近兩年，垃圾山卻悄悄死灰復燃，台灣正面臨空前的垃圾危機，《遠見》抽

絲剝繭，發現政府其實有三大祕密，沒有告訴你⋯⋯

文╱彭杏珠　攝影╱張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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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十多年來，垃圾量不足時，南部民營焚化廠低價

搶垃圾，導致北部跟中部的一般事廢都往南部跑，

等到處理量逐漸飽和，價錢往上調時，將一般事

廢交給南部處理的清除業者大感吃不消後，又紛

紛運回中、北部處理。

一位焚化廠操作主任說，十年前，一些焚化廠

幾乎賠錢，業務員天天找不到垃圾，甚至考慮退

場。約五年前，市場發生變化，一般事廢不斷湧

現，到現在每天仍有接不完的電話，「連民代都來

拜託燒一般事廢，多到要排隊處理。」　

老
一輩台灣人對「垃圾山」並不陌生。1970年
代，全國各地堆起大大小小的垃圾山，新北

市大漢溪畔就出現綿延數百公尺的垃圾山，連台

北市內湖也有座知名垃圾山。後來隨著垃圾衛生

掩埋、焚化廠啟用，垃圾山才逐漸走入歷史。 
對年輕一輩來說，垃圾山就像遙不可及的古老

產物。意外的是，近兩年來，垃圾山卻悄悄在部

分縣市死灰復燃。尤其到了2016年11月，雲林、台
東、南投每天均有百餘噸家戶垃圾出不去，在縣內

都堆起上萬噸的垃圾山。

 如果你以為這僅是少數縣市的事，那就錯了。

政府沒有說的祕密是，台灣的垃圾處理正面臨空

前危機，全民皆無法迴避。

秘密1〉
事業廢棄物排擠家戶垃圾

這一切，要從2015年3月，南投堆起1萬噸的垃
圾開始說起。

目前台灣共有24座營運中的焚化廠。22縣市
中，仍有金門、澎湖、連江（馬祖）、新竹、南投、

花蓮、雲林跟台東八縣市，因沒有焚化廠或未啟用

的關係，家戶垃圾需轉運到其他縣市焚燒。

過去十年來，一直頗為順暢。甚至隨著資源回收

及垃圾減量後，家戶垃圾從2006年約503萬噸降至
2015年約323萬噸，少了180萬噸，減幅達35.7％，
進入焚化廠的垃圾量也從約416萬噸下降到約314
萬噸（頁121表1）。
 處理量大於供給，垃圾山當然消失，甚至還有

許多焚化廠無垃圾可燒，到處搶垃圾。

「以前嘉義縣、台南市的焚化廠，一天到晚拜託

我給他們垃圾燒，」雲林縣虎尾鎮長林文彬說，誰

知道兩年前情勢逆轉，垃圾出不去，連花大錢拜託

人家燒都沒用。

為何近兩年，全國垃圾會從不夠燒到堆滿地？

究其原因，竟然是一般事業廢棄物（簡稱一般事

廢）惹的禍。

垃圾分成一般廢棄物（家戶）跟事業廢棄物。事

業廢棄物又分成有害事廢跟一般事廢。政府規定

可以進焚化爐焚燒的，只有家戶與一般事廢。 過

可燃的一般事廢可以進入焚化廠，但因為焚化廠處理量有限，導致不肖廠商隨處亂倒，影響土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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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衰退，為何一般事廢快速成長？

環保署主任祕書謝燕儒解釋，環保標準逐年加

嚴後，近十年持續擴大列管事業申報，已列管事業

達到3萬8000多家，導致一般事廢申報量也從2006
年1426萬餘噸，增至2015年的近1770萬噸，確實
進入焚化廠約229萬噸。　
這幾年餐飲業蓬勃發展，大賣場林立，集合式住

