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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入系統 

本系統須使用內政部所核發之自然人憑證進行身分認證後，方可登入系

統操作。 欲登入系統時，使用者需備妥讀卡機及已完成權限開放的自然人憑

證，並確認使用者端電腦已安裝讀卡機驅動程式，方能登入系統進行操作。 

步驟一 

使用者必須先向填寫”系統憑證申請文件”，於系統首頁之文件下載中

可下載該申請文件並向系統維護單位申請權限登入許可，一旦系統維護單

位新增權限後，方可使用系統相關功能。 

 

圖1 登入申請文件下載功能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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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將讀卡機接上電腦，並且記得將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即可登入系

統。 

  

圖2 讀卡機及自然人憑證圖 

步驟三 

使用者確認權限已申請完畢後，請點選「登入系統」後填入身分證字

號及自然人憑證，再點選「送出」後登入系統。 

 

圖3登入廢機動車輛系統畫面圖 

客服專線 

本系統目前由環資國際有限公司負責維護運作，相關系統功能之客服

專線為（02）6630-8000 分機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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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收業者引擎稽核、海關出口稽核認證、完整車型出口及

出口登記作業功能介紹 

回收商人員登入後，使用者在左側「回收業者」之類別功能列中，可選擇【聯

單查詢】、【稽核認證造冊】、【應回收物出廠】、【車殼清運行程】、【每月產

出報表】、【清理業者資料】、【失竊車/疑似模造車】及【取消出口聯單查詢】等

八項功能（如圖4所示），另【啟動聯單】功能須由「公路監理加值服務系統(N帳號)」

查詢車藉資料後，再帶入廢機動車輛報廢回收系統啟動聯單。 

 

圖4 回收商端系統子功能架構圖 

（一）聯單啟動及查詢功能 

1.啟動聯單 

回收業者可針對四大車源包含「一般車源民眾主動報繳」、「一般車

源廠商自行回收」、「一般車源汰舊換新」及「警環」等，透過N帳號系

統確認車主及車籍合法性後，才能至本系統啟動電子聯單。 

� 「一般車源民眾主動報繳」、「一般車源廠商自行回收」、「一般車

源汰舊換新」：於N帳號系統以車號(或引擎號碼)加車主身分證字號，

確認車主及車籍合法性後，才能至本系統啟動電子聯單。 

� 「警環」：於N帳號系統以車號(或引擎號碼)，確認車主及車籍合法性

後，才能至本系統啟動電子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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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車源民眾主動報繳」、「一般車源廠商自行回收」、「一般車源

汰舊換新」車源 

步驟一 

於N帳號系統以車號(或引擎號碼)及車主身分證字號(如圖5所示)

查詢車主及車籍資料，確認其合法性後，點選【按我至環保署回收管

制聯單建檔】，進行聯單啟動作業，若車籍資料與實際收車之車輛情

形不一致需修改時，需洽詢監理單位辦理資料變更作業。 

 

圖5 N帳號系統車籍資料查詢畫面(查詢條件車號或引擎號碼加車主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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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帳號系統將帶入車牌號碼、引擎號碼、顏色、廠牌、排氣量、

出廠年月、車主姓名、車主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等9項欄位，其中，

車號、引擎號碼、顏色、廠牌、排氣量、出廠年月、車主身分證字號

等6項欄位不得修改(如圖6所示，若前述車籍資料與實際收車之車輛情

形不一致需修改時，需洽詢監理單位辦理資料變更作業)，並選擇車源

種類為「一般車源民眾主動報繳」、「一般車源廠商自行回收」或「一

般車源汰舊換新」(此項須填寫經銷商及汰舊換新申請表編號)，表單

中之「＊」資料為本聯單之必填欄位，包含「車牌號碼」、「車主姓

名或公司(行號)」、「車主電話(住)」、「顏色」、「車種」、「排氣

量」、「出廠年月」(如監理查詢無「出廠年月」，則以「發牌日期」

取代)及「加值網資料比對結果」，此8項欄位必須於廠內填具完全後，

方可執行下一步電子化聯單啟動程序。如有資料填寫錯誤或漏填之情

形，本系統將自動出現警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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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一般車源聯單啟動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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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再次確認聯單資料，若正確無誤請點點「確認」，若須修改資料

請點選「上一步」（如圖7所示）。 

 

圖7 民眾主動報繳車源聯單啟動前資料確認功能介面圖 

步驟三 

系統自動產生聯單編號即完成聯單啟動，使用者可點選「列印聯

單」功能，從系統上列印文書四聯單（如圖8所示）。 

 

