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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0.11.2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令 環署化字第1108201465號) 

修正「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
資料登錄辦法」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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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 02 -

雙月刊 期期206化彰 工業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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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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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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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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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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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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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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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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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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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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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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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 08 -

雙月刊 期期206化彰 工業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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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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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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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登錄人，指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行政機關或其他依法律規定 

  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代理人應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之自然人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機構或團體。

  登錄人依本辦法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業登 

  記、工廠登記或其他設立相關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檢具經公證或認證之委任書。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化學物質：指自然狀態或經過製造過程得到之化學元素或化合物。包括維持產 

   品穩定所需之任何添加劑或製程衍生而非預期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但不 

   包括可以分離而不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改變其組成結構之任何溶劑。

  二、天然物質：指未經加工或只經人力、重力、機械等作用，溶解於水、以水萃取 

   、蒸氣蒸餾、浮力、加熱移除水分，或用任何方法從空氣中分離出且未產生任 

   何化學變化之物質，或來自於生物體之大分子，或未經化學加工之天然聚合物 

   。

  三、混合物：指含二種以上不會互相反應之物質、溶液或配方。

  四、成品：指製造過程中，已形成特定形狀之物品或依特定設計之物品。

  五、聚合物：指符合下列條件之化學物質：

  （一）由一種或多種類型之單體單元按序列聚合成大分子之化學物質。 

  （二）由三個以上之單體單元以共價鍵形式相連而成之分子，其在化學物質中之總 

   重量百分比須大於百分之五十，而且分子量相同者之重量百分比須小於百分 

   之五十。

  （三）分子量分布差異是由於其單體單元數目之差異而造成。

  六、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指聚合物之單體或反應體之重量百分比未滿百分之二 

   ，則該單體或反應體可不視為該聚合物之化學本體。若聚合物名稱以單體基礎 

   式命名時可選擇包括或不包括未滿重量百分之二之單體及反應體。單體基礎式 

   命名指聚合物名稱以其組成單體為基礎來加以命名者。

  七、低關注聚合物：指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介於一千至一萬道爾頓之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 

   百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十，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 

   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十五。

  （二）聚合物之數目平均分子量大於一萬道爾頓者，其分子量小於五百道爾頓之 

   寡聚合物含量少於百分之二，且分子量小於一千道爾頓之寡聚合物含量少 

   於百分之五。

  （三）聚酯聚合物。

  （四）不可溶性聚合物。

  八、中間產物：指在一連串化學反應程序中，部分化學反應程序之產物做

  為後續反應原料之化學物質。

  九、限定場址中間產物：指在單一場所製造並消耗之中間產物。

  十、副產物：指在使用或儲存過程中，因環境變化發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之

  化學物質。

  十一、雜質：指非預期而存在於化學物質中之成分，源自化學物質原料、

  反應過程中次要反應或不完全反應；化學物質中之不純物亦屬雜質。在最終 

  化學物質中出現之雜質，其為非刻意加入，亦不會增加該化學物質之商業價 

  值。單一雜質成分含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十；多重雜質成分 

  總量不得超過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百分之二十。

  十二、科學研發用途：指在科學或學術環境與控制條件下執行之科學性實驗、教育 

   、分析或研究等用途。

  十三、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質應用 

   領域之過程，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之研發過程。 

  十四、致癌、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指物質危害分類符合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CNS15030所列之致癌物質第一級；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一級；生 

   殖毒性物質第一級之危害分類者。

  十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指儲存於海關監管之碼頭專區、貨棧、貨櫃集散站、保 

   稅倉庫、物流中心或自由貿易港區等，待出口之化學物質。

第四條     下列物質或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天然物質。

  二、伴隨試車用機械或設備之化學物質。

  三、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四、涉及國家安全或國防需求之化學物質。

  五、海關監管化學物質。

  六、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

  七、無商業用途之副產物或雜質。

  八、混合物。但不包含混合物中組成之個別化學物質成分。

  九、成品。

  十、已列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適用百分之二規則之聚合物。

  下列物質或物品，依各該法律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一、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

  二、飼料管理法所稱飼料及飼料添加物。

  三、肥料管理法所稱肥料。

  四、動物用藥品管理法所稱動物用藥品。

  五、藥事法所稱藥物。

  六、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

  七、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所稱化粧品。

  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九、菸害防制法所稱菸品。

  十、菸酒管理法所稱菸及酒。

  十一、原子能法及游離輻射防護法所稱放射性物質。

  十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所稱事業用爆炸物。十三、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管制 

   性化學品。

  十四、空氣污染防制法所稱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 

  十五、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

  十六、本法所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 

   者，該化學物質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章     新化學物質登錄

第五 條     登錄類別依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數量，區分如下：

  一、標準登錄：達一公噸以上。

  二、簡易登錄：達一百公斤以上未滿一公噸。

  三、少量登錄：未滿一百公斤。

  新化學物質用途及性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預估每年製造或輸入數量，依登錄類別 

  申請登錄：

  一、科學研發用途。

  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

  三、限定場址中間產物。

  四、聚合物。

  五、經事前審定之低關注聚合物。

第六條     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

  各登錄類別應登錄資料如下：

  一、標準登錄。

  二、簡易登錄。

  三、少量登錄。

第七條     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條規定申請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其屬致癌、生殖細 

 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物質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登 

 錄資料。

第八條     新化學物質屬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 

 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外，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交下列文件：

  一、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登錄表單。

  二、奈米化學物質登錄表單。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 

 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應於核准 

 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定期申報運作情形、更新登錄相關報告 

 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登錄人提交之新化學物質資料，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及風險 

  評估資料、更新登錄相關報告資料或提供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第十條     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 

          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共同登錄人之申請總量，並依本辦法規定 

  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總量，命登錄人依指定登錄類 

  別重新申請登錄或採行共同登錄。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依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內容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 

  ，使用化學物質登錄資料。

第十一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登錄碼。第十二條 新化學物質核准登 

  錄有效期間為五年。

  各登錄人經協議先後申請共同登錄，後申請者之核准登錄有效期間與先申請並取得 

  核准登錄者之有效期間一致。

第十三條 登錄人申請核准登錄之展延，應自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提交預估次年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數量資料；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前條有效期間核予展延。

  依前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 

  時，登錄人得依原核准登錄內容製造或輸入至完成審查。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時，於有效期間屆滿 

  翌日起，暫停製造或輸入；未於核准登錄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於核准登錄 

  之有效期間屆滿翌日起，其核准登錄失其效力。如需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重新申 

  請登錄。

  登錄人申請展延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第十四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經核准下列登錄類別之一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

  二、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依前二項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者，適用核准登錄之 

  既有化學物質相關規定。

                                               第 三 章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第十五條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達一百公斤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個月內，依第一階段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屆期未取得核准登錄， 

  不得製造或輸入。

  前項申請經核准登錄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第一階段登錄碼。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年數量未達一百公斤者，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適用本辦法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數量級距及登錄之期限。

  前項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級距，指定之名單及登錄之期限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附表九所列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標準登錄所定項目，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

  限定場址中間產物得免依前三項規定申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製造或輸入非屬附表九所列之既有化學物質或未達附表八所列之數量級距者，登錄 

  人得依第三項規定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第十七條 不同登錄人依前條第二項或第五項，共同或先後申請登錄同一既有化學物質者，各 

  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之資料。

  前項申請共同登錄者，應依前條第三項所定內容登錄化學物質資料。

  各登錄人協議共同登錄，若無法經協議決定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得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酌定平均分攤費用，並於支付應分攤之費用後，使用化學物質登 

  錄資料。

第十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完成登錄所定資料項目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完成碼。

  登錄人取得前項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完成碼後，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期 

  限，登錄資料項目。

 

                                     第 四 章 資訊公開與工商機密保護

第十九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其應予公開之內容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名稱。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情形。

  四、化學物質危害分類及標示資訊。

  五、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資訊。

  六、化學物質物理與化學特性資訊。

  七、化學物質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

  八、化學物質危害評估資訊。

  九、化學物質暴露評估資訊。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前項內容。

第二十條 前條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應予公開之內容，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

  前項所稱工商機密，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第一項化學物質登錄資料經認定涉及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之範圍如下：

  一、登錄人資訊。

  二、化學物質辨識資訊。

  三、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四、化學物質用途資訊。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一、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申請第一階段登錄。

  三、既有化學物質申請標準登錄。

  四、依第十四條規定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未依前項規定申請保密者，登錄人得於新化學物質申請核准 

  登錄展延時，或既有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取得後，敘明理由並檢具第二項之證明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第二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保密化學物質資料之期間為五年。

  前項除既有化學物質外，依前條第五項於登錄後始申請保密者，保密期間同核准 

  登錄有效期間。

  登錄人得於保密期間屆滿六個月前起算三個月之期間內申請延長保密，經核准延 

  長第一項保密期間。

  累計保密期間新化學物質最長為十五年；既有化學物質最長為十年；新化學物質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前與納入後合計最長為十五年。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予以公開之資料，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登錄人。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

  登錄人販賣、轉讓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時，應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 

  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第二十四條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核准登錄後之次年起，每 

  年自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依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 

  質之數量資訊。

  登錄人申報之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認定其申報資料不完整，中央主管機關 

  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本法 

  規定處分。

  前二項申報及補正應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辦理。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以書面申報或補正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其審查期間如下：

  一、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低關注聚合物事前審定、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既 

   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自收件日起七個 

   工作日。

  二、新化學物質簡易登錄或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自收件日起十四個工作日。

  三、新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四十五個工作日。

  四、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自收件日起九十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及簡易登錄，有第九條應附以附款之 

  情事者，其審查期間得延長為四十五個工作日。

  中央主管機關延長前二項審查期間者，應通知登錄人。延長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本辦法之各項申請，經審查申請文件認有欠缺、錯誤或內容不 

  明確者，應命登錄人於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提出補正資料；通知補正 

  資料之次數，以二次為限。但因科學上或技術上因素致不能依限期補正資料，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登錄人依前項提出補正資料，依前條各款重新起算審查期間， 

  補正期間不計入。

   登錄人屆期未提出補正資料，或經二次提出補正資料仍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有變更時應主動申請變更，或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送達之日起 

  三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前項變更涉及登錄人基本資料者，應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公司登記變更證明 

  文件、商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後，三十 

  個工作日內申請變更；負責人變更應於六十個工作日內為之。

  登錄人申請變更之登錄類別與原核准登錄不符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登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 

  註銷其登錄碼：

  一、依前項規定重新申請並經核准登錄。

  二、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不再製造或輸入。

第二十八條 登錄人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 

  廢止該登錄核准，並註銷登錄碼：

  一、申請登錄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核准。

  三、冒用或偽造登錄碼而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發不當使用化學物質。

 五、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當之設立許可、登記經該管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

 六、解散或歇業。

第二十九條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錄人應主動或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一、有新科學證據。

 二、有新用途資訊。

 三、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

 四、有新危害評估或暴露評估資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補充之資料。

第三十條 登錄人於登錄審查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審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個工作日內， 

  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申覆。

 前項申覆次數，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一條 登錄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各項申請，應依本法收費標準規定繳納費用，並以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網路傳輸系統提交化學物質資料。

 前項資料應以中文填寫，檢具之外文資料如非英文者，應另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登錄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不予受理。但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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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0.12.01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令 經標二字第11020006150號) 

訂定「聚氯乙烯塑膠管商品檢驗
作業規定」

聚氯乙烯塑膠管商品檢驗作業規定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應施檢驗聚氯乙烯塑膠管商品檢驗業務，特訂 

 定本作業規定。

二、適用範圍：適用於CNS  1298「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CNS    4053-1「自來水用硬質 聚氯 

 乙烯塑膠管」及CNS   1302「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之塑膠管。但非在市面上陳 列銷售 

 ，為配合機械設備用於工業、農業或特殊用途非屬前揭國家標準範圍之塑膠管 除外。

三、檢驗方式：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完全品質管理 制度模式、製 

 程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或工廠檢查模式】兩制度雙軌併行。

四、本作業規定名詞定義如下：

 （一）種類：係指CNS  1298、CNS  4053-1及CNS  1302所稱之種類。

 （二）同型式：指種類、製造廠及生產國別相同者。

 （三）同規格：指同型式下，同標稱管徑。

 （四）主型式：指同型式下，最大標稱管徑。

 （五）系列型式：指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之其餘標稱管徑。

五、檢驗標準：CNS  1298、CNS  4053-1或CNS 1302。

六、中文標示：依前點檢驗標準及商品檢驗法第十一條規定標示。

七、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識別號碼為字軌「T」及 指 

 定代碼，驗證登錄之識別號碼為字軌「R」及指定代碼。

八、型式試驗相關規定：

 （一）型式試驗報告之申請程序： 

 １、申請人應依不同型式之聚氯乙烯塑膠管檢具型式分類表、下列技術文件三份及樣品， 

  向本局臺南分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提出申請：

 （１）產品構成及成分一覽表。 

 （２）每一標稱管徑成品三吋乘以五吋以上彩色照片。

 （３）製程概要。

 （４）中文標示樣張。

 （５）材料：須提出符合CNS 1298第8節、CNS 4053-1第7節或CNS 1302第6節之材料品 

  質相關確效證明文件。

 ２、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應分別提供下列樣品：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及包含活套頭。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七條，規格二十釐米以下需九條， 每條一百 

  公分及包含活套頭。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九條，每條一百公分。

 （４）樣品屬大管徑者，申請人應依試驗室需求協助進行裁切。 

 ３、受理單位應核對所送樣品與型式分類表之種類或規格是否相符。

 （二）取樣原則：主型式取最大標稱管徑，系列型式任取一標稱管徑。

 （三）檢驗項目：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依第五點檢驗標準執行全項檢驗。

 （四）正字標記檢驗報告其核發日期在型式認可或商品驗證登錄申請前一年內，得代 

  替同種類且同規格聚氯乙烯塑膠管之型式試驗報告。但一份正字標記檢驗 報 

  告僅可取代一個主型式或一個系列型式之型式試驗報告。

九、型式認可逐批檢驗相關規定：

 （一）型式認可申請程序： 

 １、申請人應依前點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後，檢具申請書、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 

  向本局或所屬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申請型式認可，以取得商 品型式認可 

  證書。

 ２、型式認可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型式認可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 待補 

  送資料或樣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七個 工作天。

 （二）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證書登錄範圍如有變更，應依下列 規定 

  辦理：

 １、增列之標稱管徑較主型式大者，應向原出具型式試驗報告單位辦理型式試驗後， 

  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並將增列之標稱管徑改列為主型式，原 證書登錄之 

  主型式改列為系列型式。

 ２、增列系列型式（未改變原主型式）者，應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 

 （三）檢驗程序： 

 １、報驗義務人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檢具申請書及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影本，依輸入商 

  品到達港埠或生產地之轄區別向檢驗機關申請報驗，報驗時應於報驗申請書上 

  填具製造日期。

 ２、報驗義務人於報驗時須以同型式商品為一批報驗。檢驗機關得每批以五分之一之 

  機率實施取樣檢驗，取樣檢驗批含不同規格時，由檢驗機關抽取最大規格執行檢 

  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惟必要時得改採逐批檢核。

 ３、同型式商品報驗達五批以上且無不合格紀錄者，得改以每批以二十分之一之機率 

  實施取樣檢驗。

 ４、取樣檢驗之取樣樣品數量：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二條，每條一百公分。

  ５、取樣檢驗項目：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抗拉降伏強度、耐壓扁性及標示。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抗拉降伏強度、耐壓扁性、管材氯 乙烯 

  單體含量及標示。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絕緣性、絕緣電阻及標示。

 ６、檢測單位：本局臺南分局。

 ７、檢驗期限為檢測單位收樣後九個工作天。

 ８、取樣檢驗不符合檢驗規定者，同一型式商品須經連續三批逐批取樣檢驗符合後， 

  始得恢復每批以五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

 ９、檢驗機關如接獲檢舉或對報驗商品符合檢驗標準之一致性有懷疑時，亦得逕行取 

  樣並檢測相關檢驗項目。

十、驗證登錄相關規定：

 （一）申請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 

  １、型式試驗報告（依第八點申請）。

  ２、本局或本局認可驗證機構核發之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書影本或工廠檢查報告影 

   本。

 ３、符合性評鑑程序之聲明書。

 ４、技術文件。

 （二）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驗證登錄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 或樣 

  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七個工作天。 

 （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證書登錄範圍如有變更，準用前點第二 

  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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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塑膠管商品檢驗作業規定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應施檢驗聚氯乙烯塑膠管商品檢驗業務，特訂 

 定本作業規定。

二、適用範圍：適用於CNS  1298「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CNS    4053-1「自來水用硬質 聚氯 

 乙烯塑膠管」及CNS   1302「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之塑膠管。但非在市面上陳 列銷售 