宅成主流，委託清除業者的垃圾逐年增加，而這些

也計入事廢，讓事廢在十年間增加85萬噸。
以新北市為例，三座焚化廠進廠量，家戶垃圾

65％，一般事廢35％。一般事廢包含公寓大廈、市
場、商業區及產業等委由清除業者載至焚化廠的

生活垃圾，占比八至九成。

這也是地方無法拒收一般事廢的原因。「這些

垃圾的製造者也是市民，焚化廠能不收嗎？」台南

環保局副局長林健三說。

祕密2〉
中央沒有焚化廠調度權

但廢棄物清理法明文規定，焚化爐應優先處理

家戶垃圾，仍有餘裕，才燒一般事廢。假設都優先

燒家戶垃圾，理應不會有縣市家戶垃圾堆積，甚至

出現垃圾山？  
答案竟然是中央沒有焚化廠調度權。台灣的垃

圾處理，是地方各自為政。環保署即使知道有焚化

廠沒有垃圾燒而停爐，也莫可奈何。「台灣的垃圾

連過去鮮少燒事廢的台北市都不得不增加收市

內一般事廢。環保局副局長蔡玲儀表示，2005年
北市一噸事廢處理費1858元，較市場行情高，一
般事廢都流往中南部，當時台北一般事廢日處理

量約600噸，待2014年中南部調漲後，事廢回流台
北，目前日處理量達到1000噸。
這幾年，新北市一般事廢的日處理量也從300噸
提升至930噸。 由於雙北各有三座廠，足夠應付回
流的一般事廢，但中部焚化廠就吃不消了。

台中縣市合併之後，雖然有三座焚化廠，幫沒有

焚化廠的南投日處理160噸家戶垃圾後，餘裕量已
有限，等到事廢大量回流中部時，自然排擠到家戶

垃圾。  

2014年10月後，台中每日僅能代燒南投60噸家
戶垃圾，剩餘100噸只好暫置在南投各鄉鎮，逐漸

推出大大小小的垃圾山。

2015年3月農曆春節過後，垃圾量累積上萬噸，
各轉運站大爆滿、臭氣沖天，不得不向中央求救，

終於引爆台灣近幾十年來第一波的垃圾大戰。由

於每座焚化廠處理量固定，一家出問題，就會產生

連鎖反應。同樣位於中部的雲林首當其衝，甚至連

新竹縣也被牽連。2015年3月，原先幫新竹縣代燒
1／3垃圾的苗栗縣，緊急幫忙處理南投的垃圾，導
致竹縣境內也堆起3000噸垃圾。
總計全國一般事廢的焚化量，從2006年近145萬
噸增至2015年的229萬多噸，漲幅58％。反觀家戶
垃圾量幾乎不動，事廢占焚化處理量也從24.9％成
長至34.61％（表2）。
這個數據證實，過去幾年來，一般事廢已排擠

到家戶垃圾的焚化量。令人狐疑的是，台灣明明景

表1 10年來，家戶垃圾少了180萬公噸（萬公噸）

表2 事業廢棄物焚燒量，嚴重排擠家戶垃圾（萬公噸）

9.17

34.61

314.31

229.22

垃圾清運量

一般廢棄物

衛生掩埋量

事廢占焚化處理量（％）

垃圾焚化量

一般事業廢棄物

2006 2015

2006 2015

323.64

432.99

註：垃圾清運量是指清潔
隊收回的垃圾，扣除資源

回收後，需要處理的家戶

垃圾量

註：焚化廠收受的一般廢
棄物，包括家戶垃圾與公

園、路樹，公共場所環境

清掃，清水溝、大型活動

及風災廢棄物等，比垃圾

清運量多

底渣再生粒料去化困難，竟然被民眾檢舉混雜其他不明廢棄物，堆放在台南安清路的廢棄魚塭地上。黃煥彰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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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柯文哲有所不知，中央沒有老是壓迫台北