 圖8 系統自動產生聯單編號及列印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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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點選列印聯單時，系統會自動彈跳另一個列印視窗。 

 

圖9 民眾主動報繳車源之聯單列印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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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環」車源 

步驟一 

於N帳號系統以車號(或引擎號碼，如圖10所示)查詢車主及車籍資

料，確認其合法性後，點選【按我至環保署回收管制聯單建檔】，進

行聯單啟動作業，若車籍資料與實際收車之車輛情形不一致需修改

時，需洽詢監理單位辦理資料變更作業。 

 

 

圖10 N帳號系統車籍資料查詢畫面(查詢條件為車號或引擎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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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帳號系統將帶入車牌號碼、引擎號碼、廠牌、排氣量等4個欄位

且不得修改(如圖11所示)，表單中之「＊」資料為本聯單之必填欄位。

如有資料填寫錯誤或漏填之情形，本系統將自動出現警示訊息。 

 

 

圖11 警環車源之基本資料建置功能介面圖 

 

 

圖12 系統自動新增警環車源之聯單編號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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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聯單查詢 

本系統功能主要提供回收商進行相關車籍資料二次確認修訂、車體回

收狀況回報、聯單終止以及列印文書聯單等多項功能，詳細功能描述茲如

下所示。 

1.複合式查詢介面 

可透過系統複合式查詢功能進行單一聯單資料查閱動作，或直接點選

「查詢」功能鍵，將表列出單一車源全部聯單資訊（如圖13所示）。 

  

圖13 複合式條件查詢聯單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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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車籍資料確認及車體回收狀況回報 

點選圖14系統功能介面之「聯單維護」功能，即可進一步針對聯單資

料及車體回收狀況進行描述，如圖15所示。 

其中，「＊」資料欄位為本聯單之必填欄位，必須填具完全後，方可

回報車體回收狀態。 

(1)車籍資料：若資料有誤須修改為正確，請洽詢監理單位辦理資料變更

作業，其中「＊」為必填欄位。 

(2)現場查驗及檢附資料回報：勾選相關資料並填寫數量。 

(3)獎勵金撥款方式填寫：請選擇支票或電匯，並填寫相關資料。 

(4)拖吊情形回報：依實際收車情報點選為「回報正常回收」、「回報延

遲處理」、「回報無法拖吊」或「回報疑似非法」。 

 

 

圖14 複合式條件查詢聯單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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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修訂聯單資料及車體回收狀況回報之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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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終止聯單 

點選圖16功能介面之「終止聯單」功能，確認後（如圖17所示）即取

消該比電子聯單，並後續無法針對該比聯單任何資訊進行異動（如圖18

所示）。 

 

圖16 點選取消聯單之功能介面圖 

 

圖17 取消聯單之確認功能介面圖 

 

圖18 聯單終止後顯示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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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認證造冊 

本系統功能主要提供回收商進行國內引擎稽核認證造冊、引擎海關出口

稽核認證造冊(100年3月31日前(含當天)之舊聯單)、完整車型出口(100年3月

31日前(含當天)之舊聯單)及出口登記(建立日期於100年4月1日後(含當天)之

新聯單)申報使用，詳細功能描述茲如下所示。 

1.國內引擎稽核認證造冊功能 

步驟一 

使用者可針對不同車源及車種分類進行批次造冊，新舊聯單不可於

同一批次造冊(建立日期於100年4月1日後(含當天)為新聯單，100年3月

31日前(含當天)為舊聯單)，100年4月1日後(含當天)建立之聯單資料，請

使用「新造冊查詢」功能，100年3月31日前(含當天)建立之聯單資料，

請使用「查詢」功能，系統功能介面如圖19所示。 

使用者可設定車源、車種及車輛拖吊時間等查詢條件，點選「新造

冊查詢」或「查詢」功能後，進入下一步稽核認證造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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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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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使用者必須先選擇欲造冊的車輛，確認該筆聯單為 狀態並填具

相關廢棄物資訊，使用者可同時於此介面排定現場編號及增加備註說明，

且現場編號不可重複，最後點選 即完成造冊資訊儲存

如圖20，系統將自動給予一「造冊批次序號」如圖21所示。 

 

圖20 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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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Ⅱ 

 

步驟三 

儲存造冊資訊後，即可透過系統套表列印功能，列印出該筆清冊資訊

（如圖22至23所示），惟本清冊列印結果無「送件日期」，因此主要功能

係提供回收業者檢閱使用，不可作為稽核認證書面資料呈送。 

提報稽核認證單位之書面資料必須完成「送件」功能之後，於清冊列

印結果右上角將會顯示「送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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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Ⅲ 