 ，為配合機械設備用於工業、農業或特殊用途非屬前揭國家標準範圍之塑膠管 除外。

三、檢驗方式：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完全品質管理 制度模式、製 

 程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或工廠檢查模式】兩制度雙軌併行。

四、本作業規定名詞定義如下：

 （一）種類：係指CNS  1298、CNS  4053-1及CNS  1302所稱之種類。

 （二）同型式：指種類、製造廠及生產國別相同者。

 （三）同規格：指同型式下，同標稱管徑。

 （四）主型式：指同型式下，最大標稱管徑。

 （五）系列型式：指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之其餘標稱管徑。

五、檢驗標準：CNS  1298、CNS  4053-1或CNS 1302。

六、中文標示：依前點檢驗標準及商品檢驗法第十一條規定標示。

七、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識別號碼為字軌「T」及 指 

 定代碼，驗證登錄之識別號碼為字軌「R」及指定代碼。

八、型式試驗相關規定：

 （一）型式試驗報告之申請程序： 

 １、申請人應依不同型式之聚氯乙烯塑膠管檢具型式分類表、下列技術文件三份及樣品， 

  向本局臺南分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提出申請：

 （１）產品構成及成分一覽表。 

 （２）每一標稱管徑成品三吋乘以五吋以上彩色照片。

 （３）製程概要。

 （４）中文標示樣張。

 （５）材料：須提出符合CNS 1298第8節、CNS 4053-1第7節或CNS 1302第6節之材料品 

  質相關確效證明文件。

 ２、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應分別提供下列樣品：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及包含活套頭。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七條，規格二十釐米以下需九條， 每條一百 

  公分及包含活套頭。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九條，每條一百公分。

 （４）樣品屬大管徑者，申請人應依試驗室需求協助進行裁切。 

 ３、受理單位應核對所送樣品與型式分類表之種類或規格是否相符。

 （二）取樣原則：主型式取最大標稱管徑，系列型式任取一標稱管徑。

 （三）檢驗項目：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依第五點檢驗標準執行全項檢驗。

 （四）正字標記檢驗報告其核發日期在型式認可或商品驗證登錄申請前一年內，得代 

  替同種類且同規格聚氯乙烯塑膠管之型式試驗報告。但一份正字標記檢驗 報 

  告僅可取代一個主型式或一個系列型式之型式試驗報告。

九、型式認可逐批檢驗相關規定：

 （一）型式認可申請程序： 

 １、申請人應依前點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後，檢具申請書、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 

  向本局或所屬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申請型式認可，以取得商 品型式認可 

  證書。

 ２、型式認可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型式認可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 待補 

  送資料或樣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七個 工作天。

 （二）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證書登錄範圍如有變更，應依下列 規定 

  辦理：

 １、增列之標稱管徑較主型式大者，應向原出具型式試驗報告單位辦理型式試驗後， 

  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並將增列之標稱管徑改列為主型式，原 證書登錄之 

  主型式改列為系列型式。

 ２、增列系列型式（未改變原主型式）者，應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 

 （三）檢驗程序： 

 １、報驗義務人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檢具申請書及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影本，依輸入商 

  品到達港埠或生產地之轄區別向檢驗機關申請報驗，報驗時應於報驗申請書上 

  填具製造日期。

 ２、報驗義務人於報驗時須以同型式商品為一批報驗。檢驗機關得每批以五分之一之 

  機率實施取樣檢驗，取樣檢驗批含不同規格時，由檢驗機關抽取最大規格執行檢 

  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惟必要時得改採逐批檢核。

 ３、同型式商品報驗達五批以上且無不合格紀錄者，得改以每批以二十分之一之機率 

  實施取樣檢驗。

 ４、取樣檢驗之取樣樣品數量：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二條，每條一百公分。

  ５、取樣檢驗項目：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抗拉降伏強度、耐壓扁性及標示。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抗拉降伏強度、耐壓扁性、管材氯 乙烯 

  單體含量及標示。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絕緣性、絕緣電阻及標示。

 ６、檢測單位：本局臺南分局。

 ７、檢驗期限為檢測單位收樣後九個工作天。

 ８、取樣檢驗不符合檢驗規定者，同一型式商品須經連續三批逐批取樣檢驗符合後， 

  始得恢復每批以五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

 ９、檢驗機關如接獲檢舉或對報驗商品符合檢驗標準之一致性有懷疑時，亦得逕行取 

  樣並檢測相關檢驗項目。

十、驗證登錄相關規定：

 （一）申請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 

  １、型式試驗報告（依第八點申請）。

  ２、本局或本局認可驗證機構核發之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書影本或工廠檢查報告影 

   本。

 ３、符合性評鑑程序之聲明書。

 ４、技術文件。

 （二）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驗證登錄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 或樣 

  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七個工作天。 

 （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證書登錄範圍如有變更，準用前點第二 

  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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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塑膠管商品檢驗作業規定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應施檢驗聚氯乙烯塑膠管商品檢驗業務，特訂 

 定本作業規定。

二、適用範圍：適用於CNS  1298「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CNS    4053-1「自來水用硬質 聚氯 

 乙烯塑膠管」及CNS   1302「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之塑膠管。但非在市面上陳 列銷售 

 ，為配合機械設備用於工業、農業或特殊用途非屬前揭國家標準範圍之塑膠管 除外。

三、檢驗方式：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完全品質管理 制度模式、製 

 程品質管理制度模式或工廠檢查模式】兩制度雙軌併行。

四、本作業規定名詞定義如下：

 （一）種類：係指CNS  1298、CNS  4053-1及CNS  1302所稱之種類。

 （二）同型式：指種類、製造廠及生產國別相同者。

 （三）同規格：指同型式下，同標稱管徑。

 （四）主型式：指同型式下，最大標稱管徑。

 （五）系列型式：指同型式下，除主型式外之其餘標稱管徑。

五、檢驗標準：CNS  1298、CNS  4053-1或CNS 1302。

六、中文標示：依前點檢驗標準及商品檢驗法第十一條規定標示。

七、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識別號碼為字軌「T」及 指 

 定代碼，驗證登錄之識別號碼為字軌「R」及指定代碼。

八、型式試驗相關規定：

 （一）型式試驗報告之申請程序： 

 １、申請人應依不同型式之聚氯乙烯塑膠管檢具型式分類表、下列技術文件三份及樣品， 

  向本局臺南分局或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提出申請：

 （１）產品構成及成分一覽表。 

 （２）每一標稱管徑成品三吋乘以五吋以上彩色照片。

 （３）製程概要。

 （４）中文標示樣張。

 （５）材料：須提出符合CNS 1298第8節、CNS 4053-1第7節或CNS 1302第6節之材料品 

  質相關確效證明文件。

 ２、主型式及系列型式應分別提供下列樣品：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及包含活套頭。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七條，規格二十釐米以下需九條， 每條一百 

  公分及包含活套頭。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九條，每條一百公分。

 （４）樣品屬大管徑者，申請人應依試驗室需求協助進行裁切。 

 ３、受理單位應核對所送樣品與型式分類表之種類或規格是否相符。

 （二）取樣原則：主型式取最大標稱管徑，系列型式任取一標稱管徑。

 （三）檢驗項目：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依第五點檢驗標準執行全項檢驗。

 （四）正字標記檢驗報告其核發日期在型式認可或商品驗證登錄申請前一年內，得代 

  替同種類且同規格聚氯乙烯塑膠管之型式試驗報告。但一份正字標記檢驗 報 

  告僅可取代一個主型式或一個系列型式之型式試驗報告。

九、型式認可逐批檢驗相關規定：

 （一）型式認可申請程序： 

 １、申請人應依前點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後，檢具申請書、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 

  向本局或所屬分局（以下簡稱檢驗機關）申請型式認可，以取得商 品型式認可 

  證書。

 ２、型式認可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型式認可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 待補 

  送資料或樣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七個 工作天。

 （二）商品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證書登錄範圍如有變更，應依下列 規定 

  辦理：

 １、增列之標稱管徑較主型式大者，應向原出具型式試驗報告單位辦理型式試驗後， 

  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並將增列之標稱管徑改列為主型式，原 證書登錄之 

  主型式改列為系列型式。

 ２、增列系列型式（未改變原主型式）者，應向檢驗機關申請換發證書。 

 （三）檢驗程序： 

 １、報驗義務人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檢具申請書及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影本，依輸入商 

  品到達港埠或生產地之轄區別向檢驗機關申請報驗，報驗時應於報驗申請書上 

  填具製造日期。

 ２、報驗義務人於報驗時須以同型式商品為一批報驗。檢驗機關得每批以五分之一之 

  機率實施取樣檢驗，取樣檢驗批含不同規格時，由檢驗機關抽取最大規格執行檢 

  驗。未抽中批採書面審查，惟必要時得改採逐批檢核。

 ３、同型式商品報驗達五批以上且無不合格紀錄者，得改以每批以二十分之一之機率 

  實施取樣檢驗。

 ４、取樣檢驗之取樣樣品數量：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三條，每條一百公分。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二條，每條一百公分。

  ５、取樣檢驗項目：

  （１）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抗拉降伏強度、耐壓扁性及標示。

 （２）自來水用硬質聚氯乙烯塑膠管：抗拉降伏強度、耐壓扁性、管材氯 乙烯 

  單體含量及標示。

 （３）硬質聚氯乙烯電線導管：絕緣性、絕緣電阻及標示。

 ６、檢測單位：本局臺南分局。

 ７、檢驗期限為檢測單位收樣後九個工作天。

 ８、取樣檢驗不符合檢驗規定者，同一型式商品須經連續三批逐批取樣檢驗符合後， 

  始得恢復每批以五分之一之機率實施取樣檢驗。

 ９、檢驗機關如接獲檢舉或對報驗商品符合檢驗標準之一致性有懷疑時，亦得逕行取 

  樣並檢測相關檢驗項目。

十、驗證登錄相關規定：

 （一）申請核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應檢附下列文件： 

  １、型式試驗報告（依第八點申請）。

  ２、本局或本局認可驗證機構核發之品質管理系統登錄證書影本或工廠檢查報告影 

   本。

 ３、符合性評鑑程序之聲明書。

 ４、技術文件。

 （二）審查期限：自檢驗機關受理驗證登錄申請案起十四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 或樣 

  品之時間不計），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七個工作天。 

 （三）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有效期間為三年，期間證書登錄範圍如有變更，準用前點第二 

  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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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0.11.25勞動部令 勞動福1字第1100136275A號) 

修正「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
設施措施作業須知」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補助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單位至企業托兒與哺（集）乳室資訊網填寫申請書表，填寫完後列印，並以 

  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向申請單位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申請單 

  位為分支機構或附屬單位者，亦同。

 （二）檢具文件：

 １、哺（集）乳室：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２、托兒設施：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４）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一份。

 ３、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辦理聯合托育者，除前目所定文件外 

  ，應併同檢附下列文件：

 （１）與其他雇主簽訂收托其員工子女契約書影本。

 （２）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員工子女名冊。

 ４、托兒津貼：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４）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務機構之證明文件

 （５）雇主補助托兒津貼之證明文件、資料。 

 ５、雇主設置居家式托育服務：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４）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之證明文件。

 （三）前款第四目之５所定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文件，申請前尚未發放者，應檢附雇 

  主補助受僱者托兒津貼計畫或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前已發放者，應檢附下列文 

  件之一：

 １、印領清冊

 ２、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

七、補助款處理規定如下：

 （一）補助總數比率原則以不超過實支數之百分之八十，並應專款專用。

 （二）為鼓勵雇主設置哺（集）乳室、興辦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針對僱用員工九十九 

  人以下（含九十九人）者優先補助，或另有提供延後收托及夜間托育者，對於托 

  兒設施或托兒措施之實支數提高補助上限比率為百分之九十辦理。

 （三）補助款支用單據開立日期，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興設發生事實認定外，有關哺（ 

  集）乳室、已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均以當年度為限。

 （四）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容，按進度確實執行，有變動者，應報經 

  主管機關同意，違者不予補助或刪減補助；年度結束後除已發生權責者得依規定 

  報准繼續執行者外，應即停止支用，並予繳回；接受補助托兒設施之雇主，經營 

  策略改變或計畫停辦時，應主動告知地方主管機關。

 （五）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 

  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者，應撤銷該案補助，並收回已撥 

  付款項。

 （六）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項，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接受補助之雇主於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八）接受補助之雇主，其辦理結報及撥款方式如下：

 １、托兒津貼：

 （１）依本部核准金額，於每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及檢附雇主補助托兒津貼 

   之完整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送至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支用單據包括 

   印領清冊或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 

  （２）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於影本上加註「與 

   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並由承辦人員蓋章，送本部辦理結 

   報及撥款。

 ２、哺（集）乳室、托兒設施及雇主設置居家式托育服務：

  （１）依本部核准金額，第一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前，第二期之 

   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並檢附本部補助項目設置設 

   備之支用單據正本（支用單據黏存單須由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蓋章）、成果 

   報告表，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２）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於影本上加註「與 

   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並由承辦人員蓋章，送本部辦理結 

   報及撥款。

  （３）本部補助購置之設施、設備，應於適當處標明「勞動部○○年度經費補助」 

   字樣，並檢附照片辦理核銷。

 （九）接受補助之雇主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依前款規定檢附資料內容之真實性 

   負責，如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十）接受補助之雇主依第八款規定檢附支用單據影本，且留存支用單據正本者，應妥 

   善保存正本及建立完整補助檔案資料。如發現接受補助之雇主未依規定妥善保存 

   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損毀、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其申請之補助案件酌減 

   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接受補助之雇主係使用政府補助款，依稅法規定本部將開立所得扣繳憑單予接 

  受補助之雇主，辦理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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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補助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單位至企業托兒與哺（集）乳室資訊網填寫申請書表，填寫完後列印，並以 

  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向申請單位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請，申請單 

  位為分支機構或附屬單位者，亦同。

 （二）檢具文件：

 １、哺（集）乳室：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２、托兒設施：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４）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一份。

 ３、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辦理聯合托育者，除前目所定文件外 

  ，應併同檢附下列文件：

 （１）與其他雇主簽訂收托其員工子女契約書影本。

 （２）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員工子女名冊。

 ４、托兒津貼：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４）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務機構之證明文件

 （５）雇主補助托兒津貼之證明文件、資料。 

 ５、雇主設置居家式托育服務：

 （１）申請書

 （２）實施計畫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４）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之證明文件。

 （三）前款第四目之５所定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文件，申請前尚未發放者，應檢附雇 

  主補助受僱者托兒津貼計畫或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前已發放者，應檢附下列文 

  件之一：

 １、印領清冊

 ２、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

七、補助款處理規定如下：

 （一）補助總數比率原則以不超過實支數之百分之八十，並應專款專用。

 （二）為鼓勵雇主設置哺（集）乳室、興辦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針對僱用員工九十九 

  人以下（含九十九人）者優先補助，或另有提供延後收托及夜間托育者，對於托 

  兒設施或托兒措施之實支數提高補助上限比率為百分之九十辦理。

 （三）補助款支用單據開立日期，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興設發生事實認定外，有關哺（ 

  集）乳室、已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均以當年度為限。

 （四）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容，按進度確實執行，有變動者，應報經 

  主管機關同意，違者不予補助或刪減補助；年度結束後除已發生權責者得依規定 

  報准繼續執行者外，應即停止支用，並予繳回；接受補助托兒設施之雇主，經營 

  策略改變或計畫停辦時，應主動告知地方主管機關。

 （五）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 

  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者，應撤銷該案補助，並收回已撥 

  付款項。

 （六）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項，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接受補助之雇主於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八）接受補助之雇主，其辦理結報及撥款方式如下：

 １、托兒津貼：

 （１）依本部核准金額，於每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及檢附雇主補助托兒津貼 

   之完整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送至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支用單據包括 

   印領清冊或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 

  （２）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於影本上加註「與 

   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並由承辦人員蓋章，送本部辦理結 

   報及撥款。

 ２、哺（集）乳室、托兒設施及雇主設置居家式托育服務：

  （１）依本部核准金額，第一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前，第二期之 

   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並檢附本部補助項目設置設 

   備之支用單據正本（支用單據黏存單須由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蓋章）、成果 

   報告表，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２）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於影本上加註「與 

   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並由承辦人員蓋章，送本部辦理結 

   報及撥款。

  （３）本部補助購置之設施、設備，應於適當處標明「勞動部○○年度經費補助」 

   字樣，並檢附照片辦理核銷。

 （九）接受補助之雇主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依前款規定檢附資料內容之真實性 

   負責，如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十）接受補助之雇主依第八款規定檢附支用單據影本，且留存支用單據正本者，應妥 

   善保存正本及建立完整補助檔案資料。如發現接受補助之雇主未依規定妥善保存 

   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損毀、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其申請之補助案件酌減 

