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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制度提問 

項次 問題 說明 

1 請問是否有罰則？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5條之一，若未依第 7條之一規定完成新化學物質登錄者，

將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至 200萬元以下罰鍰，若是既有化學物質，將處新臺幣 3萬

元以上至 30萬元以下罰鍰。 

2 
第一階段登錄與標準登錄的不同，可以簡述

嗎? 

化學物質登錄主要目標在蒐集物質相關資訊，作為後續評估管理策略擬定的參考。 

我國的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係參考歐盟的預註冊(Pre-registration)機制，業者僅

須提供物質基本辨識、製造輸入數量及用途類型資料等，目的在瞭解國內既有化學物

質的製造輸入概況，並據以篩選國內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性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

等化學物質，分期指定進行標準登錄。本次修法納入指定 106種第一期指定既有標準

登錄物質，而指定既有標準登錄須繳交物質完整的資料，包括物理化學、毒理與生態

毒理，乃至於危害及暴露評估資訊等。 

3 
何種情況可以將新化學物質納入既有化學物

質清冊? 

依據登錄辦法第 14 條，完成標準登錄且提交危害評估資訊及暴露評估資訊者或完成

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者，登錄人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4 廢止核准登錄註銷登錄碼需要費用嗎? 不需要費用，請以書面公文提出申請。 

5 

免除製程排放或廢棄化學物質之登錄，是否

有配套措施可以得知釋放或流布到環境的數

量？ 

製程排放或廢棄化學物質屬廢棄物之範疇，已由廢棄物清理法進行相關管制，並非登

錄辦法之範疇。因此相關配套措施建議參考廢棄物清理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或是水污

染防治法。 

6 
既有化學物質輸入或製造量若小於 100kg/

年，目前是否已可開始自行申請登錄？ 
是，於 108年 3月 13日便可申請登錄。 

7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審查期間自收件日起

算 90個工作天。若急著進口，90個工作天的

空窗期應如何因應？有無急件申請？ 

若首次進口該物質，必須先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則於 109年 1月 1日開始申請，而須何時完成標準登錄取得標準登錄完成碼，將依

貴公司完成第一階段登錄之時間、數量級距、實際運作數量而有所不同(2年內或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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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完成)，詳細請見登錄辦法附表 6之備註。 

8 
附表 1 未放入 CMR 的原因是有變動級距或

要求嗎？ 
CMR物質對應的登錄級距請參考登錄辦法第 7條及附表 2備註，仍保持原級距。 

9 
108 年前已取得第一階段登錄碼者是否已不

算，須由 108年開始重新計算？ 

若已完成該物質登錄，則無須再次第一階段登錄。系統亦已建置防呆，已由同一登錄

人完成登錄申請、取得登錄碼之化學物質無法重複申請登錄。 

10 

修正登錄辦法內提及本法所稱之毒化物不適

用本辦法，已完成第一階段登錄之毒化物是

否可申請廢止？ 

本次辦法修正中新增毒性化學物質為排除及豁免項目，因此可不需執行本辦法相關申

請及申報事項，登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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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登錄制度與各部會間重複管制及收集資料。 

若未申請廢止登錄碼仍有效，則須配合年度申報，每年 4-9月定期完成申報作業。 

11 
既有化學物質指定標準登錄規模是否後續會

再新增？ 
是，後續將分期公告指定標準登錄名單。 

12 

新辦法第三條有對科學研發的定義進行調

整，調整後之定義是否代表事業廠場中做的

研究、分析、試樣或檢測也包含在科研用途？ 

科學研發用途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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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指在試驗工廠產製試驗用於發展生產程序或測試物

質應用領域的過程等等與產品開發或製程物質發展直接相關的研發過程。建議依循法

條字義合併至貴公司的實際狀況進行判斷。 

13 

新辦法第 14條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滿五年

得納入清單的情況，如在納入清單時有申請

保密，請問納入清單後最長可保密多久？ 

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後視為既有化學物質，既有化學物質累計保密期間最長為 10

年。 

14 既有化學物質的申請保密費用是否會調降？ 待收費標準修正後，詳情將另行公告。 

15 
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已申請機密保護對象

2年，是否適用新法?還是 2年後要再申請? 

採從新從優原則下，您現行的保密已與登錄效期一致，無須改動。待登錄期限屆滿前

六至三個月可同時申請展延效期與工商機密保護，無須另外提出申請。 

16 

針對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陸續會進行幾

個期別?既有化學物質登錄最終是否會朝向

所有既有化學物質只要達到 1 噸以上都需標

目前僅第一期，後續期別與指定名單要視修法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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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登錄? 

17 新化學物質研發用的低量豁免是否會考慮? 
已有相關制度，若符合本辦法所稱科學研發用途之新化學物質，未滿 1公噸可提出科

學研發認定備查，待同意備查後便無須登錄。 

18 
對新化學物質已取得登錄碼，是否於登錄碼

到期後，再進行登錄嗎? 

新化學物質待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起算三個月之間，申請展延其效期與工商機密保

護，無須再次提出申請。 

19 
請問既有化學物質登錄有效期間為五年或無

限期?因登錄文件有標示到期期間。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無有效期限，但保密則有期限，待期限屆滿前六個月起算三個月展

延工商機密保護時間。 

20 登錄保密一定要做嗎?還是有需求再做? 
請貴公司自行斟酌考量是否需申請保密，另亦可參考登錄辦法第 19 條公開之內容及

第 20條可受理保密之範圍及可申請保密之情形。 

21 
如既有化學物質不屬 106 種物質，是否即無

須進行既有標準登錄? 
非屬本次第一期之指定既有物質，則不具有指定標準登錄之登錄義務。 

22 
附表 6 (1)總運作量/分運作量?(2)單一化學物

質?或大量化學品或全都有做的必要? 

登錄係以純物質為主，混合物亦須以各別成分進行登錄，請以成分比例換算各別化學

物質之重量。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內之化學物質，曾年製造輸入量達 1公噸以

上則須依法完成登錄作業，若未達則無需申請標準登錄。 

23 

106種清單的物質是以年度達 1T才要登錄，

還是從取得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碼後累積 1T

就要申報呢? 

登錄辦法附表 6內之化學物質，依據第一階段登錄申請時提交的年製造輸入量任一年

達 1公噸以上，或實際任一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噸以上，須依法完成登錄作業，若皆

無則無需申請標準登錄。 

24 請問化學物質等於化學物品嗎? 有關化學物質定義，請參考登錄辦法第 3條，一般來說化學物品不等同於化學物質。 

25 
保密期滿五年後，是否還可再申請展延保密

期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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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學物質已

逾保密有效期間則需待申請登錄展延時再申請保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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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第 24條所謂核准登錄是否指取得第一階段登

錄核准？ 
是的，同時也包含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 

27 若屬於國外公司輸入進口但立即輸出至國外 依毒管法規定，製造或輸入應登錄化學物質經核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另依登錄



108年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發布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總整理 

4 
 

工廠是否需登錄？是否可補充說明「輸入」之

定義？ 

辦法第 4條海關監管化學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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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地點不含保稅工廠，

符合則無須進行登錄。 

28 

第 15 條，既有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如未滿

100kg 狀況下，如何提供輸入實績?如果要在

與新物質一併輸入前，提出既有物質第一階

段登錄，要如何提輸入實績? 

登錄人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未達一百公斤者，得自主提出申請登錄。 

29 

標準登錄為網路提交，是否由本公司的境外

部門登錄? ex:本公司為外商，由本集團的專

責部門(在境外)做登錄? 

目前並未開放境外登錄，依據登錄辦法第 2條，登錄人必須設籍於中華民國之法人或

自然人，外商公司可由設籍中華民國之分公司進行登錄。 

30 毒性化學物質登錄條件及方法不清楚？ 依登錄辦法第 4條，毒性化學物質不須進行登錄。 

31 有效時間多久（登錄後多久有效）？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碼目前無使用期限。 

32 

104年便取得登錄碼者，是否算 108年底前首

次取得第一階段登錄碼者？若是，該進行那

些程序？（重新調查物質資料？等展延？）若

否，是需重新調查物質資料並登錄？ 

您所敘述之情況屬於 108年底前首次取得之範疇，故後續僅需進行確認是否有標準登

錄之義務，無須重新進行第一階段登錄。 

33 
既有化學標準登錄費用 50,000元共同分攤如

何分配？ 

請各登錄人自行協議共同登錄資料之費用分攤方式，倘若無法協商決定分攤方式，可

向本局請求酌定平均分攤。 

34 
標準登錄費用 50,000元是否已適法？如何訂

定出來？ 
係依據「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收取。 

35 何時會公佈第二期化學品名單？ 第二期指定名單將參考後續登錄及申報情形，於下次修法時一併公告指定。 

36 
未滿 100kg 既有化學物質有開始申請登錄碼

的時間嗎？ 

製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未達 100 公斤者，並未設有時間限制，得自主提出申請登

錄，倘若符合 100公斤以上（含），則應於事實發生日起算 6個月內完成登錄。 

37 登錄辦法第 4條第 3項所謂"製造或輸入之化 若屬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屬第 4條第 2項之原（物）料，且無主管機關對其進行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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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為前項之原(物)料者、該化學物質適用

本辦法規定"為何指?ex.輸入三氧化鋁是否適

用? 

登記核可等相關管理者，該原（物）料適用登錄登錄。 

38 

怎麼知道公司有那些登錄碼?(在查詢系統未

建立前)因公司人員異動，導致資料恐保存不

完全，怕有遺漏。 

依登錄辦法第 32 條，登錄人應對各項申請資料與相關文件以電子或書面方式保存五

年備查，此外，為加速讓登錄人掌握自己的權利及義務，登錄平臺將開設登錄碼查詢

功能，登錄人需以憑證登入後即可以登錄碼查詢相關基本資料。 

39 標準登錄的資料，以後是否會公開?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都會予以公開，且依照登錄辦法第 20 條，登錄

資料涉及相關工商機密保護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40 

page17 既有化學物質保密，未來何時開始揭

露，是否有緩衝期?可能需要通知利害關係申

請保密。 

目前既有化學物質保密以及揭露之相關作法正在研擬中，規劃設有緩衝期並給予充足

之通知辦理時間。 

41 

既然是與歐盟 REACH調和，REACH內的所

有聚合物是可以免於登錄，管制的是單體，目

前如果由歐洲進口的聚合物經常會有不足夠

的資訊可以提供或是廠商認為無需揭露的必

要，如何能與國際接軌，修正並無考慮到這

塊。 

登錄辦法除了與 REACH調和外，亦有參考美國、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之化學物質

管理制度，若僅參考歐盟一地區的法規作為我國法規制定的參考依據，則將有失偏頗，

為此在過往研擬登錄辦法時，為與國際其他管轄聚合物的國家接軌，因而制定聚合物

相關規範。 

42 請問年製造或輸入量之計算期間定義為何? 該年份 1月 1日起計算至 12月 31日。 

43 

不適用之範圍包含"成品"，請定義"成品"，可

直接使用的配方混合物化學品(大包裝)是否

可屬成品? 

成品之定義可參考登錄工具說明（指引）中對於成品的判斷方式，說明如下： 

1.製造時是否形成特定的形狀或者式樣。 

2.是否具有最終使用的功能和目的，這些功能和目的全部或者部分地依賴於其所具有

的形狀或者式樣。 

3.是否最終使用時沒有發生化學變化，或者僅發生物品商業價值之外的化學變化。 

判斷後若屬於成品範疇，則該物質則不適用登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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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氧化鋅化學物質若產出之物質或為混合物非

純物質(如鋅渣)該如何登錄數量? 

若屬在製程中排放或產生之廢棄化學物質則無需登錄，另應聯繫事業廢棄物主管單位

詢問處理方式。 

45 
優先化學品與新化學品與既有化學品有差

異? 
主管機關及管理化學物質目的不同。 

46 106種資料去哪裡查詢? 

有關 106種化學物質請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6，或於化學物質登錄平臺上方工作列「法

規與登錄資料下載」的"法規/指引/說明工具下載"中，點選"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

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下載，其檔案的附表 6即既有化學物質標

準登錄所規定的 106種物質名稱與相關資訊。 

47 
若無申請資料保密，資料會於哪個平台被公

布，為什需要公布私人企業之資料? 

依登錄辦法第 19 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應予公開九大項內

容，其內容於化學物質登錄資料公開查詢平臺上，並定期維護更新登錄相關資料。 

48 如何申請資料保密? 

依登錄辦法第 20條若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可提出保密申請，保密項目為：(1)登

錄人資訊(2)化學物質辨識資訊(3)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4)化學物質用途資訊，並

於指定情形向主管機關申請保密。 

49 

之前已完成第一階段登錄，如果數量超過一

噸，但是物質查詢為否，是否也要申請標準登

錄? 

若物質查詢結果為否，代表您第一階段登錄的物質不列於登錄辦法附表 6之第一期標

準登錄名單當中，不具有進行指定既有標準登錄之義務。 

50 

如果第一階段的資訊滿足標準登錄之要求，

但在 109~111 年沒有進行並完成標準登錄，

後果是什麼? 

違反辦法中有關登錄製造或輸入情形、登錄期限、共同登錄方式、登錄後化學物質資

料之申報或增補、文件保存方式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經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

得令其停工、停業或退運出口。 

51 輸入量 1T or 100T是年或月? 製造與輸入量均係以年為單位，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為一年。 

52 新化學物質是指?非屬附表 6中的化學物質? 

新化學物質係指未收錄於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中之物質，若欲查詢請先至 CSNN平

臺確認欲製造或輸入的化學物質是否收納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中。附表 6之化學物質

係指定應進行標準登錄之物質，亦為既有化學物質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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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修正發布說明會講義 15頁：延長最長一年，

講師：最長三年，何者正確? 

講義 15頁所述，若為既有化學物質且符合附表 6中 106種指定的物質應進行標準登

錄，且製造或輸入年數量達一百公噸以上應於兩年內完成登錄，但由附表 7特定項目

資料登錄可於指定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前，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延長期限最長為

一年，共計為三年期限。 

54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保密申請，請問

何時需要或可以開始申請 CBI?已登錄之物質

與將登錄之物質，保密申請之時程是否有不

同?申請保密物質辨識資訊是否須提交類名

並進行審查? 

待收費標準修正後，將開放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保密申請，詳情如何申請將另

行公告。 

55 登錄新化學物質要費用嗎? 要，請參考「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 

56 
若於兩、三年前已進行登錄(既有化學)，還需

要再進行登錄嗎(第一階段)? 

若已完成物質 A 第一階段登錄，則無須再次進行物質 A 的第一階段登錄，亦無須重

複進行第一階段登錄。 

57 
先驅化學物質及工廠危險物質是否也屬不適

用，無須登錄? 

若符合登錄辦法第 4條不適用之相關規定則無須進行登錄，若非先驅化學物質或工廠

危險物質正面表列之物質，則須進行登錄。 

58 毒性分析費用? 測試費用係各檢測機構自行定訂。 

59 既有化學物質各級別申請的規費? 目前尚在研議收費標準中，相關事項依主管機關正式公告為準。 

60 年度申報也要費用嗎?還是標準登錄才需要? 費用部分待後續收費標準修正及其配套措施公布。 

61 
高分子申報時，可將類似的併成同一項嗎?還

是要分開呢? 