 

圖23 批次清冊套表列印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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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擎海關出口稽核認證造冊及出口流向登錄功能 

步驟一 

使用者可針對不同車源及車種分類進行批次造冊，系統功能介面如

圖24所示。 

針對100年3月31日前(含當天)建立之聯單資料，欲進行引擎海關出

口，請使用「引擎海關出口」功能，使用者可設定車源、車種及車輛拖

吊時間等查詢條件，點選「引擎海關出口造冊(僅限拖吊日期三個月內聯

單)」功能後進入下一步稽核認證造冊功能。 

 

 

圖24 引擎海關出口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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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使用者必須先選擇欲造冊的車輛，確認該筆聯單為 狀態並填具相

關廢棄物資訊，使用者可同時於此介面排定現場編號及增加備註說明，且

現場編號不可重複，最後點選 即完成造冊資訊儲存如

圖25，系統將自動給予一「造冊批次序號」如圖26所示，請注意-引擎海關

出口聯單造冊時間規定為拖吊日期次日起三個月內。 

 

 

圖25 引擎海關出口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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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引擎海關出口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Ⅱ 

 

步驟三 

儲存造冊資訊後，即可透過系統套表列印功能，列印出該筆清冊資訊

（如圖27至28所示），惟本清冊列印結果無「送件日期」，因此主要功能

係提供回收業者檢閱使用，不可作為稽核認證書面資料呈送。 

提報稽核認證單位之書面資料必須完成「送件」功能之後，於清冊列

印結果右上角將會顯示「送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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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聯單稽核認證批次造冊功能介面圖Ⅲ 

 

 

圖28 批次清冊套表列印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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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引擎海關出口稽核認證造冊作業完成後(100年3月31日前(含當天)之舊

聯單)，才可進行引擎海關出口流向登錄功能，並請注意需於現稽日期起一

個月內完成「登錄流向」功能，登錄功能位置如圖29所示。 

 

 

圖29 「引擎海關出口」流向登錄功能路徑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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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系統依照清冊編號方式顯示如圖30，功能將列出批次編號、車種、車

源、現稽日期、登錄期限，若要登錄流向請單筆清冊「登錄流向」功能後，

進行流向登錄。 

 

圖30「引擎海關出口」流向登錄功能介面圖Ⅰ 

 

步驟六 

「流向說明」欄位系統將預帶『點選存放地點』並預填寫『廠內暫存』

以供現場稽核認證作業，該部分請依實際情況修改「流向說明」內容，欄

位填寫完成後（如圖31所示），再執行「確認送出」功能，即完成稽核認

證手冊中，引擎海關出口流向必須於「現稽日」起一個月內，提報流向說

明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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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引擎海關出口」流向登錄功能介面圖Ⅱ 

步驟七 

回收業者在引擎海關出口流向登錄功能中(100年3月31日前(含當天)

之舊聯單)，點選「確認送出」後，稽核認證單位即可於系統查詢到此筆

聯單流向，若稽核認證單位於系統將該批次之單筆聯單編號檢收，則回收

業者於引擎出口流向登錄功能中，該筆聯單編號將會自動消失。 

例如：稽核認證單位於系統檢收單筆批次編號(P0031000007)中（現

場編號：1）的聯單，則業者在登錄引擎出口流向功能中會發現，原本三

筆聯單將只剩下兩筆(如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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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引擎海關出口」流向說明資訊查詢介面圖Ⅲ 

 

3.已造冊之聯單資料管理 

已完成批次造冊之清冊資料，將會依照回收商端「確認送件」功能或

稽核認證端給予「現稽日期」與否，分別列於「待送件清冊」、「已送件

清冊」及「已確認行程清冊」功能介面，如圖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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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清冊表列功能介面圖 

 

完成稽核認證造冊儲存後，清冊資訊將會表列於「待送件清冊」區（如

圖34所示），未送件之清冊資料將可持續透過「編輯」功能進行資料異動，

回收業者必須點選 功能後，方能將造冊資訊傳送至稽核認證單

位；於點選「確認送件」功能同時，該筆批次清冊資訊將會從「待送件清

冊」區轉移至「已送件清冊」區，以供回收業者檢閱。 

此外，「待送件清冊」區之列印功能，僅作為提供回收業者檢閱使用，

不可作為稽核認證書面資料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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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待送件清冊」表列功能介面圖 