   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接受補助之雇主係使用政府補助款，依稅法規定本部將開立所得扣繳憑單予接 

  受補助之雇主，辦理申報事宜。

- 15 -

雙月刊 期期206化彰 工業



◎編輯組(依據110.11.05勞動部令 勞職授字第11002051701號) 

修正「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
運作管理辦法」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所定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

  二、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屬下列化學品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一）致癌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生殖毒性物質。

  （二）呼吸道過敏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或刺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屬重複暴露第一級。

  三、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運作：指對於化學品之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之行為。

  二、運作者：指從事前款行為之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

  三、處置：指對於化學品之處理、置放或貯存之行為。

  四、最大運作總量：指化學品於同一年度任一時間存在於運作場所之最大數量。

第四條 下列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事業廢棄物。

  二、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品。

  四、製成品。

  五、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六、滅火器。

  七、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五條 優先管理化學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為管制性化學品者，運作者應依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運作者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報請備查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運作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二、運作第二條第二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濃度及任一運作行為之年運作總量達 

  規定者。

 三、運作第二條第三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最大運作總量達規定之臨界量。該運 

  作場所中，其他最大運作總量未達附表三所定臨界量之化學品，應一併報請備查。

 四、運作二種以上屬於第二條第三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個別之最大運作總量均未達 

  附表三之臨界量，但依下列計算方式，其總和達一以上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前項各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濃度不同，而危害成 

  分、用途及危害性相同時，應合併計算其最大運作總量及年運作總量。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化學品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化學品最大運作總量等於或小於其臨界量百分之二時，得免報請備查，並免納 

   入總和計算。

  二、化學品危害性包含二個以上之危害分類時，其臨界量以最低者為準。

第七條 運作者對於前條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應將下列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運作者基本資料。

  二、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資料。 

  前項報請備查之期限如下：

  一、運作者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報請 

   備查。

  二、運作者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十八個月內報請 

   備查。

  運作者應於完成第一項備查之次年起，每年四月至九月之期間內，再行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及前項報請備查之運作資料，以報請備查日前一年度之資料為準。

第八條 運作者辦理前條資料之報請備查，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登錄於指定之資訊 

  網站。

第九條 運作者於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報請備查期限後，始於運作場所發生優先管理化學品之 

  運作事實，應於該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運作者 

  於完成備查之次年起，另應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前項報請備查之資料，得不包括第七條所列實際運作資料。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評估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暴露風險，認有必要補充其他相關運作資料時 

  ，得要求運作者於指定期限內，依填具附加運作資料，並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第十一條 運作者報請備查之資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依附表七辦理變 

  更，並將更新資料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運作者名稱、負責人、運作場所名稱或地址變更。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情形。

第十二條 運作者報請備查之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 

  定，處以罰鍰：

  一、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資料有誤或缺漏，經通知限期提供，屆期未提供。

  三、未依第六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理，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除第六條至第九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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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所定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

  二、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屬下列化學品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一）致癌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生殖毒性物質。

  （二）呼吸道過敏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或刺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屬重複暴露第一級。

  三、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運作：指對於化學品之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之行為。

  二、運作者：指從事前款行為之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

  三、處置：指對於化學品之處理、置放或貯存之行為。

  四、最大運作總量：指化學品於同一年度任一時間存在於運作場所之最大數量。

第四條 下列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事業廢棄物。

  二、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品。

  四、製成品。

  五、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六、滅火器。

  七、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五條 優先管理化學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為管制性化學品者，運作者應依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運作者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報請備查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運作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二、運作第二條第二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濃度及任一運作行為之年運作總量達 

  規定者。

 三、運作第二條第三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最大運作總量達規定之臨界量。該運 

  作場所中，其他最大運作總量未達附表三所定臨界量之化學品，應一併報請備查。

 四、運作二種以上屬於第二條第三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個別之最大運作總量均未達 

  附表三之臨界量，但依下列計算方式，其總和達一以上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前項各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濃度不同，而危害成 

  分、用途及危害性相同時，應合併計算其最大運作總量及年運作總量。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化學品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化學品最大運作總量等於或小於其臨界量百分之二時，得免報請備查，並免納 

   入總和計算。

  二、化學品危害性包含二個以上之危害分類時，其臨界量以最低者為準。

第七條 運作者對於前條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應將下列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運作者基本資料。

  二、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資料。 

  前項報請備查之期限如下：

  一、運作者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報請 

   備查。

  二、運作者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十八個月內報請 

   備查。

  運作者應於完成第一項備查之次年起，每年四月至九月之期間內，再行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及前項報請備查之運作資料，以報請備查日前一年度之資料為準。

第八條 運作者辦理前條資料之報請備查，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登錄於指定之資訊 

  網站。

第九條 運作者於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報請備查期限後，始於運作場所發生優先管理化學品之 

  運作事實，應於該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運作者 

  於完成備查之次年起，另應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前項報請備查之資料，得不包括第七條所列實際運作資料。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評估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暴露風險，認有必要補充其他相關運作資料時 

  ，得要求運作者於指定期限內，依填具附加運作資料，並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第十一條 運作者報請備查之資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依附表七辦理變 

  更，並將更新資料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運作者名稱、負責人、運作場所名稱或地址變更。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情形。

第十二條 運作者報請備查之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 

  定，處以罰鍰：

  一、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資料有誤或缺漏，經通知限期提供，屆期未提供。

  三、未依第六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理，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除第六條至第九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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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 條 本辦法所定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危害性化學品。

  二、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屬下列化學品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一）致癌物質、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生殖毒性物質。

  （二）呼吸道過敏物質第一級。

  （三）嚴重損傷或刺激眼睛物質第一級。

  （四）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屬重複暴露第一級。

  三、依國家標準CNS 15030分類，具物理性危害或健康危害之化學品，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運作：指對於化學品之製造、輸入、供應或供工作者處置、使用之行為。

  二、運作者：指從事前款行為之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主。

  三、處置：指對於化學品之處理、置放或貯存之行為。

  四、最大運作總量：指化學品於同一年度任一時間存在於運作場所之最大數量。

第四條 下列物品不適用本辦法：

  一、事業廢棄物。

  二、菸草或菸草製品。

  三、食品、飲料、藥物、化粧品品。

  四、製成品。

  五、非工業用途之一般民生消費商品。

  六、滅火器。

  七、在反應槽或製程中正進行化學反應之中間產物。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第五條 優先管理化學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為管制性化學品者，運作者應依

  管制性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運作者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報請備查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如下：

 一、運作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

 二、運作第二條第二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濃度及任一運作行為之年運作總量達 

  規定者。

 三、運作第二條第三款所定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最大運作總量達規定之臨界量。該運 

  作場所中，其他最大運作總量未達附表三所定臨界量之化學品，應一併報請備查。

 四、運作二種以上屬於第二條第三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其個別之最大運作總量均未達 

  附表三之臨界量，但依下列計算方式，其總和達一以上者：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前項各款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濃度不同，而危害成 

  分、用途及危害性相同時，應合併計算其最大運作總量及年運作總量。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化學品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化學品最大運作總量等於或小於其臨界量百分之二時，得免報請備查，並免納 

   入總和計算。

  二、化學品危害性包含二個以上之危害分類時，其臨界量以最低者為準。

第七條 運作者對於前條之優先管理化學品，應將下列資料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運作者基本資料。

  二、優先管理化學品運作資料。

  三、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資料。 

  前項報請備查之期限如下：

  一、運作者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報請 

   備查。

  二、運作者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生效日起十八個月內報請 

   備查。

  運作者應於完成第一項備查之次年起，每年四月至九月之期間內，再行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及前項報請備查之運作資料，以報請備查日前一年度之資料為準。

第八條 運作者辦理前條資料之報請備查，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登錄於指定之資訊 

  網站。

第九條 運作者於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報請備查期限後，始於運作場所發生優先管理化學品之 

  運作事實，應於該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報請備查；運作者 

  於完成備查之次年起，另應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前項報請備查之資料，得不包括第七條所列實際運作資料。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評估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暴露風險，認有必要補充其他相關運作資料時 

  ，得要求運作者於指定期限內，依填具附加運作資料，並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第十一條 運作者報請備查之資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變更後三十日內依附表七辦理變 

  更，並將更新資料登錄於指定之資訊網站：

  一、運作者名稱、負責人、運作場所名稱或地址變更。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情形。

第十二條 運作者報請備查之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 

  定，處以罰鍰：

  一、資料有虛偽不實。

  二、資料有誤或缺漏，經通知限期提供，屆期未提供。

  三、未依第六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理，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除第六條至第九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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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0.12.02內政部令 台內建研字第1107638144號) 

修正「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
使用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綠建築標章：指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之合法房屋、 

  已完工之特種建築物或社區，經本部認可符合綠建築評估指標所取得之標章。

（二）候選綠建築證書：指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尚在施工階段之特種建築物、原有合法建 

  築物或社區，經本部認可符合綠建築評估指標所取得之證書。

（三）申請人：指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機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四）設計人：指建築物之設計建築師。

（五）綠建築評估手冊：指本部建築研究所出版供綠建築評定之手冊，包括基本型、住宿類、 

  廠房類、舊建築改善類、社區類、既有建築類、建築能效評估系統及後續經本部建築研 

  究所修訂之其他類型版本。

（六）綠建築分級評估：依綠建築評估手冊各項指標性能訂定之綜合分級評估方法，評定綠建 

  築等級，依序為合格級、銅級、銀級、黃金級、鑽石級等五級。

（七）建築能效分級評估：指針對建築物之能源使用效率，依綠建築評估手冊訂定之建築能效 

  評估方法，評定建築能效等級，由高至低依序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第 

  五級、第六級、第七級等七級。建築能效分級屬第一級之建築物，且能效評分尺度為前 

  百分之五十者，為近零碳建築，以第一+級標示之。取得近零碳建築，且其剩餘用電量 

  採用再生能源碳中和至零排放者，為淨零建築，以零標示之。

五、認可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載明申請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簽章。申請人為法人 

  或機關（構）者，應載明法人或機關（構）名稱、統一編號、地址、聯絡電話、 

  簽章及代表人之姓名。 

 （二）設計人之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建築師開業證書字號（適用建築法第十三條第 

  二項者，免填）及簽章。社區類、舊建築改善類及既有建築類無設計人者，免填 

  。申請延續認可，指標項目及綠建築等級無變更者，原設計人得免簽章。

 （三）建築物名稱、基地面積、總樓地板面積及基地劃分範圍。社區類型應載明社區名 

  稱、面積及範圍。舊建築改善類應載明改善室內空間之面積及範圍。既有建築類 

  應載明評估室內空間之面積及範圍。

 （四）申請認可類別、綠建築評估手冊版本、綠建築等級及建築能效等級。無申請建築 

  能效等級評估者，免填。

 （五）評定專業機構名稱及電話。

九、評定專業機構受理案件之評定時間規定如下：

 （一）基本型及住宿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二十二日內評定完 

  竣，綠建築標章應於五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同時申請建築能效等級 

  評估者，評定時間得展延十日。

 （二）廠房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三十日內評定完竣，綠建築 

  標章應於六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

 （三）舊建築改善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五十日內評定完竣， 

  綠建築標章應於六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

 （四）社區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六十日內評定完竣，綠建築 

  標章應於一百二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

 （五）既有建築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綠建築標章應於五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 

  評定書。

 （六）受理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一日修正實施前已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綠 

  建築標章，且依原綠建築評估手冊規定辦理之案件，其評定時間應依第一款規定 

  辦理。

  前項第一款及第六款已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物，因工程變更，經檢附相關 

  書圖文件，向原評定專業機構辦理變更核備，並依核定圖說施工，於驗收合格後 

  ，申請綠建築標章者，得於二十五日內評定完竣。

  評定作業時應補正相關文件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文到三十日內補正完成；未能於 

  三十日內補正者，得於期限內檢具說明文件申請展延，展延以三十日為限。逾期 

  未補正者，應予退件。申請人補正及展延期間不計入評定作業時間。

  施工完成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或社區者，得申請綠建築標章評定，並於評 

  定通過通知函到三個月內，檢附使用執照送評定專業機構，取得評定書，始得向 

  本部申請認可，逾期未檢附者，應予退件。 

  尚未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或社區者，得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評定，並於評定通 

  過通知函到三個月內，檢附建造執照送評定專業機構，取得評定書，始得向本部 

  申請認可，逾期未檢附者，應予退件。

十四、綠建築標章之圖樣，由本部依法註冊公告之。擅自使用或仿冒綠建築標章、候選綠建築 

  證書或建築能效標示者，本部除公告該冒用者及建築物或社區名稱外，並得依法向行為 

  人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及追究刑事責任。

十六、綠建築標章、候選綠建築證書或建築能效標示遺失或毀損時，申請人得敘明事由，向本 

  部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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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綠建築標章：指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之合法房屋、 

  已完工之特種建築物或社區，經本部認可符合綠建築評估指標所取得之標章。

（二）候選綠建築證書：指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尚在施工階段之特種建築物、原有合法建 

  築物或社區，經本部認可符合綠建築評估指標所取得之證書。

（三）申請人：指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機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四）設計人：指建築物之設計建築師。

（五）綠建築評估手冊：指本部建築研究所出版供綠建築評定之手冊，包括基本型、住宿類、 

  廠房類、舊建築改善類、社區類、既有建築類、建築能效評估系統及後續經本部建築研 

  究所修訂之其他類型版本。

（六）綠建築分級評估：依綠建築評估手冊各項指標性能訂定之綜合分級評估方法，評定綠建 

  築等級，依序為合格級、銅級、銀級、黃金級、鑽石級等五級。

（七）建築能效分級評估：指針對建築物之能源使用效率，依綠建築評估手冊訂定之建築能效 

  評估方法，評定建築能效等級，由高至低依序為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第 

  五級、第六級、第七級等七級。建築能效分級屬第一級之建築物，且能效評分尺度為前 

  百分之五十者，為近零碳建築，以第一+級標示之。取得近零碳建築，且其剩餘用電量 

  採用再生能源碳中和至零排放者，為淨零建築，以零標示之。

五、認可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應載明申請人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簽章。申請人為法人 

  或機關（構）者，應載明法人或機關（構）名稱、統一編號、地址、聯絡電話、 

  簽章及代表人之姓名。 

 （二）設計人之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建築師開業證書字號（適用建築法第十三條第 

  二項者，免填）及簽章。社區類、舊建築改善類及既有建築類無設計人者，免填 

  。申請延續認可，指標項目及綠建築等級無變更者，原設計人得免簽章。

 （三）建築物名稱、基地面積、總樓地板面積及基地劃分範圍。社區類型應載明社區名 

  稱、面積及範圍。舊建築改善類應載明改善室內空間之面積及範圍。既有建築類 

  應載明評估室內空間之面積及範圍。

 （四）申請認可類別、綠建築評估手冊版本、綠建築等級及建築能效等級。無申請建築 

  能效等級評估者，免填。

 （五）評定專業機構名稱及電話。

九、評定專業機構受理案件之評定時間規定如下：

 （一）基本型及住宿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二十二日內評定完 

  竣，綠建築標章應於五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同時申請建築能效等級 

  評估者，評定時間得展延十日。

 （二）廠房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三十日內評定完竣，綠建築 

  標章應於六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

 （三）舊建築改善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五十日內評定完竣， 

  綠建築標章應於六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

 （四）社區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候選綠建築證書應於六十日內評定完竣，綠建築 

  標章應於一百二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評定書。

 （五）既有建築類：受理申請案件掛號後，綠建築標章應於五十日內評定完竣，並出具 

  評定書。

 （六）受理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一日修正實施前已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或綠 

  建築標章，且依原綠建築評估手冊規定辦理之案件，其評定時間應依第一款規定 

  辦理。

  前項第一款及第六款已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物，因工程變更，經檢附相關 

  書圖文件，向原評定專業機構辦理變更核備，並依核定圖說施工，於驗收合格後 

  ，申請綠建築標章者，得於二十五日內評定完竣。

  評定作業時應補正相關文件者，應通知申請人於文到三十日內補正完成；未能於 

  三十日內補正者，得於期限內檢具說明文件申請展延，展延以三十日為限。逾期 

  未補正者，應予退件。申請人補正及展延期間不計入評定作業時間。

  施工完成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或社區者，得申請綠建築標章評定，並於評 

  定通過通知函到三個月內，檢附使用執照送評定專業機構，取得評定書，始得向 

  本部申請認可，逾期未檢附者，應予退件。 

  尚未取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或社區者，得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評定，並於評定通 