市，已有很多縣市長期代燒垃圾，幫忙最多的是高

雄市。

高雄也有兩座公有公營廠必須受議會監督，但

是環保局充分調度市內四座焚化廠，成為全國代

燒家戶垃圾最多的縣市。每年幫八縣市處理家戶

垃圾的量，從2012年的3萬噸增至2015年的12萬
7000噸，相當台東三年垃圾焚燒總量。
這十幾年來，高雄的垃圾處理費雖從每噸450元
漲至730元，並未獲利，還要幫忙處理焚化底渣跟
飛灰。

環保局長蔡孟裕說，我們也要承受議會壓力，卻

長期配合中央調度，沒有怨言。但是過去的「積非

成是」對高雄並不公平，直到2015年元月才反映
實際成本，收取每噸2307元的處理費。

祕密3〉
焚化底渣，是最後一顆稻草

其實，每個地方環保單位都得面對議員質詢，當

垃圾議題登上新聞版面後，「代燒垃圾」更加見不

得光。當《遠見》記者訪問雲林、台東、南投、花

蓮等沒有焚化廠的縣市，垃圾都運到哪裡去時，每

個局長都一再懇求不要曝光最新代燒縣市名單，

深怕當地居民反彈，垃圾就出不去了。

南投環保局副局長林隆儒說，為了燒垃圾，所有

人情關係都用上了，「只差沒有跪在地上。」

 照理說，焚化廠為全民資產，不管是中央預算，

還是用台北、高雄的經費興建，都是國人納稅錢，

為何民眾無法同理心，代燒其他縣市垃圾？

一位環保局長指出，各縣市推動焚化廠都經歷

過被包圍跟抗爭的痛苦，曾抵死不要焚化廠的居

民當然很難「將心比心」代燒外縣市垃圾。「有焚

化廠的雲林、台東，不能將別人的幫忙視為理所當

然，必須設法解決自己的問題，」他說。

處理不患寡而患不均，」謝燕儒直指問題核心。

全國24座焚化廠，當部分地方垃圾堆滿地時，
竟然有幾座因為垃圾量不足而停爐。2015年，北
投焚化廠因沒有垃圾可燒，停爐達2261小時，木
柵廠停爐1194小時；高雄兩座公辦公營廠也分別
停爐2510、666小時。總計北高五座焚化廠因垃圾
不夠燒，共停爐278天（表3）。
其中，有19座民營焚化廠涉及合約，中央難調
度，情有可原，但如以公有公營廠停爐的餘裕量來

處理雲林、台東、南投每年約20幾萬噸的垃圾焚

燒量，應綽綽有餘。

但近11年來，台北市從未幫外縣市燒過一片垃
圾，2016年因中央緊急行文調度，才首次幫雲林燒
家戶垃圾。

台北環保局副局長蔡玲儀坦承，過去確實因為

沒有垃圾燒，有焚化爐歲修長達兩、三個月，「因

為議會覺得沒有垃圾燒，乾脆停爐，也不編預算

給環保局」。

地方的本位主義正是焚化廠無法順暢調度的主

因。從北市議員的態度，即可見一斑。

月前台北市議員汪志冰在議會質詢指出，北市

垃圾分類好不容易有成果，焚化廠附近居民要的

是減量甚至停爐，卻得到垃圾愈來愈多的懲罰，

「還要幫不做垃圾分類的雲林擦屁股，不保證燒出

來的垃圾不會有戴奧辛等有毒物質」。她要求未來

北市為外縣市代燒垃圾要經過議會同意。

市長柯文哲也向中央喊話，全國垃圾處理要訂

出辦法，不能一直當鴕鳥，「不能老是這樣來壓迫

我，雲林垃圾運到台北燒，太匪夷所思。」

表3 北高五座焚化廠垃圾不夠燒， 
共停爐278天

台北市北投焚化廠 2261

台北市木柵焚化廠 1194

新北市新店焚化廠 39

高雄市中區焚化廠 2510

高雄市南區焚化廠 666

資料來源：2015年環保署數據
註：新店廠為公有民營，其餘皆是公有公營

全台24座焚化廠，垃圾仍無法消化

資料來源：
2015年環保署數據
註：還有兩座蓋好未營
運的焚化廠（台東縣焚化

廠、雲林縣林內焚化廠）

好不容易，2016年9月底，中央才幫雲林、南投
各清除2萬多噸垃圾，想不到棘手難題接踵而至，
垃圾的二次產品—焚化底渣，竟掀起第二波的垃

圾危機。起因於10月間，全國最大的底渣處理廠映

金門

連江

澎湖
台北木柵焚化廠2015年因為垃圾不夠燒，停爐時間
長達1194個小時。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宜蘭縣

