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2019 年 4月底 回收場失火新聞事件列表

發生地區 發生日期 新聞標題 報導媒體
台南仁德 2013-06-16 回收場火警 灌救傳巨響 中華日報
桃園楊梅 2014-08-19 楊梅市郊資源回收場清晨傳火警 火勢猛烈 自由時報
台北北投 2014-10-16 北投資源回收場深夜火警 消防局救援中 自由時報
基隆市 2014-10-21 基隆回收場大火 數百床墊付之一炬 自由時報
桃園中壢 2014-10-30 回收場大火 恐怖爆竹亂射 自由時報
台南仁德 2014-11-07 台南資源回收場火警悶燒逾九小時 自由時報
台中大里 2015-01-01 回收廠大火驚爆 延燒搶救難 華視新聞
桃園平鎮 2015-02-11 回收場狂燒 保全員滅火喪命 中國時報
台中北屯 2015-03-03 台中北屯一資源回收場火警 無人傷亡 聯合新聞網
新竹湖口 2015-06-12 湖口資源回收場火警 損失約10萬元 聯合新聞網
彰化溪湖 2015-07-25 彰縣民宅旁回收場驚傳火警 濃煙直竄天際 自由時報
台中潭子 2015-07-25 台中潭子區資源回收場大火延燒三個多小時 中廣新聞網
桃園大園 2015-08-23 大園資源回收廠大火 工廠付之一炬 聯合新聞網
新北樹林 2015-10-14 資源回收場火警 燃燒60坪廢棄物 中時
雲林虎尾 2015-11-22 虎尾回收場大火 延燒100平方公尺 自由時報
桃園八德 2015-11-22 桃園資源回收場暗夜大火 無人傷亡 自由時報
新北樹林 2016-06-04 新北樹林凌晨大火 資源回收場火勢猛烈 自由時報
高雄大社 2016-06-06 大社資源回收場大火 濃煙直衝天際 新頭殼
嘉義東石 2016-06-30 嘉縣東石鄉港墘大火竄燒 濃煙密布 聯合新聞網
台北信義 2016-08-08 北市資源回收場竄火 原因不明 自由時報
雲林斗六 2016-10-26 資源回收價格低迷 斗六標售成難題 中央社
新北新莊 2016-11-01 廢棄五金回收場突冒火 40分鐘撲滅無人傷 自由時報
新竹寶山 2016-12-06 新竹回收場大火　濃煙惡臭蔓延數公里 TVBS新聞網
桃園新屋 2017-01-02 新屋資源回收場火警 熊熊火焰 黑煙竄天 自由時報
苗栗市 2017-02-15 回收場大火近24小時 苗縣8鄉鎮市空氣有異味 自由時報
台南善化 2017-04-01 疑似違法資源回收廠大火 惡臭濃煙蔽天 中國時報
台南南區 2017-05-05 台南暗夜惡火！火舌竄天伴隨爆炸聲　數公里外可見濃煙 ET today
桃園中壢 2017-06-22 中壢資源回收場大火 暗夜連傳爆炸聲 自由時報
彰化芳苑 2017-06-24 彰化回收場惡火衝出「黑煙巨龍」！　台中慘吸塑膠臭味 ET today
嘉義市西區 2017-06-28 天氣酷熱無法擋，資源回收廠火災急叩 119 嘉義市政府
台南七股 2017-07-23 資源回收場倉庫起火情侶葬身火海 民視新聞
桃園蘆竹 2017-08-06 桃園回收場大火南崁交流道北上封閉 三立新聞網
屏東萬丹 2017-10-10 萬丹資源回收廠深夜大火 消防隊現場灌救中 屏東小鎮資訊
雲林北港 2017-11-02 回收場火警黑煙竄天50人接力滅火12小時 自由時報
基隆 2017-12-05 基隆環保回收場火警2員工受傷 中央社 CNA
苗栗竹南 2018-01-01 跨年夜傳火警竹南資源回收場烈焰沖天 自由時報
桃園蘆竹 2018-01-30 桃園回收場大火延燒鄰近2工廠1半毀 1全毀 聯合新聞網
彰化大城 2018-02-02 彰化塑膠回收廠驚傳大火！火勢猛烈、濃煙竄天 民視新聞
高雄彌陀 2018-04-23 高雄塑膠回收廠火警 濃煙沖天一路飄到台南 蘋果即時
台中太平 2018-04-27 碰！廢車回收場火災傳爆炸聲鄰加油站 TVBS新聞網
高雄仁武 2018-05-02 高雄回收場大火 保全搶救幫倒忙 華視新聞
新北蘆洲 2018-05-26 蘆洲回收場大火 30坪鐵皮屋陷入火海 自由時報
台北淡水 2018-06-14 淡水回收場大火 宛如黑龍衝天民眾驚 聯合新聞網
高雄林園 2018-09-30 高雄回收場大火延燒逾7小時 造成空污挨罰 中央社 CNA
高雄林園 2018-10-02 非法廢棄物大火 消防員滅了又復燃 打火超過 30小時 聯合報
台南永康 2018-10-04 台南永康塑膠廢料回收場火警 險延燒5民宅 ET today
台南關廟 2018-10-14 台南回收場大火 狂燒5小時才撲滅 華視新聞
彰化市 2018-10-28 彰化資源回收廠大火 濃煙直衝雲霄 自由時報
桃園龍潭 2018-10-30 桃園市龍潭資源回收場火警 消防人員46分鐘撲滅火勢 聯合新聞網
台南安南 2019-01-08 台南資源回收工廠火災 500坪回收物全面燃燒 聯合報
台南善化 2019-01-11 台南資源回收場大火 陸籍男子著火列失蹤 TVBS新聞網
桃園區 2019-01-25 桃園中路汽車回收場大火 報廢車延燒濃煙竄天 Nownews



發生地區 發生日期 新聞標題 報導媒體
桃園楊梅 2019-01-30 楊梅塑膠回收廠大火 濃煙蔽天無人傷 Nownews
彰化線西 2019-03-17 彰化資源回收場大火 火勢猛烈幸無人傷亡 公視新聞
苗栗竹南 2019-04-09 竹南紙廠突起火 濃煙漫天1公里外都聞到 自由時報
彰化線西 2019-04-21 彰化資源回收場大火濃煙竄天 民眾：有如世界末日 自由時報
宜蘭礁溪 2019-04-24 疑燒廢棄物引火災 回收場業者恐遭罰 中央社 CNA
彰化員林 2019-04-25 一日二起祝融災 …… 疑電線走火釀災 回收場紙箱助燃難收拾 台視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