  過通知函到三個月內，檢附建造執照送評定專業機構，取得評定書，始得向本部 

  申請認可，逾期未檢附者，應予退件。

十四、綠建築標章之圖樣，由本部依法註冊公告之。擅自使用或仿冒綠建築標章、候選綠建築 

  證書或建築能效標示者，本部除公告該冒用者及建築物或社區名稱外，並得依法向行為 

  人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及追究刑事責任。

十六、綠建築標章、候選綠建築證書或建築能效標示遺失或毀損時，申請人得敘明事由，向本 

  部申請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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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0.10.28財政部令 台財稅字第11000655800號)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
辦法修正條文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指外國專業人才中具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公告之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所需科技、經 濟、教育、文化藝 

  術、體育、金融、法律、建築設計、國防及其他領域之特殊 專長，或經主管機關會商 

  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本辦法所稱專業工作，指本法第四條第四款規定之工作。

第三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依前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及取得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之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適用 

  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 

  二、在我國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

  三、於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且非屬所得稅法規定之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本法第九條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就業金卡，符合前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條件，且於核發就業金卡之日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 且非屬所得稅法規 

  定之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於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內受聘僱 從事專業工作者，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適用本法第七條規定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不須申請許可之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經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依前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並取得證明文 件，且符合第一項各 

  款規定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 惠。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受聘僱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前，曾經核准在我國居留 者，其核准 

  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者，不受第一項第一款首次核准之限制。 

第四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且薪資所得超過 

  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五年內，各該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 

  部分之半數，免計入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其取得屬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 算基本稅額。

  前項所定起算五年，應自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 日且薪資所 

  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不以其依第五條規定申請 適用本法第二十條 

  租稅優惠為起算時點。

  第一項所稱薪資所得，指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因從事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專業 工作，自境 

  內及境外雇主取得應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稅之薪資所得金 

  額。

第五條 符合前二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於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七十一條 

  之一規定辦理符合本法第二十條及本辦法規定要件之各該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按規定格式及檢附下列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 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一、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四項 情形，應檢附前 

   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關證明 文件。

  （二）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文 件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其他足 資證明之文件。

  二、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四項 情形，應檢附前 

   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就業金卡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四項情形，應檢附前經 

   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依第二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之證明文件。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查前項申請時，如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之專業工作 

   是否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有疑義，得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供意見 

   協助認定。

第六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已依本辦法規定減免綜合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嗣經稅捐稽徵機關查 

  得有不符合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條件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稅捐稽徵 

  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準用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適用租稅優惠，準 

  用本辦法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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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指外國專業人才中具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公告之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所需科技、經 濟、教育、文化藝 

  術、體育、金融、法律、建築設計、國防及其他領域之特殊 專長，或經主管機關會商 

  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者。

  本辦法所稱專業工作，指本法第四條第四款規定之工作。

第三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依前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及取得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之外國特定 

  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適用 

  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 

  二、在我國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

  三、於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且非屬所得稅法規定之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本法第九條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就業金卡，符合前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條件，且於核發就業金卡之日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 且非屬所得稅法規 

  定之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於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內受聘僱 從事專業工作者，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適用本法第七條規定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不須申請許可之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經向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依前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並取得證明文 件，且符合第一項各 

  款規定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 惠。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受聘僱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前，曾經核准在我國居留 者，其核准 

  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者，不受第一項第一款首次核准之限制。 

第四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且薪資所得超過 

  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五年內，各該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 

  部分之半數，免計入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其取得屬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 算基本稅額。

  前項所定起算五年，應自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 日且薪資所 

  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不以其依第五條規定申請 適用本法第二十條 

  租稅優惠為起算時點。

  第一項所稱薪資所得，指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因從事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專業 工作，自境 

  內及境外雇主取得應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稅之薪資所得金 

  額。

第五條 符合前二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於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七十一條 

  之一規定辦理符合本法第二十條及本辦法規定要件之各該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按規定格式及檢附下列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 本法第二十條租稅優惠：

  一、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四項 情形，應檢附前 

   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關證明 文件。

  （二）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文 件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其他足 資證明之文件。

  二、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四項 情形，應檢附前 

   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就業金卡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四項情形，應檢附前經 

   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依第二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之證明文件。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及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查前項申請時，如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之專業工作 

     是否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有疑義，得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供意見 

     協助認定。

第六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已依本辦法規定減免綜合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嗣經稅捐稽徵機關查 

  得有不符合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條件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及稅捐稽徵 

  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準用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適用租稅優惠，準 

  用本辦法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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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10.12.02經濟部公告 經能字第11004605700號) 

訂定「迴轉動力水泵容許耗用能源基準、
標示事項及檢查方式」

迴轉動力水泵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標示事項及檢查方式

一、本公告適用於如附件一所示三相電動機驅動之迴轉動力水泵（以下簡稱水泵），包含單吸 

 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及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 

 結式迴轉動力水泵三種。

二、水泵應依現行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CNS）16017之2級以上要求或相容之國際標準 

 化組織（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簡稱ISO）9906之2級以上要求，試驗其 

 能源效率實測值。

 未含電動機水泵（以下簡稱泵體）之能源效率實測值，不得低於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並 

 應在產品標示值以上。內含電動機水泵（以下簡稱泵機組）之能源效率指標實測值，不 

 得高於泵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及產品標示值，其中驅動水泵之三相電動機屬於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指定者，並應符合電動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之規定。

三、廠商製造或進口水泵供國內使用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容許耗用能源基 

 準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之登錄帳號及密碼，供登入管理系統使用：

 （一）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申請表正本。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相當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廠商取得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後，應至管理系統上申請登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並檢 

 送下列文件予中央主管機關：

 （一）水泵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登錄申請表正本。

 （二）採單一機型登錄者：依水泵功率為0.75kW～小於7.5kW、7.5kW～小於37kW、37kW 

   ～小於75kW、75kW以上四個區間範圍，每一種水泵於每個區間範圍申請登錄三種 

   型式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中二種型式水泵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 

   加蓋廠商印鑑；於每個區間範圍申請登錄二種型式以下者，所有型式之水泵能源 

   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加蓋廠商印鑑。 

 （三）採系列機型登錄者：每一種水泵申請登錄五種系列型式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四種系列型式水泵其全葉輪直徑及最小削減葉輪直徑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 

   本，並加蓋廠商印鑑；申請登錄四種系列型式以下者，所有系列型式之水泵其全 

   葉輪直徑及最小削減葉輪直徑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加蓋廠商印鑑。

   前項採單一機型登錄者，水泵之電動機額定功率、極數、傳動連結方式、泵出入 

   口徑或葉輪直徑，任一項不相同者，視為不同型式水泵；採系列機型登錄者，水 

   泵之電動機極數、傳動連結方式或最大（全）葉輪直徑，任一項不相同者，視為 

   不同系列型式水泵。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應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AccreditationFoundation，簡稱TAF）、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AccreditationCooperation，簡稱ILAC）相互承認協議簽署會員之認證機構 

   等認可之實驗室、美國保險商試驗所（UnderwritersLaboratoriesInc.UL），或德國技 

   術監護協會（TechnischerÜberwachungs-Verein，簡稱TÜV）出具。

五、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點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及廠商登錄之能源效率標示值核定登錄編號，並 

 得於核定前進行抽樣檢測，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六、廠商製造或進口供國內使用之水泵，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重新申請登錄容許耗用能源 

 基準，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登錄編號：

 （一）設計變更，致影響能源效率。

 （二）型號變更。

七、廠商製造或進口水泵供國內使用前，應於設備明顯處以金屬銘牌標示下列事項，除單

 位符號或特殊名稱、商標及符號無法以中文標示外，應以中文為之，且不得隱匿、毀損 

 或以其他方式致無法辨識：

 （一）產品名稱：單吸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或ESOB水泵）、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 

   動力水泵（或ESCC水泵）及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或 

   ESCCi水泵）。

 （二）產品型號：不同型式或系列型式應有不同型號，且泵體型號應與泵機組型號區別 

  。泵體型號如XXX-極數+B、泵機組型號如XXX-極數+BM。

 （三）額定功率（kW）：指電動機之額定輸出功率。但泵機組內含之電動機銘牌已有標 

  示者，得免標示。

 （四）額定電壓（V）及頻率（Hz）。但泵機組內含之電動機銘牌已有標示者，得免標示

 （五）轉速（rpm）：指泵最佳效率點之轉速。

 （六）泵口徑（公釐，mm）：以進水口徑×出水口徑表示，如100×80mm。 

 （七）全葉輪直徑（公釐，mm）。

 （八）削減葉輪直徑（公釐，mm）。若無削減者，免標示。

 （九）最佳效率點之流量（立方公尺／分鐘，m3/min）：標示全葉輪之流量。如葉輪有 

  削減，則標示削減後流量。

 （十）最佳效率點之揚程（公尺，m）：標示全葉輪之揚程。如葉輪有削減，則標示削減 

  後揚程。

 （十一）最佳效率點之泵效率（％）：標示全葉輪之效率，如葉輪有削減，則標示削減 

  後效率。

 （十二）能源效率指標EEI：泵機組應標示之。

 （十三）產品登錄編號。

 （十四）製造號碼及製造年份。

 （十五）生產國別或地區。

 （十六）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產品為進口者，應標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及進口商（ 

   或代理商）名稱。

 水泵在國內陳列或銷售時，應有符合前項規定之標示。

八、製造或進口水泵之廠商，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於管理系統中填報前一年度銷售數量。

九、中央主管機關得每年指定水泵型號及數量，實施能源效率抽測，廠商應於中央主管機

 關通知期限內，將該水泵送至指定檢驗試驗室測試，其抽測結果泵體之能源效率實測值 

 應在產品標示值97％以上，且符合其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泵機組之能源效率指標實測值 

 應在產品標示值103％以下，且符合其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抽測結果未符合前項規定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理複測；複測數量應為相同型號水泵測試數量之二倍，複測 

 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十、前點抽測數量，按各廠商前一年度製造或進口各種水泵之銷售總數量，依下列標準為之：

 （一）單吸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二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多抽測五台；未達 

   二百台者，檢查一台。

 （二）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二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多抽測五台；未達 

  二百台者，檢查一台。

 （三）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一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 

  多抽測五台；未達一百台者，檢查一台。

 前項抽測數量，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十一、廠商未配合辦理抽測、複測或複測結果未全數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能源

 管理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理，未於限期內完成改善者，中央主管機關並應 

 廢止其能源效率登錄。但廠商因停止製造或進口，致無法辦理能源效率檢查時，經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並註銷能源效率登錄者，不在此限。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相關 

 規定，將前項資訊公布於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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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轉動力水泵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標示事項及檢查方式

一、本公告適用於如附件一所示三相電動機驅動之迴轉動力水泵（以下簡稱水泵），包含單吸 

 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及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 

 結式迴轉動力水泵三種。

二、水泵應依現行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CNS）16017之2級以上要求或相容之國際標準 

 化組織（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簡稱ISO）9906之2級以上要求，試驗其 

 能源效率實測值。

 未含電動機水泵（以下簡稱泵體）之能源效率實測值，不得低於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並 

 應在產品標示值以上。內含電動機水泵（以下簡稱泵機組）之能源效率指標實測值，不 

 得高於泵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及產品標示值，其中驅動水泵之三相電動機屬於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指定者，並應符合電動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之規定。

三、廠商製造或進口水泵供國內使用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容許耗用能源基 

 準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之登錄帳號及密碼，供登入管理系統使用：

 （一）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申請表正本。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相當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廠商取得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後，應至管理系統上申請登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並檢 

 送下列文件予中央主管機關：

 （一）水泵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登錄申請表正本。

 （二）採單一機型登錄者：依水泵功率為0.75kW～小於7.5kW、7.5kW～小於37kW、37kW 

   ～小於75kW、75kW以上四個區間範圍，每一種水泵於每個區間範圍申請登錄三種 

   型式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中二種型式水泵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 

   加蓋廠商印鑑；於每個區間範圍申請登錄二種型式以下者，所有型式之水泵能源 

   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加蓋廠商印鑑。 

 （三）採系列機型登錄者：每一種水泵申請登錄五種系列型式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四種系列型式水泵其全葉輪直徑及最小削減葉輪直徑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 

   本，並加蓋廠商印鑑；申請登錄四種系列型式以下者，所有系列型式之水泵其全 

   葉輪直徑及最小削減葉輪直徑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加蓋廠商印鑑。

   前項採單一機型登錄者，水泵之電動機額定功率、極數、傳動連結方式、泵出入 

   口徑或葉輪直徑，任一項不相同者，視為不同型式水泵；採系列機型登錄者，水 

   泵之電動機極數、傳動連結方式或最大（全）葉輪直徑，任一項不相同者，視為 

   不同系列型式水泵。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應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AccreditationFoundation，簡稱TAF）、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AccreditationCooperation，簡稱ILAC）相互承認協議簽署會員之認證機構 

   等認可之實驗室、美國保險商試驗所（UnderwritersLaboratoriesInc.UL），或德國技 

   術監護協會（TechnischerÜberwachungs-Verein，簡稱TÜV）出具。

五、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點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及廠商登錄之能源效率標示值核定登錄編號，並 

 得於核定前進行抽樣檢測，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六、廠商製造或進口供國內使用之水泵，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重新申請登錄容許耗用能源 

 基準，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登錄編號：

 （一）設計變更，致影響能源效率。

 （二）型號變更。

七、廠商製造或進口水泵供國內使用前，應於設備明顯處以金屬銘牌標示下列事項，除單

 位符號或特殊名稱、商標及符號無法以中文標示外，應以中文為之，且不得隱匿、毀損 

 或以其他方式致無法辨識：

 （一）產品名稱：單吸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或ESOB水泵）、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 

   動力水泵（或ESCC水泵）及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或 

   ESCCi水泵）。

 （二）產品型號：不同型式或系列型式應有不同型號，且泵體型號應與泵機組型號區別 

  。泵體型號如XXX-極數+B、泵機組型號如XXX-極數+BM。

 （三）額定功率（kW）：指電動機之額定輸出功率。但泵機組內含之電動機銘牌已有標 

  示者，得免標示。

 （四）額定電壓（V）及頻率（Hz）。但泵機組內含之電動機銘牌已有標示者，得免標示

 （五）轉速（rpm）：指泵最佳效率點之轉速。

 （六）泵口徑（公釐，mm）：以進水口徑×出水口徑表示，如100×80mm。 

 （七）全葉輪直徑（公釐，mm）。

 （八）削減葉輪直徑（公釐，mm）。若無削減者，免標示。

 （九）最佳效率點之流量（立方公尺／分鐘，m3/min）：標示全葉輪之流量。如葉輪有 

  削減，則標示削減後流量。

 （十）最佳效率點之揚程（公尺，m）：標示全葉輪之揚程。如葉輪有削減，則標示削減 

  後揚程。

 （十一）最佳效率點之泵效率（％）：標示全葉輪之效率，如葉輪有削減，則標示削減 

  後效率。

 （十二）能源效率指標EEI：泵機組應標示之。

 （十三）產品登錄編號。

 （十四）製造號碼及製造年份。

 （十五）生產國別或地區。

 （十六）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產品為進口者，應標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及進口商（ 

   或代理商）名稱。

 水泵在國內陳列或銷售時，應有符合前項規定之標示。

八、製造或進口水泵之廠商，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於管理系統中填報前一年度銷售數量。

九、中央主管機關得每年指定水泵型號及數量，實施能源效率抽測，廠商應於中央主管機

 關通知期限內，將該水泵送至指定檢驗試驗室測試，其抽測結果泵體之能源效率實測值 

 應在產品標示值97％以上，且符合其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泵機組之能源效率指標實測值 

 應在產品標示值103％以下，且符合其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抽測結果未符合前項規定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理複測；複測數量應為相同型號水泵測試數量之二倍，複測 

 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十、前點抽測數量，按各廠商前一年度製造或進口各種水泵之銷售總數量，依下列標準為之：

 （一）單吸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二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多抽測五台；未達 

   二百台者，檢查一台。

 （二）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二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多抽測五台；未達 

  二百台者，檢查一台。

 （三）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一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 

  多抽測五台；未達一百台者，檢查一台。

 前項抽測數量，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十一、廠商未配合辦理抽測、複測或複測結果未全數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能源

 管理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理，未於限期內完成改善者，中央主管機關並應 

 廢止其能源效率登錄。但廠商因停止製造或進口，致無法辦理能源效率檢查時，經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並註銷能源效率登錄者，不在此限。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相關 

 規定，將前項資訊公布於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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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轉動力水泵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標示事項及檢查方式

一、本公告適用於如附件一所示三相電動機驅動之迴轉動力水泵（以下簡稱水泵），包含單吸 

 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及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 

 結式迴轉動力水泵三種。

二、水泵應依現行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CNS）16017之2級以上要求或相容之國際標準 

 化組織（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ization，簡稱ISO）9906之2級以上要求，試驗其 

 能源效率實測值。

 未含電動機水泵（以下簡稱泵體）之能源效率實測值，不得低於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並 

