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廢車回收業實機操作「廢機動車輛報廢回收系統」 

及稽核認證常見缺失教育訓練問題回覆彙整表 

 
100 年 9 月 20 日（北區） 

項次 問題 回覆內容 

1 

於 N帳號查詢時速度很慢，

回報聯單時太慢或失敗後，

必須重新再輸入一次。 

公路監理加值系統（N帳號）之維

護單位為中華電信公司，倘有系統

緩慢或錯誤情形發生，應儘速向中

華電信公司詢問；另回收業於開立

聯單作業時，發生速度緩慢或失敗

情形，則請與環資國際有限公司聯

絡，將有專人立即處理與服務。 

2 

於 N 帳號查詢資料驗證正

確，但於廢車系統開啟聯單

後卻成為警環聯單。 

請於 N 帳號確認，是否有輸入車

號、車主身分證字號或引擎號碼、

車主身分證字號，並重新進行查

詢；倘車籍資料驗證無誤後，仍開

出警環聯單，請回收業逕向監理單

位確認車籍資料。 

3 

於 N帳號查詢時，同一天重

覆查詢時，有時不用計費

有，時會重新計費。 

倘公路監理加值系統（N帳號）有

重複計費情事，請各回收業逕向中

華電信公司詢問。 

4 

傳真資料傳真至環資公司時

有打電話確認，但環資公司

無法立即確認，有時等到隔

天後才告知沒有收到。 

系統詢問單均於下午 6 時開始處

理，若於傳真隔日發現資料尚未修

正，請回收業逕向系統公司（環資

國際有限公司）聯絡，該公司將立

即處理。 

5 

可否提供回收車管制聯單月

報表資料統計功能。 

查回收車管制聯單之資訊，包含車

主個人資料。為維護個人資訊安

全，有關提供月報表產出資料，將

再行研議。 

6 

可否開放查詢已出口引擎之

流向資料。 

有關開放出口引擎流向之查詢功

能，本會已納入明(101)年度廢車

系統工作內容，並以統計報表方式

產出。 

7 

針對回收業者手冊可否增加

系統異常處理標準作業程

序。 

針對回收業異常情形相關處理

SOP，查於手冊第 8.3節規範之。 



 