綠島

蘭嶼

新竹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彰化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南投縣

雲林縣

新竹縣

公有民營

公有公營

民有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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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負責人被收押，導致公司無法營運，讓委託映誠

處理底渣的高雄、台南、屏東縣措手不及，導致全

國垃圾處理拉警報。

尤以高雄最受衝擊。由於底渣年產量居全國之

冠，無法去化，被迫於2016年11月起，以不收取每
噸2307元處理費，改成外縣市要運回1.67噸底渣
或1.8噸底渣資源化產品（再生粒料）的條件。
台東、雲林縣議會無法接受條件，導致兩縣市每

天以112、190噸的速度增加垃圾，累計至今都突
破上萬噸，南投也受波及，每天新增110噸垃圾。
「就像一支番仔火點燃汽油桶，一發不可收

拾，」雲林縣環保局長林長造說。

2015年初，一般事廢排擠家戶垃圾，引發第一
波垃圾大戰的問題還未解決；2016年底，又因底
渣無法去化，引爆第二波危機，至今還看不到解決

方案。「這個政府沒有說的祕密，不會因為閉起眼

睛，就消失不見，」一位環保官員憂心地說。

雪上加霜的是，從2018至2021年，全國將有14
座焚化廠面臨除役、輪流停爐一年，垃圾處理將

進入嚴峻寒冬。

會不會有一天，垃圾山出現在你家門口，重演過

去垃圾山綿延的慘痛歷史？

台東、雲林重啟焚化廠困難重重，垃圾無處去，

環保署擬射出「四枝箭」解決困境。

全國24座焚化廠中，有5座超過20年，14座滿15
年，最年輕的基隆跟宜蘭也11歲。鑑於多數焚化廠
老舊已影響到垃圾處理量，環保署已提六年110億
計畫，打算補助13座焚化廠更新，以取得10％處
理量的調度權。

第二枝箭是補貼經費，活化地方掩埋場，挖出

垃圾重新分類，挪出掩埋空間，藉此換得40％的
使用權。

第三枝箭是汰換操作效能不佳的焚化廠經營

者，如屏東崁頂、彰化溪州、高雄岡山廠經常破管

停爐，合約到期後，能找專業廠商營運。

第四枝箭是訂定透明互惠機制，盤點各縣市處

理廢棄物現況，以互惠方式，跨區解決問題。

例如，當台北市議員反彈代燒雲林垃圾時，雲林

其實承受全國最多的醫療廢棄物。

全國處理醫療廢棄物的機構一共有五家，最大

廠就位於雲林，每個月的處理量為2940噸，占比
79％。2015年雲林共處理約1萬1580噸的醫療廢棄
物。另外，還有三家畜牧廢棄物化製廠，長期協助

各縣市處理畜牧業產生的斃死畜禽，2015年處理
約4萬餘噸。
一位雲林人說，台北市民擔心空汙，不要代燒其

他縣市垃圾。「醫療廢棄物比家戶垃圾還可怕，卻

一直往雲林送，雲林人的命就不值錢嗎？」

麻煩的是，根據法規台北為一級縣市，環保署

無法透過補助更新設備，取得10％調度權。長期
跟台北互動的官員不客氣說，「垃圾處理，根本不

用寄望台北，沒有用的。」

如果大家都存本位主義，不願對其他縣市伸出

援手，一旦發生急難，是否也不要期待別人救助？

焚化廠能否順暢調度，也是檢驗台灣社會是否

成熟的指標。（彭杏珠）

環保署射出四枝箭，叫得動台北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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