 應在產品標示值以上。內含電動機水泵（以下簡稱泵機組）之能源效率指標實測值，不 

 得高於泵機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及產品標示值，其中驅動水泵之三相電動機屬於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指定者，並應符合電動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之規定。

三、廠商製造或進口水泵供國內使用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容許耗用能源基 

 準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管理系統）之登錄帳號及密碼，供登入管理系統使用：

 （一）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申請表正本。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相當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廠商取得管理系統登錄帳號及密碼後，應至管理系統上申請登錄容許耗用能源基準，並檢 

 送下列文件予中央主管機關：

 （一）水泵容許耗用能源基準登錄申請表正本。

 （二）採單一機型登錄者：依水泵功率為0.75kW～小於7.5kW、7.5kW～小於37kW、37kW 

   ～小於75kW、75kW以上四個區間範圍，每一種水泵於每個區間範圍申請登錄三種 

   型式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中二種型式水泵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 

   加蓋廠商印鑑；於每個區間範圍申請登錄二種型式以下者，所有型式之水泵能源 

   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加蓋廠商印鑑。 

 （三）採系列機型登錄者：每一種水泵申請登錄五種系列型式以上者，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四種系列型式水泵其全葉輪直徑及最小削減葉輪直徑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 

   本，並加蓋廠商印鑑；申請登錄四種系列型式以下者，所有系列型式之水泵其全 

   葉輪直徑及最小削減葉輪直徑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影本，並加蓋廠商印鑑。

   前項採單一機型登錄者，水泵之電動機額定功率、極數、傳動連結方式、泵出入 

   口徑或葉輪直徑，任一項不相同者，視為不同型式水泵；採系列機型登錄者，水 

   泵之電動機極數、傳動連結方式或最大（全）葉輪直徑，任一項不相同者，視為 

   不同系列型式水泵。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能源效率試驗報告，應由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AccreditationFoundation，簡稱TAF）、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nternational 

   LaboratoryAccreditationCooperation，簡稱ILAC）相互承認協議簽署會員之認證機構 

   等認可之實驗室、美國保險商試驗所（UnderwritersLaboratoriesInc.UL），或德國技 

   術監護協會（TechnischerÜberwachungs-Verein，簡稱TÜV）出具。

五、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點能源效率試驗報告及廠商登錄之能源效率標示值核定登錄編號，並 

 得於核定前進行抽樣檢測，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六、廠商製造或進口供國內使用之水泵，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重新申請登錄容許耗用能源 

 基準，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登錄編號：

 （一）設計變更，致影響能源效率。

 （二）型號變更。

七、廠商製造或進口水泵供國內使用前，應於設備明顯處以金屬銘牌標示下列事項，除單

 位符號或特殊名稱、商標及符號無法以中文標示外，應以中文為之，且不得隱匿、毀損 

 或以其他方式致無法辨識：

 （一）產品名稱：單吸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或ESOB水泵）、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 

   動力水泵（或ESCC水泵）及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或 

   ESCCi水泵）。

 （二）產品型號：不同型式或系列型式應有不同型號，且泵體型號應與泵機組型號區別 

  。泵體型號如XXX-極數+B、泵機組型號如XXX-極數+BM。

 （三）額定功率（kW）：指電動機之額定輸出功率。但泵機組內含之電動機銘牌已有標 

  示者，得免標示。

 （四）額定電壓（V）及頻率（Hz）。但泵機組內含之電動機銘牌已有標示者，得免標示

 （五）轉速（rpm）：指泵最佳效率點之轉速。

 （六）泵口徑（公釐，mm）：以進水口徑×出水口徑表示，如100×80mm。 

 （七）全葉輪直徑（公釐，mm）。

 （八）削減葉輪直徑（公釐，mm）。若無削減者，免標示。

 （九）最佳效率點之流量（立方公尺／分鐘，m3/min）：標示全葉輪之流量。如葉輪有 

  削減，則標示削減後流量。

 （十）最佳效率點之揚程（公尺，m）：標示全葉輪之揚程。如葉輪有削減，則標示削減 

  後揚程。

 （十一）最佳效率點之泵效率（％）：標示全葉輪之效率，如葉輪有削減，則標示削減 

  後效率。

 （十二）能源效率指標EEI：泵機組應標示之。

 （十三）產品登錄編號。

 （十四）製造號碼及製造年份。

 （十五）生產國別或地區。

 （十六）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產品為進口者，應標示製造或委製廠商名稱及進口商（ 

   或代理商）名稱。

 水泵在國內陳列或銷售時，應有符合前項規定之標示。

八、製造或進口水泵之廠商，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於管理系統中填報前一年度銷售數量。

九、中央主管機關得每年指定水泵型號及數量，實施能源效率抽測，廠商應於中央主管機

 關通知期限內，將該水泵送至指定檢驗試驗室測試，其抽測結果泵體之能源效率實測值 

 應在產品標示值97％以上，且符合其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泵機組之能源效率指標實測值 

 應在產品標示值103％以下，且符合其容許耗用能源基準。抽測結果未符合前項規定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廠商辦理複測；複測數量應為相同型號水泵測試數量之二倍，複測 

 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十、前點抽測數量，按各廠商前一年度製造或進口各種水泵之銷售總數量，依下列標準為之：

 （一）單吸單段聯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二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多抽測五台；未達 

   二百台者，檢查一台。

 （二）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二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多抽測五台；未達 

  二百台者，檢查一台。

 （三）進出水口同軸之單吸單段直結式迴轉動力水泵，每一百台檢查一台，每家廠商最 

  多抽測五台；未達一百台者，檢查一台。

 前項抽測數量，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十一、廠商未配合辦理抽測、複測或複測結果未全數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能源

 管理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理，未於限期內完成改善者，中央主管機關並應 

 廢止其能源效率登錄。但廠商因停止製造或進口，致無法辦理能源效率檢查時，經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並註銷能源效率登錄者，不在此限。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相關 

 規定，將前項資訊公布於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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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台幣(下同)19.2萬元，民眾明(111)年5月辦理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申報戶按財政部公告 

 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 

 ，得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 

 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

 有關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財政部依納保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布最近一年(109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02，265元，按該中位數之60%訂定110年 

 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為19.2萬元，較09年度之18.2萬元，增加10000元，為歷年來 

 最大調幅，民眾於明年5月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 

 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股票)，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 

 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 

 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之 

 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之財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 

 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 

 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合一課稅範圍，則 

 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月 

 1日起施行，於111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適用，屆時個人應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或損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 

 核認定。

(三)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提供納稅義務人便捷之電子化繳稅通路，擴大電子支 

 付應用場景，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缴納稅款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做為稽徵機關與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簽訂合約之依據，並利各相關機關(構)遵循。

 該分局表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已核准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 

 司)經营「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及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下稱共 

 用平臺)，擬參與電子支付帳户繳纳稅款服務(下稱本服務)之電子支付機構，須配合財金公 

 司辦理系統介接相關事宜，建置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內含缴稅功能經稅捐稽徵機關審 

 查通過後，可提供納稅義人使用本服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本要點係配合金管會共用平臺上線時程，定自110年11月1日生效，惟 

 各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納稅義務人使用本服務之範圍及上線期程，仍需視各該機構作業期程 

 而定(目前各主要電子支付機構提供本服務之期程尚未定)，未來相關機構上線後，可進一 

 步提升民眾繳稅便利性。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黄先生最近與兄弟姊妹協議分割遺產，詢問國稅局如果遺產分割不平均，繼承人是否會被 

 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其 

 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遗產者，民法並未予以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之問題。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年房市交易熱絡，許多賣方紛紛獲利了結，該分局提 

 醒如有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該分局近期執行不動產專案查核時，發現有一民眾出 

 售102年度取得之房地，屬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惟申報時以出售當年度房屋評定現值計算 

 財產交易所得19萬餘元。經該分局輔導所得人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以實際 

 成交價額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該民眾提示相關資料後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330萬餘 

 元，並於計算後自行補繳64萬餘元。

 該分局近一步說明，雖然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會先輔導所得人自動補報繳，如所得人於期限 

 內自行補報缴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免予處罰。惟該自行補繳稅額 

 不但需加計利息外，還得以現金臨櫃繳納，不能以信用卡等多元方式繳納，亦不得申請分 

 期，請民眾多加留意該分局最後呼籲，自109年12月起，轉讓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已列入專 

 案查核，請民眾轉讓預售屋或出售成屋時，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勿心存 

 僥倖，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或以房屋評定現值標準申報，以免遭查獲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六)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王先生的父親死亡前曾借款與公司，且截至死亡之日止該公司仍未清償，詢問國稅局該筆 

 借款是否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該筆借款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繼承人應自行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111年度發生之繼承及贈與案件免稅額調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應物價調整，111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遺產稅免 

 稅額由1，200萬元調整為1，333萬元，贈與稅免稅额也從每年220萬元調整為244萬元，但 

 課稅級距、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及各項扣除額因未達調整標準，未予調整。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贈與股票在未過戶前撤銷或解除贈與得撤回贈與稅申報

 王媽媽赠送股票給兒子後反悔，詢問國稅局可否撤銷股票贈與?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以股票為贈與標的，申報贈與稅並已缴納稽徵 

 機關核定之稅额，只要在未辦妥股東名義變更登記前，撤銷或解除贈與，經稽徵機關查明 

 該贈與標的仍屬贈與人所有者，贈與人可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並可依規定退還已繳納之 

 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110年度如欲申報適用長照扣除額者，請於年底前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综合 

 所得稅申報適用稅率為5%或12%(股利合併計稅及未課徵基本稅額)之納稅義務人，如110年 

 要繼續申報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稱長照扣除額)」，請民眾把握時間於110年底前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該分局說明，長照扣除額適用對象包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 

 能等级第2级至第8級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 

 ，以及在家自行照顧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屬如符合該等適用對象者，應檢附課 

 稅年度核發之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一、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110年度有效之聘催許可函影本。

 二、長照失能等级第2级至第8级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110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三、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110年度入住合格機構累計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須載明床型)。

 四、在家自行照顧者: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於110年度取得)或110年度有效之身心障 

  礙證明(或手冊)影本(須符合公告之身障種類)。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在家自行照顧者所須檢附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 

 ，常見以一般醫院診斷證明書代替，惟依照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相關規定，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為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必要證明文件，請民眾務必配合辦理。

 該分局最後提醒，如於申報期間查詢扣除額參考清單已查得有長照扣除額資料，即可免檢 

 附上開證明文件。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巷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 

 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詳附表)。

 該分局表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課稅級距金額及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依所得規定，每遇消費者物數較上次調整年 

 度之指數上漲累計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至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 

 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給付金額，依本條例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 

 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因111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 

 價指數已達3%，有關綜合所得稅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應予調整，所得基本稅額 

 相關金額則不予調整。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111年度各項金額，為納稅義務人於112年辦理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遷出戶籍將影響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受疫情影響跨境移動，超過2年未入境之海外國人 

  ，經戶政機關遷出戶籍，將可能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疑義。

  該分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7條及财政部101年9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规定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居住者)之認定，徐以在我國境內有無戶籍及居住天數為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我國居住者，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適用5%至40%累進 

  稅率:

  (一)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境內居住合 

   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重心在我國境內者。

 (二)在我國境內無戶籍，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183天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近期各國政府因應CVID-19疫情紛紛採行邊境管制、限制旅行或強 

  制檢疫等措施，企業亦配合要求员工居家或異地辦公，以落實防疫政策，減緩病毒傳 

  播，因而可能改變跨境移動或工作者於疫情期間停留或履行勞務工作地點，引發在我 

  國境內居留天數認定個人居住者身分疑義。

  該分局特別提醒，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相關防(檢)疫措施倘屬緊急且具暂時性質， 

  不宜因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稽徵機關於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時，將就個案事實從寬處理。納稅義務人倘對於身分認定尚有疑義者，建議可按以 

  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申報，於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就其個案情形提供相關事證以 

  供認定。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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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台幣(下同)19.2萬元，民眾明(111)年5月辦理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申報戶按財政部公告 

 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 

 ，得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 

 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

 有關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財政部依納保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布最近一年(109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02，265元，按該中位數之60%訂定110年 

 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為19.2萬元，較09年度之18.2萬元，增加10000元，為歷年來 

 最大調幅，民眾於明年5月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 

 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股票)，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 

 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 

 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之 

 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之財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 

 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 

 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合一課稅範圍，則 

 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月 

 1日起施行，於111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適用，屆時個人應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或損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 

 核認定。

(三)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提供納稅義務人便捷之電子化繳稅通路，擴大電子支 

 付應用場景，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缴納稅款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做為稽徵機關與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簽訂合約之依據，並利各相關機關(構)遵循。

 該分局表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已核准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 

 司)經营「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及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下稱共 

 用平臺)，擬參與電子支付帳户繳纳稅款服務(下稱本服務)之電子支付機構，須配合財金公 

 司辦理系統介接相關事宜，建置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內含缴稅功能經稅捐稽徵機關審 

 查通過後，可提供納稅義人使用本服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本要點係配合金管會共用平臺上線時程，定自110年11月1日生效，惟 

 各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納稅義務人使用本服務之範圍及上線期程，仍需視各該機構作業期程 

 而定(目前各主要電子支付機構提供本服務之期程尚未定)，未來相關機構上線後，可進一 

 步提升民眾繳稅便利性。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黄先生最近與兄弟姊妹協議分割遺產，詢問國稅局如果遺產分割不平均，繼承人是否會被 

 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其 

 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遗產者，民法並未予以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之問題。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年房市交易熱絡，許多賣方紛紛獲利了結，該分局提 

 醒如有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該分局近期執行不動產專案查核時，發現有一民眾出 

 售102年度取得之房地，屬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惟申報時以出售當年度房屋評定現值計算 

 財產交易所得19萬餘元。經該分局輔導所得人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以實際 

 成交價額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該民眾提示相關資料後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330萬餘 

 元，並於計算後自行補繳64萬餘元。

 該分局近一步說明，雖然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會先輔導所得人自動補報繳，如所得人於期限 

 內自行補報缴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免予處罰。惟該自行補繳稅額 

 不但需加計利息外，還得以現金臨櫃繳納，不能以信用卡等多元方式繳納，亦不得申請分 

 期，請民眾多加留意該分局最後呼籲，自109年12月起，轉讓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已列入專 

 案查核，請民眾轉讓預售屋或出售成屋時，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勿心存 

 僥倖，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或以房屋評定現值標準申報，以免遭查獲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六)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王先生的父親死亡前曾借款與公司，且截至死亡之日止該公司仍未清償，詢問國稅局該筆 

 借款是否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該筆借款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繼承人應自行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111年度發生之繼承及贈與案件免稅額調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應物價調整，111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遺產稅免 

 稅額由1，200萬元調整為1，333萬元，贈與稅免稅额也從每年220萬元調整為244萬元，但 

 課稅級距、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及各項扣除額因未達調整標準，未予調整。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贈與股票在未過戶前撤銷或解除贈與得撤回贈與稅申報

 王媽媽赠送股票給兒子後反悔，詢問國稅局可否撤銷股票贈與?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以股票為贈與標的，申報贈與稅並已缴納稽徵 

 機關核定之稅额，只要在未辦妥股東名義變更登記前，撤銷或解除贈與，經稽徵機關查明 

 該贈與標的仍屬贈與人所有者，贈與人可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並可依規定退還已繳納之 

 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110年度如欲申報適用長照扣除額者，請於年底前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综合 

 所得稅申報適用稅率為5%或12%(股利合併計稅及未課徵基本稅額)之納稅義務人，如110年 

 要繼續申報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稱長照扣除額)」，請民眾把握時間於110年底前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該分局說明，長照扣除額適用對象包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 

 能等级第2级至第8級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 

 ，以及在家自行照顧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屬如符合該等適用對象者，應檢附課 

 稅年度核發之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一、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110年度有效之聘催許可函影本。

 二、長照失能等级第2级至第8级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110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三、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110年度入住合格機構累計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須載明床型)。

 四、在家自行照顧者: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於110年度取得)或110年度有效之身心障 

  礙證明(或手冊)影本(須符合公告之身障種類)。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在家自行照顧者所須檢附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 

 ，常見以一般醫院診斷證明書代替，惟依照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相關規定，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為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必要證明文件，請民眾務必配合辦理。

 該分局最後提醒，如於申報期間查詢扣除額參考清單已查得有長照扣除額資料，即可免檢 

 附上開證明文件。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巷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 

 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詳附表)。

 該分局表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課稅級距金額及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依所得規定，每遇消費者物數較上次調整年 

 度之指數上漲累計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至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 

 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給付金額，依本條例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 

 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因111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 

