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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審核辦法」修正

草案及「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審查業務委

託辦法」修正草案研商會 

議程 

一. 主席致詞 

二. 業務單位報告 

三. 討論事項： 

(一) 「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審核辦

法」修正草案 

(二)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審查業務

委託辦法」修正草案 

四. 臨時動議 

五. 結論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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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審核辦法」修正

草案及「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審查業務委

託辦法」修正草案研商會 書面意見表 

日期：108 年 12 月 5 日下午 2 時 (星期四) 

 
單位：            
 
職稱：                 

 
姓名            

書 
 
 

 
面 
 

 
 
意 
 
 
 
見 

 

備註：若有相關建議及意見，請儘量以書面表達，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印，並請於
會後送交承辦人，以利彙整。如不克出席會議，請將意見表 E-mail ：
lingkai.yu@epa.gov.tw，或郵寄至 10491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 6 號 5 樓

mailto:lingkai.yu@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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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審核辦

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審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於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發布，本次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

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爰

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法源依據之本法名稱及條次。（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本法條文條次變更，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刪除應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並修正申請表用詞。（修正

條文第三條） 
修正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 4 頁；共 10 頁 

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審核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修正公告，修

正本辦法法源名稱及條次。 

第二條  毒性化學物質經中央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

公告限制或禁止事項及其完

成相關事項規定期限，而運作

人擬使用毒性化學物質用途

於禁止運作事項；或於該公告

之規定期限屆滿後，擬使用用

途非屬限制之得使用用途者，

得依本辦法規定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解除限制或禁止事

項。 

第二條  毒性化學物質經中央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七條公告限

制或禁止事項及其過渡期間

改善規定，而運作人擬使用毒

性化學物質用途於禁止運作

事項；或於該公告之過渡期間

屆滿後，擬使用用途非屬限制

之得使用用途者，得依本辦法

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解

除限制或禁止事項。 

配合本法條次變更，及列管毒性

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附表

四規定，酌修文字。 

第三條  運作人申請毒性化學物

質解除限制或禁止事項，應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運作人合法設立登記證明

文件。 

二、申請緣由及國內外使用現

況說明。 

三、美國、日本、歐盟、澳洲、

加拿大等國之任一國家

准用證明文件或相關佐

證資料。 

四、毒性化學物質或其混合物

與使用後產生之廢棄物

特性說明。 

五、使用方法及用途基本資料

與使用前後生命週期評

估。 

六、評估使用過程及相關物質

對人體健康與環境影響

之程度及範圍。 

七、預防或避免毒性化學物質

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之對策及控制方法。 

八、零方案說明：即不使用該

第三條  運作人申請毒性化學物

質解除限制或禁止事項，應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運作人合法設立登記證明

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明

文件。 

二、申請緣由及國內外使用現

況說明。 

三、美國、日本、歐盟、澳洲、

加拿大等國之任一國家

准用證明文件或相關佐

證資料。 

四、毒性化學物質或其混合物

與使用後產生之廢棄物

特性說明。 

五、使用方法及用途基本資料

與使用前後生命週期評

估。 

六、評估使用過程及相關物質

對人體健康與環境影響

之程度及範圍。 

七、預防或避免毒性化學物質

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之對策及控制方法。 

第一款檢附運作人合法設立登記

證明文件，已足掌握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人訊息，爰刪除應檢附負

責人身分證明文件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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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於該申請

