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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解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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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廠焚化再生粒料

本市許可污泥處理機構，經800℃

以上，熱處理程序後之再生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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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https://times-bignews.com/content.php?t=4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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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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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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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分類

粒徑
大小

吸水率

毒性
特性

洛杉磯
磨損

戴奧辛

健度值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CLSM)摻配料

垃圾廠焚化再生粒料

第一階段優先用途

掩埋場中間覆土

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摻
配料

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
層摻配料

物理性質 環境性質

比重

夯實土
壤阻力

膨脹壓
力測試

檢測
項目

註 : 物理性質依據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環境性質依據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新增:混凝土添加料(限
預鑄水泥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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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
分類

異味

檢測
項目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摻配料

本市許可污泥處理機
構，經800℃以上熱
處理程序後之再生粒
料

優先用途

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摻配料

磚品摻配料
物理性質 環境性質

戴奧辛

重金屬
毒性
特性

註 : 物理性質依據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環境性質依據環保署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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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用途 檢測項目 限值或結果 來源說明 使用規範

垃圾焚化廠焚
化再生粒料

第一階段優先

用途

1.控制性低強

度回填材料

(CLSM)摻配料

2.掩埋場中間

覆土

3.基地填築及

路堤填築摻配

料

4.混凝土添加

料(限預鑄水泥

製品：如預鑄

水溝、陰井、

路緣石、中央

分隔島、移動

式紐澤西護欄、

排水溝、人孔、

手孔、箱涵等

等)

物理性質 1.基地填築及路堤填築用
途之再生粒料與天然粒
料摻配重量比例不超過
20%。
2.再生粒料或混合粒料之
使用，應符合各用途相
關之公共工程施工綱要
規範、國家標準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垃圾焚化
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
方式使用規定。

粒徑大小(mm) ≦19
環保署再生粒料準附表二規定(粒徑均可使用)

土壤分類(CNS 12387、ASTM D2487) 非屬於泥炭土

（PT）、高塑性有

機質土（OH）及低

塑性有機質土（OL）

材料。

(02320章不適用材料)

環境性質 環保署再生粒料準附表二規定

毒性特性溶出程序

（TCLP ，NIEA 

R201.14C）

總鉛(毫克/公升) ≦4.0 5.0

總鎘(毫克/公升) ≦0.8 1.0

總鉻(毫克/公升) ≦4.0 5.0

總硒(毫克/公升) ≦0.8 1.0

總銅(毫克/公升) ≦12.0 15.0

總鋇(毫克/公升) ≦10.0 100.0

六價鉻(毫克/公升) ≦0.20 2.5

總砷(毫克/公升) ≦0.40 5.0

總汞(毫克/公升) ≦0.016 0.2

戴奧辛總毒性當量濃度(ng I-TEQ/g) 備註：指含2,3,7,8-氯化戴

奧辛及呋喃同源物等17 種化合物之總毒性當量濃度

≦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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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用途 檢測項目 限值或結果 來源說明 使用規範

垃圾焚化廠焚
化再生粒料

5.道路級配
粒料底層及
基層摻配料

工程級配性質(應增加檢測項目) 107.01.18環保署會議提出13

項物性參考項目
※檢測項目是參考
2015/07環保署：焚化底
渣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
級配粒料底層使用手冊，
限值是綱要規範內容。
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
層用途之再生粒料與天
然粒料摻配重量比例不
超過20%。
比重(CNS 487)

吸水率(CNS 488)

健度值(CNS 1167

)

洛杉磯磨損(CNS 490) 

夯實土壤阻力R值及膨脹
壓力試驗法(CNS 12383)

比重(CNS 487) ≧1.5 (02722章)根據實際值1.5~2.3 

吸水率(CNS 488) ≦20% (02722章) 根據實際值8~18 

健度值(CNS 1167 硫

酸鈉健度試驗法)

混合粒料≦12 (道路級配底層手冊p19根據

實際值4~12%) 02726/2.2.7底

層級配粒料之級配及品質底

層所用級配粒料，必要時應

按[CNS 1167]硫酸鈉健度試

驗法試驗，試驗結果其重量

損失不得大於[12%]，或硫酸

鎂健度試驗法試驗，試驗結

果其重量損失不得大於[18%]

洛杉磯磨損(CNS 490) 混合粒料≦50% (道路級配底層手冊p18,經驗

值35~50%) 02722/2.2.2粗粒

料應質地堅韌及耐久，經

[CNS 490]洛杉磯磨損試驗，

其磨損率不得大於[50%]

夯實土壤阻力R值及膨脹壓力試

驗法(CNS 12383)

混合粒料≧55 道路級配底層手冊p21,經驗

值71~76

02722/2.2.7 基層級

配粒料之級配及品質第二類

型基層級配料≧55，02726章

級配粒料底層2.2.7第二類型

底層級配粒料≧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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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許可污
泥處理機構，
經800℃以
上熱處理程
序後之再生
粒料

1.控制性
低強度回
填材料摻
配料
2.基地填
築及路堤
填築摻配
料
3.磚品摻
配料。

物理性質 1.再生粒料或混合粒
料，應符合各用途相
關之公共工程施工綱
要規範(02320、
03377)、國家標準及
處理許可證內容
2.使用地點：符合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垃圾
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
用管理方式七、使用
地點之限制(磚品及
clsm不限)。

※土壤分類參考來源：
第02320章不適用材
料及第02317章構造
物回填。

土壤分類(CNS 12387、ASTM D2487)
非屬於泥炭土（PT）、
高塑性有機質土（OH）
及低塑性有機質土
（OL）材料。

環境性質

毒 性 特 性 溶 出 程

序（TCLP ，NIEA 

R201.14C）

總鉛(毫克/公升) ≦4.0 

總鎘(毫克/公升) ≦0.8

總鉻(毫克/公升) ≦4.0

總硒(毫克/公升) ≦0.8

總銅(毫克/公升) ≦12.0

總鋇(毫克/公升) ≦10.0

六價鉻(毫克/公升) ≦0.20

總砷(毫克/公升) ≦0.40

總汞(毫克/公升) ≦0.016

戴奧辛總毒性當量濃度(ng I-TEQ/g) 備註：指含2,3,7,8-氯化

戴奧辛及呋喃同源物等17 種化合物之總毒性當量濃度

≦0.1

再生粒料中重金屬(NIEA S321.63B) 低於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重金屬項目

異味(官能測定法-三點比較式嗅袋法NIEAA201) ND

來源 用途 檢測項目 限值或結果 來源說明 使用規範



|  Page | 19

粒料直接做填築及道路時
5大地點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