 

「已送件清冊」區之清冊資訊將會顯示「送件日期」（如圖35所示）。

因此，列印功能即可帶出「送件日期」欄位資訊（如圖36所示），此列印

單方可作為稽核認證書面資料呈送使用。此外，已送件清冊亦將無法進行

資料編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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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已送件清冊」表列功能介面圖 

 

圖36 具「送件日期」資訊之稽核認證批次清冊列印單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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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稽核認證單位確認單筆回收業者所申請之現稽行程後，該筆批次清

冊資訊將會從「已送件清冊」區轉移至「已確認行程清冊」區(如圖37)，以

供回收業者檢閱。 

 

圖37 「已確認行程清冊」表列功能介面 

 

4.完整車型出口申報功能 

步驟一 

聯單啟動日期為100年3月31日前(含當日)，欲進行完整車型出口申

報，請於「回收業者」/「稽核認證造冊」功能介面中（如圖38所示），

點選「登錄完整車型出口(僅限拖吊日期三個月內聯單)」功能即可進行

申報作業，系統功能介面如圖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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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完整車型出口」申報功能路徑圖 

 

 

圖39 「完整車型出口」系統功能介面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機動車輛報廢回收管理子系統 

使用手冊 

 

 38   

 

步驟二 

本系統功能可針對單筆聯單之聯單編號，或多筆聯單之不同車源、

車種以及聯單收車日期間，設定條件後進行查詢，查詢結果如圖40所示。 

 

圖40 「完整車型出口」系統功能查詢結果畫面圖 

步驟三 

勾選欲申報「完整車型出口」之聯單後，再點選 功能（如

圖41所示），即完成出口提報。 

 

圖41 「完整車型出口」確認送件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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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完整車型出口提報作業完成後，再點選 功能，

如圖42所示。 

 

圖42 「完整車型出口」流向登錄功能路徑畫面圖 

步驟五 

「流向說明」欄位填寫完成後（如圖43所示），並點選 功

能，即完成稽核認證手冊中，完整車型出口流向必須於「收車日」起三

個月內，提報流向說明之規定。 

 
 

圖43「完整車型出口」流向登錄功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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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六 

執行下圖之流向登錄功能（與圖42為同一功能介面），即可針對「上

一批次」所提報完整車型出口之所有聯單資訊進行查詢。此外，再執行

圖43之「查詢」功能，即可調閱出過去所提報各聯單流向說明之歷史資

料(如圖44所示)，並可進行聯單流向說明變更，再執行「確認送出」後，

即完成資料更新儲存。 

 

 

圖44 「完整車型出口」歷史流向說明資料更新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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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 

步驟一 

聯單啟動日期為100年4月1日後(含當日)，欲進行廢車出口申報，請

於「回收業者」/「稽核認證造冊」功能介面中（如圖45所示），點選「出

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功能即可進行申報作業，系統功

能介面如圖46所示。 

 

 

圖45 「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申報功能路徑圖 

 

圖46 「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系統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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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本系統功能可針對單筆聯單之聯單編號，或多筆聯單之不同車源、車

種以及聯單收車日期間，設定條件後進行查詢，查詢結果如圖47所示。 

 

圖47 「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系統功能查詢結果畫面圖 

 

步驟三 

勾選欲進行出口申報之聯單，再點選 功能（如圖48所示），

即完成出口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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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 「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確認送件功能圖 

 

步驟四 

完整車型出口提報作業完成後，再點選 功能，如

圖49所示。 

 

圖49 「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流向登錄功能路徑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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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流向說明」欄位填寫完成後（如圖50所示），並點選 功能。 

 

圖50 「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流向登錄功能介面 

步驟六 

執行下圖之流向登錄功能（與圖49為同一功能介面），即可針對「上

一批次」所提報之出口聯單資訊進行查詢。此外，再執行圖50之「查詢」

功能，即可調閱出過去所提報各聯單流向說明之歷史資料(如圖51所示)，

並可進行聯單流向說明變更，再執行「確認送出」後，即完成資料更新儲

存。 

 

圖51 「出口登記(僅限拖吊日起六個月內聯單)」歷史流向說明資料更新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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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內稽核認證引擎流向申報 

步驟一 

於「回收業者」/「稽核認證造冊」功能介面中（如圖52所示），點

選「登錄流向」功能即可進行國內引擎稽核認證流向說明申報功能，系

統介面如圖53所示。 

 

 