用途之說明。 

九、預估使用毒性化學物質之

數量、地點、運作期間及

運作場所資料。 

十、相關文獻參考資料。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者。 

八、零方案說明：即不使用該

毒性化學物質於該申請

用途之說明。 

九、預估使用毒性化學物質之

數量、地點、運作期間及

運作場所資料。 

十、相關文獻參考資料。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者。 

第四條  前條申請案，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予駁回： 

一、申請用途違反國內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 

二、運作後產生含毒性化學物

質之衍生物或廢棄物無

法符合廢棄物清理相關

法規妥善處理之規定，而

有污染環境之虞。 

三、成品仍含有對人體健康有

危害之虞之毒性化學物

質。 

第四條  前條申請案，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予駁回： 

一、申請用途違反國內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 

二、運作後產生含毒性化學物

質之衍生物或廢棄物無

法符合廢棄物清理相關

法規妥善處理之規定，而

有污染環境之虞。 

三、成品仍含有對人體健康有

危害之虞之毒性化學物

質。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准予解

除限制或禁止事項者，始得依

本法第十三條規定，以該運作

事項或用途申請許可證、登記

或核可文件。 

第五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准予解

除限制或禁止事項者，始得依

本法第十三條規定，以該運作

事項或用途申請許可證、登記

或核可文件。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第三條申請案之審查期

間為三個月；必要時得於通知

運作人後，延長一次，並以三

個月為限。 

      申請被駁回者，其申復應

於收到駁回通知後三個月內，

檢具申請表及新文獻資料或

佐證文件為之。 

      前項申復之審查期間為一

個月，必要時得於通知運作人

後，延長一次，並以一個月為

限。 

      第一項及前項審查期間，

不包括補正日數。 

第六條  第三條申請案之審查期

間為三個月；必要時得於通知

運作人後，延長一次，並以三

個月為限。 

      申請被駁回者，其申復應

於收到駁回通知後三個月內，

檢具申請表及新文獻資料或

佐證文件為之。 

      前項申復之審查期間為一

個月，必要時得於通知運作人

後，延長一次，並以一個月為

限。 

      第一項及前項審查期間，

不包括補正日數。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本辦

法之申請或申復，得邀集相關

機關、學者及專家等進行審理

或現場勘察。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本辦

法之申請或申復，得邀集相關

機關、學者及專家等進行審理

或現場勘察。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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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本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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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申請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申請

類別 

1.□申請理由：             （限勾選一項） 

2.□申復理由： 
（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駁回之文號及日期：      ） 

毒性

化學

物質

資料 

1.商品名： 

2.毒性化學物質中英文名稱： 

3.列管編號及序號：□□□－□□ 

申請

解除

禁止

用途

或增

列得

使用

用途

相關

資料 

1.申請事項： 

2.涉及業別分類（無法確認則免填）□□□□ 

3.毒性化學物質成分含量％（W/W） 
4.特色： 

申請

運作

人資

格 

1.□領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者。      （限勾選一項） 

2.□領有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者。 

3.□領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者。 

4.□設有研究機構之財團法人。 

5.□政府機關或學術單位。 

6.□其他              。 

申請 

運作

名稱（全銜）  

地址  

申請

類別 

1.□申請理由：            （限勾選一項） 

2.□申復理由： 
（本署通知駁回之文號及日期：  年  月  日環署毒字

第       號） 

毒性

化學

物質

資料 

1.商品名： 

2.毒性化學物質中英文名稱： 

3.列管編號及序號：□□□－□□ 

申請

解除

禁止

用途

或增

列得

使用

用途

相關

資料 

1.申請事項： 

2.涉及業別分類（無法確認則免填）□□□□ 

3.毒性化學物質成分含量％（W/W） 
4.特色： 

申請

運作

人資

格 

1.□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者。         （限勾選一項） 

2.□領有工廠登記證者。 

3.□設有研究機構之財團法人。 

4.□政府機關或學術單位。 

5.□其他              。 

申請 

運作 

名稱（全銜）  

地址  

一、 修 正 通

知駁回之

文號與日

期表示方

式。 
二、 配 合 營

業登記法

廢除「營

利事業統

一發證制

度」政策，

將營利事

業登記證

修正為公

司登記證

明文件或

商業登記

證 明 文

件。 
三、 負 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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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人 

資料 
□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 

 統一編號  

□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 
 統一編號  

□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 
 統一編號  

□其他證明

文件 

 統一編號  

註：勾選一項填列 

負責人  

連  絡 

人 

 電話號碼 ( ) 傳真號碼 ( ) 

簽 

章 

申

請

運

作

人 

 負

責

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人 

資料 
工廠登記證  員工人數 人 

營利事業統一

編號 

 資本額 萬元 

負責人  身分證字

號 

 

連  絡 

人 

 電話號碼 ( ) 傳真號碼 ( ) 

簽 

章 

申

請

運

作

人 

 負

責

人 

 

 申

請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及資

本額與員

工人數等

非必要項

目，爰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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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審查業務委託

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七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本法修正，修正法

源依據及條次。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

第二項所定之新化學物

質及既有化學物質核准

登錄及其他相關業務之

委託項目，包括新化學

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之審查、核准、

駁回、撤銷、廢止、登

錄後化學物質資料之申

報或增補、核准登錄文

件之核（補、換）發、

展延、變更等事項。 

第二條  本法第七條之二

第二項所定之新化學物

質及既有化學物質核准

登錄及其他相關業務之

委託項目，包括新化學

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之審查、核准、

駁回、撤銷、廢止、登

錄後化學物質資料之申

報或增補、核准登錄文

件之核（補、換）發、

展延、變更等事項。 

配合本法條次變更修

正法條條次。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

十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一百零

九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

十一日施行。 

 

增訂第二項本次修正條

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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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大新館 
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4F 數位演講廳 
 
交通資訊 
公車站 

A：235、270、652、663、大溪→台北、三峽→台北號公車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站下。 
B：207、38、656、657、245 號公車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站下。 
C：245、263、265、651、656、657 號公車至小南門（和平院區）站下車。 
D：12、212、223、249、202、205、242、250、253、307、310、604、812、624、 

246、260 號公車至至小南門（和平院區）站下車。  
E：38、206、270、252、660、243、304 承德線、304 重慶線、706 號公車至小

南門站下車。 
 
捷運站 

1.板南線→西門站（2 號出口國軍文藝中心、3 號出口遠百寶慶店）  
2.小南門線→小南門站（1 號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