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修正

總說明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

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訂定發布，其後歷經三次修正。一百零八年一月十

六日修正公布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

二項授權訂定本辦法，另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關注化學物質之指定運

作，運作人應製作紀錄定期申報，其紀錄應妥善保存備查，同條第二項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相關事項訂定管理辦法，茲將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

錄製作與申請等相關事項合併於本辦法規範，爰擬具「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修正案，除名稱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作與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外，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配合本法修正新增關注化學物質，酌修本辦法相關文字。（修正條

文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八條至第十條）

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應製作之內容。（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運作量無變動者得免按月申報，於實務查核時難以判別究為運作量

無變動或逾時未申報，爰刪除該規定，並對應增訂運作量為零之申

報規定；及訂定關注化學物質不同的申報頻率。（修正條文第四

條）

五、應進行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與申報之門檻規定，另單列條文規

範之。（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分項規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於停止、結束或中斷運作前，應完成

運作紀錄或釋放量之紀錄申報。（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修正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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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與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

量紀錄管理辦法

配合本法第二十六條新增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規

定，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

二項及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第八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一、修正授權依據。

二、新增關注化學物質運

作紀錄管理之授權依

據。

第二條 製造、輸出、輸

入、販賣、使用、貯

存、廢棄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之運作人（以下

簡稱運作人），取得主

管機關核發許可證、登

記文件或核可文件後，

應製作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作紀錄，並向運

作場所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

報。

同一運作人有二處

以上不同之運作場所

者，應以各別運作場所

為單位，依前項規定申

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運作紀錄。

第二條 製造、輸出、輸

入、販賣、使用、貯

存、廢棄毒性化學物質

之運作人（以下簡稱運

作人），取得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證、登記文件

或核可文件後，應製作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並向運作場所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之。

運 作 人 製 造 、 使

用、貯存毒性化學物

質，其單一毒性化學物

質之年運作總量達三百

公噸以上或任一日達十

公噸以上者，應製作毒

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

並向運作場所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報之。

同一運作人有二以

上不同之運作場所者，

應以各別運作場所為單

位，依前二項規定申報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及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

紀錄。

一、配合本法修正增訂管

理關注化學物質，文

字酌作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

項，爰予刪除。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一、配合本法修正增訂管

理關注化學物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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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運作人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格式，依

下列規定分別製作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

錄：

一、毒性化學物質應依

成分含量與濃度區

間，按實際運作情

形，逐日記錄。

二、關注化學物質免分

濃度區間，逐月記

錄。

前項第一款運作量

無變動者，得免逐日記

錄。

運作人應依毒性化學物

質及其成分含量、濃度

分別按實際運作情形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

逐日記錄。但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量無變動者，

得免逐日記載。

前條第二項所定毒

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

錄，運作人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格式按月製

作。

字酌作修正。

二、第一項分二款，分別

規定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運作紀錄製作方

式。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後段

但書，移列修正條文

第三項，酌修文字。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整併

於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一項，爰予刪除。

第四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

作人，應於每月十日前

完成申報前一個月之運

作紀錄。

關注化學物質之運

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或審定運作方法，

依下列頻率申報運作紀

錄：

一、每月申報：每月十

日前完成申報前一

個月之運作紀錄。

二、每季申報：每年四

月、七月、十月及

次年一月十日前，

完成申報前一季運

作紀錄。

三、半年申報：每年七

月及次年一月十日

前，完成申報前半

年運作紀錄。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運作量無異動者，仍

應依前二項規定申報。

第五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

作人，應於每月十日前

完成申報前一個月之運

作紀錄。

毒性化學物質各種

運作量無變動者，得免

依前項規定申報；但仍

應按年申報，於每年一

月十日前申報。

一、條次變更。

二、關注化學物質秉分級

管理精神，依本署公

告或審定運作方法之

管理需求，訂定三種

運作紀錄申報頻率，

爰增列第二項及各款

規定。

三、因實際查核時，難以

判定免申報究為運作

量無變動或逾時未申

報，爰刪除第二項運

作量無變動者得免按

月申報之規定，並增

訂第三項運作量無異

動仍應申報之規定。

第五條 製造、使用或貯存

單一毒性化學物質，其

任一運作行為年運作總

量達三百公噸以上或任

一日達十公噸以上者，

第二條第二項 運作人製

造、使用、貯存毒性化

學物質，其單一毒性化

學物質之年運作總量達

三百公噸以上或任一日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二

項及第三條第二項移

列修正條文第一項，

且文字酌作修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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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人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格式，按月製作