 價指數已達3%，有關綜合所得稅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應予調整，所得基本稅額 

 相關金額則不予調整。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111年度各項金額，為納稅義務人於112年辦理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遷出戶籍將影響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受疫情影響跨境移動，超過2年未入境之海外國人 

  ，經戶政機關遷出戶籍，將可能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疑義。

  該分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7條及财政部101年9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规定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居住者)之認定，徐以在我國境內有無戶籍及居住天數為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我國居住者，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適用5%至40%累進 

  稅率:

  (一)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境內居住合 

   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重心在我國境內者。

 (二)在我國境內無戶籍，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183天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近期各國政府因應CVID-19疫情紛紛採行邊境管制、限制旅行或強 

  制檢疫等措施，企業亦配合要求员工居家或異地辦公，以落實防疫政策，減緩病毒傳 

  播，因而可能改變跨境移動或工作者於疫情期間停留或履行勞務工作地點，引發在我 

  國境內居留天數認定個人居住者身分疑義。

  該分局特別提醒，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相關防(檢)疫措施倘屬緊急且具暂時性質， 

  不宜因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稽徵機關於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時，將就個案事實從寬處理。納稅義務人倘對於身分認定尚有疑義者，建議可按以 

  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申報，於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就其個案情形提供相關事證以 

  供認定。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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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台幣(下同)19.2萬元，民眾明(111)年5月辦理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申報戶按財政部公告 

 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 

 ，得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 

 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

 有關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財政部依納保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布最近一年(109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02，265元，按該中位數之60%訂定110年 

 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為19.2萬元，較09年度之18.2萬元，增加10000元，為歷年來 

 最大調幅，民眾於明年5月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 

 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股票)，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 

 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 

 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之 

 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之財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 

 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 

 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合一課稅範圍，則 

 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月 

 1日起施行，於111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適用，屆時個人應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或損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 

 核認定。

(三)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提供納稅義務人便捷之電子化繳稅通路，擴大電子支 

 付應用場景，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缴納稅款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做為稽徵機關與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簽訂合約之依據，並利各相關機關(構)遵循。

 該分局表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已核准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 

 司)經营「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及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下稱共 

 用平臺)，擬參與電子支付帳户繳纳稅款服務(下稱本服務)之電子支付機構，須配合財金公 

 司辦理系統介接相關事宜，建置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內含缴稅功能經稅捐稽徵機關審 

 查通過後，可提供納稅義人使用本服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本要點係配合金管會共用平臺上線時程，定自110年11月1日生效，惟 

 各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納稅義務人使用本服務之範圍及上線期程，仍需視各該機構作業期程 

 而定(目前各主要電子支付機構提供本服務之期程尚未定)，未來相關機構上線後，可進一 

 步提升民眾繳稅便利性。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黄先生最近與兄弟姊妹協議分割遺產，詢問國稅局如果遺產分割不平均，繼承人是否會被 

 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其 

 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遗產者，民法並未予以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之問題。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年房市交易熱絡，許多賣方紛紛獲利了結，該分局提 

 醒如有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該分局近期執行不動產專案查核時，發現有一民眾出 

 售102年度取得之房地，屬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惟申報時以出售當年度房屋評定現值計算 

 財產交易所得19萬餘元。經該分局輔導所得人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以實際 

 成交價額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該民眾提示相關資料後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330萬餘 

 元，並於計算後自行補繳64萬餘元。

 該分局近一步說明，雖然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會先輔導所得人自動補報繳，如所得人於期限 

 內自行補報缴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免予處罰。惟該自行補繳稅額 

 不但需加計利息外，還得以現金臨櫃繳納，不能以信用卡等多元方式繳納，亦不得申請分 

 期，請民眾多加留意該分局最後呼籲，自109年12月起，轉讓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已列入專 

 案查核，請民眾轉讓預售屋或出售成屋時，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勿心存 

 僥倖，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或以房屋評定現值標準申報，以免遭查獲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六)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王先生的父親死亡前曾借款與公司，且截至死亡之日止該公司仍未清償，詢問國稅局該筆 

 借款是否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該筆借款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繼承人應自行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111年度發生之繼承及贈與案件免稅額調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應物價調整，111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遺產稅免 

 稅額由1，200萬元調整為1，333萬元，贈與稅免稅额也從每年220萬元調整為244萬元，但 

 課稅級距、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及各項扣除額因未達調整標準，未予調整。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贈與股票在未過戶前撤銷或解除贈與得撤回贈與稅申報

 王媽媽赠送股票給兒子後反悔，詢問國稅局可否撤銷股票贈與?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以股票為贈與標的，申報贈與稅並已缴納稽徵 

 機關核定之稅额，只要在未辦妥股東名義變更登記前，撤銷或解除贈與，經稽徵機關查明 

 該贈與標的仍屬贈與人所有者，贈與人可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並可依規定退還已繳納之 

 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110年度如欲申報適用長照扣除額者，請於年底前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综合 

 所得稅申報適用稅率為5%或12%(股利合併計稅及未課徵基本稅額)之納稅義務人，如110年 

 要繼續申報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稱長照扣除額)」，請民眾把握時間於110年底前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該分局說明，長照扣除額適用對象包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 

 能等级第2级至第8級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 

 ，以及在家自行照顧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屬如符合該等適用對象者，應檢附課 

 稅年度核發之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一、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110年度有效之聘催許可函影本。

 二、長照失能等级第2级至第8级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110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三、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110年度入住合格機構累計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須載明床型)。

 四、在家自行照顧者: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於110年度取得)或110年度有效之身心障 

  礙證明(或手冊)影本(須符合公告之身障種類)。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在家自行照顧者所須檢附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 

 ，常見以一般醫院診斷證明書代替，惟依照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相關規定，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為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必要證明文件，請民眾務必配合辦理。

 該分局最後提醒，如於申報期間查詢扣除額參考清單已查得有長照扣除額資料，即可免檢 

 附上開證明文件。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巷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 

 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詳附表)。

 該分局表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課稅級距金額及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依所得規定，每遇消費者物數較上次調整年 

 度之指數上漲累計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至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 

 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給付金額，依本條例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 

 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因111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 

 價指數已達3%，有關綜合所得稅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應予調整，所得基本稅額 

 相關金額則不予調整。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111年度各項金額，為納稅義務人於112年辦理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遷出戶籍將影響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受疫情影響跨境移動，超過2年未入境之海外國人 

  ，經戶政機關遷出戶籍，將可能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疑義。

  該分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7條及财政部101年9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规定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居住者)之認定，徐以在我國境內有無戶籍及居住天數為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我國居住者，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適用5%至40%累進 

  稅率:

  (一)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境內居住合 

   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重心在我國境內者。

 (二)在我國境內無戶籍，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183天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近期各國政府因應CVID-19疫情紛紛採行邊境管制、限制旅行或強 

  制檢疫等措施，企業亦配合要求员工居家或異地辦公，以落實防疫政策，減緩病毒傳 

  播，因而可能改變跨境移動或工作者於疫情期間停留或履行勞務工作地點，引發在我 

  國境內居留天數認定個人居住者身分疑義。

  該分局特別提醒，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相關防(檢)疫措施倘屬緊急且具暂時性質， 

  不宜因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稽徵機關於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時，將就個案事實從寬處理。納稅義務人倘對於身分認定尚有疑義者，建議可按以 

  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申報，於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就其個案情形提供相關事證以 

  供認定。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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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台幣(下同)19.2萬元，民眾明(111)年5月辦理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申報戶按財政部公告 

 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 

 ，得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 

 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

 有關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財政部依納保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布最近一年(109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02，265元，按該中位數之60%訂定110年 

 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為19.2萬元，較09年度之18.2萬元，增加10000元，為歷年來 

 最大調幅，民眾於明年5月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 

 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股票)，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 

 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 

 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之 

 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之財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 

 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 

 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合一課稅範圍，則 

 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月 

 1日起施行，於111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適用，屆時個人應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或損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 

 核認定。

(三)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提供納稅義務人便捷之電子化繳稅通路，擴大電子支 

 付應用場景，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缴納稅款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做為稽徵機關與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簽訂合約之依據，並利各相關機關(構)遵循。

 該分局表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已核准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 

 司)經营「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及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下稱共 

 用平臺)，擬參與電子支付帳户繳纳稅款服務(下稱本服務)之電子支付機構，須配合財金公 

 司辦理系統介接相關事宜，建置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內含缴稅功能經稅捐稽徵機關審 

 查通過後，可提供納稅義人使用本服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本要點係配合金管會共用平臺上線時程，定自110年11月1日生效，惟 

 各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納稅義務人使用本服務之範圍及上線期程，仍需視各該機構作業期程 

 而定(目前各主要電子支付機構提供本服務之期程尚未定)，未來相關機構上線後，可進一 

 步提升民眾繳稅便利性。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黄先生最近與兄弟姊妹協議分割遺產，詢問國稅局如果遺產分割不平均，繼承人是否會被 

 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其 

 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遗產者，民法並未予以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之問題。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年房市交易熱絡，許多賣方紛紛獲利了結，該分局提 

 醒如有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該分局近期執行不動產專案查核時，發現有一民眾出 

 售102年度取得之房地，屬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惟申報時以出售當年度房屋評定現值計算 

 財產交易所得19萬餘元。經該分局輔導所得人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以實際 

 成交價額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該民眾提示相關資料後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330萬餘 

 元，並於計算後自行補繳64萬餘元。

 該分局近一步說明，雖然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會先輔導所得人自動補報繳，如所得人於期限 

 內自行補報缴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免予處罰。惟該自行補繳稅額 

 不但需加計利息外，還得以現金臨櫃繳納，不能以信用卡等多元方式繳納，亦不得申請分 

 期，請民眾多加留意該分局最後呼籲，自109年12月起，轉讓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已列入專 

 案查核，請民眾轉讓預售屋或出售成屋時，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勿心存 

 僥倖，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或以房屋評定現值標準申報，以免遭查獲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六)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王先生的父親死亡前曾借款與公司，且截至死亡之日止該公司仍未清償，詢問國稅局該筆 

 借款是否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該筆借款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繼承人應自行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111年度發生之繼承及贈與案件免稅額調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應物價調整，111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遺產稅免 

 稅額由1，200萬元調整為1，333萬元，贈與稅免稅额也從每年220萬元調整為244萬元，但 

 課稅級距、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及各項扣除額因未達調整標準，未予調整。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贈與股票在未過戶前撤銷或解除贈與得撤回贈與稅申報

 王媽媽赠送股票給兒子後反悔，詢問國稅局可否撤銷股票贈與?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以股票為贈與標的，申報贈與稅並已缴納稽徵 

 機關核定之稅额，只要在未辦妥股東名義變更登記前，撤銷或解除贈與，經稽徵機關查明 

 該贈與標的仍屬贈與人所有者，贈與人可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並可依規定退還已繳納之 

 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110年度如欲申報適用長照扣除額者，請於年底前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综合 

 所得稅申報適用稅率為5%或12%(股利合併計稅及未課徵基本稅額)之納稅義務人，如110年 

 要繼續申報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稱長照扣除額)」，請民眾把握時間於110年底前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該分局說明，長照扣除額適用對象包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 

 能等级第2级至第8級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 

 ，以及在家自行照顧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屬如符合該等適用對象者，應檢附課 

 稅年度核發之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一、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110年度有效之聘催許可函影本。

 二、長照失能等级第2级至第8级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110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三、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110年度入住合格機構累計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須載明床型)。

 四、在家自行照顧者: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於110年度取得)或110年度有效之身心障 

  礙證明(或手冊)影本(須符合公告之身障種類)。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在家自行照顧者所須檢附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 

 ，常見以一般醫院診斷證明書代替，惟依照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相關規定，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為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必要證明文件，請民眾務必配合辦理。

 該分局最後提醒，如於申報期間查詢扣除額參考清單已查得有長照扣除額資料，即可免檢 

 附上開證明文件。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巷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 

 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詳附表)。

 該分局表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課稅級距金額及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依所得規定，每遇消費者物數較上次調整年 

 度之指數上漲累計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至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 

 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給付金額，依本條例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 

 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因111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 

 價指數已達3%，有關綜合所得稅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應予調整，所得基本稅額 

 相關金額則不予調整。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111年度各項金額，為納稅義務人於112年辦理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遷出戶籍將影響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受疫情影響跨境移動，超過2年未入境之海外國人 

  ，經戶政機關遷出戶籍，將可能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疑義。

  該分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7條及财政部101年9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规定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居住者)之認定，徐以在我國境內有無戶籍及居住天數為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我國居住者，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適用5%至40%累進 

  稅率:

  (一)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境內居住合 

   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重心在我國境內者。

 (二)在我國境內無戶籍，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183天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近期各國政府因應CVID-19疫情紛紛採行邊境管制、限制旅行或強 

  制檢疫等措施，企業亦配合要求员工居家或異地辦公，以落實防疫政策，減緩病毒傳 

  播，因而可能改變跨境移動或工作者於疫情期間停留或履行勞務工作地點，引發在我 

  國境內居留天數認定個人居住者身分疑義。

  該分局特別提醒，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相關防(檢)疫措施倘屬緊急且具暂時性質， 

  不宜因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稽徵機關於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時，將就個案事實從寬處理。納稅義務人倘對於身分認定尚有疑義者，建議可按以 

  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申報，於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就其個案情形提供相關事證以 

  供認定。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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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台幣(下同)19.2萬元，民眾明(111)年5月辦理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申報戶按財政部公告 

 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 

 ，得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 

 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

 有關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財政部依納保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布最近一年(109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02，265元，按該中位數之60%訂定110年 

 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為19.2萬元，較09年度之18.2萬元，增加10000元，為歷年來 

 最大調幅，民眾於明年5月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 

 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股票)，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 

 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 

 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之 

 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之財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 

 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 

 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合一課稅範圍，則 

 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月 

 1日起施行，於111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適用，屆時個人應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或損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 

 核認定。

(三)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提供納稅義務人便捷之電子化繳稅通路，擴大電子支 

 付應用場景，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缴納稅款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做為稽徵機關與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簽訂合約之依據，並利各相關機關(構)遵循。

 該分局表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已核准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 

 司)經营「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及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下稱共 

 用平臺)，擬參與電子支付帳户繳纳稅款服務(下稱本服務)之電子支付機構，須配合財金公 

 司辦理系統介接相關事宜，建置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內含缴稅功能經稅捐稽徵機關審 

 查通過後，可提供納稅義人使用本服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本要點係配合金管會共用平臺上線時程，定自110年11月1日生效，惟 

 各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納稅義務人使用本服務之範圍及上線期程，仍需視各該機構作業期程 

 而定(目前各主要電子支付機構提供本服務之期程尚未定)，未來相關機構上線後，可進一 

 步提升民眾繳稅便利性。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黄先生最近與兄弟姊妹協議分割遺產，詢問國稅局如果遺產分割不平均，繼承人是否會被 

 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其 

 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遗產者，民法並未予以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之問題。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年房市交易熱絡，許多賣方紛紛獲利了結，該分局提 

 醒如有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該分局近期執行不動產專案查核時，發現有一民眾出 

 售102年度取得之房地，屬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惟申報時以出售當年度房屋評定現值計算 

 財產交易所得19萬餘元。經該分局輔導所得人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以實際 

 成交價額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該民眾提示相關資料後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330萬餘 

 元，並於計算後自行補繳64萬餘元。

 該分局近一步說明，雖然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會先輔導所得人自動補報繳，如所得人於期限 

 內自行補報缴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免予處罰。惟該自行補繳稅額 

 不但需加計利息外，還得以現金臨櫃繳納，不能以信用卡等多元方式繳納，亦不得申請分 

 期，請民眾多加留意該分局最後呼籲，自109年12月起，轉讓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已列入專 

 案查核，請民眾轉讓預售屋或出售成屋時，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勿心存 

 僥倖，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或以房屋評定現值標準申報，以免遭查獲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六)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王先生的父親死亡前曾借款與公司，且截至死亡之日止該公司仍未清償，詢問國稅局該筆 

 借款是否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該筆借款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繼承人應自行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111年度發生之繼承及贈與案件免稅額調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應物價調整，111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遺產稅免 

 稅額由1，200萬元調整為1，333萬元，贈與稅免稅额也從每年220萬元調整為244萬元，但 

 課稅級距、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及各項扣除額因未達調整標準，未予調整。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贈與股票在未過戶前撤銷或解除贈與得撤回贈與稅申報

 王媽媽赠送股票給兒子後反悔，詢問國稅局可否撤銷股票贈與?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以股票為贈與標的，申報贈與稅並已缴納稽徵 

 機關核定之稅额，只要在未辦妥股東名義變更登記前，撤銷或解除贈與，經稽徵機關查明 

 該贈與標的仍屬贈與人所有者，贈與人可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並可依規定退還已繳納之 

 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110年度如欲申報適用長照扣除額者，請於年底前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综合 