圖52 國內引擎稽核認證「登錄流向」功能介面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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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國內引擎稽核認證「登錄流向」功能介面功能圖 

 

步驟二 

執行上圖54之「登錄流向」功能，即可登載單一批次清冊中，多筆

聯單之流向說明，如下圖所示。 

 

圖54 國內引擎稽核認證「登錄流向」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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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單一批次清冊之流向說明皆填具後，執行前述圖55之 功

能，即完成引擎流向申報之作業，如下圖所示。 

 

 

圖55 流向登錄儲存成功訊息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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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回收物出廠 

本系統功能主要提供回收商進行稽核認證造冊使用，詳細功能描述茲如

下所示。 

1.應回收物出廠資訊新增 

應回收物出廠申報項目分別為廢輪胎、廢鉛蓄電池、廢潤滑油及冷媒

等各品項，採單項申報每次清運日期、清運量及清理機構，如下圖56所示。

其中，清運機構、中間暫存機構及最終處理機構等項目欄位，必須於【回

收業者】/【清理業者資料】功能中，進行相關業者資料新增後，方可於上

述欄位點選受委託之廠商。 

 

 

圖56 各項應回收物申報功能介面圖 

於清理業者資料功能中，建

置資料，方可進行清運機構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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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廠資訊維護 

點選單筆應回收物右側之「修訂」功能，即可修訂該次所有已申報之

相關資訊，如圖57所示。 

 

圖57 各項應回收物清運行程修訂功能路徑圖 

（五）廢車殼遞送行程 

1.新增清運通知 

回收業者將車輛進行拆解，車殼必須清運出廠，在稽核認證造冊送件

後，使用者可於系統中新增廢車殼遞送行程，如圖58至59所示。輸入預計

清運日期時間及清運對象，並點選欲清運之清冊後，執行「儲存」功能鍵，

即可完成新增行程作業。 

 

任何已申報的應回收物資

料，皆可點選修訂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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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新增廢車殼遞送行程功能路徑功能圖 

 

新增 

清運通知 

車殼出廠前，新增清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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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新增廢車殼遞送行程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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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訂清運通知 

選擇之「預計清運日期時間」功能並點選該介面之「查詢」功能鍵，

系統即自動表列已建置之廢車殼遞送行程，如圖60所示。再點選單筆遞送

行程右側之「內容」功能，即可針對該行程進行資料「修訂」及「再清運」

申報，如圖61至62所示。 

 

 

圖60 廢車殼遞送行程查詢表列介面圖 

輸入清運日期，點選查詢，可查

詢及修改所有車殼運送行程 

點選內容，可修改車殼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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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修訂」功能即可針對已建置之清運行程，進行「預計清運日期

時間」之調整，如圖61所示。 

點選「再清運」功能即針對該批次之清運程序，再增加清運次數及行

程安排，如圖62所示。 

 

 

 

圖61 廢車殼遞送行程修訂及再清運功能路徑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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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廢車殼遞送行程再清運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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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月產出報表 

1.每月應回收物處理量登載 

新增或修訂應回收物每月處理量之申報資訊，如圖63所示。先點選「申

報月份」後，再執行下方之「修改」功能鍵，即可針對當月之處理量及清

理機構進行申報。其中，清運機構、中間暫存機構及最終處理機構等項目

欄位，必須於【回收業者】/【清理業者資料】功能中，進行相關業者資料

新增後，方可於上述欄位點選受委託之廠商。 

 

 

圖63每月應回收物數量彙總表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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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每月應回收物數量申報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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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印應回收物數量彙總表 

套印畫面如圖65及66所示。 

 

圖65 每月應回收物數量彙總表列印功能路徑圖 

 

圖66每月應回收物數量彙總表列印功能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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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理業者資料 

可直接於系統中建置受託清運處理機構業者之相關資料，以縮減其他功

能作業時程，系統操作介面如圖67至圖68所示。若其清運處理機構資料有任

何的變更時，亦可於該功能中進行修改。 

 

圖67清運處理機構業者資料建置功能介面圖 

 

 

圖68 清運處理機構業者資料修改功能介面圖 

填寫清運處理機構業者之相關資料 

 

 修改資料 

修改清運處理機構業者之相關資料 

點選 

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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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失竊車通報 

若回收業者收車時，發現車輛疑似疑異，於系統之失竊車通報，填具車

牌、車種及原因後確認送出，即完成失竊車通報作業，如圖69所示。 

 

 

圖69 失竊車通報功能介面圖 

填寫該疑異車輛之相關資

料，確認新增後完成通報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