貴公司依聚合物百分之二規則，若以同一名稱進行命名則須以同一物質進行申報，若

否則各依其辨識資訊進行登錄及申報。 

62 

第一階段登錄並取得登錄碼的物質(高分子)

因考慮營業秘密保護的關係，可申請改名字

嗎?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保密，待收費標準修正後，詳細流程及作法將另行公告。 

63 
毒化物為本辦法不適用對象，是指登錄碼也

可以不用申請嗎? 
若貴公司運作為毒性化學物質則無須進行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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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若已完成第一階段登錄並取得登錄碼，但之

後並無進口記錄，若干年之後此登錄碼是否

仍然有效? 

是，第一階段登錄碼並無有效期限亦不需要進行展延，但須注意持有登錄碼即使未製

造或進口仍應於每年 4~9月進行年度申報作業。 

65 登錄和申報有何不同?是一樣的意思嗎? 

本次修法納入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制度，透過指定 106種第一期既有化學物質，

進行繳交物質完整的資料，包括物理化學、毒理與生態毒理，乃至於危害及暴露評估

資訊等；本次修法增訂之年度申報制度係為強化收集並掌握我國化學物質之數量級距

資料，作為後續分級管理評估之依據。 

66 

講師說標準登錄判定要視第一階段登錄的年

度？是從哪一年度開始來算 ?之前是

2013~2016年。 

要視貴公司經核准之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所提交之數量級距為判定依據，目前

收錄之第一階段資料最早之年度區間為 101年至 104年度。 

67 
混合物需要登錄嗎?目前法規對不登錄有何

罰則?會導致無法進口被退關嗎? 

混合物無須登錄，但需以各別成分進行登錄。依毒管法第 35條之 1，未取得核准登錄

而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既有化學物質

處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嚴重者可令停工、停業或退運出口。 

68 
如果第一階段請 A 代理人登錄，若要進行指

定標準登錄，是否需找回原代理人? 
不強制要求相同代理人。 

69 請問 106筆之指定名單內容何處下載? 
可以於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43 

或化學物質登錄平臺下載法規內容 

70 

如果由供應商來做 TPR 提年報或 phase2 登

錄，有什麼機制可以對化學物質或提供資料

保密(CBI)? 

若您所謂的資料保密係指針對大眾而言，年報並無資訊公開機制，且僅需提報前一年

製造輸入量，而既有物質指定標準登錄亦有保密機制；若您所謂資料保密係針對供應

商，則建議您以專業代理人或其他合宜單位進行登錄申請。 

71 

既有標準登錄，供應商從 TPR提交的資料，

有沒有保密的機制不讓登錄人知道(包含化學

物質本身及其數據)? 

可依登錄辦法提出保密申請。 

72 既有標準登錄會有的費用? 目前尚在研議收費標準中，相關事項依主管機關正式公告為準。 



108年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發布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總整理 

9 
 

73 
標準登錄等級變更之審查時程適用於哪一條

法規？ 

依據登錄辦法第 29 條。標準登錄完成後，如每年實際製造或輸入噸數增加，致應提

出之最低資訊要求提升，登錄人應按該最低資訊要求，依規定主動提出補充資料。 

74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碼保密項目及費用是否已

明確？或是有預定的計畫？ 
目前尚在研議收費標準中，相關事項依主管機關正式公告為準。 

75 
低關注聚合物保密效期改成 5 年，已完成少

量登錄的新化學物質是否會自動展延？ 

是，修正登錄辦法生效時，保密仍有效之低關注聚合物少量登錄案件，其保密期限已

自動調整於登錄效期一致。 

76 
第一階段登錄的保密、程序、費用，及相關規

定為何？如未來啟動會有多少準備時間？ 

收費標準後續將修正並啟動預告公聽研商等法治作業流程，待確認後會予以公告，請

密切注意最新消息。 

77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PR vs OR vs 

local consortium for joint registration? 

There is no OR here in Taiwan due to the structure of regulations. For joint registration, the 

basic constituent unit of a consortium is the registrant. Once authorized, a TPR may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registrants or authorized TPRs in a consortium group. 

78 

TPR agreement: 

(a) can oversea supplier/mfr assign a local agent 

in TW to register as TPR on behavior of all its 

importer? 

(b) what is the criteria for oversea applicants - 

suppliers or mfrs, distributors, formulators or all 

not acceptable?  

(c) importer need to sign a TPR agreement with 

whom? overseas supplier/ mfr/ distributor/ 

formulator or local agent, or a tri-party 

agreement of both? 

(d) should all importers be covered in 1 TPR 

agreement or each importer sign up the TPR 

(a) Yes. 

(b)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oversea units is not able to apply for registration. 

(c)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the importer (i.e. the registrant) shall sign an agreement with 

Taiwanese agent who acts as a TPR. Such agreement shall be notarized. 

(d) No. Each importer (i.e. the registrant) must provide the agreement respectively when 

applying for registration. 

(e) Yes. 



108年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發布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總整理 

10 
 

agreement individually? 

(e) can the local agent be a 3rd party consultant 

which is not branch office of the overseas 

supplier/mfr?any difference to above questions? 

79 

continuation of TPR obligation from phase 1 

registration: 

(a) annual reporting? 

(b) phase 2 PEC registration? 

(a) Yes. 

(b) Yes. 

80 
如果共同標準登錄均由代理人共同處理，其

審核費用是否為一次性付費？ 
收費標準調修中，敬請以主管機關公告為主。 

81 

第 16 條第 2 項附表 6，106 種物質之篩選依

據為何？與前幾年公聽會研擬的化學物質有

何不同？ 

本次指定之第一期 106筆物質，係依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情形為基礎，以高噸

數、潛在危害較高及國內資料相對不足等原則所篩選出結果。 

82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資料審查期間頗長可

能導致登錄人來不及繳交登錄資料。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審查與新化學物質審查不同，資料採多元規格接收，並以收

資料為主要目的。建議登錄人及早因應並進行資料準備，同時善用多元資料規格、通

訊平臺及既有標準登錄指引，或考量申請共同登錄。 

83 

既有標登大於 100ton/y者可申請延長一年(指

定項目)，是否需在原期限內繳交除申請延長

項目外之資料？ 

是，非屬可延長繳交期限之資料仍須按原期限繳交。 

84 
既有標準登錄若申請延長繳交期限，是否會

先就已繳交部分進行審查？ 
是，登錄人上傳資料後將進行檔案完整性審查，方進行後續檔案內容審查。 

85 

修法後提交補正資料後，審查日可重新計算，

此對業者的輸入計畫有嚴重影響，尤其是既

有標準登錄案件，以近期的提交狀況，每個提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並無影響核准登錄之事實，所應該不會影響貴公司輸入計畫，

另審查作業將考量相關建議，綜合考量商業行為與登錄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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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案件都被展延審查期，如果補正後審查期

又重新計算，對業者影響很大。 

86 

106種 100噸以上有兩年緩衝期，因三級登錄

數據較多且複雜且主管審核時間長，無法完

成時如何操作? 

依據登錄辦法附表 6備註所訂部分項目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延長完成期限一年，

建議登錄人及早進行準備，同時善用多元資料規格與申請共同登錄，於期限前完成繳

交。 

87 

建議若有既有標準登錄期程的時間對照表，

應可有更明確的始末及可操作的使用時程表

便於登錄使用。 

請登錄人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6備註之標準登錄期程說明，自行計算應完成之期程。 

88 
106項登錄清單有 CMR物質，是否能再額外

標示出 CMR物質? 

建議由登錄人依所收集之資料自行以 CNS15030分類進行判斷，惟依據登錄辦法第 29

條規定，若化學物質有新科學證據或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等情形，登錄人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要求及指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89 

依據登錄時程規定，108年底前取得第一階段

登錄 100t/y 以上需於兩年內完成，但在實際

操作上有困難存在，因為實驗時程最多最快

約一年半，再加上審查時間(2次審查 90天+2

次補正 30天)約快一年，所以完成最剛好是兩

年，但對於共同登錄者來說，需等高噸位/LR

先完成，這樣同級距進行共同登錄者是否能

在兩年內的期限內完成? 

建議具有申請共同登錄需求之廠商，於正式登錄開始前積極尋求其他共同登錄人，盡

早展開登錄資料準備與相關協議。 

90 
製造/輸入量對應到第三級標準登錄，廠商可

否申請第四級標準登錄資格？ 
是，登錄人可自主性提出更高級距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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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錄作業（含系統、變更、廢止、轉換） 

項次 問題 說明 

1 如果其他人已經登錄了我還要登錄嗎? 

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7條之一，為健全國內各機關管理化學物質所需之資料，

製造或輸入每年達一定數量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規定期限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化學物質資料；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者應於製造或輸入九十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前開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經核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

入。 

若貴司有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之行為皆須依法完成登錄。 

2 

因國外原廠有商業機密考量，已由代理人登

錄，不清楚化學物質資訊，如何確認是否該做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已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後即可取得一組登錄碼，可於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

物質標準登錄查詢系統中利用此登錄碼查詢是否列於名單中。如當初既有化學物質第

一階段是登錄人自行完成的，而忘記該物質噸數級距，可於登錄平臺上查詢；若是由

代理人完成登錄，噸數級距需與代理人洽詢。因此需落於 106種化學物質且噸數達 1

噸以上者，才須完成指定第一期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3 登錄量與現在運作量不同，需提出什麼申請? 

若為新化學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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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既有化學物質，若當年登錄提供過往的運作量正確，但現在運作量較少，而非不

運作則無需變更。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登錄資料有誤，請提供佐證資

料，並以書面公文提出轉換申請。 

4 
若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有誤，該如

何變更? 

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登錄資料有誤，請提供佐證資料，並以書面公文

提出轉換申請。 

5 代理人可以換嗎? 
本辦法所稱之登錄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代理人經登錄人授權後可執行辦法中的項

目，因此經登錄人同意後可更換代理人，惟請注意該物質商業機密保護事項。 

6 
已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登錄的毒

性化學物質，依據登錄辦法修正後不用登錄，

本次辦法修正中新增毒性化學物質為排除及豁免項目，因此可不需執行本辦法相關申

請及申報事項，登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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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發布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總整理 

13 
 

需申請廢止核准登錄嗎? 錄碼，避免登錄制度與各部會間重複管制及收集資料。 

若未申請廢止登錄碼仍有效，則須配合年度申報，每年 4-9月定期完成申報作業。 

7 
國內大型經銷商若進口不同供應商的相同物

質，登錄噸位是否應加總? 

登錄以化學物質為主，若登錄人不透過代理人完成該物質登錄，則視為相同物質，需

將噸數加總計算；若委由代理人登錄且因商業機密保護考量下，則視為不同登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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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既化學物質未達 100kg 自主登錄，登錄時需

準備佐證文件? 

若為既有化學物質每年未達 100公斤則無須進行登錄，您可自主性提出登錄，佐證文

件則為選填，建議保存相關運作之資料，以便日後主管機關查核。 

9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是否仍需提供

報關單?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需提供佐證資料，建議保存運作之資料，以便日後主管機

關查核。 

10 

如有一新化學物質/既有化學物質，欲進口，

敝司為貿易商角色，此產品會再販賣給國內

客戶(實際用戶)，在此國內客戶對此進口物質

(新化學/既有)為操作過任何登錄為前提，輸

入商是否需取得國內用戶的委託代理證明? 

請先確認此化學物質進口時於報關單上的納稅義務人為何? 若是貿易商者，則將由貿

易商公司進行登錄，國內客戶屬使用者而無須進行登錄；若是國內客戶者，且化學物

質有商業機密考量，貿易商應取得國內客戶經公證或認證之委託書後代理申請登錄。 

11 

我司是半導體廠，使用種類很多化學品，大多

為經代理商輸入，少部分自行輸入，請問修法

後我們是否需要要求代理商提供登錄資料? 

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業者須依登錄辦法進行登錄申請，若貴司是向國內代理商購買而

非向國外輸入者，則無需登錄。另依登錄辦法第 23 條，登錄人應於出售、轉讓新或

既有化學物質時，提供安全使用資訊及其他足資識別經核准登錄之標誌，貴司若作為

國內使用者，可向代理商要求提供相關經核准登錄之標誌。 

12 該如何廢止登錄碼? 

依登錄辦法第 27 條，若不再製造或輸入得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其

登錄碼。請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並記載貴公司聯絡人資訊、欲廢止之收件碼及

登錄碼，公文屬正式文件請正式用印。 

13 
年度申報需登錄自行由國外廠商輸入即可？

直接向國內購買的須申報？ 

依登錄辦法第 24 條，登錄人於核准登錄後應進行年度申報前一年的實際製造及輸入

量。若您並非登錄人則無需進行申報；然若您持有核准登錄之登錄碼則應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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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一年度並無製造或輸入該化學物質，您亦應進行申報並且填寫量級距為「零」。 

14 

如果原廠來台設立分公司，因商業模式調整，

代理人及其客戶均不再為進口輸入者，是否

需要全數註銷登錄碼，以免後續法規約束及

要求？ 

登錄碼之所有權僅限於登錄人，若該登錄人已確定不再製造或輸入該化學物質，得申

請廢止。請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並記載貴公司聯絡人資訊、欲廢止之收件碼及

登錄碼。 

15 登錄資訊與 ECHA dossier之內容差異？ 

雖然我國化學物質登錄制度係參考歐洲之制度，然而畢竟國情不同，針對化學物質管

理的需求亦不同，所以進行測試的相關物種要求可能有所差異，因而資料填寫的內容

與方針也將有所差異。建議您參考我國之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工具說明(亦即指引)進行

登錄資料準備。 

16 

化學物質為混合物，此混合物為本公司產品，

該混合物其中一成分無登錄碼，累積大於

100kg/年。此成分是向國內供應商購買，是否

需認定為製造而申請登錄碼？ 

若該化學物質僅購買後混合未產生其化學變化，仍為原物質，並非貴公司製造或輸入，

則無須進行登錄作業。 

17 

若先前因未達 100kg/年於系統被退件要求補

正者，是否可直接用舊申請案件直接重新送

件？ 

建議以新案件重新申請以避免系統出現預期外之不穩定性。 

18 
請問登錄平臺上登錄碼查詢的功能是否包含

代理人登錄過的登錄嗎？ 
待詳細功能設計完成後再行公告週知。 

19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是根據第一階段的登

錄時提供的預估量或是 109 年 4 月 1 日起的

正確申報量去執行標準登錄？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是根據第一階段的登錄情形來判斷，標準登錄級距判斷可參考

登錄辦法附表 6。 

20 
若是今年開始向代理商購買該化學品但已取

得過登錄碼，那麼 2019年還要再做登錄嗎？ 

第一階段登錄碼無有效期限，亦無須重新登錄，且同一登錄人僅能對同一既有化學物

質取得一個核准之第一階段登錄碼，另只需要注意若有符合標準登錄之義務則需於

109年起 2至 3年內完成標準登錄，相關級距及期程判斷請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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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若先前以取得登錄碼的級距落在 10-100ton/y

但實際運作量已小於 1ton/y，是否還需進行登

錄？或是可申請廢止、重新取得登錄碼？ 

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提供過往的運作量正確，但現在運作量較少則無法

進行轉換。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登錄資料有誤，請提供佐證資料，並

以書面公文提出轉換申請。 

另符合登錄辦法第 27 條，若不再製造或輸入得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

銷其登錄碼。請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並記載貴公司聯絡人資訊、欲廢止之收件

碼及登錄碼，公文屬正式文件請正式用印。 

22 

既有化學物質有在 106 項清單中，若該物質

沒有超過 100kg/y，是否在系統上不需進行任

何操作？ 

1.若既有化學物質年製造或輸入量未達 100公斤，則無需進行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

登錄；若達 100公斤以上，請依登錄辦法指定期限內完成第一階段登錄。 

2.已核准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於 106種指定名單中，若其當年登錄提交之運作數量級

距未達 1公噸則無須進行標準登錄，另標準登錄義務判定請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6之備

註。 

3.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未於 106指定名單內或未達標準登錄級距，均可自主性

提交標準登錄資料。 

4.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皆須依辦法完成年度申報。 

23 

檢測報告政府有說以中文為主，那麼若是國

外的檢測報告是否應翻成中文，可接受的報

告認定依據為何？ 

目前接受國外檢測報告內文為中文或英文，然而在登錄系統工具上填寫時請使用繁體

中文。 

24 

國外 A 社、B 社進口相同物質至同公司，A

社已代理登錄，B 社則無法登錄，該如何對

應? 