 所得稅申報適用稅率為5%或12%(股利合併計稅及未課徵基本稅額)之納稅義務人，如110年 

 要繼續申報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稱長照扣除額)」，請民眾把握時間於110年底前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該分局說明，長照扣除額適用對象包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 

 能等级第2级至第8級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 

 ，以及在家自行照顧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屬如符合該等適用對象者，應檢附課 

 稅年度核發之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一、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110年度有效之聘催許可函影本。

 二、長照失能等级第2级至第8级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110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三、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110年度入住合格機構累計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須載明床型)。

 四、在家自行照顧者: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於110年度取得)或110年度有效之身心障 

  礙證明(或手冊)影本(須符合公告之身障種類)。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在家自行照顧者所須檢附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 

 ，常見以一般醫院診斷證明書代替，惟依照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相關規定，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為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必要證明文件，請民眾務必配合辦理。

 該分局最後提醒，如於申報期間查詢扣除額參考清單已查得有長照扣除額資料，即可免檢 

 附上開證明文件。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巷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 

 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詳附表)。

 該分局表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課稅級距金額及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依所得規定，每遇消費者物數較上次調整年 

 度之指數上漲累計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至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 

 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給付金額，依本條例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 

 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因111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 

 價指數已達3%，有關綜合所得稅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應予調整，所得基本稅額 

 相關金額則不予調整。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111年度各項金額，為納稅義務人於112年辦理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遷出戶籍將影響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受疫情影響跨境移動，超過2年未入境之海外國人 

  ，經戶政機關遷出戶籍，將可能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疑義。

  該分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7條及财政部101年9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规定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居住者)之認定，徐以在我國境內有無戶籍及居住天數為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我國居住者，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適用5%至40%累進 

  稅率:

  (一)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境內居住合 

   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重心在我國境內者。

 (二)在我國境內無戶籍，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183天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近期各國政府因應CVID-19疫情紛紛採行邊境管制、限制旅行或強 

  制檢疫等措施，企業亦配合要求员工居家或異地辦公，以落實防疫政策，減緩病毒傳 

  播，因而可能改變跨境移動或工作者於疫情期間停留或履行勞務工作地點，引發在我 

  國境內居留天數認定個人居住者身分疑義。

  該分局特別提醒，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相關防(檢)疫措施倘屬緊急且具暂時性質， 

  不宜因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稽徵機關於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時，將就個案事實從寬處理。納稅義務人倘對於身分認定尚有疑義者，建議可按以 

  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申報，於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就其個案情形提供相關事證以 

  供認定。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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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為 

 新台幣(下同)19.2萬元，民眾明(111)年5月辦理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申報戶按財政部公告 

 當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乘以納稅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人數計算之基本生 

 活所需費用總額，超過依所得稅法規定可減除之免稅額及扣除額(包括標準或列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合計數之差額部分 

 ，得自申報戶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以符合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 

 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之意旨。

 有關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財政部依納保法第4條規定，參照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布最近一年(109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302，265元，按該中位數之60%訂定110年 

 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費用金額為19.2萬元，較09年度之18.2萬元，增加10000元，為歷年來 

 最大調幅，民眾於明年5月申報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時即可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二)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納憑證及表明其 

 權利之證書(下稱未上市櫃股票)，其所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但其發行或私募公 

 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 

 5年者，交易該公司股票之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所得之計算，係以交易時之成交價格，減除原始取得 

 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個人如無法證明原始取得成本，則以實際成交價格之 

 20%計算所得額。個人如未能提供實際成交價格，則按交割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交割日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之財報告，則以交割日公司資產 

 每股淨值，計算收入，再按該收入之75%計算其所得額。但稽徵機關查得之實際所得額較 

 前述計算之所得額為高者，將依查得資料核計。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為落實我國培植新創事業公司政策，鼓勵個人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未上市櫃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届險新創 

 事業公司，且個人交易該公司股票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人基 

 本所得額。另外，配合房地合2.0實施，如被投資營利事業之股份符合房合一課稅範圍，則 

 應依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採分離課稅報繳，免計入基本所得額。

 該分局特別提醒，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規定自110年1月 

 1日起施行，於111年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時適用，屆時個人應依規定申報交易所得或損失 

 ，並檢附收、付款紀錄、證券交易稅繳款書、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查 

 核認定。

(三)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繳納稅款作業要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提供納稅義務人便捷之電子化繳稅通路，擴大電子支 

 付應用場景，財政部已訂定發布「電子支付帳戶轉帳缴納稅款作業要點」(下稱本要點)， 

 做為稽徵機關與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簽訂合約之依據，並利各相關機關(構)遵循。

 該分局表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已核准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財金公 

 司)經营「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及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下稱共 

 用平臺)，擬參與電子支付帳户繳纳稅款服務(下稱本服務)之電子支付機構，須配合財金公 

 司辦理系統介接相關事宜，建置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內含缴稅功能經稅捐稽徵機關審 

 查通過後，可提供納稅義人使用本服務。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本要點係配合金管會共用平臺上線時程，定自110年11月1日生效，惟 

 各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納稅義務人使用本服務之範圍及上線期程，仍需視各該機構作業期程 

 而定(目前各主要電子支付機構提供本服務之期程尚未定)，未來相關機構上線後，可進一 

 步提升民眾繳稅便利性。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四)繼承人間不論如何分割遺產均不課贈與稅

 黄先生最近與兄弟姊妹協議分割遺產，詢問國稅局如果遺產分割不平均，繼承人是否會被 

 課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民法應繼分規定之設置，其目的係在繼承權發生糾紛時， 

 得憑以確定繼承人應得之權益，如繼承人間自行協議分割遺產，於分割遺產時，經協議其 

 中部分繼承人取得較其應繼分為多之遗產者，民法並未予以限制；因此，繼承人取得遺產 

 之多寡，毋須與其應繼分相比較，從而不發生繼承人間相互為贈與之問題。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五)買賣成屋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近年房市交易熱絡，許多賣方紛紛獲利了結，該分局提 

 醒如有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應優先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及相關必要費用後 

 之餘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申報納稅該分局近期執行不動產專案查核時，發現有一民眾出 

 售102年度取得之房地，屬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惟申報時以出售當年度房屋評定現值計算 

 財產交易所得19萬餘元。經該分局輔導所得人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以實際 

 成交價額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該民眾提示相關資料後重新計算財產交易所得330萬餘 

 元，並於計算後自行補繳64萬餘元。

 該分局近一步說明，雖然舊制財產交易所得會先輔導所得人自動補報繳，如所得人於期限 

 內自行補報缴即可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免予處罰。惟該自行補繳稅額 

 不但需加計利息外，還得以現金臨櫃繳納，不能以信用卡等多元方式繳納，亦不得申請分 

 期，請民眾多加留意該分局最後呼籲，自109年12月起，轉讓預售屋及成屋買賣已列入專 

 案查核，請民眾轉讓預售屋或出售成屋時，應以實際獲利價差申報財產交易所得，勿心存 

 僥倖，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或以房屋評定現值標準申報，以免遭查獲補稅處罰，得不償失 

 。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六)被繼承人生前借款與公司尚未清償者，應申報遺產稅

 王先生的父親死亡前曾借款與公司，且截至死亡之日止該公司仍未清償，詢問國稅局該筆 

 借款是否應申報遺產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該筆借款性質屬被繼承人對公司之債權，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規定，屬於被繼承人財產，繼承人應自行列入遺產申報課稅，以免漏報遭補稅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七)111年度發生之繼承及贈與案件免稅額調整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應物價調整，111年發生之繼承或贈與案件，遺產稅免 

 稅額由1，200萬元調整為1，333萬元，贈與稅免稅额也從每年220萬元調整為244萬元，但 

 課稅級距、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金額及各項扣除額因未達調整標準，未予調整。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八)贈與股票在未過戶前撤銷或解除贈與得撤回贈與稅申報

 王媽媽赠送股票給兒子後反悔，詢問國稅局可否撤銷股票贈與?

 財政部中區国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以股票為贈與標的，申報贈與稅並已缴納稽徵 

 機關核定之稅额，只要在未辦妥股東名義變更登記前，撤銷或解除贈與，經稽徵機關查明 

 該贈與標的仍屬贈與人所有者，贈與人可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並可依規定退還已繳納之 

 贈與稅。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九)110年度如欲申報適用長照扣除額者，請於年底前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综合 

 所得稅申報適用稅率為5%或12%(股利合併計稅及未課徵基本稅額)之納稅義務人，如110年 

 要繼續申報適用「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下稱長照扣除額)」，請民眾把握時間於110年底前 

 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該分局說明，長照扣除額適用對象包含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長照失 

 能等级第2级至第8級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 

 ，以及在家自行照顧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屬如符合該等適用對象者，應檢附課 

 稅年度核發之下列任一證明文件:

 一、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110年度有效之聘催許可函影本。

 二、長照失能等级第2级至第8级且使用長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110年度使用指定服務之繳費收據影本一張。

 三、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天者:110年度入住合格機構累計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本( 

  須載明床型)。

 四、在家自行照顧者: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於110年度取得)或110年度有效之身心障 

  礙證明(或手冊)影本(須符合公告之身障種類)。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在家自行照顧者所須檢附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 

 ，常見以一般醫院診斷證明書代替，惟依照衛生福利部及勞動部相關規定，病症暨失能診 

 斷證明書暨巴氏量表為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必要證明文件，請民眾務必配合辦理。

 該分局最後提醒，如於申報期間查詢扣除額參考清單已查得有長照扣除額資料，即可免檢 

 附上開證明文件。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巷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已公告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關 

 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詳附表)。

 該分局表示，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額、課稅級距金額及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依所得規定，每遇消費者物數較上次調整年 

 度之指數上漲累計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至個人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規定繳納所得稅之基本所得額金額、計算基本稅額時基本所得額應扣除之金額及免予 

 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保險死亡給付金額，依本條例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 

 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因111年度適用之平均消費者物 

 價指數已達3%，有關綜合所得稅相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應予調整，所得基本稅額 

 相關金額則不予調整。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上述111年度各項金額，為納稅義務人於112年辦理111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時適用。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十一)遷出戶籍將影響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因受疫情影響跨境移動，超過2年未入境之海外國人 

  ，經戶政機關遷出戶籍，將可能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疑義。

  該分局說明，依所得稅法第7條及财政部101年9月27日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规定 

  ，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居住者)之認定，徐以在我國境內有無戶籍及居住天數為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屬我國居住者，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適用5%至40%累進 

  稅率:

  (一)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或在境內居住合 

   計在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重心在我國境內者。

 (二)在我國境內無戶籍，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183天者。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近期各國政府因應CVID-19疫情紛紛採行邊境管制、限制旅行或強 

  制檢疫等措施，企業亦配合要求员工居家或異地辦公，以落實防疫政策，減緩病毒傳 

  播，因而可能改變跨境移動或工作者於疫情期間停留或履行勞務工作地點，引發在我 

  國境內居留天數認定個人居住者身分疑義。

  該分局特別提醒，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相關防(檢)疫措施倘屬緊急且具暂時性質， 

  不宜因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稽徵機關於適用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時，將就個案事實從寬處理。納稅義務人倘對於身分認定尚有疑義者，建議可按以 

  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申報，於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就其個案情形提供相關事證以 

  供認定。

    民眾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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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206期
◎（110年11月～12月）

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無往不利的業務溝通技巧」講 

 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 

 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０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 

 」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菘萍老師擔任，有８４ 

 人參加。課程：勞動法令實務研討與應用、勞基法與勞動事件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退制 

 度解析。

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３場「稅務基礎及申報實務」訓練班，結訓 

 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３０日開訓，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 

 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８人參加。

5.本會「第十六屆第五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員 

 林咖啡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 

 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6.本會辦理第３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１天、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林志昌、丘蔚興、桂美俊、柯昭德、伍耀璋、陳新 

 福、劉文峰、楊昇儒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３日至１６日，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本班聘請陳欣婷、王芷 

 柔、蘇誌培、黃冠榮、蔣麗雅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０年 

 １１月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程居威老師擔任，有６ 

 ９人參加。課程：禁止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及爭議案例解析、資遣要件之實務認定、爭 

 議案例、資遣費計算、資遣通報與Q&A。

9.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Amazon亞馬遜全球開店實戰班」講習，於 

 １１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 

 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５日結訓。

1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 

 導」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有 

 ８３人參加。課程：勞基法重點解析說明、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 

 Q&A。

12.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８場「Google Analytics網站分析基礎課程初階班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連啓佑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１７、２４日，安排 

 ﹝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 

 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２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 

 ，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王將叡老師擔任，有６１人參加。課程：勞動基準法綜合解析說明、勞資法規(勞動事件法  

     、勞退條例、性平法)概略解析說明。

1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薪資結構及薪酬管理設計」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7.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協辦第２場～１１０年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宣導計畫「一般安全衛生 

 」宣導會，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課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最新修法說明、墜落危害 

 預防實務、感電危害預防實務、機械捲夾危害防護實務、其他危害因子探討。

18.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培育計畫～第４場「國際貿易人員進階實務」訓練班，於１ 

 １０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２月４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７場～遠距教學「人力資源管理應用實務 

 」訓練班，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自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２月１２日，安排﹝ 

 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５人參加。

20.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效率化現場作業與日常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 

 １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４０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７、１８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22.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 

 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楊昇儒、戴宗坤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就業服務與勞動法令解析」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７日開訓，聘請李聰成老師擔任，安 

 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24.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下 

 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

25.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 

 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８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４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 

 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蔡正桐、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陳彥光、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王仁杉等 

 ９位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28.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 

 移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 

 大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 

 公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王慧鈺擔任。綜合座談：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

 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2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０年度職場工作環境災害預防」講習，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 

 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0.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B２B 

 外銷陌生市場挖掘談判術」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詹維琪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3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０月２３日開訓，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安排﹝白 

 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35.本會辦理第１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

3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37.本會承辦１１０年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２１二代CEO團隊經營管理體質升 

 級S M T養成營」培訓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典禮由盧副理事長玉娟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５日開訓，聘請謝明 

 堂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月７日開訓，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１５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９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２月８日至２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林志昌、陳新福、柯昭德、廖振魁、張家成、張宏棋、賴博仁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２ 

 ９人參加。

41.本會承辦第２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１０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 

 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 

 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公 

 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 

 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陳瑞良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 

 處勞工福利科吳科長秋蘭主持。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42.本會辦理第１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 

 人參加。

43.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老師擔任，有 

 ３５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９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 

 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９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46.本會辦理第１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１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 

 午六時至九時，假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49.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50.本會辦理第１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２月４日開訓，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52.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

53.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午 

 一時至四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３人參加。

54.彰化縣工業會跨業交流聯誼會，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午十一時，假全國麗園大飯店 

 舉行「第２３、２４屆會長」交接典禮。典禮由謝會長政達主持，交接典禮由盧副理事長 

 玉娟監交，新任第２４屆莊會長銘華，本會致贈活動經費２萬元，有２００多人出席參加 

 ，會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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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無往不利的業務溝通技巧」講 

 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 

 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０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 

 」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菘萍老師擔任，有８４ 

 人參加。課程：勞動法令實務研討與應用、勞基法與勞動事件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退制 

 度解析。

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３場「稅務基礎及申報實務」訓練班，結訓 

 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３０日開訓，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 

 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８人參加。

5.本會「第十六屆第五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員 

 林咖啡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 

 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6.本會辦理第３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１天、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林志昌、丘蔚興、桂美俊、柯昭德、伍耀璋、陳新 

 福、劉文峰、楊昇儒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３日至１６日，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本班聘請陳欣婷、王芷 

 柔、蘇誌培、黃冠榮、蔣麗雅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０年 

 １１月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程居威老師擔任，有６ 

 ９人參加。課程：禁止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及爭議案例解析、資遣要件之實務認定、爭 

 議案例、資遣費計算、資遣通報與Q&A。

9.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Amazon亞馬遜全球開店實戰班」講習，於 

 １１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 

 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５日結訓。

1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 

 導」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有 

 ８３人參加。課程：勞基法重點解析說明、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 

 Q&A。

12.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８場「Google Analytics網站分析基礎課程初階班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連啓佑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１７、２４日，安排 

 ﹝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 

 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２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 

 ，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王將叡老師擔任，有６１人參加。課程：勞動基準法綜合解析說明、勞資法規(勞動事件法  

     、勞退條例、性平法)概略解析說明。

1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薪資結構及薪酬管理設計」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7.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協辦第２場～１１０年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宣導計畫「一般安全衛生 

 」宣導會，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課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最新修法說明、墜落危害 

 預防實務、感電危害預防實務、機械捲夾危害防護實務、其他危害因子探討。

18.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培育計畫～第４場「國際貿易人員進階實務」訓練班，於１ 

