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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mputers 

摘要

(中) 

電腦目前己成為民眾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輔助工具，銷售量頗大，加上

電腦產品研究發展快速，產品生命週期、使用年限短，資訊物品報廢數量

十分可觀，廢電腦不易清除處理且含有價貴重金屬，處理不當易產生物染



源擴散，台灣地狹人稠，廢電腦處理工作更是克不容緩。 本研究目的在

於了解目前國內廢資訊物品回收制度的運作情形，及預測民國 91 年電腦

報廢量，並探討影響回收的因素、調查廢電腦回收業的處理量、處理成本

等因子，以瞭解民國 91 年電腦回收業的產值及是否尚有介入的空間，做

為有意從事廢電腦回收業者的投資參考及現有電腦回收業者擬定經營方針

的依據，另由影響回收因素的探討來了解影響回收的主要因素為何，做為

相關單位，擬定提高回收率方法時之參考。 本研究結果發現 1.回收率若

能提高至 70％以上，回收處理業就有投入空間，廢資訊物品處理體系回

收點、運輸機構、處理廠總產值約為 557,162 仟元。2.產業組合方面以主

機處理利潤最高 340 元/人 hr，監視器 244 元/人 hr 次之。3.二手電腦如能

體制化，不僅可以增加商機，減少廢棄量及處理成本，管理得當更可避

免，體制外拆解後隨意棄置的污染。4.消費者處理廢資訊物品時方便性是

最主要的考量重點，環保署應研擬更便利的回收管道，加強宣導方可提高

回收率。  

摘要

(英) 

Computer has become a indispensable aid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public. The sales 

volume is quite sizable. Computer products are featured with rapi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hort life cycle and service years, substantial quantity of obsolete 

information products. Also, waste computer is difficult to treat yet containing 

precious metal, it is likely to diffuse of pollutants if not treated properly. Highly 

populated limited area of Taiwan allows no delay in the treatment of waste 

computer. This study is aimed at understanding the reality of the operation of 

domestic waste information products recycling system and to forecast the quantity 

of water computer in 2002. The study stems also into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cycling, the treated quantity of waste computer recycling industries, and treatment 

costs, so to find out the production of computer recycling industry and what is the 

room left for competitor to engage. This may serve as an reference for investment in 

waste computer recycling as well as a basis for current traded in establishing their 

operation directions. Further,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recycling will be a data of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ing agency in making policy in 

boosting recycle rat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s：1. When the recycle rate 

is increased to above 70%, there is room for investors to step in the recycling 

industry. The gross production of waste information products treatment system, 

collecting points, transportation mechanism, treatment plant is NT$557,162,000; 2. 

In the categories of the industry, treatment of main unit has the highest profit of 

NT$340/ man-hour, the next is NT$244/ man-hour for monitor; 3. If the recycling 

of 2nd hand computer were systematized, it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reduce the volume of waste and treatment cost, when it is well 

administrated, it will cut the pollutant resulted from the out -of- system scraping; 4. 

The convenience in disposing waste information products is the main point of 

consideration of consumers. The way to boost the recycle rate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is to establish more convenient recycling channel and make it 

know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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