若貴公司向國外 A 社、B 社輸入相同物質，且貴公司已透過代理人完成該物質之登

錄，便不須再進行登錄，亦無法再重複進行登錄；另若貴公司係運作新化學物質尚需

注意運作量有級距之限制，不符合原登錄級距時應重新申請登錄。 

25 如何註銷或調整第一階段登錄碼級距? 

若既有化學物質當年登錄提供之運作量正確，但現在運作量較少，而非不運作則無需

變更；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登錄資料有誤，請提供佐證資料，並以書

面公文提出轉換申請；若不再製造或輸入該化學物質，請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

並記載貴公司聯絡人資訊、欲廢止之收件碼及登錄碼，公文屬正式文件請正式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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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可否以網路查詢登錄人本身的第一階段登錄

情形? 

若係自行登錄可逕行登入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查詢登錄資料，若由代理人申請登錄則建

議向代理人查詢您登錄之化學物質情形。 

27 

若符合需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的化學

物質，但已無使用或低於一噸有需註銷登錄

碼嗎? 

符合登錄辦法第 27 條，若不再製造或輸入得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

其登錄碼。請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並記載貴公司聯絡人資訊、欲廢止之收件碼

及登錄碼。 

28 註銷是否有法條或是如何進行? 請參考登錄辦法第 27條申請廢止之資格，並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 

29 註銷登記是否有重量的限制? 
請參考登錄辦法第 27 條申請廢止之資格，並無重量之限制，請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

申請。 

30 
登錄辦法第 22 條中央要公開，是如何通知?

多久以前通知? 

目前化學物質登錄資料公開查詢平臺每季更新一次，資訊更新前 14 天將以貴公司填

寫之聯絡人電子郵件進行寄送通知。 

31 

若我司為輸入者，但有些化學品經由客戶委

託第三方申報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

如何確認第三方所申報的既有化學物質須作

既有標準登錄(因 SDS 沒有全部揭露)，若第

三方沒有作申報，我司是否會有被罰款的疑

慮，或有我司能否有所保護的措施？ 

可至指定標準登錄平臺查詢是否列於指定標準登錄名單中，惟是否需進行既有標準登

錄，需依據第一階段登錄之製造量與輸入量進行義務判定。登錄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

者，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依法取得核可登錄碼的登錄人，須依法進行年度申報，若原

廠有商業機密考量，登錄人得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年度申報。 

32 

物質查詢可以查到物質信息 (chemical 

identification)嗎?如果可以會引起 CBI問題，

供應商(importer)不希望客戶獲得這些信息 

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查詢功能並不會揭露物質之資訊，但若對於化學物

質登錄資料依登錄辦法第 19條應予公開之內容有商業機密考量，得依登錄辦法第 20

條申請保密，請貴公司自行斟酌考量是否需申請保密。 

33 

既有第一階段登錄使用 TPR A進行登錄，因

其他原因標登改用 TPR B，想請問 TRP A/B

誰具有繳交年報的權利/義務?  

登錄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者，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依法取得核可登錄碼的登錄人，須

依法進行年度申報，若原廠有商業機密考量，登錄人得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年度申報。 

34 
對於標準登錄級修正案是否有安排針對國外

供應商進行直播說明或影片提供 (如

本次說明會之影片已提供於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敬請參酌。另英文網路說明會目前正

在研擬中，若舉辦將另行公告，請密切注意平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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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讓供應廠商更了解台灣法案推動及

時程進度？ 

35 

關於註銷，第一階段登錄碼可以不需要註銷

嗎?因為未滿 100kg以上，繼續保留但是也不

需申請登錄，因為條件未達到。 

登錄人依登錄辦理第 27 條得申請廢止，若未申請廢止且登錄碼有效，則須記得於每

年 4-9月定期完成申報作業。 

36 車用油品與膠合劑有必要登錄嗎？ 

若您所提之化學物質符合成品之定義，成品能直接上架販售予一般家庭終端消費者，

因其對於使用者暴露風險較低，無論該成品是否釋放化學物質，依據本辦法是屬於不

適用範圍，無須登錄，例如原子筆；若輸入後無法直接上架販售予一般家庭終端消費

者，會進行轉讓或販售給營業單位使用或下游工廠進行使用，因該成品釋放化學物質

對使用者暴露風險較高，此成品釋放化學物質目前不屬於不適用之範疇，須依據本辦

法進行化學物質登錄。另混合物中組成之各別化學物質成分，須依各別成分進行登錄。 

37 
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碼數量減少(降至 100kg以

下)是否需要註銷?如果沒有註銷是否可行? 

若不再製造或輸入該化學物質得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其登錄碼，該

申請並不強制，但若申請廢止後須製造或輸入仍須依法完成登錄才可進口。 

38 
既有化學物質數量不變是否在有效期內重新

登錄? 

若已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則無須再次登錄。若符合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名單內之化學物質，且曾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 公噸以上則須依法完成標準登錄作

業。 

39 
新化品(非既有化學品，不足 100kg)是否需要

登錄? 

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應經核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製造或輸入每年達 100公

斤之既有化學物質方須登錄。 

40 

輸入產品（成分不揭露），與該廠商的台灣分

公司聯繫暸解需做登錄及代理人制度，但國

外原公司未有良好溝同及配合，請問這情況

登錄人（輸入者）是否有相對應措施？或建議

方式？ 

依毒管法規定，製造或輸入應登錄化學物質經核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建議貴司

先釐清是否有需完成登錄之義務，若有且國外原廠有商業機密之考量下，可透過委任

第三方代理人完成登錄義務。 

41 如果同時有國內購買及輸入部分，是否僅需 國內「購入」並非登錄辦法所稱「輸入」之行為，故無須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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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輸入部分而無需計算國內購買之數量？ 

42 

自國外輸入軋延油，軋延油有 6 種化學物質

(CAS.NO.)，此軋延油年輸入量>1公噸，此一

公升是以軋延油量來計算，或依照此 6 種化

學物質所佔%來計算，有>1公噸來計算。 

登錄係以純物質為主，混合物須以各別成分進行登錄，請以成分比例換算各別化學物

質之重量。 

43 

直接輸入量如何辨定 A.輸入 200噸，SPS 中

106種物質如只占 10%(200噸X10%=20噸)B.

只佔 1%-->2噸。 

登錄係以純物質為主，混合物須以各別成分進行登錄，請以成分比例換算各別化學物

質之重量。 

44 

登錄系統可否可供登錄人查詢委託登錄者尚

未申報前一年輸入量或尚未申請既化物標準

登錄的功能?查詢內容建議包含這些代理人

的公司名稱、電話、聯絡人等，這樣才能方便

登錄人去提醒代理人執行這些作業。 

謝謝您的建議，後續會規劃此類型查詢功能來協助登錄人管理已登錄之物質。 

45 廢清專登載為產品，需要登錄嗎? 若符合登錄辦法第 4條規定所稱之廢棄化學物質則無須進行登錄。 

46 
若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申報數量高

估，若要變更數量如何申請? 

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登錄資料有誤，請以書面公文提出轉換申請，內

容以釐清貴司需求及情況並提供佐證文件。 

47 

本廠為再利用廠，收受 c-0202(硫酸)，於廠內

加水稀釋後即為本廠之產品。請問所收受之

硫酸，及產品(稀硫酸)是否需做登錄? 

登錄辦法僅對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進行源頭管理，也就是針對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者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化學物質資料。其他如有販賣、輸出、運作、貯存或廢氣等行

為，則不屬於登錄辦法範圍，故無須登錄。 

48 
之前有登錄過既有化學物質登錄，如何判斷

是否有登錄過？ 

若係自行登錄可逕行登入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查詢登錄資料，若由代理人申請登錄則建

議向代理人查詢您登錄之化學物質情形。 

49 不滿 1MT是否可登錄？ 

依毒管法規定，製造或輸入每年達一定數量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規定期限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者應於製造或輸入九十日前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前開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經核准登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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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製造或輸入。 

若貴司有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之行為皆須依法完成登錄，並無 1公噸之限制。 

50 登錄、標準登錄、申報三者有何不同？ 

我國的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係參考歐盟的預註冊(Pre-registration)機制，業者須

提供物質基本辨識、製造輸入數量及用途類型資料等，目的在瞭解國內既有化學物質

的製造輸入概況，並據以篩選國內流通較廣泛、潛在危害性較高與資訊掌握較缺乏等

化學物質；本次修法納入之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制度，透過指定 106種第一期既有

化學物質，進行繳交物質完整的資料，包括物理化學、毒理與生態毒理，乃至於危害

及暴露評估資訊等；本次修法增訂之年度申報制度係為強化收集並掌握我國化學物質

之數量級距資料，作為後續分級管理評估之依據。 

51 
針對先前從未執行登錄的人員，是否有說明

書及訓練？ 

請參考化學物質登錄平臺內之「登錄制度介紹」、「教育宣導」及「登錄類型判定」等

教學，若有其他問題亦歡迎諮詢化學物質登錄諮詢窗口。 

52 

是否所有採購之化學品皆需進行第一階段登

錄，再後續至標準登錄平臺確認，是否需進行

標準登錄嗎？ 

並非所有化學物質皆須進行登錄，非屬製造或輸入行為或符合登錄辦法第 4條之化學

物質均不需進行登錄，建議貴司先釐清是否有需完成登錄之義務。 

53 

我同時進口日本的潤滑油在台灣及中國作販

售，請問此情況需要做登錄嗎(進口已是成品，

從進口到販售我們都不會有任何加工 or製造

的動作)？ 

依毒管法若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皆需依登錄辦法完成登錄作業，建議貴司先釐清是

否有需完成登錄之義務；欲出口至中國之油品若僅在臺灣進行轉出口，則無需登錄；

若屬於可直接上架販售予終端消費者之小包裝類型則屬成品範疇，無須進行登錄；若

進口後會經過分裝等作業，或是販售對象為其他產業營利使用，則應依登錄辦法完成

登錄作業。 

54 
如果是貿易商角色，純輸入再轉售客戶，申報

角色應由誰承擔？ 

因登錄辦法之管制對象係化學物質之製造或輸入者，故您屬登錄人，具有法規權利義

務，因此登錄以及申報的義務均在於您。 

55 

我司有進口牙科用材料，該產品是幾十種以

上物質的混合物，這部分需要登錄嗎(第一

階)，還是可當作成品不用登錄? 

貴司需先進行判斷，該化學物質是否符合藥事法所稱之藥物，若該物質在藥事法需進

行查驗登記等管制行為，或其他於登錄辦法第 4 條不適用之項目則無需進行登錄作

業。若不符合則須依本辦法進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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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我司是製造無機陶瓷色料並在國內外販售，

它主要是幾種無機金屬氧化物去鍛燒、水磨，

這產品需要登錄嗎?(第一階段) 

貴司需判斷該物質是否屬於登錄法中所稱之成品，可參考登錄工具說明（指引）中對

於成品的判斷方式，說明如下： 

1.製造時是否形成特定的形狀或者式樣。 

2.是否具有最終使用的功能和目的，這些功能和目的全部或者部分地依賴於其所具有

的形狀或者式樣。 

3.是否最終使用時沒有發生化學變化，或者僅發生物品商業價值之外的化學變化。 

判斷後若屬於成品範疇，則該物質則可豁免登錄辦法。 

57 
由代理商進口化學品，在國內重新調配製造

後，需再登錄新製造化學品申報嗎? 

依據毒管法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皆需依本辦法完成登錄作業，取得製造或輸入的核

准登錄，建議貴司先釐清是否有需完成登錄之義務。 

58 
怎知那些登錄碼代表何種物質，要向何者洽

詢方可得知，直接公告在平台？ 

若係自行登錄可逕行登入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查詢登錄資料，若由代理人申請登錄則建

議向代理人查詢您登錄之化學物質情形。 

59 

因為公司有數個部門，各部門間有共用相同

的化學物質，請問若敝部門在台灣並無生產，

但有進口少量化學物質(皆為既有化學物質)

做研究開發產品使用，其量年輸入量未達 1百

公斤的化學物質，是否不需登錄? 

若貴司各部門具相同統一編號，則需將該化學物質加總進行登錄。 

60 

有 3個產品(化學品、混合品)從大陸進口，其

量約 12-20頓的化學混合物成品，或原材料交

由代工廠製作成本公司的成品，請問成品需

登錄嗎?原材料需登錄嗎? 

依登錄辦法規定，需進行純物質的登錄，因此若進口化學品為混合物，則需分開進行

登錄。 

61 
要註銷第一階段登錄碼，如何註銷?有何限制

條件? 

請參考登錄辦法第 27 條申請廢止之資格，並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寄送至「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評估管理組」收，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

二段 132巷 35弄 1號，請記載貴公司聯絡人資訊、欲廢止之收件碼及登錄碼，公文

屬正式文件請正式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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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要申請降低數量級距有何條件要求? 
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登錄資料有誤，請以書面公文提出轉換申請，內

容以釐清貴司需求及情況並提供佐證文件。 

63 

成品不用登錄，所以進口離交換樹脂販售，離

子交換樹脂(混合物或聚合物)是成品，所以不

用登錄？ 

有關成品之定義，建議參考登錄工具說明（指引）中對於成品的判斷方式，若進口之

離子交換樹脂屬填充材，而非含管柱之離子交換樹脂，則需進行登錄。 

64 

若我購買 A 廠商的化學品，列為既有物質之

項目，A廠已申請登錄，我司還須申請嗎?是

否有重複登錄的狀況? 

若 A廠商為國內廠商，而您係直接向其購買，則您無須再進行登錄作業。 

65 

如輸入商不再輸入，申請註銷登錄碼後改採

用另一新的輸入商申請登錄化學物質(既有化

學物質第一階段)的期限是幾天?如 6 月就要

輸入來的及嗎? 

如若登錄人並無更換，即無須申請註銷登錄碼，另申請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應

於年製造輸入達 100公斤起算 6個月內提出申請。 

66 已向 TFDA申請輸入許可證，是否要做登錄? 
符合登錄辦法第 4條所稱藥物等無須進行登錄，惟須注意其原（物）料非屬排除之範

疇者仍須登錄。 

67 

所謂 109.4-9 月做登錄做法為?檢視之前登錄

之化學物質若有在 106 種內的化學物質才需

要再登錄?若不在此 106種則不需要再登錄。 

若您既有化學物質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00公斤，請依法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

錄，而若於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中且年製造或輸入量曾達 1公噸則須完成既有

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登錄人應於每年 4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申報前一年製造

或輸入學物質之數量資訊。 

68 

按之前 polymer少量登錄時被要求提供 NMR

圖譜，前去登錄窗口是指帶著資料親自拜訪

登錄窗口，還是打電話或 email詢問?謝謝。 

係指藉由客服信箱或是客服電話聯繫，將會有相關人員與您解說。 

69 
x酸再先前已有登錄碼 EPTAOA00001372，而

在 2018 年 X 酸 鹽 ， 我 們 可 以延 用

請先確認您所提的兩個化學物質是否屬同一物質，若為不同物質則需各自完成登錄，

不同化學物質的登錄碼無法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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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TAOA00001372? 