如系統於例假日當機時，聯

絡管道為何？ 

查目前倘遇假日時間，發生系統異

常狀況時，環資公司已提供工程師

聯絡電話，以便回收業緊急聯絡。

另已於明年度之工作內容，規劃系

統自動傳送簡訊至系統維護人員

之手機，立即進行系統維修處理。 

8 

若於 N帳號啟動管制聯單時

當機，則必須要重新查詢及

開單，要多付費用 

經洽中華電信公司表示，倘公路監

理加值系統（N帳號）發生不穩定

無法開立聯單，於同一天內開立同

一車牌或引擎號碼之聯單，不論開

立幾次皆算同一筆費用。 

9 

N 帳號收費價格不合理，且

為何汽車及機車收費價格不

同？ 

經洽中華電信公司表示，因汽車查

詢欄位之系統計算方式較機車查

詢欄位複雜，故收費金額較高。 

10 

為何系統不穩定時，沒有看

到網站上有公告？ 

廢車系統均於既定行程進行系統

調整作業，一律於調整日當日上午

12 時前登錄公告，並於調整日下

午 6時後進行作業。若為系統臨時

出現狀況，則採取緊急處理方式不

以公告方式告知。 

11 

建議做業者的系統滿意度調

查。 

針對廢車系統滿意度調查一節，規

畫於年底前廢車系統採以線上問

卷調查方式辦理。 

12 
建議可在車體回收狀態顯示

回收情況。 

針對開立聯單後，車體回收狀況之

警訊，已建置於廢車系統首頁。 

13 

當系統無法完成聯單時，可

否用手動方式完成？ 

依手冊規定，自 100 年 4 月 1 日

起，廢車回收均應透過 N 帳號系

統線上作業方式辦理，無法採行其

他方式作業。 

14 

聯單回報日期是以建立日期

算還是以拖吊日期算（為什

麼）？天數是否有扣除週六

日？ 

(1)聯單回報日期是以拖吊日期計

算，因拖吊日期為業者收車日期，

必須於收車後才得以確認車體狀

態。 

(2)聯單回報日期有扣除週六日。 

15 

引擎已外銷出口，車主資料

後補，卻無法開立聯單請問

如何解決？ 

已告知回收業應確實依稽核認證/

手冊作業規定辦理廢車回收聯單

開立作業，俟依手冊之出口相關作

業辦理。 



16 

引擎號碼查詢時，是否可以

不分英文字大小寫？ 

於 N 帳號或廢車系統查詢引擎號

碼，皆可不分英文字大小寫填入查

詢。 

17 

是否可於下次說明會時邀請

中華電信與會，討論 N帳號

相關問題。 

將納入參考。 

18 

廢車殼清運若當日清運時發

生機具故障無法繼續清運，

須取消當日後續清運行程，

是否會違反「稽核認證作業

手冊」規定，遭到受罰? 

依手冊第 5.4.1節規定，回收業清

運行程若有取消或變更，須於前 1

個工作日下午 4 點前傳真通知稽

核認證團體，以利作業。倘未依規

定辦理，則逕依手冊第 9.1.1節規

定，「廢車殼清運行程無故取消或

變更，未依手冊規定期限通知稽核

認證團體，經通知未改善者；予以

記 1點」。 

19 

若第一車在回收業承載時突

然發生機具故障，無法進粉

碎廠，又無法於前 1 日先知

會認證團體是否會受罰? 

倘回收業於清運當日作業中，發生

機具故障無法繼續清運，與前述缺

失記點規定不符，應以取消該廠後

續清運「車次」方式辦理；由稽核

員於粉碎廠現場確認其原因後，傳

真「改善通知單」至該廠確認，待

確認回傳後結案。 

20 

依手冊第 5.4.1 節規定，「回

收業清運行程若有取消或變

更須於前 1 個工作日下午 4

點前傳真通知稽核認證團

體」，建議環資國際公司於系

統上新增功能，由廠商於下

午 4 點前自行決定取消，無

須傳真「系統修正單」至認

證團體確認修改；又認證團

體已確認後，但環資國際公

司無立即處理，是否會違反

手冊規定? 

建議系統新增「廠商於下午 4 點

前，自行決定取消車殼清運行程」

一節，將再與稽核認證單位、系統

單位進行評估、討論。 

21 

是否開立聯單後，應於 9 個

月內辦理稽核認證作業，本

公司以遊覽車及貨車回收為

主要來源，且多為廢車引擎

依手冊第 5.1.2.5 節第 8 點規定，

廢車出口不予補貼，且應於收車日

起 6個月內提交流向證明文件。有

關回收業所提之意見，倘回收廢車



出口，是否有違反手冊規定? 多以出口方式辦理，依前述規定，

僅須提供相關憑證，即視同辦理稽

核認證；又未依規定檢附證明文

件，則將依手冊第 9.1節第 2項第

3點規定予以每輛計缺失 1點。 

 