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紀

錄，向運作場所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報。

同一運作人有二處

以上不同之運作場所

者，應以各別運作場所

為單位，依前項規定申

報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

紀錄。

達十公噸以上者，應製

作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

紀錄並向運作場所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報之。

第二條第三項 同一運作人

有二以上不同之運作場

所者，應以各別運作場

所為單位，依前二項規

定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紀錄及毒性化學物質

釋放量紀錄。

第三條第二項 前條第二項

所定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紀錄，運作人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格式按

月製作。

明確應製作釋放量之

條件為運作單一毒性

化學物質之製造、使

用或貯存之單一運作

行為，達規定運作量

者。

三、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三

項移列修正條文第二

項，文字酌作修正。

第六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紀錄者，應於每年一

月三十一日前申報前一

年之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

第六條 依第二條第二項應

申報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紀錄者，應於每年一

月三十一日前申報前一

年之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

文字酌作修正。

第七條 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之計算得以下列方法

為之：

一、量測法：以檢測方

法實地測得毒性化

學物質流布於空氣

及水中之濃度值及

流量值（單位時間

體積值或質量流率

值），兩值之乘積

為毒性化學物質單

位時間釋放量計算

值。

二、質量平衡法：製程

中輸入之毒性化學

物質質量流率值減

掉輸出質量流率值

及毒性化學物質於

製程設備中的累增

第七條 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之計算得以下列方法

為之：

一、量測法：以檢測方

法實地測得毒性化

學物質流布於空氣

及水中之濃度值及

流量值（單位時間

體積值或質量流率

值），兩值之乘積

為毒性化學物質單

位時間釋放量計算

值。

二、質量平衡法：製程

中輸入之毒性化學

物質質量流率值減

掉輸出質量流率值

及毒性化學物質於

製程設備中的累增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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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滅失量後所計算

出之差值即為毒性

化學物質的釋放流

率值，再經單位時

間換算得到釋放量

計算值。

三、排放因子法：已知

製程之毒性化學物

質各運作元件運作

量與其排放係數值

之乘積，即為該製

程之釋放量計算

值。

四、經驗方程式法：將

毒性化學物質之物

理、化學特性參數

代入可用以估算之

數學方程式以計算

出其釋放量計算

值。

五、其他可估算之方

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之毒性化學物

質，其釋放量之計算方

法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

計算指引為之，不適用

前項規定。

或滅失量後所計算

出之差值即為毒性

化學物質的釋放流

率值，再經單位時

間換算得到釋放量

計算值。

三、排放因子法：已知

製程之毒性化學物

質各運作元件運作

量與其排放係數值

之乘積，即為該製

程之釋放量計算

值。

四、經驗方程式法：將

毒性化學物質之物

理、化學特性參數

代入可用以估算之

數學方程式以計算

出其釋放量計算

值。

五、其他可估算之方

式。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之毒性化學物

質，其釋放量之計算方

法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

計算指引為之，不適用

前項規定。

第八條 運作人依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格式製作之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紀錄表、毒性化學物質

釋放量紀錄表，應以網

路傳輸方式申報。但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以書面申報

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運作人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格式製作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表、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紀錄表，並將紀錄表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

但經主管機關同意以書

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增訂管

理關注化學物質，文

字酌作修正。

第九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

質之運作紀錄表、毒性

化學物質釋放量紀錄

表，應於運作場所以書

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

三年備查。

第八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表、毒性化學物質釋放

量紀錄表，應於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場所以書面

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三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修正增訂管

理關注化學物質，文

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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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備查。

第十條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

性化學物質之運作人，

於 報 請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停

止運作前，應完成申報

運作紀錄。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

質及關注化學物質之運

作人，於結束或中斷運

作前，應完成申報運作

紀錄並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運作毒性化

學物質者，應同時完成

申報釋放量紀錄。

第九條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

作人，於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終止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前，應先完成申報運作

紀錄及釋放量紀錄。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十九條及第

二十條規定，對第一

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

物質停止運作之申報

規定，第一項爰配合

修正。

三、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

及關注化學物質結束

或中斷運作者，應完

成申報並備查，爰增

訂第二項。

四、增訂第三項運作毒性

化學物質，應同時申

報釋放量紀錄。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  一百零九年  一  月  十六  

日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法施行日期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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