70 
因為操作不是很熟悉，希望有較多次的機會

可以作更正，不是很快就退件? 

建立的案件不符合格式規範會請業者補充並提交較為完整的資訊以利專家及主管機

關確認。 

71 
如果完成新化簡易登錄，但後續並無使用，是

否需要申請撤銷? 

若不再製造或輸入得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其登錄碼，但日後若須製

造或輸入仍須依法完成登錄才可製造或輸入。 

72 
如果化學物質有 2 個 CAS No.是否以比例最

大的為準? 
組成混合物之各化學物質皆須完成登錄。 

73 

請問之前對法規不甚了解時已取得登錄碼，

但現在已確定不需要，我司登錄的化學品可

以註銷登錄碼嗎?註銷後可以不用再進行標

準登錄嗎?因該品項非我司製造或輸入，僅加

工分裝。 

符合登錄辦法第 27 條，若不再製造或輸入得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

其登錄碼，註銷後登錄碼即失效，便無需進行標準登錄。請以書面公文提出廢止申請，

並記載貴公司聯絡人資訊、欲廢止之收件碼及登錄碼。 

74 
SDS 上面安全使用資訊、物化資訊、毒理資

訊完全不可以引用嗎? 

SDS資料目的在於給予物質在運作時之防護方式，以及危害發生時的緊急處理方針，

其他項目資料則僅供參考，並不完全符合登錄所需資訊。 

75 

混合物年運作量如何計算 -->ex100%中含

17%甲苯年輸入 1000ton，申報計算是申報

1000ton，還是 1000tonX17%。 

混合物中組成之各別化學物質成分須單獨進行計算。 

76 第一階段登錄數量有誤，如何修正? 請行公文至化學局並提供足資辨識該年分實際輸入或製造量之佐證資料。 

77 

CAS.NO 75-59-2既有化學物質，第一次化學

做登錄者為輸入者(進口商)>1,000kgs. 

1.可改為原廠做登錄嗎?2.標準登錄可由原廠

做登錄嗎? 

建議您先釐清是否有需完成登錄之義務，如若有則應進行登錄及後續應盡義務；若是

進口商則由進口商完成即可。 

78 
108年前已取得第一階段登錄碼，未來仍需繼

續登錄嗎?(如 104年已取得) 

若已取得第一階段登錄碼，僅需完成年度申報，另亦須注意是否有列於公告指定標準

登錄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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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對於第一階段預註冊，如果我們台灣客戶進

口某 PEC物質<100kg/yr無須預註冊，但由於

我們作為第三方幫客戶正式註冊，該物質總

量>1ton/yr，我們是否要幫該客戶作預註

冊?(100kg/yr)，若有些台灣客戶進口我們直接

客戶產品(或我們原料)，該 PEC 物質是由誰

來註冊? 

若貴公司作為登錄人，或國內客戶透過貴公司代理登錄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

錄，便無需重複進行登錄；若尚未完成登錄且製造或輸入量已達指定數量，請依法定

時間內完成登錄。 

80 SDS查不到 CAS No.怎麼辦? 
建議先與原廠確認並請原廠提供辨識資訊，若原廠有商業機密考量不願意提供，則可

協商委任第三方代理人，以貴公司名義完成登錄、標準登錄及年度申報亦可。 

81 
輸入是本公司買的?若是向代理商就不是輸

入嗎? 

登錄人義務判定為製造或輸入之運作行為，若貴公司係自行輸入，即為登錄人，便有

須要完成登錄之義務；若係向代理商購買且代理商係登錄人，則由代理商完成登錄即

可。 

82 
針對登錄問題，聯絡窗口電話若寫錯要改，如

何改? 
若需修改聯絡窗口資料，請進入登錄系統後，點選基本資料進入修改。 

83 
化學品混合物裡面濃度只有區間，那要怎麼

回推使用量? 

若登錄混合物中的各別組成成分顯示為濃度區間，則應依濃度區間的最大值搭配混合

物總重量作為使用量的推算。 

84 
我們是下游代工廠商，標準登錄能否交由上

游廠商來做登錄? 

若由貴公司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貴公司則須依法完成登錄作業，若有商業機密考量

有商業機密考量，得協商委任第三方代理人，以貴公司名義完成登錄、標準登錄。 

85 
輸入及國內購入，年運作量均未達 1 噸，需

要標準登錄? 

國內購入不算輸入故無需累加計算，僅須考量輸入數量是否有達 1公噸以上來判定是

否有須進行標準登錄之義務。 

86 

附表 7 登錄資料項目內容是否為台灣官方特

有?或是否有與國外如 REACH 資料要求一

致? 

登錄辦法附表 7 為考量我國化學物質風險評估需求所訂定，同時考量和國際作法調

合，部分測試項目相同或是相似。 

87 假設評估之後決定停止進口，需要去註銷第 若符合登錄辦法第 27 條不再製造或輸入，登錄人可以自主提出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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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登錄碼嗎? 核准登錄，並註銷其登錄碼。 

88 

2016 年已完成 2015 年時輸入物質的第一階

段登錄，請問已登錄過的物質，在 2016年至

2018年時仍有輸入，是否需要重新登錄? 

相同既有化學物質無須重複進行第一階段登錄。 

89 
2016~2018年輸入，還未登錄過的既有物質，

一樣是先進行第一階段登錄嗎?時程? 

既有化學物質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00 公斤應於達標日起算 6 個月內申請既有化學物

質第一階段登錄。 

90 
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待繳費時間有時間限

制嗎? 

現行繳費機制並無限制時間繳費，若未繳費則不會正式收件，亦不會進入審查程序中，

繳費收據若無效請至平臺重新下載。 

91 

如為新化學物質是由混合物所組成，但混合

物中有涵蓋到既有 106 種中一項，是否分開

申請嗎? 

登錄皆以化學物質為主，所以新化學物質不會是混合物，另混合物請依組成之各別化

學物質進行登錄，提供該化學物質之重量。產品總重須與化學物質所佔比率換算其重

量。 

92 
如首次取得登錄碼時達到一噸，但實際進口

沒有滿一噸，如何操作? 

若登錄數量級距有誤，請以書面公文提出申請轉換並提供佐證文件，待釐清您的情況

後提供協助。 

93 

如既有化學物質為輸入方式達 100kg 需進行

第一階段登錄，但在索取 CAS No.與成分範

圍源頭不願意提供如何解決?但有與源頭切

結(說明)，如不願意提供可否轉稼? 

依毒管法第七條之一，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應依期限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

質資料，經核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故登錄係登錄人之義務，無法轉嫁予國外原

廠，另原廠若有商業機密考量，得協商委任第三方代理人以登錄人名義完成登錄作業。 

94 

登錄資訊中所需提供的資料，是輸入登錄平

臺中的表格?還是要另附報表上傳?若是附表

上傳，是否有標準表格填寫?或是公司自行提

供? 

請先確認需進行登錄的類別為何，不同的登錄類別所需繳交的資料項目有所不同，若

是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科學研發及低關注事前審定因繳交資料項目較少，僅需於

線上填寫；若是新化學物質少量登錄、簡易登錄、標準登錄及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則因資料項目龐大，所以需使用化學物質登錄工具，CHEMIST 及 TrEX 等離線版軟

體程式供登錄人填寫，待填寫完畢後匯出 XML及 ZIP兩種檔案，並將此兩檔案於登

錄系統上直接上傳即可。 

95 請問是不是由誰做第一階段登錄就由誰繼續 登錄係登錄人之義務，包含標準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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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標準登錄? 

96 

之前第一階段量>1T 沒錯，但是現在或以後

不會>1T，可以用以上辦法改第一階段登錄碼

嗎? 

若您的當年度的實際製造或輸入數量低於第一階段登錄時當年度之製造或輸入數量，

可行文至化學局進行轉換；若符合登錄辦法第 27 條不再製造或輸入，登錄人可以自

主提出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其登錄碼；若皆不符合則無法提出轉換

或廢止申請。 

97 聽說以後MSDS上要放登錄碼是真的嗎? 請洽詢MSDS之主管機關，也就是勞動部。 

98 

現在在做"貨品通關事前聲明確認紀錄"時，都

沒有問到"數量"，我進口 5次，每次進口數量

不超過 200kg，這樣還要做嗎? 

登錄與貨品通關事前聲明確認平臺功能不同，若輸入應登錄化學物質仍應依登錄辦法

完成登錄義務，另請留意數量計算皆以「年」為單位而非「次」。 

99 毒性、危害、暴露評估需指定檢驗單位嗎? 
若是進行新化學物質登錄所提及須交相關測試報告，建議參考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

物質資料登錄工具說明第一版第 3.4.6章實驗室及測試規範接受性。 

100 
年度報告(4~9月)是進口商的責任還是第三方

的責任? 
是登錄人的責任。 

101 
既有化學物質少於 100kg 以上得申請登錄，

是否指一定要登錄? 
"得"義同"可"，所以既有化學物質年運作量未達 100公斤可以自主提申請。 

102 

國外進口的混合物質，須依原料組成登錄，若

無法取得組成明細，是否依 SDS上的百分比

(最高或最低)計算? 

若國外原廠不願提供化學物質之相關成分或比例，則登錄人可尋求代理人協助登錄。

若是依據 SDS 資料表進行登錄，則應依照資料表上各組成成分所記載之資訊進行登

錄，濃度係範圍者則應依最大值計算。 

103 
第一階段登錄有 106 種名單，但本年度都無

法超過 1噸是否我們就只需年報就可? 

若貴公司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數量級距未達 1 公噸且後續實際運作數量義未超過公

噸，無須進行標準登錄，僅須完成年度申報。 

104 
假設我們之後有超過 1噸量，需做標準登錄，

那要做第幾級的登錄，如何判別? 

運作量及登錄級別判定可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7，噸數達一公噸以上未滿十公噸者應提

出第一級資料；噸數達十公噸以上未滿一百公噸者應提出第二級資料；噸數達一百公

噸以上未滿一千公噸者應提出第三級資料；噸數達一千公噸以上者應提出第四級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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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第一階段登錄物質，若為自主研發高分子，查

無 CAS No.有建議的命名規則嗎? 

請先確認貴公司研發之聚合物是否收納於 CSNN 平臺之中，若否則應進行新化學物

質登錄，聚合物命名請參考登錄工具聚合物命名章節。 

106 

第一階段登錄或年度申報時是否能簡化，不

要要求提交進口報單非常的費時，報單建議

可在稽核時要求提供，若申報不實再處罰。 

謝謝您的建議，相關精進方式將於後續登錄及申報情形檢視審查程序流程。 

107 
如於 108年底前達 1T以上，但非 106項物質

內的物質，是否什麼都不需做? 
您仍需於每年 4至 9月申報前一年度之製造及輸入數量。 

108 

請問登錄是針對製造及輸入廠商才須上網登

錄嗎?輸入就是國外進口到台灣?向國內廠商

購買有需要登錄嗎(國內購買)? 

是，登錄辦法規範之對象為國內製造或由國外輸入等行為，因此國內販售的行為不在

本辦法管轄範圍，無須登錄。 

109 
既有化學物質每年進口量未達 100kg，是否需

申請登錄嗎? 

既有化學物質每年製造或輸入量未達 100 公斤則無須進行登錄，您可自主性提出登

錄。 

110 
當進口既有化學物質於第二年進口達 100kg

以上時，需申請登錄碼嗎? 
請於達到 100公斤之事實發生日起算六個月內提出登錄申請。 

111 

既有化學物質進口量未達 100kg 如不需申請

登錄碼是否就不需進行標準登錄?明年也不

需申報? 

是，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及年度申報皆以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為基準。 

112 

請問之前有做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的物質，因

為被列於 106 項指定做標準登錄中，經評估

後決定不再輸入進口，請問需要註銷登錄碼

嗎?最遲須於何時註銷登錄碼? 

若已確定不再製造或輸入，可自主性提出申請廢止原已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其登

錄碼。 

113 

第一階段級距轉換，如果是 2015年申請，則

需附哪幾年的進口資料作為佐證，且一物質

如果在很多化學品中，則要附所有有含化學

若是 104年申請登錄，請附上 101年至 104年共計 4年之年度運作量作為佐證，並檢

附證明資料，如進口報關單、物質安全資料表或各年度運作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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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進口報單以佐證?還是可以附什麼資料

當佐證? 

114 

客戶有進口需求，可否委託其他進口廠商辦

理?(非第三方公證單位)進口報單需與申請廠

商相同嗎? 

依登錄辦法，進口化學物質即有登錄義務，故納稅義務人應為完成登錄之義務對象。 

115 如何知道是否進口的化學物質在 106項中?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第一期公告於登錄辦法附表 6，若原登錄案件當初是自行

登錄，即可以工商憑證卡至登錄平臺查詢該案件詳細資料，若當初是透過代理人完成

登錄，則需透過原代理人或原廠取得相關資訊。 

116 
輸入既有化學物質每年都不滿 100kg 是否什

麼都不用做?需要登錄嗎? 
是的。 

117 

請問：沒有 CAS No 的高分子產品如何判斷

是否為新化學物質?準確來說針對沒有 CAS 

No.的高分子產品在 CSNN 中有建議的檢索

策略嗎? 

若無 CAS No.則在 CSNN中亦能以物質名稱進行查詢；若為高分子產品建議以其單體

或是單元組成之中英文名稱進行查詢。 

118 類似的高分子可以共用同一個登錄碼嗎? 
原則上無法，有極少數的案例係提出美國化學文摘社之鑑定聲明，確認特定化學物質

分子係屬於相同的物質。若無類似鑑定聲明恐難以認定不同分子屬於相同之物質。 

119 

請問試驗物質或因為特性的關係，無法進行

試驗，未來在法規上會明確指出嗎?如不溶於

水，試驗物質溶於水後不穩定...會清楚列出遇

上那些情況可不需做試驗。 

現行指引中已逐項列出特定測試終點所對應的豁免測試條件，敬請參考。若您有相關

疑問亦歡迎提出。 

120 

若運作的既有化學物質，當初在申請第一階

段登錄碼時，登錄的既有化學物質品項有誤，

如需廢止登錄碼重新申請符合現行運作之既

有化學物質品項，在之後重新申請既有化學

請依據符合貴公司製造或輸入事實的物質進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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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品項，將如何認定?由廠家還是主管機關

認定? 

121 製造方法的描述要求應細緻到何種程度？ 簡述即可，無須提及詳細製程，更無須提及商業機密要件。 

122 

change of phase 1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vs 

registration code- 

(a) any f/u by TPR? 

The certificate of phase 1 registration is the registration code. Once the content of registration 

(e.g. the tonnage) is changed via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the registration code will remain 

unchanged. 

123 

stabilizers exemption 

(a) polymer 

(b) other non-polymer liquid chemicals such as 

styrene monomer, aromatic hydrocarbon 

The stabilizer for polymer is exempt from registration as a result of 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regulations under EPA and MOL. However, in cases the additive or solvent with 

other function, or stabilizers which have not been used in the polymer shall be registered. 

124 

進口潤滑油品混合物，第一階段登錄時少部

分有 CAS No.可以自己登錄，大部分是國外

找台灣代理人登錄，這 2 部分（自己、代理

人）都有取得登錄碼，如何用登錄碼查詢是否

為 106 項化學物質，可以查詢登錄碼知道當

時登錄重量？ 

若第一階段登錄係自行申請，認證後進入化學物質登錄平臺進行查詢即可；倘若委託

代理人協助申請，建議透過詢問代理人第一階段登錄之製造量及輸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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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錄碼取代登錄文件 

項次 問題 說明 

1 登錄文件展延，是否不再發登錄文件? 為減省行政成本並降低登錄人之負擔，後續僅發給登錄碼，不再另發給登錄文件。 

2 原有登錄文件怎麼處理? 您可自行保管，原有登錄文件於效期結束後將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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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登錄及通訊平臺 

項次 問題 說明 

1 

新化學物質共同登錄相關:因為原物質由代理

商輸入，之後要改由原廠自行輸入，代理商

A廠商已完成登錄和保密後，原廠 B廠商可

加入，變成共同登錄嗎? 