廢車回收業實機操作「廢機動車輛報廢回收系統」 

及稽核認證常見缺失教育訓練問題回覆彙整表 

 
100 年 9 月 27 日（中區） 

項次 問題 回覆內容 

1 

聯單造冊欄位「其他廢棄

物」，不知為何無流向可登

入，如果誤 key 為其他廢棄

物，該如何處理？認證單位

認證時會要求其他廢棄物流

向，造成困擾。 

1.若有廢棄物資料誤植為「其他廢

棄物」欄位，請填寫系統詢問單

並傳真至環資國際公司。 

2.針對其他廢棄物流向部分，將於

目前系統「應回收物出廠功能」

中加入其他廢棄物選項。 

2 

請將稽核認證造冊功能中

100年 3月 31日前舊聯單使

用之功能移除避免誤 key。 

100年 3月 31日前舊聯單之稽核

認證造冊功能，規畫於 100年 12

月前移除，屆時可增加系統操作

介面友善度。 

3 

廢車回收時 N帳號查詢資料

「車號及車主身份證號」，可

否不用再列印，只要請車主

付上報廢單及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即可用於申請作業，減

少紙張浪費。 

有關減少列印檢附資料一節，本

會將再行討論並研擬管制聯單相

關作業規劃，以降低紙張使用量

及減少回收業經營成本。 

4 

在 N 帳號查資料的速度很

慢，或是在開啟聯單時速度

也很慢。 

公路監理加值系統（N 帳號）之

維護單位為中華電信公司，倘有

系統緩慢或錯誤情形發生，應儘

速向中華電信公司詢問；另回收

業於開立聯單作業時，發生速度

緩慢或失敗情形，則請與環資國

際有限公司聯絡，將有專人立即

處理與服務。 

5 

收到車籍狀態為「動保」之

回收車，因無法開立廢車管

制聯單，是否可以規劃開立

動保車輛回收管制聯單相關

作業事宜。 

因動保車輛之產權，非車主所

有，無法辦理車輛異動，故現階

段針對動保車輛仍無法進行管制

聯單開啟作業。倘回收業收到動

保車輛時，建議應向車主反應並

將該車輛解除動保狀態，再行回

收。 

6 用 N帳號查詢時常常會因為 經洽中華電信公司表示，倘公路



當機，必須要重開一次聯

單，多浪費一筆錢。 

監理加值系統（N 帳號）發生不

穩定無法開立聯單，於同一天內

開立同一車牌或引擎號碼之聯

單，不論開立幾次皆算同一筆費

用。 

 



廢車回收業實機操作「廢機動車輛報廢回收系統」 

及稽核認證常見缺失教育訓練問題回覆彙整表 

 
100 年 10 月 12 日（南區） 

項次 問題 回覆內容 

1 

在 N帳號連續查詢十筆資料

時，一旦點選「上一頁」查

看前幾筆查詢資料，系統就

會重複計費。 

經洽中華電信公司表示，於同一

天內查詢車籍並開立同一車牌或

引擎號碼之管制聯單，不論開立

幾次皆算一筆費用，如僅查詢車

籍資料而未執行聯單開立作業，

則系統將會重複計費。 

2 

請問環資公司及環保署是否

有針對「無紙化」作業有進

一步的規劃，以減少回收商

經營成本及配合政府節能減

碳政策。 

有關「無紙化」一節，本會將再

行討論並研擬管制聯單相關作業

規劃，以降低紙張使用量及減少

回收業經營成本。 

3 

填寫「每月產出報表」時，

是否可直接帶入「前月庫存

量」資料，以減少作業時間。 

將納入 101 年度工作內容，調整

廢車系統月報表功能。 

4 

「應回收物出廠」申報項目

中的冷媒，其出廠量數字是

否可填寫至小數點第 2 位，

以符合實際資料。 

將納入 101 年度工作內容，調整

應回收物出廠申報量，以符實際。 

5 

點選聯單列印時系統沒有反

應。 

請於網路瀏覽器功能欄位選擇

「工具」並關閉「快顯封鎖程式」

功能，以及檢查是否有其他網路

工具程式並將其關閉。 

6 

開立管制聯單速度很慢。 公路監理加值系統（N 帳號）之

維護單位為中華電信公司，倘有

系統緩慢或錯誤情形發生，應儘

速向中華電信公司詢問；另回收

業於開立聯單作業時，發生速度

緩慢或失敗情形，則請與環資國

際有限公司聯絡，將有專人立即

處理與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