 １０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２月４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７場～遠距教學「人力資源管理應用實務 

 」訓練班，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自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２月１２日，安排﹝ 

 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５人參加。

20.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效率化現場作業與日常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 

 １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４０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７、１８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22.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 

 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楊昇儒、戴宗坤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就業服務與勞動法令解析」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７日開訓，聘請李聰成老師擔任，安 

 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24.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下 

 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

25.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 

 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８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４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 

 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蔡正桐、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陳彥光、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王仁杉等 

 ９位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28.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 

 移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 

 大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 

 公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王慧鈺擔任。綜合座談：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

 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2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０年度職場工作環境災害預防」講習，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 

 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0.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B２B 

 外銷陌生市場挖掘談判術」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詹維琪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3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０月２３日開訓，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安排﹝白 

 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35.本會辦理第１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

3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37.本會承辦１１０年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２１二代CEO團隊經營管理體質升 

 級S M T養成營」培訓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典禮由盧副理事長玉娟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５日開訓，聘請謝明 

 堂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月７日開訓，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１５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９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２月８日至２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林志昌、陳新福、柯昭德、廖振魁、張家成、張宏棋、賴博仁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２ 

 ９人參加。

41.本會承辦第２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１０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 

 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 

 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公 

 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 

 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陳瑞良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 

 處勞工福利科吳科長秋蘭主持。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42.本會辦理第１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 

 人參加。

43.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老師擔任，有 

 ３５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９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 

 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９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46.本會辦理第１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１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 

 午六時至九時，假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49.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50.本會辦理第１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２月４日開訓，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52.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

53.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午 

 一時至四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３人參加。

54.彰化縣工業會跨業交流聯誼會，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午十一時，假全國麗園大飯店 

 舉行「第２３、２４屆會長」交接典禮。典禮由謝會長政達主持，交接典禮由盧副理事長 

 玉娟監交，新任第２４屆莊會長銘華，本會致贈活動經費２萬元，有２００多人出席參加 

 ，會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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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無往不利的業務溝通技巧」講 

 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 

 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０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 

 」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菘萍老師擔任，有８４ 

 人參加。課程：勞動法令實務研討與應用、勞基法與勞動事件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退制 

 度解析。

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３場「稅務基礎及申報實務」訓練班，結訓 

 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３０日開訓，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 

 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８人參加。

5.本會「第十六屆第五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員 

 林咖啡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 

 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6.本會辦理第３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１天、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林志昌、丘蔚興、桂美俊、柯昭德、伍耀璋、陳新 

 福、劉文峰、楊昇儒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３日至１６日，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本班聘請陳欣婷、王芷 

 柔、蘇誌培、黃冠榮、蔣麗雅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０年 

 １１月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程居威老師擔任，有６ 

 ９人參加。課程：禁止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及爭議案例解析、資遣要件之實務認定、爭 

 議案例、資遣費計算、資遣通報與Q&A。

9.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Amazon亞馬遜全球開店實戰班」講習，於 

 １１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 

 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５日結訓。

1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 

 導」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有 

 ８３人參加。課程：勞基法重點解析說明、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 

 Q&A。

12.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８場「Google Analytics網站分析基礎課程初階班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連啓佑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１７、２４日，安排 

 ﹝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 

 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２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 

 ，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王將叡老師擔任，有６１人參加。課程：勞動基準法綜合解析說明、勞資法規(勞動事件法  

     、勞退條例、性平法)概略解析說明。

1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薪資結構及薪酬管理設計」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7.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協辦第２場～１１０年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宣導計畫「一般安全衛生 

 」宣導會，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課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最新修法說明、墜落危害 

 預防實務、感電危害預防實務、機械捲夾危害防護實務、其他危害因子探討。

18.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培育計畫～第４場「國際貿易人員進階實務」訓練班，於１ 

 １０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２月４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７場～遠距教學「人力資源管理應用實務 

 」訓練班，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自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２月１２日，安排﹝ 

 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５人參加。

20.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效率化現場作業與日常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 

 １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４０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７、１８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22.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 

 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楊昇儒、戴宗坤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就業服務與勞動法令解析」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７日開訓，聘請李聰成老師擔任，安 

 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24.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下 

 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

25.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 

 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８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４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 

 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蔡正桐、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陳彥光、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王仁杉等 

 ９位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28.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 

 移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 

 大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 

 公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王慧鈺擔任。綜合座談：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

 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2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０年度職場工作環境災害預防」講習，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 

 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0.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B２B 

 外銷陌生市場挖掘談判術」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詹維琪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3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０月２３日開訓，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安排﹝白 

 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35.本會辦理第１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

3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37.本會承辦１１０年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２１二代CEO團隊經營管理體質升 

 級S M T養成營」培訓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典禮由盧副理事長玉娟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５日開訓，聘請謝明 

 堂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月７日開訓，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１５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９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２月８日至２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林志昌、陳新福、柯昭德、廖振魁、張家成、張宏棋、賴博仁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２ 

 ９人參加。

41.本會承辦第２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１０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 

 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 

 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公 

 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 

 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陳瑞良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 

 處勞工福利科吳科長秋蘭主持。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42.本會辦理第１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 

 人參加。

43.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老師擔任，有 

 ３５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９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 

 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９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46.本會辦理第１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１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 

 午六時至九時，假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49.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50.本會辦理第１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２月４日開訓，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52.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

53.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午 

 一時至四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３人參加。

54.彰化縣工業會跨業交流聯誼會，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午十一時，假全國麗園大飯店 

 舉行「第２３、２４屆會長」交接典禮。典禮由謝會長政達主持，交接典禮由盧副理事長 

 玉娟監交，新任第２４屆莊會長銘華，本會致贈活動經費２萬元，有２００多人出席參加 

 ，會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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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無往不利的業務溝通技巧」講 

 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 

 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０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 

 」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菘萍老師擔任，有８４ 

 人參加。課程：勞動法令實務研討與應用、勞基法與勞動事件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退制 

 度解析。

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３場「稅務基礎及申報實務」訓練班，結訓 

 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３０日開訓，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 

 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８人參加。

5.本會「第十六屆第五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員 

 林咖啡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 

 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6.本會辦理第３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１天、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林志昌、丘蔚興、桂美俊、柯昭德、伍耀璋、陳新 

 福、劉文峰、楊昇儒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３日至１６日，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本班聘請陳欣婷、王芷 

 柔、蘇誌培、黃冠榮、蔣麗雅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０年 

 １１月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程居威老師擔任，有６ 

 ９人參加。課程：禁止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及爭議案例解析、資遣要件之實務認定、爭 

 議案例、資遣費計算、資遣通報與Q&A。

9.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Amazon亞馬遜全球開店實戰班」講習，於 

 １１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 

 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５日結訓。

1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 

 導」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有 

 ８３人參加。課程：勞基法重點解析說明、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 

 Q&A。

12.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８場「Google Analytics網站分析基礎課程初階班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連啓佑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１７、２４日，安排 

 ﹝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 

 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２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 

 ，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王將叡老師擔任，有６１人參加。課程：勞動基準法綜合解析說明、勞資法規(勞動事件法  

     、勞退條例、性平法)概略解析說明。

1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薪資結構及薪酬管理設計」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7.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協辦第２場～１１０年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宣導計畫「一般安全衛生 

 」宣導會，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課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最新修法說明、墜落危害 

 預防實務、感電危害預防實務、機械捲夾危害防護實務、其他危害因子探討。

18.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培育計畫～第４場「國際貿易人員進階實務」訓練班，於１ 

 １０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２月４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７場～遠距教學「人力資源管理應用實務 

 」訓練班，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自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２月１２日，安排﹝ 

 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５人參加。

20.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效率化現場作業與日常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 

 １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４０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７、１８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22.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 

 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楊昇儒、戴宗坤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就業服務與勞動法令解析」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７日開訓，聘請李聰成老師擔任，安 

 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24.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下 

 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

25.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 

 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８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４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 

 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蔡正桐、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陳彥光、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王仁杉等 

 ９位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28.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 

 移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 

 大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 

 公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王慧鈺擔任。綜合座談：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

 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2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０年度職場工作環境災害預防」講習，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 

 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0.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B２B 

 外銷陌生市場挖掘談判術」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詹維琪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3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０月２３日開訓，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安排﹝白 

 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35.本會辦理第１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

3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37.本會承辦１１０年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２１二代CEO團隊經營管理體質升 

 級S M T養成營」培訓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典禮由盧副理事長玉娟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５日開訓，聘請謝明 

 堂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月７日開訓，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１５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９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２月８日至２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林志昌、陳新福、柯昭德、廖振魁、張家成、張宏棋、賴博仁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２ 

 ９人參加。

41.本會承辦第２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１０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 

 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 

 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公 

 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 

 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陳瑞良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 

 處勞工福利科吳科長秋蘭主持。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42.本會辦理第１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 

 人參加。

43.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老師擔任，有 

 ３５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９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 

 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９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46.本會辦理第１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１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 

 午六時至九時，假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49.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50.本會辦理第１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２月４日開訓，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52.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

53.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午 

 一時至四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３人參加。

54.彰化縣工業會跨業交流聯誼會，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午十一時，假全國麗園大飯店 

 舉行「第２３、２４屆會長」交接典禮。典禮由謝會長政達主持，交接典禮由盧副理事長 

 玉娟監交，新任第２４屆莊會長銘華，本會致贈活動經費２萬元，有２００多人出席參加 

 ，會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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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７場「無往不利的業務溝通技巧」講 

 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 

 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０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 

 」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菘萍老師擔任，有８４ 

 人參加。課程：勞動法令實務研討與應用、勞基法與勞動事件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退制 

 度解析。

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３場「稅務基礎及申報實務」訓練班，結訓 

 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 

 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３０日開訓，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 

 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８人參加。

5.本會「第十六屆第五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員 

 林咖啡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９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郭召集人信志主持，會中 

 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6.本會辦理第３場「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架空式地面操作」訓練 

 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日至２１日，安排﹝夜間班、１１天、３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林志昌、丘蔚興、桂美俊、柯昭德、伍耀璋、陳新 

 福、劉文峰、楊昇儒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３日至１６日，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本班聘請陳欣婷、王芷 

 柔、蘇誌培、黃冠榮、蔣麗雅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４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１０年 

 １１月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溪湖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程居威老師擔任，有６ 

 ９人參加。課程：禁止雇主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及爭議案例解析、資遣要件之實務認定、爭 

 議案例、資遣費計算、資遣通報與Q&A。

9.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Amazon亞馬遜全球開店實戰班」講習，於 

 １１０年１１月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10.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 

 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５日結訓。

1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遠距教學第１１場「勞工權益法令宣 

 導」講座，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有 

 ８３人參加。課程：勞基法重點解析說明、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 

 Q&A。

12.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８場「Google Analytics網站分析基礎課程初階班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連啓佑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3.本會辦理第２場「基層主管管理」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０、１７、２４日，安排 

 ﹝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上課，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劉新雄老師 

 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彰化縣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計畫～第１２場「勞工權益法令宣導」講座 

 ，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王將叡老師擔任，有６１人參加。課程：勞動基準法綜合解析說明、勞資法規(勞動事件法  

     、勞退條例、性平法)概略解析說明。

15.本會辦理第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２人參加。

1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８場「薪資結構及薪酬管理設計」 

 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7.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協辦第２場～１１０年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宣導計畫「一般安全衛生 

 」宣導會，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課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最新修法說明、墜落危害 

 預防實務、感電危害預防實務、機械捲夾危害防護實務、其他危害因子探討。

18.本會辦理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培育計畫～第４場「國際貿易人員進階實務」訓練班，於１ 

 １０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２月４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本班聘請葉清宗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19.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７場～遠距教學「人力資源管理應用實務 

 」訓練班，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自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４日至１２月１２日，安排﹝ 

 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２５人參加。

20.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效率化現場作業與日常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 

 １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 

 任，有４０人參加。

21.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７、１８日，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周志恆、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安 

 排﹝白天班、２天、１２小時﹞上課，有４２人參加。

22.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 

 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 

 、陳新福、柯昭德、丘蔚興、楊昇儒、戴宗坤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2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１場「就業服務與勞動法令解析」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７日開訓，聘請李聰成老師擔任，安 

 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24.本會辦理第１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下 

 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３８人參加 

 。

25.本會辦理第８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 

 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８人參加。

26.本會辦理第４場「有害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１ 

 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蔡正桐、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陳彥光、劉文峰、賴博仁、張家成、王仁杉等 

 ９位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28.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２６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 

 移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 

 大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 

 公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 

 外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王慧鈺擔任。綜合座談：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

 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29.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彰化縣１１０年度職場工作環境災害預防」講習，於１１０ 

 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 

 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0.彰化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主辦、本會協辦１１０年度貿易人才講習計畫～第７場「B２B 

 外銷陌生市場挖掘談判術」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詹維琪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健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２１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８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33.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０月２３日開訓，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安排﹝白 

 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３人參加。

34.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35.本會辦理第１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

36.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 

 、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１２月２５日結訓。

37.本會承辦１１０年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２０２１二代CEO團隊經營管理體質升 

 級S M T養成營」培訓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典禮由盧副理事長玉娟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５日開訓，聘請謝明 

 堂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２天、７２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8.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６場「高效能主管管理才能發展」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１月７日開訓，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安排﹝白天 

 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１５人參加。

39.本會辦理第１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７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國田老師擔任，有４ 

 １人參加。

40.本會辦理第９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１０ 

 年１２月８日至２５日，安排﹝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林志昌、陳新福、柯昭德、廖振魁、張家成、張宏棋、賴博仁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２ 

 ９人參加。

41.本會承辦第２場「１１０年度移工管理人員觀摩」活動，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１０日﹝ 

 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移工管理暨法規簡介：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 

 工業務訪視員施冠瑄擔任。防制人口販運基礎全方位認識：聘請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 

 隊彰化縣專勤隊黃奕崗隊長擔任。優良外籍移工管理單位分享：聘請萬國通路股份有限公 

 司黃協理國強擔任。勞基法實務解析～職業災害之認定與補償：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 

 籍移工管理實務：聘請勞工處外勞服務科移工業務訪視員陳瑞良擔任。綜合座談：由勞工 

 處勞工福利科吳科長秋蘭主持。夜宿～台糖尖山埤江南渡假村(台南市)

42.本會辦理第１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 

 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２ 

 人參加。

43.本會辦理第１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炳文老師擔任，有 

 ３５人參加。

44.本會辦理第９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 

 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３９人參加。

45.本會辦理第２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正桐老師擔任，有 

 ３９人參加。

46.本會辦理第１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47.本會辦理第９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 

 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２６人參加。

48.本會辦理第１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 

 午六時至九時，假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穎信老師擔任，有３９人 

 參加。

49.本會辦理第２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下午 

 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 

 ４０人參加。

50.本會辦理第１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 

 ０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１１０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第８場「企業財務與成本預算管理實務」訓 

 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２月４日開訓，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52.本會辦理第２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上午 

 九時至十二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５人參加 

 。

53.本會辦理第２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下午 

 一時至四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６３人參加。

54.彰化縣工業會跨業交流聯誼會，於１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上午十一時，假全國麗園大飯店 

 舉行「第２３、２４屆會長」交接典禮。典禮由謝會長政達主持，交接典禮由盧副理事長 

 玉娟監交，新任第２４屆莊會長銘華，本會致贈活動經費２萬元，有２００多人出席參加 

 ，會後餐敘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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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10/11/01至110/12/31，共16家

公司名稱/地址

自行車零件組立.製造

各式專用成型機製造

記帳業務

塑膠射出模具

各類金屬沖壓製品

五金零件買賣

汽車.機車.自行車零配件

動物飼料

木竹製品.其他金屬製品

五金製品及零件裁切鑽孔加工.汽車零件加工

糧食加工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電器批發零售業

線材.板材.彈簧機械等相關機械開發與相關零件

SRF固體再生燃料

染整

金屬加工處理

允茂金屬興業有限公司

永傑輥輪機械有限公司

友誠會計事務所

千軒工業社

德信工業社

銘祥企業社

信銓工業有限公司

達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佑欣木器企業社

雙順工業有限公司

永祥碾米工廠

藝軒坊企業社

友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青松環保清除有限公司

景煜實業有限公司二廠

璟峰有限公司

電 話 生產產品

04-7332321

04-7636280

04-7373248

04-7354285

04-7568413

04-7350953

04-7359597

04-8855930

04-7782406

04-8529225

04-8895174

04-8923885

04-8837511

04-8536807

04-8744167

04-828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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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

04-7867918  04-7871203
E-mail:allen46@titan.seed.net.tw

184

SBIR 

CITD 

5S

ISO 13485

ISO 14001

ISO 22000/HACCP

ISO 26000(SA 8000)

ISO 45000(OHSAS 18001)

IATF 1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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