依登錄辦法第 10條，共同或先後申請同一新化學物質者，各登錄人得協議申請共同

登錄，但進行共同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應合計申請總量，並以申請總量符合的登錄類

別級距進行登錄。 

2 
共同登錄對象，是否需進口同一項物質才可

以共同登錄? 
製造或輸入相同物質方能進行共同登錄。 

3 

既有標準登錄平臺已有查詢(潛在)共同登錄

人，是否可查詢已取得標準登錄碼之登錄

人? 

目前未提供有查詢登錄人已取得標準登錄完成碼之功能。 

4 
共同登錄是否可改為強制性?我們認為非強

制有重大問題。 

毒管法並未有規範強制執行共同登錄，亦考量國情與商業模式，故採彈性方式，各

登錄人得以自行衡量是否進行共同登錄。 

5 
既有標登有共同登錄的通訊平台，請問新化

學物質標登是否有相同平台? 

感謝您的意見，因新化學物質共同登錄需數量加總後判斷級距，且新化學物質多為

各廠商的商業機密，現行尚未有新化學物質共同登錄之案例，我們將視後續登錄情

況於通訊平臺中開發相關功能。 

6 

建議主管機關提供一個既有標登共同登錄的

協議範本或範例，可協助業者間減少協議用

字等曠日廢時的協商，如同過去第一階段等

登錄及委託授權書皆有範本可參考 

將於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指引附錄，提供協議書原則與參考範例供參考。 

7 
通訊平臺上能否顯示廠商噸位級距?以利業

者間推舉 lead registrant. 

通訊平臺僅作為表達共同登錄意願並提供聯繫潛在共同登錄人使用，不會揭露各登

錄人登錄之數量級距。 

8 既有物質溝通平臺可否提早於 2019年 6月 已開放通訊平臺測試網站上線，目前部分功能已可試用，正式版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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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讓業者提早進行溝通，儘早完成ＬＲ

指定，以免於 2020年 1月開放時才不會作

業不及。 

9 
說明會未提到共同登錄者，數量需累加登

錄，請說明 

既有化學物質之共同登錄不會累加所有共同登錄人之製造量及輸入量，請各登錄人

依各自第一階段登錄之製造量及輸入量進行判定登錄級距，進行資料提交。 

10 
通訊平臺是否有開放代理人加入? 代理人可以使用通訊平臺，惟代理人須出具與登錄人簽署之同意書進行身分驗證通

過後，方能使用。 

11 
共同登錄可以只統一部分數據嗎？例如只針

對第 7大項中的某個節點與他人分享。 

若僅有部分資料細項欲共同使用，可經協議後進行資料共享，無須申請共同登錄。 

12 

ABC三家廠商運作相同既有化學物質運作量

也都是 500噸，申請共同登錄是適用

100~1000噸之級距嗎? 

既有化學物質之共同登錄不會累加所有共同登錄人之製造量及輸入量，請各登錄人

依各自第一階段登錄之製造量及輸入量進行判定登錄級距，進行資料提交。 

13 

假設我是標準登錄第四級，但目前已完成登

錄的最高級別是第三級，那麼我希望使用標

準登錄第三級廠商的數據，我應如何操作？ 

依此情形無法使用共同登錄，建議透過與完成登錄之登錄人協議進行資料共享，取

得部分資料與其他第四級之資料合併進行繳交。 

14 

通訊平臺要如何確認是否為登錄義務人？是

否會有下游廠商取得上游的登錄碼以獲取該

物質的商業機密資訊，進入此通訊平臺？若

有，應如何防備？ 

為避免商業身分與登錄身分之差異導致資訊洩漏問題，並考量代理人機制與商業機

密保護的需求，通訊平臺設計有身分驗證機制，確認使用者已獲得充分授權能代表

登錄人，同時確保其他登錄人無法任意取得其他利害關係人之相關訊息。 

15 

如高噸數廠商先行完成第二階段登錄，但不

願意共同登錄時，低噸數廠商反而仍需重複

提出一次同物質的第二階段登錄，是否反而

失去了共同登錄的意涵？ 

建議申請共同登錄的登錄人之間務必先行達成協議，敬請參考登錄指引附錄五「資

料共享協議原則與參考範例」進行資料共享協議。 

16 通訊平臺若由登錄人申請登錄，則相關化學 登錄人若有商業機密問題，得委託代理人於通訊平臺尋找其他潛在共同登錄人，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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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資訊如 CAS No.是否會有洩密問題(因國

外供應商原先是因為機密關係由代理人提交

第一階段登錄資訊) 

該代理人須出具登錄人提供之通訊平臺使用同意書。 

17 

根據既有標登指引第 58頁 4.2.2申請共同登

錄繳交期程前六個月上傳；「新化學物質及

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第 26條，既

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審查期限為 90工作

天，得展延一次、補正兩次，每次重新起

算。初步估算含補正兩次各 30個工作天，

總時間為 420工作天。天數差異太大，共同

登錄之主資料上傳後 420工作天才通過、其

他共同登錄人方能上傳到其個別資料。 

建議具有申請共同登錄需求之廠商，於正式登錄開始前積極尋求其他共同登錄人，

盡早展開登錄資料準備與相關協議。 

18 

欲申請共同登錄之物質已有任一登錄人完成

完整檔案之繳交且已審核通過取得完成碼，

如主登錄人在截止前完成登錄，做為欲申請

共同登錄的其他登錄人似乎沒有時間完成登

錄。在此情況下應如何操作共同登錄？ 

建議具有申請共同登錄需求之廠商，於正式登錄開始前積極尋求其他共同登錄人，

盡早展開登錄資料準備與相關協議。 

19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共同申請，如何申

請?有格式嗎?向誰申請?請具體說明之。 

依登錄辦法第 17條，登錄人得協議向主管機關申請共同使用登錄所需資料，資料格

式及內容請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7及指定既有標準登錄工具(Tool for Registration of 

Existing chemicals ,TrEX)進行資料繳交。本次說明會簡報亦有共同登錄等說明，建議

前往指定標準登錄平臺之下載專區進行查閱。 

20 

共同登錄不強制，是否有工具或流程幫助企

業獲得其他登錄人信息?從而可以協商共同

登錄?主管部門完全置身事外會造成一定的

已開放指定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與通訊平臺測試網站上線(請參考下方連結)，目前

部分功能已可試用。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文件與登錄工具試用版將於公布指定標

準登錄平臺上，惟平臺、工具和指引皆僅供測試與參考用，正式版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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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浪費，如同一物質的生態毒理測試重

複。 

指定既有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 

https://www.drportalpilot.com.tw/ 

21 

既有共同登錄的量級是否需要累積，如果前

登錄人申請三級 999噸，後登錄人需 9噸，

請問後登錄人需申請幾級? 

既有化學物質之共同登錄不會累加所有共同登錄人之製造量及輸入量，請各登錄人

依各自第一階段登錄之製造量及輸入量進行判定登錄級距，進行資料提交。 

22 

請問是否後續會有標準登錄的部分，有一平

臺可與其他廠商自行尋找配合，以利針對某

一化學物質的檢測報告等資訊共同使用之平

臺，先前的說明會有提及此平臺的訊息，那

請問此平臺何時會上線呢?以利廠能提早回

應。 

已開放指定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與通訊平臺測試網站上線(請參考下方連結)，目前

部分功能已可試用。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文件與登錄工具試用版將於公布指定標

準登錄平臺上，惟平臺、工具和指引皆僅供測試與參考用，正式版將另行公告。 

指定既有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 

https://www.drportalpilot.com.tw/ 

23 
同一物質 CAS No 相同，但濃度不同，在既

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時是否還能共同登錄？ 

建議請廠商確認是否接受相同物質在不同濃度條件下之測試與分類結果，若經協議

達成共識則可申請共同登錄。 

24 

簡報第 19及 20頁，申請共同登錄-最佳情

境，依理性觀點，此情況不太可能發生，正

常情況, A既然取得完成碼，根本不必提供

給 B用，如此可以壟斷市場，獲得利益遠大

於 B所能給的價格。 

登錄人得自行決定是否申請共同登錄，可依據資訊取得方式、商業合作模式以及成

本考量等決定其登錄檔案之準備與繳交方式，建議如有申請共同登錄或是有意願共

享資料之登錄人，盡早展開資料準備以及尋求共同登錄人。 

另亦可參考登錄辦法第 17條，登錄人經協議但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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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既有標準登錄平臺-通訊功能，需輸入第一階

段登錄碼，那其他通訊群組人員也會看到我

所輸入的第一階段登錄碼嗎? 

通訊平臺僅作為表達共同登錄意願並提供聯繫潛在共同登錄人使用，不會揭露各登

錄人登錄之登錄碼。 

26 

如何媒合相同物質要標準登錄的廠商? 登錄人可善用通訊平臺尋找潛在共同登錄人或自行透過其他管道媒合。通訊平臺僅

作為表達共同登錄意願並提供聯繫潛在共同登錄人使用，相關操作請參考說明會簡

報中有關通訊平臺功能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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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如在 109年後達一噸，但已超過 111年的期

程，還可以進行共同登錄嗎?如果可以如何

操作? 

應完成登錄之期程請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6，另共同登錄繳交登錄檔案之期程，需於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完成登錄之期限前 6個月於指定標準登錄平臺完成上傳繳交程

序。 

28 
共同登錄授權碼，同一物質授權給每個公司

的碼都會不同嗎? 

是，登錄人所授權之共同登錄碼為一對一之機制所產生，授權予不同登錄人之共同

登錄碼皆不同。 

29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用既有標準登錄平臺通訊

功能? 

已開放指定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與通訊平臺測試網站上線(請參考下方連結)，目前

部分功能已可試用。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文件與登錄工具試用版將於公布指定標

準登錄平臺上，惟平臺、工具和指引皆僅供測試與參考用，正式版將另行公告。 

指定既有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 

https://www.drportalpilot.com.tw/ 

30 
資料共享意願，第一次有意願但後來不願意

了，可以改成無意願嗎? 

通訊平臺可自由更動資料共享意願，請參考本次說明會簡報中有關既有標準登錄通

訊平臺之說明。 

31 

請問某化學物質需做標準登錄第二級或更高

者，是否有平臺或其他方式可供查詢有領頭

者登錄該物質生物毒理報告，或是否可由原

廠或貿易商購買報告提供即可? 

如有意願進行共同登錄，敬請參考使用既有標準登錄通訊平臺功能，建議透過供應

鏈中充分溝通決定最終資料取得方式。 

32 

A授權登錄碼給 B，那麼 B完成標準登錄後

是否還能接著授權給 C? 

共同登錄人僅能取得完成登錄且其噸數級別較高(或相同)之登錄人所提供的授權碼。

以此情況中，登錄人 B完成標準登錄後無法提供共同登錄授權碼給 C，僅 A才具資

格提供授權碼。 

33 申請共同登錄是否有登錄人人數之限制? 沒有。 

34 
如果之前加入通訊平臺，以後可以撤走或修

改嗎? 

加入通訊平臺後，可修改資訊共享意願、聯絡人資訊，無法離開群組，建議進入群

組前審慎確認商業運用可行性與商業機密保護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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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既有化學物質指定標準登錄及配套措施 

項次 問題 說明 

1 
哪些化學物質必須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第一期名單列於登錄辦法附表 6，且曾年製造或輸入達 1公噸

以上。為因應 109年指定分期既有化學標準登錄上路，擬增設指定因完成既有化學物

質標準登錄查詢系統。可藉由登錄碼在此系統中查詢是否為列於名單中；第一階段所

登錄的噸數級距可於登錄平臺網站上查詢，若第一階段請代理人登錄，請與代理人洽

詢。 

2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是否一樣於化學物質

登錄平臺登錄做登錄? 
目前規劃建置於化學物質登錄平臺內，部分基本資料會自動帶入。 

3 

繳交測試計畫書是否都會被要求進行試驗，

試驗時間可能會不足，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可

提出展延嗎? 

若測試計畫書有完成試驗之必要性，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登錄人及指定期限提出補充

資料，期限會依據原測試計畫書中的期限為依據，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可經主管機

關同意後得以延長。 

4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可委託(第三方)代理

人嗎?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或申報事項，包含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5 

第一階段登錄碼是需要做標準登錄，如後來

註銷後，需再重新輸入時，但數量不足 1噸，

也需做標準登錄嗎? 

第一階段登錄碼經註銷並再次提出申請時，即使數量不足一噸，仍須以原指定期限完

成標準登錄；已逾期指定期限者，應於申請時一併完成。 

6 

首次進口物質為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

(106項)數量大於 1公噸，是直接申請標準登

錄或需第一階段? 

若首次進口該物質，必須先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另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

錄則於 109年 1月 1日開始申請，而須何時完成標準登錄取得標準登錄完成碼，將依

貴公司完成第一階段登錄之時間、數量級距、實際運作數量而有所不同(2年內或 3年

內完成)，詳細請見登錄辦法附表 6之備註。 

7 
指定標準登錄物質，實際運作數量有降低或

低於一噸，要如何與化學局溝通降低登錄級

若您的實際製造或輸入數量低於第一階段登錄時同年份之製造或輸入數量，可行文至

化學局進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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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或不進行標登才不會被化學局認為故意不

進行? 

8 

首次取得第一階段登錄碼時，未達 1 公噸但

之後達 1公噸以上，請問此「達一公噸」是累

計或指單次超過？ 

化學物質登錄所對應的級距分別係指單一年度之製造或輸入量而言進行判斷。 

9 

請問進口產品內含 106 項化學物質之一但僅

含 5-10%，請問該物質重量計算是依照總量

或是以總量的 5-10%計算？ 

登錄皆以化學物質為主，混合物請依組成之各別化學物質進行登錄，提供該化學物質

之重量。產品總重須與化學物質所佔比率換算其重量。 

10 

既有化學物質是否追溯至 2010年時的增補提

報？或是只追溯環保署接管後所登錄的才要

進行標準登錄（在 106種裡時）？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資料最早為 101年。符合登錄辦法附表 6中之化學物質，

曾完成第一階段時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公噸以上則須依法完成登錄作業。 

11 
106 種物質標準登錄之數量是否為逐年累計

或是每年分開計算？ 
登錄之數量級距均為年度，亦須分為製造量及輸入量。 

12 

目前公司已有 29種物質獲得既有化學物質登

錄碼，但此 29種不是 106種物質，請問仍需

要繼續進行既有化學物質(106種)登錄嗎? 

若未在 106種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內，則無需完成指定標準登錄。 

13 
想了解標準登錄第九項"暴露評估資訊"的定

義，指的是公司廠區內的暴露評估? 

化學物質暴露評估的目的在估計人體暴露到該物質的程度、頻率和持續期間或進入環

境中可能引起的假設性暴露之定量評估，根據可能會暴露到生命週期階段都應加以評

估。暴露評估應包含暴露情境描述、暴露量估計以及風險特徵描述等 3項。 

14 

輸入為混合物，故標準登錄時，應以 106 種

化學物質來作測試，但因輸入為混合物，是否

需先分離出純物質再來測試 or取得單一物質

來作測試? 

登錄係以純物質為主，指定標準登錄亦然。 

15 有關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我司輸入三種 若貴司運作之化學物質因具有不同濃度而有不同物化性質，則視為非同一物質，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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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皆內含同一個指定的 106 種物質之

一 CAS No.，且用量（輸入量）達到 1公噸以

上，我要用哪種化學品去做測試當作登錄報

告依據，再者化學品濃度也都不一樣的話，又

如何依據選擇哪個化學品進行測試。 

其濃度分別進行測試；若否，則選其一濃度即可。 

16 
若為 106 種指定名單，但為台灣購入，是否

需進行標準登錄？ 
國內「購入」並非登錄辦法所稱「輸入」之行為，無須進行登錄作業。 

17 

第五部分物理化學物質特性、第六部分毒理

資訊、第七部分生態毒理資訊、第八部分危害

評估資訊、第九部分暴露資訊等等，是否可提

供可進行上述資料項目的機關或窗口？若

無，那請問上述資料在何處找到？本公司為

日商公司，是否可由日方承認之實驗機構委

託執行？或者由化學局承認之第三方機構執

行？ 

新化學物質登錄相關測試若符合實驗室及測試規範性皆可繳交，物理化學資訊為測試

機構執行後所記載之完整文件，其測試機構需符合下列之一：(1)需符合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認證之實驗室。(2) 國際

標準 ISO17025之實驗室 (3) 廠商內部測試(in-house test)；毒理與生態毒理報告測試

機構執行研究後所記載之完整文件，其實驗室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 需符合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GLP)認證之實驗

室。(2) TAF（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 GLP符合性登錄之實驗室。(3) 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之實驗室。 

18 
目前確認只有在 106 項物質中，非在 106 項

的物質是不需登錄嗎？ 

未於 106種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中，僅無需完成指定標準登錄，貴司若有年製

造或輸入既有化學物質達 100公斤，亦請依法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6個月內申請既有

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及每年 4-9月間完成年度申報。 

19 
登錄既有化學標準登錄時，級距噸數是否要

資料佐證?例:報關單等等。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係透過第一階段登錄數量級距進行判斷，報關單等佐證資料已

包含在內，故無需再次繳交。 

20 

有取得第一階段登錄(2018年取得)，屬 106種

物質之一，但目前進口量為 200kg 以下，若

後台實為代理商代為進口(報關單為代理商之

名稱)，那我們還需要進行標準登錄嗎?量低於

建議貴司先釐清是否有需完成登錄之義務，另既有化學物質係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00

公斤以上即須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又若符合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

且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公噸則須依法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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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噸(公司報關單的量低於 10噸)。為什麼不

滿 10 噸還是要申請標準登錄?這跟步驟的流

程就不符合了，這部分無法理解，已經推翻原

先定義的標準登錄要求，106種及 10噸以上

這個要求了。 

21 
既有化學品若取得登錄碼，是否仍須完成標

準登錄？ 

登錄人第一階段登錄碼所登錄之製造或輸入之物質，若為公告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

質標準登錄名單內之物質，且第一階段登錄碼所登錄之年製造量或輸入量達一噸以

上，須在指定期限前完成指定既有標準登錄。 

22 高噸數申請完的廠商會賣資訊給小廠商嗎? 
各登錄人於完成登錄的後續商業行為模式並非登錄辦法所管轄之範疇，若有相關需求

還請自行與登錄人聯繫。 

23 

如果產品的製造商不願意提供既有化學物質

的成分及比率，那樣輸入商如何登錄?依據

SDS上面的化學成分及比率嗎?有Range是取

中間值?還是最大值? 

若原廠製造商不願提供化學物質之相關成分，則登錄人可尋求代理人協助登錄。若是

依據 SDS 資料表進行登錄，則應依照資料表上各組成成分所記載之資訊，如化學物

質名稱、CAS NO.及其濃度比例進行登錄，濃度係範圍者則應依最大值計算。 

24 

我司在 2016 年 既有登錄時$18，某 PEC 物

質的band選擇了3-6ton，可是現在只有<1ton，

這種情形是否需要 PEC標準登錄? 

需要。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內之化學物質，曾年製造輸入量達 1公噸以上則須

依法完成登錄作業。 

25 

自行輸入品屬混合物，但內容物含有 106 項

(附表 6)的化學物質，內含總數量>100kg，不

到 1噸，需要進行登錄?未來也不會達到 1噸。 

若係混合物須以各別成分比例換算重量後進行登錄，既有化學物質年製造或輸入量達

100公斤，請依法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若製造輸入量未達 1公噸以上則

無須申請標準登錄。 

26 目前 106種品項是否未來還會增減? 不會。 

27 

目前標準登錄為 106種物質，且 1TON以上，

若我進口化學品但使用量約 100kg，是否需做

標準登錄? 

若於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之化學物質，且年製造或輸入量曾達 1公噸，無論是

否使用皆須依法完成標準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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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若輸入化學品為混合物，也已按成分之 CAS#

完成第一階段登錄，如要進行標準登錄，是否

也要各成分之 CAS#進行登錄(是否要分別提

供各成分之測試報告)? 

是的，請以純物質為主。 

29 

進口產品並不是 106 個指定物質本身，只是

有少量的組成成分，請問這種情況是登錄對

象嗎?有含量之閾值嗎? 

是的，請以純物質為主，混合物須以各別成分進行登錄，若組成成分顯示為濃度區間，

則應依濃度區間的最大值搭配混合物總重量作為使用量的推算。 

30 運作不超過 1噸化學物需要標準登錄嗎? 若第一階段登錄級距也不超過 1噸則不需要。 

31 

開始進口一項之前沒做登錄(所以沒有登錄

碼)但已經是既有化學物質，每年 100~200MT

左右，現在該做的是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的第二級? 

請先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若該化學物質屬於 106種指定標準登錄名單之

一，則需另依登錄辦法附表 6於指定期程內完成標準登錄。 

32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是否只針對 106 項，

或是所有的(非 106 種)化學物質都要申請標

準登錄? 

是的，目前僅規範 106種既有化學物質年運作量達 1公噸以上需進行標準登錄。 

33 

既有標準登錄期程若首次取得第一階段登錄

碼時未滿一公噸者，如果在 108 年底前達 1

公噸以上，應於 111年前完成，怎麼計算?指

年平均輸入量嗎? 

以單年度 1月至 12月做計算，若 108年底前達 1公噸以上，應於 111年前完成標準

登錄。 

34 

由於蔽司已取得第一階段登錄碼，請問當符

合 106筆名單內+輸入量達一噸需做「既有標

準登錄」意即只要於 109/4/1起申報前年輸入

量即可?還需要做其他動作嗎?謝謝。 

若該既有化學物質屬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一且年製造或輸入量曾達 1公噸以上，

則須依規定期限內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自 109年 4

月 1日起，登錄人應於每年 4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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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原本登錄的數量過多，沒法申請減少會有何 登錄數量較多者，依法具有較多的責任義務必須提供更多資料並完成較高級距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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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錄，因此若不進行變更則將依原級距進行判定。 

36 

因 102~104 年申報級距為 100~1,000 公斤/年

(含 100 公斤)此級距是否需要進行第一階段

登錄標準登錄? 

若後續實際運作量亦無達到 1公噸即無須進行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37 

PEC registration tonnage threshold- 

(a) what if the current/future tonnage < 1T but 

phase 1 registered vol >1T? 

The criteria of PEC registration is accorded to the tonnage provided during the phase 1 

registration. So in this case PEC registration is mandatory. 

38 

欲使用共同登錄授權碼之廠商，是否需待完

整登錄人登錄完成後才能得知彼此的需求?

例如 100噸以上，2年內完成，若完整登錄人

需費時 1年 10個月，欲共同登錄廠商僅剩 2

個月？ 

建議具有申請共同登錄需求之廠商，於正式登錄開始前積極尋求其他共同登錄人，盡

早展開登錄資料準備與相關協議。 

39 

標準登錄報告審查如同辦法所述，既有化學

物質審查日為 90日，可補件 2次，在報告審

查部分是否會有像環評說明書審查曠日廢時

的問題?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審查與新化學物質審查不同，資料採多元規格接收，並以收

資料為主要目的。建議登錄人及早因應並進行資料準備，同時善用多元資料規格、通

訊平臺及既有標準登錄指引，或考量申請共同登錄。 

40 
報告品質好壞，廠商如何確認?後續會有報告

撰寫的指引? 

請參考既有標準登錄指引中 2.3 章節"登錄資料內容之建議原則"與 2.4 章節如實驗室

之接受性原則等相關章節進行資料準備，後續將提供既有標準登錄工具填報說明供登

錄人完成該工具欄位填寫。 

41 

附表 7 有提到既有化學物質符合致癌，生殖

細胞致突變性之數量級距和報告所附資料有

另外規定，請問如何確定目前運作之既有化

學物質有符合以上特性? 

建議由登錄人依所收集之資料自行以 CNS15030分類進行判斷，惟依據登錄辦法第 29

條規定，若化學物質有新科學證據或有新毒理或生態毒理資訊等情形，登錄人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之要求及指定期限提出補充資料。 

42 請問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的審查有預審的 是，登錄人上傳資料後將進行檔案完整性審查，方進行後續檔案內容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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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嗎? 

43 
請問關於撰寫文獻回顧，推估報告的人員是

否有專業背景的要求？ 
關於撰寫人員並未有資格的限制，建議宜以具備相關學識資歷者撰寫為佳。 

44 

關於 106 個物質中，有 CMR 物質要進行登

錄，資料提交的部分是否建議提供測試報告

而非 QSAR? 

建議廠商參考既有標準登錄指引準備資料，依據物質特性、登錄級別與測試資料適用

性等，選擇繳交資料類型，此外登錄人同一測試終點得繳交多份資料。 

45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的非脊椎動物（如水

蚤）之長期毒性，魚類之長期毒性（3級化學

品），在標準登錄指引（草案）的表 2.3.6中，

適用性建議提到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繳交測

試報告，所以若物質不符合相關條件就不需

執行？ 

是，當該物質特性符合指引所述適用性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登錄人繳交測試報

告。 

46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的生物蓄積：水生生

物/底泥（4級化學品）：此測試項目可繳交計

畫書？還是必需要執行試驗呢？因大部分 4

級生態毒項目可先繳交計畫書，唯此測試項

目未列入其中 

"生物蓄積：水生生物/底泥"目前未開放繳交測試計畫書，建議登錄人使用其他的多元

資料規格，如測試報告、結構活性關係推估報告、系統性文獻回顧之資料。 

47 
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之風險評估，如何使

用現有平臺資料？ 

有關風險評估報告，登錄人需使用物化、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進行評估，建議登錄人

參考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草案)撰寫。 

48 
標準登錄接受多元化資料，那麼提交非測試

數據被要求補正的風險會不會增加？ 

登錄制度旨在蒐集化學物質資料，資料審查要點皆為登錄人繳交資料是否有欠缺、錯

誤或內容不明確之處，而非單一要求提交測試資料，敬請依既有標準登錄指引對於各

資料規格之說明與建議進行檢視。 

49 
當輸入之混合物例如油漆含有指定標準登錄

106 種物質炭黑達 1-10 噸，則測試時是否是

繳交登錄資料皆以化學物質為主而非產品或混和物，另廠商非必然繳交測試報告，得

使用其它多元資料或申請共同登錄。 



108年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發布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總整理 

42 
 

自行購買炭黑提供測試機構測試？ 

50 
推估報告中的第三方驗證單位是否有資格的

限制？ 

關於第三方驗證單位並未有資格的限制，建議宜以具備相關學識資歷者撰寫報告為

佳。 

51 

提供多元資料經確認才可登錄，還是在申請

登錄的審核過程中提供資料才決定是否進行

測試或文獻或計劃書/測試計畫書？順序為何

不太清楚？ 

登錄人可選擇多元資料任一類型進行繳交，並無順序之分，建議參考指定既有標準登

錄指引說明進行資料準備。 

52 

如未來既有標登採向 EU 之 data owner 購買

資料，而主管機關要求完整測試報告，局內是

否有在軟體或平臺上設計讓 data owner 直接

傳遞報告的功能。 

化學物質登錄除了主管機關收集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作為後續政策制定之參據外，更重

要的是讓業者藉以檢視、確認其輸入或製造之化學物質之相關安全資訊等，以保障作

業場所員工、下游業者等之安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此目前僅規劃由登錄人或登

錄人委託之代理人提交資料之功能。 

53 
既有化學物質測試計劃書為何需要填寫經

費？ 

測試計畫書之經費為廠商預估進行測試時將會花費之費用，以確保廠商已了解後續送

測之成本，此外也可供主關機關審查該測試計畫書之合理性。 

54 
既有化學物質使用測試計畫書之理由可以有

哪些？ 
建議參閱既有標準登錄指引之相關說明。 

55 
TrEX 之名稱是否涉及可用於進行第一階段

登錄？ 
指定既有標準登錄工具(TrEX)僅作為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時使用之工具。 

56 

既有標準登錄的指引中有提供國際資料庫供

業者使用，請問如果可以在資料庫中查得到

對應的物化、毒理，及生態毒理的測試結果是

否可以直接沿用，不用再提供其他報告？ 

登錄人可以參考引用既有標準登錄指引中建議之國際公開資料庫內容，參考特定之物

化、毒理、生態毒理測試終點並填寫於既有標準登錄工具，然若登錄人已有其他可使

用之測試資料，建議先以之為主進行繳交，無其他資料得使用時再選擇引用國際公開

資料庫資料。 

57 

關於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所提供的物理與

化學特性資訊、毒理資訊、生態毒理資訊的國

際公開資料庫，是否僅認可草案指定之

登錄人可以參考引用既有標準登錄指引中建議之國際公開資料庫內容，參考特定之物

化、毒理、生態毒理測試終點並填寫於既有標準登錄工具，然若登錄人已有其他可使

用之測試資料，建議先以之為主進行繳交，無其他資料得使用時再選擇引用國際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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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資料庫資料。 

58 

既有標準登錄，若登錄人有多年前的測試報

告但當時的方法並非採用 OECD TG但類似，

是否可採用？是否可提請當局預先判斷其適

用性？ 

登錄人可繳交多年前製作的測試報告，建議依照既有標準登錄指引的相關說明，確認

該報告是否已提及並符合指引建議事項，例如:測試報告應記載事項與實驗室接受性。 

59 

主管機關已接收「國際公開資料庫」，廠商在

提交時需填寫哪些的內容至登錄工具才算是

完整? 

登錄人可以參考引用既有標準登錄指引中建議之國際公開資料庫內容，參考特定之物

化、毒理、生態毒理測試終點並填寫於既有標準登錄工具，然若登錄人已有其他可使

用之測試資料，建議先以之為主進行繳交，無其他資料得使用時再選擇引用國際公開

資料庫資料，另請參閱已釋出之指定既有標準登錄工具(TrEX)，並以其要求填寫內容

為主。 

60 

三級生態毒(魚、水蚤長期毒性)是否能繳交測

試計畫書?因為在第一版登錄工具中有明確

指出可繳交計畫書，但在草案中未明確指出。 

"非脊椎動物（如水蚤）之長期毒性"及"魚類之長期毒性"等 2項目未開放繳交測試計

畫書，故未於指引中指出，建議登錄人使用其他的多元資料規格，如繳交測試報告、

結構活性關係推估報告、系統性文獻回顧之資料。 

61 

既有標準登錄四級生態毒，有提及 6 大項目

可提交計畫書，但唯獨遺漏「生物蓄積」，請

問此項目是否能提交計畫書?  

"生物蓄積：水生生物/底泥"未開放繳交測試計畫書，故未於指引中指出，建議登錄人

使用其他的多元資料規格，如繳交測試報告、結構活性關係推估報告、系統性文獻回

顧之資料。 

62 

既有標準登錄，部分生態毒理資訊有明確指

出「第二、三級以上繳交測試報告/測試計畫

書」但在既有草案中，部分項目在「適用性建

議-未標示」該如何辨別在提交時需繳交何種

資料類型? 

既有標準登錄指引中之生態毒理資訊，若適用性建議表格為"-"則表示該項目未有其它

補充說明建議，請登錄人照生態毒理相關章節所建議原則準備資料。 

63 

既有標準登錄所要求的測試報告，雖網路上

有提供有哪幾間可進行相關的測試，但目前

詢問到的部分僅到第三級的部分，尚無可提

廠商非必然繳交測試報告，得使用其它多元資料或申請共同登錄。 



108年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修正發布說明會 提問及說明總整理 

44 
 

供到第四級報告的部分，且網路上的資料會

定期更新呢? 

64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如果採用國際公開

毒化、物理...檢測報告，便不用再作委外檢驗

報告測試嗎? 

標準登錄資料選擇多元資料規格其一進行繳交即可，指定資訊的資料項目亦可參考國

際公開資料庫，惟部分測試終點於國際公開資料庫並無相關資料，建議廠商在這部分

先善用其他規格之多元資料。 

65 

106 種化學物質作出的實驗數據應該都差不

多，有需要每一廠商都要做嗎?不是很浪費實

驗資源? 

化學物質登錄除了主管機關收集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作為後續政策制定之參據外，更重

要的是讓業者藉以檢視、確認其輸入或製造之化學物質之相關安全資訊等，以保障作

業場所員工、下游業者等之安全，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66 
若評估數據委託第三方檢測，是否法規上有

要求檢測機構需符合哪些認證或證照？ 
關於第三方驗證單位並未有資格的限制，建議宜以具備相關學識資歷者撰寫為佳 

67 
若使用國際公開資料庫的內容，仍需要進行

如同文獻回顧的信賴度篩選、評估資料嗎？ 
建議參考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草案）中有關國際公開資料庫之說明。 

68 
既有化學物質已有第一階段登錄碼登錄碼，

既有標準登錄尚須提供哪些資料？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需進行繳交物質物化特性、毒理、生態毒理、暴露及危害等評

估資料，相關資料建議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7之登錄資料項目。 

69 
既有標準登錄中危害評估資訊等資料是否等

同於 SDS資料？ 

危害評估資訊不等同於 SDS 資料，登錄人需使用物化、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進行評

估，建議登錄人參考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草案)撰寫。 

70 
國際接收資訊(p.24)，目前清單規劃或資料

庫? 
建議參考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草案）中有關國際公開資料庫之說明。 

71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所需報告內容，根據

我們依政府公告實驗室詢價結果，若完整送

檢驗擇測試報告費用如下:1~10MT約 240萬，

1~100MT約 860萬，100~1000MT約 1335萬，

1000MT以上約 2900萬，請問中小企業是否

能負擔?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非必然繳交測試報告，登錄人亦可提交結構活性關係推估資料

與系統性文獻回顧報告等多元資料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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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歐盟化學物質註冊，

網站可以查詢到申報化學物質，物化性，毒化

生態，是否可以直接引用數據（註明來源）？ 

ECHA資料為註冊者提供做為資訊公開之參考，亦有聲明文字表示不得作為其他註冊

/登錄之用，敬請參考 ECHA官方網站之說明。 

73 

建議台灣的標準登錄能進行的慢一點，最好

在美國、日本之後，以利進口商向原製造廠索

取報告? 

感謝您的寶貴意見，惟本次登錄辦法已完成修正並實施，相關建議將會納入下次修法

時參酌。 

74 請問既有標準登錄工具何時會上線? 

已開放指定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與通訊平臺測試網站上線(請參考下方連結)，目前

部分功能已可試用。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文件與登錄工具試用版將於公布指定標準

登錄平臺上，惟平臺、工具和指引皆僅供測試與參考用，正式版將另行公告。 

指定既有標準登錄平臺測試網站- 

https://www.drportalpilot.com.tw/ 

75 
是否可以依 SDS內的資料(數據)、毒性資料，

來做標準登錄？ 

標準登錄資料不全然等同於 SDS 資料，登錄人需使用物化、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進

行評估，建議登錄人參考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草案)撰寫。 

76 標準登錄資料提供有 Form嗎? 標準登錄資料請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7中登錄資料項目。 

77 實驗室資格呢?有合格實驗室的資訊嗎? 

有關實驗室資格應符合之條件規範說明，請參考指定既有標準登錄指引(草案)中實驗

室及測試規範之接受性，另合格實驗室亦可參考工業局國際化學品政策宣導網之相關

報導，關於測試機構與相關顧問公司之資訊 

78 

國內有能力進行既有標準登錄第二~第四級

登錄資料的機構何處可查詢?或有無標準方

法?(國內外) 

可參考經濟部工業局有關國內實驗室提供化學物質測試服務的資訊。 

國際化學品政策宣導網站- 

https://www.chemexp.org.tw/content/masterpage/index.aspx#&panel1-1 

79 

106種既有化學 100~1,000T第三級(第八、九

項資料)檢附報告資訊來源有無相關規定?是

否可由業者出具工研院相關 SDS 等資料送

審？ 

有關第八、九項資料可參考「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指引」中，危害

評估及暴露評估的部分，而報告資訊來源並無相關規定，請登錄人自行確認報告之合

理性與可靠性。 

另外安全資料表(SDS)多為產品特性，不必然是物質資料，其資料來源不一定符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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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登錄辦法要求，因此關於指定既有標準登錄的物化、毒理與生態毒理資訊，請登錄

人參考「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指引」提供符合資料規格要求的報告，

據以完成上述資訊的繳交。 

80 

建議：106 項物質可否釋出 EXCEL 檔或

WORD檔供下載，目前只有看到法規修正總

說明有記載 106種 CAS No.，因 PDF不易轉

成 EXCEL檔，不易整理 CAS No.和公司現有

既有物質比對？ 

謝謝您的建議，但目前並無提供其他檔案格式供下載。 

81 

106種需要做標準登錄，相關登錄資訊取得以

進口商來說，可以從原生產廠提供?或需要進

口商自行委託實驗室取得? 

登錄人可透過供應鏈取得已完成之資料，或是透過實驗室測試取得測試報告，其資料

取得管道由登錄人自行考量與運用，惟須特別注意取得之資料是否已被充分授權，以

及其資料可靠性與合理性，是否符合登錄辦法與「分期指定應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

登錄指引」之要求。 

82 

標準登錄所需之數據資訊，可使用公開數據

庫之資訊嗎?如 EU ECHA網站上之公開數據

或 US或其他公開資料庫。 

ECHA資料為註冊者提供做為資訊公開之參考，亦有聲明文字表示不得作為其他註冊

/登錄之用，敬請參考 ECHA 官方網站之說明。關於國際公開資料庫資料之引用，敬

請參考既有標準登錄指引內容，包括引用條件以及建議之國際資料庫。 

83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審查期間為九十個工

作天，含補正三十個工作日 x2，補正後審查

將 重 新 起 算 又 得 延 長 一 次 ，

90+90+90+30+30+90=420 工作日，又指引草

案建議共同登錄下，須提前 6 個月交資料，

但 420 工作天審查完成後，共同登錄人將已

超過期限。 

建議具有申請共同登錄需求之廠商，於正式登錄開始前積極尋求其他共同登錄人，盡

早展開登錄資料準備與相關協議。 

84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請告訴我們何謂結構

活性推估報告怎麼做?怎麼拿到 model?如何

結構活性關係推估報告中須包含推估模型原理(例如使用 ReadAcross*, (Q)SAR**等方

法，其推估工具及該模型可進行物質危害推估之科學證據)、結果和結論。主管機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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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如何知道推估終點?如何判斷推估可靠

性? 

審查後得視其必要性要求登錄人繳交其他測試報告類型。 

*建議參考「Read-Across Assessment Framework (RAAF), ECHA,2017」等指引內容，

進行 Read-across 預測化學物質物化特性、毒理、生態毒理特性，需考量以下四個重

點，並於報告中具體說明： 

1. 類似物的鑑別 (Analogue identification) 

2. 資料收集 (Data collection) 

3. 資料評估(Evaluation of data for read-across) 

4. 不確定性的描述 ( Uncertainty descriptions) 

**建議參考「OECD QSAR Prediction Reporting Format(QPRF),2008)」 等格式撰寫，

說明推估合理性： 

．預測之測試終點(Endpoint); 

．運算邏輯(Algorithm); 

．適用範疇(Applicability domain); 

．不確定性(Uncertainty of the prediction ); 

．作用機制(Chemical and biological mechanisms)等 

85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系統性文獻回顧該怎

麼做?US EPA哪裡可以拿到?怎麼建立回顧作

法?如何對文獻的相關度獲信賴度篩選?如何

知道文獻的品質?SSE點數積分? 

系統性文獻回顧係以系統性的方式蒐集特定測試終點相關文獻，再依據文獻相關度及

信賴度進行資料篩選，接著進行質化與量化結果之分析與比較（證據權重分析），最

後提出該項目之評估結果建議。 

使用系統性文獻回估建議說明下列事項: 

．建立回顧作法(Protocol Development) ; 

．收集資料 (Data Collection) ; 

．評估資料 (Data Evaluation) ; 

．整合資料與總結發現(Data Integration and Summary of Findings)等。 

86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哪裡可以看到 OECD 關於 QSAR Prediction Reporting Format(QPRF),2008全文，請至 OECD官方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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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87 
既有標準登錄若要委外機關，可否介紹相關

機構? 

敬請參考工業局國際化學品政策宣導網之相關報導，關於測試機構與相關顧問公司之

資訊。 

88 
化學局可否提供可檢測 106 種物質級距 1~4

各項目之檢測單位供業者洽詢。 

敬請參考工業局國際化學品政策宣導網之相關報導，關於測試機構與相關顧問公司之

資訊。 

89 

若混合物的其中一個成分被列入 106 種需標

準登錄，被要求提供測試報告較不適當，因為

可能含量 10%以下，只因總量超過一噸，但

無法以該成分做單一成分去做測試。 

繳交登錄資料皆以化學物質為主而非產品或混和物，另廠商非必然繳交測試報告，得

使用其它多元資料或申請共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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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申報量規定 

項次 問題 說明 

1 
化學物質申報是否與「貨品通關事前聲明確

認平台」是否相關?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於明年四月至九月開始申報前一年的物質實際數量資訊，

此部份與貨品通關事前聲明確認平臺功能不同。 

2 年度申報可否由代理人申報? 
本辦法所稱之登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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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原廠仍有商業機密考量，登錄人得透過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年度申報。 

3 
年度申報的部分，若我們只有使用化學品，是

否仍須申報? 

依登錄辦法第 24 條，登錄人於核准登錄後應進行年度申報前一年的實際製造及輸入

量。若您並非登錄人則無需進行申報；然若您持有核准登錄之登錄碼則應進行申報，

若前一年度並無製造或輸入該化學物質，您亦應進行申報並且填寫量級距為「零」。 

4 

新增年度申報數量規定，但因原廠基於保密

原則，故透過第三方公證單位申報取得登錄

碼，但並未提供品項與登錄碼對照表，故我司

無法得知登錄碼是哪知產品(因為有進口很多

品項，登錄碼不只一個)，這樣如何去做進口

申報量呢? 

登錄人於核准登錄後應進行年度申報前一年的實際製造及輸入量。若原廠仍有商業機

密考量，登錄人得透過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年度申報。 

5 年度申報系統預計何時推出？ 年度申報系統已在建置中，後續完成將公告並推出測試版供業者進行操作、測試。 

6 
年度申報，當時的登錄碼是委任代理人取得

的，年度申報是否也需要委託代理人進行？ 

登錄人於核准登錄後應進行年度申報前一年的實際製造及輸入量。若原廠仍有商業機

密考量，登錄人得透過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年度申報。 

7 

109年 4月 1日起，每年 4月 1日至 9月 30

日須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新化學物質及既

有化學物質其申報方式是否和現行提供既有

化學物質一樣，須包含所有進口報單？是否

有再限制 100 公斤以上才須申報，還是不論

依登錄辦法第 24 條，登錄人於核准登錄後應進行年度申報前一年的實際製造及輸入

量。無論多少數量皆須進行申報，並無 100公斤或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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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數量均須申報？ 

8 

若在 2 或 3 月完成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

錄或新化學物質登錄，過了一個多月在 4月 1

日起至 9月 30日是否還須提供前一年度的進

口或製造量進行申報？ 

登錄碼於申報期間有效皆須依法完成年度申報作業，針對您敘述之案例，我們將考慮

於系統建置功能，以確保業者可順利完成申報。 

9 

若既有化學物質有 100-200kg/y(亦即不到

1ton/y)的輸入量，是否只需在系統上回報年

輸入量即可？ 

是。 

10 已登錄，但輸入量 0也要申報嗎? 
只要您已完成登錄、持有登錄碼，都應進行申報。若前一年度並無製造或輸入該化學

物質，則您可填寫量級距為「零」。 

11 

第一階段登錄後，隔年輸入未達 100kg，需要

定期於 4/1~9/30申報?或是低於 100kg可申請

廢止? 

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完成後，皆須依法完成年度申報，於每年 4月到 9月提供

前一年實際製造輸入量；另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若不再製造或輸入得申請廢止原已

取得之核准登錄，並註銷其登錄碼。 

12 
過去申報登錄過的既有化學物質(105 年之

前)，需要持續於 4/1~9/30申報嗎? 

符合登錄辦法第 24 條要求之申報者，係指經核准登錄者。對應至既有化學物質即為

「完成第一階段登錄」者。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始於 105年 4月 1日。請您確

認您所提及之物質是否為進行第一階段登錄者，若為完成第一階段登錄且已取得登錄

碼始應依法於後續進行申報。 

13 
關於"新增年度申報數量規定"是否有"代理登

錄人"之申報方式? 
登錄人得委任代理人辦理本辦法相關申請，包含申報事項。 

14 

後預登錄與年度報告重複收集數據，是否有

可能取消之一?請問主管部門基於什麼考量

要求兩份數據? 

若您所指後預登錄為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此登錄係針對製造或輸入達一定量之指

定物質，要求登錄人提供相關物理化學特性、毒理生態毒理特性、其危害評估及暴露

評估資料等，以利主管機關進行風險控管檢視。年度報告之資料僅為該物質之年度製

造或輸入量級距，在資料上兩者均不相同亦無重複。 

15 年度報告，是否可以用 CAS RN代替登錄碼? 年度申報功能尚在開發中，CAS RN，即 CAS No在部分商業模式下可能會因為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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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則無法揭露，故此作法可能會衍生疑慮，詳情作法將另行公告。 

16 

部分化學品屬自行輸入，但化學品登錄有委

託供應商執行。所以針對未來的申報制度，是

由登錄人來執行?還是輸入者執行? 

登錄人可自行完成申報，或委任代理人申報。 

17 

既有化學物質當時委託第三方公證單位協

助，故無法得知輸入量，應如何於 109 年四

到九月登錄輸入量?應該提交登錄級距也無

法判定?是依據第一階段登錄的級距為基準

嗎?因公司每年輸入量會依生產線調整，當初

可能申請登錄級距較大量。 

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依法取得核可登錄碼的登錄人，須依法進行年度申報。若仍原廠

有商業機密考量，登錄人得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年度申報。 

18 
是否僅針對 106 種物質要進行既有化學物質

申報登錄? 

是的，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依法取得核可登錄碼的登錄人，皆需須依法進行年度申報。

若仍原廠有商業機密考量，登錄人得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年度申報。 

19 年度申報是否使用登錄碼進行? 
是的，以登錄碼為申報依據，另若前一年度無製造或輸入該化學物質，則亦應進行申

報並且填寫量級距為「零」。 

20 年度申報是否由代理進行? 登錄人可自行完成申報，或委任代理人申報。 

21 年度申報是否有配套措施? 年度申報系統尚在規劃中，詳情作法將另行公告。 

22 註銷登錄碼後是否需要年度申報? 經註銷之登錄碼已無效，則無需完成年度申報。 

23 

年度申報數量規定，部分既有化學物質因供

應商不提供 CAS No.故由第三方進行第一階

段登錄，屆時此部分如何進行每年度申報作

業？ 

登錄人可自行完成申報，若原廠有商業機密考量亦可委任代理人進行申報。 

24 

109 年 4 月起既有化學物質預申報前一年輸

入數量，如原申請之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碼是

由代理人申請，請問這部分申報仍由輸入業

登錄人可自行完成申報，若原廠有商業機密考量亦可委任代理人進行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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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申報，或還是由代理人辦理？ 

25 

年度申報數量規定，申報資料大項，兩大項裡

的細項(ex.1.1or1.2)擇一登記即可嗎?另輸入

數量的登錄級距確定了嗎?是多少呢? 

年度申報需繳交登錄辦法附表 8中之所有項目，包含登錄人及登錄碼，另輸入數量之

級距需依貴司實際輸入數量來填寫。 

26 

年度申報數量 2.1製造數量，如果製造是國外

原廠也要全部都申報嗎？（並不會全部都輸

入台灣） 

請以登錄人之製造及輸入量為依據進行申報，國外原廠製造之化學物質對登錄人而言

非屬製造行為，而是輸入行為。 

27 申報資料的正確性如何確認？ 建議貴司保存製造或輸入之佐證資料，以便日後主管機關查驗。 

28 計算噸數數量起始點是從何年始算起數量？ 登錄以化學物質每年度(1月-12月)計算，以數量級距最大為主提出申請。 

29 
二氧化鈦已申報登錄，現行已修正好，之後都

可省去申報嗎? 
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均應申報前一年實際製造輸入量，並無不適用之情形。 

30 
page18 每年需在申報前一年的量，請問系統

使用哪一套? 
目前規劃將於化學物質登錄平臺進行申報，後續以主管機關公告為主。 

31 
完成第一階段登錄後是否需依第 24條申報前

一年輸入量？ 
完成第一階段之既有化學物質仍須依登錄辦法第 24條進行年度申報。 

32 
既有化學及新化學物質申報，會彙整每事業

單位須申報所有第一階段登錄的項目嗎? 
申報平臺尚在建置中，若未涉及商業機密的部分將協助列表，詳情將另行公告。 

33 
年度定期申報，有需要附進口報單?或相關佐

證資料。 

目前年度申報尚於規劃中，建議貴司保存製造或輸入之佐證資料，以便日後主管機關

查核。 

34 

如果進口 A 化學品，第一階段登錄碼是由代

理商提供，若達 1-100頓，成分是 106種時，

是否要申報? 

只要是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皆須進行年度申報，另於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中，

且年製造或輸入量曾達 1公噸則須完成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 

35 
依新增條文第 24條: 每年 4~9月需登錄新化

學物質成既有化學物質之範圍?廠區所使用

貴公司僅需針對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於每年 4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申報前

一年製造或輸入學物質之數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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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化學品皆須申報?or106種申報即可? 

36 
因為申報系統跟公司電腦系統不同，要在準

備另一台電腦，非常不方便。 

目前化學物質尚無申報系統供業者使用，若您在登錄時遭遇作業系統不熟悉時，可撥

打客服專線或客服信箱。 

37 
如果只完成新化簡易登錄，是否不需要申報

(每年)? 
只要是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皆須進行年度申報。 

38 
4 月~9 月要登錄製造數量是 106 項的化學物

質還是所有登錄碼的化學物質？ 
是所有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均須進行年度申報。 

39 

如於 2016年第一階段登錄時，但當年申請的

物質輸入量(進口量)(2013-2016)僅為「預估數

量」-->(1~10頓)，非為實際進口量/或後來沒

進口，那依樣要於 109年 4月~9月作申報? 

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提供過往的運作量正確，但現在運作量較少則無法

進行轉換。若當年既有化學物質登錄之數量級距登錄資料有誤，請提供佐證資料，並

以書面公文提出轉換申請。 

40 
請問年報(2020.4~2020.9)的準備資料，除了量

和標示訊息以外，還有別的資料要求嗎? 

年度申報應提供的資料請參考登錄辦法附表 8，要求提供的資料項目為登錄人資訊、

登錄碼、前一年度製造及輸入數量等。 

41 
有要每年上登錄系統做運作的登錄作業?(指

上系統 key in既有化學物質運作量噸數?)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自 109年 4月 1日起，登錄人應於每年 4

月 1日至 9月 30日，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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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09年 4~9月要登錄 108年 1~12月的資料，

是否可以延長登錄的時間? 
申報並無展延機制，請於指定期間內完成。 

43 

依據登錄辦法第 24條，應於核准登錄後 4~9

月申報前一年製造及輸入化學物質數量資

訊，請問第 2項所指之"中央主管機關所訂網

路傳輸系統"為何? 

詳情將於後續另行公告。 

44 
中央主管機關是否會再以公文或 E-mail 通知

申報系統網址?抑或將會公布於 EPA網站? 
詳情將於後續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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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08年進口量(有登錄碼)未達 100公斤要申報

嗎? 
只要是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皆須進行年度申報。 

46 
經由第三方所做的登錄，109年起的申報數量

是否也由第三方申報? 
登錄人可以委任代理人辦理登錄辦法相關登錄申請或申報。 

47 
明年申報指的是今年 2019(108)年 1~12 月的

輸入量? 
是的。 

48 

<p18>第 24條，於 109年 4~9月申報前一年

度輸入之既有化學物質，那是否現在有之前

未輸入的既有學物質即不須於輸入時登錄? 

申報係針對經核准登錄化學物質之規範，若先前未取得核准登錄則無須進行申報，若

已核准登錄並取得登錄碼仍需進行申報。 

49 
若現在已做輸入的登錄，那 109 年申報時數

量是往上加或是按實際總量申報? 

申報係於每年 4月 1日至 9月 30日，依法申報前一年實際製造及輸入的新化學物質

或既有化學物質之數量資訊，而非當年度實際製造輸入量。 

50 

第一階段登錄因 CBI 通過代理人登錄的話，

數量報告是否可通過進口商進行，或必須由

代理人進行? 

若登錄人可掌握該登錄碼對應之化學物質明確進口數量，則並不規定必須由代理人進

行申報。 

51 

(兩三年前)若先前已做過既有化學物質登錄，

不在 106種指定名單，這樣還需要在隔年 4~9

月申報嗎? 

是，年度申報無關是否為 106種指定名單，凡經核准登錄且登錄碼狀態為有效之化學

物質，皆須於每年 4~9月完成年度申報作業。 

52 
明年度 4 月起，要進行既有化學年度申報數

量是在哪個平台做申報? 
年度申報系統正著手架設中，後續將另行說明。 

53 
第一階段是由原廠找代理人登錄，如何在明

年申報數量?因為進口商並不知道配方比例。 
若仍原廠有商業機密考量，登錄人得委託代理人協助完成登錄或年度申報。 

54 

新化學物質與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碼是一樣的

嗎?兩者的登錄/申報方式一樣嗎?需提交那些

資料?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碼編碼方式不同，但申報流程皆一致，提交資料依登

錄辦法附表 8內容，需提供登錄人、登錄碼、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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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如果原登錄量比實際少，申報會有何影響? 不影響申報。 

56 
是 102~104 年任一年級距有 100~1000 公斤/

年(含 1000公斤)就需申報? 

申報制度是繳交前一年度實際運作資料，即 109年申報制度上路後提交前一年，也就

是今年的實際運作數量。 

57 

申報系統是否可自動帶出登錄碼的資料數

量，因部分化學品委託第三方進行登錄，若廠

商未提供整資訊，業者該如何確認 

謝謝您的建議，惟申報系統尚在建置中，自動匯出之功能同時會考慮登錄人的權利義

務以及工商機密保護等因素。 

58 
年度申報是否在申報平台上，自動列入有效

的第一階段登錄碼和登錄人資訊？ 
後續系統將會開發有類似義務查詢之功能。 

59 申報平台可查詢以前的申報噸數資料？ 目前後續系統將會有類似義務查詢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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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含跨部會） 

項次 問題 說明 

1 
是否有英文版標準登錄辦法所需的測試資

料，1~9項? 

登錄辦法英文版已發布，請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oaout.epa.gov.tw/law/EngLawContent.aspx?lan=E&id=215 

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43 

亦可至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法規及登錄資料下載。 

2 

毒性化學物質申報，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

物質，優先管理化學品報備第 2階段 list，有

無整合系統可以讓廠商可以合併處理? 

目前無整併之規劃，有鑑於化學物質管理目的及主管機關之不同，請自行依各法規或

辦法所管理之方式完成法遵義務。 

3 

"毒性化學物質"，"優先化學物質"，"新化學/

既有化學物質"的登錄是在法規上必須分開

進行登錄的嗎? 

有鑑於化學物質管理目的及主管機關之不同，請自行依各法規或辦法所管理之方式完

成法遵義務。 

4 希望能有英文版修正法規 

登錄辦法英文版已發布，請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oaout.epa.gov.tw/law/EngLawContent.aspx?lan=E&id=215 

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43 

亦可至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法規及登錄資料下載。 

5 
2020 年後海外產品輸入，MSDS 是否有要求

提供繁體版MSDS? 

MSDS及 SDS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故此處不便回答您對於MSDS及 SDS相關規範

的問題，請逕洽其權責單位。 

6 
關注修正案及相關申報時程，是否有英文版

可以提供國外廠商參考? 

關注化學物質並非登錄辦法之範疇，請靜候該法規之預告公聽研商。另登錄辦法英文

版已發布，請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oaout.epa.gov.tw/law/EngLawContent.aspx?lan=E&id=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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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43 

亦可至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法規及登錄資料下載。 

7 
今天的 ppt 有英文版嗎?會有英文的網上說明

會嗎? 
不會有英文版簡報，另英文版線上說明會目前正在規劃中。 

8 
日本是否已經有類似的標準登錄制度，名單

與進度與台灣有何不同? 
日本的化審法與我國登錄辦法執行方式不同，因此無法平行討論。 

9 

目前法規對各項化學品分為毒化物，優先管

理化學品，既有化學品、有害物等多項不同項

目，申報平台申報方式也各不同，希望往後在

修法時能優先考慮是否已有相同目地之法規

or平台，以免增加業者、主管機關 loading及

confuse. 

謝謝您的建議，因各部會訂定之法規用意及管理面向不同，為避免登錄制度與各部會

間重複管制及收集資料，業已納入排除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之化學物質，亦考

量使用者友善化，將多種功能建置於化學物質登錄平臺中。 

10 

可否與勞動部優先管理化學品整合品項或平

台，因管理化學品有許多重覆，每年 4~9 月

僅申報一次即可，人力已不足，無法負擔申報

作業。 

謝謝您的建議，但有鑑於化學物質管理目的及主管機關之不同，目前仍請自行依各法

規或辦法所管理之方式完成法遵義務。 

11 可否提供英文講義內容及登錄說明? 法規已有提供英文版本，簡報因對國內宣導目前只有中文版。 

12 106種物質哪裡可查詢呢? 

可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oaout.epa.gov.tw/law/EngLawContent.aspx?lan=C&id=215 

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43 

亦可至化學物質登錄平臺-法規及登錄資料下載。 

13 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是優先管理化學 優先管理化學品名單為勞動部管理，與 106種指定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名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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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單嗎? 

14 
是否可提供英文版說明?(因 Maker 是國外廠

商) 

登錄辦法英文版已發布，請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oaout.epa.gov.tw/law/EngLawContent.aspx?lan=E&id=215 

15 
關於 109 年 4~9 月年度申報事宜，麻煩多開

幾場說明會，謝謝。 
謝謝您的建議，後續說明會場次請密切注意登錄平臺最新消息。 

16 希望在中壢工業區也可以開類似的說明會。 感謝您提供建議，後續說明會場次將會選擇鄰近之地點進行辦理。 

17 希望下次能有桃園的場次。 謝謝提供建議，後續將有桃園地區的說明會場次。 

18 
仍有很多廠商未登錄而不提供登錄碼，雖有

訂定罰則但無警惕效果。 
化學局已啟動後市場查核之行動。若您有得知應登錄而未登錄之廠商，歡迎主動告知。 

19 
既有化學物質清冊(CSNN)是否會註明標準登

錄名單(106種)中的物質? 
因既有化學物質清冊為勞動部維護，您的意見我們將協助轉達。 

20 是否已和海關勾稽？ 有，已介接資料進行勾稽比對。 

21 EPA vs MOL是否完全一致? Yes, the regulations have been highly harmonized. 

22 
請盡快公布正式版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指

引以及對應的英文版本。 

既有標準登錄指引目前已釋出草案進行蒐集相關意見，俟調修後方能釋出正式版，請

不吝給予回饋。另標準登錄指引不會提供英文版，若有相關需求請逕行參考登錄辦法

英文版，網址如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https://oaout.epa.gov.tw/law/EngLawContent.aspx?lan=E&id=215 

及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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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提問廠商及單位總整理 

W.R. 格雷西航運公司、三化電子材料(股)公司、三何耐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三昧複合(股)公司、三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福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久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厚企業公司、中國鋼鐵公司、中普氣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中鴻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今大科技有限公司、今日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元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元瀚科技有限公司、六和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古河銅箔股份有限公司、台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日古河銅箔股份有限公

司、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台塑旭彈性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聚管顧股份有限公司、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三豐

儀器(股)公司、台灣大金先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小原光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双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邦樹脂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日東電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日鑛金屬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台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永光化學公司、台灣伊藤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艾比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艾堅蒙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岡畑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東洋

紡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台灣東應化股份有限公司銅鑼分公司、台灣波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長瀨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昭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科

思創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浩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荒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國際住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捷時雅邁科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陶氏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富士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普拉材料公司、台灣瑞歐國際科技有限公司、台灣漢尼康有限公司、台灣碧辟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賓士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德亞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德聯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積水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豐田通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關東化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蘇威股份有限公司、巨壑企業有限公司、永記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溙化學有限

公司、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灃環境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RM Taiwan、白川化成工業有限公司、禾茂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合記化學股份有

限公司、旭太深化股份有限公司、百達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利達企業有限公司、佳宸

資訊顧問社、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軒興業有限公司、固品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奇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易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松江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法興耐火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金晶矽砂股份有限公司、長叡國際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長興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昌化學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信昌電子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信越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建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洛克伍德鋰業股份有限公

司、皇台有限公司、研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分公司、美商伊士曼化學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美葛儂妮化妝品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沙特基礎工業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埃克森美孚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展頌股份有限公司、恩一國際有限公司、高盛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鼎精密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康潔股份有限公司、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產協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統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博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普土頓興業有限公司、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華稻股份有限公

司、華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順益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奧璐佳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瑞康國際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瑞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聖芳股份有限公司、萬國法律事務所、詮達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路博潤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道達爾潤滑油股份有限公司、雷宏化工有限公司、鼎立金屬包裝股份有限公司、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聚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聚益化

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