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25 日
發文字號：環署毒字第 1030070788 號

主旨：預告修正「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收費標準」，其名稱
修正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收
費標準」。
裝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修正依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40 條。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署網站（網址：

訂

http://ivy5.epa.gov.tw/epalaw/index.aspx ） 法 規
命令草案預告區網頁。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
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線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1 段 83 號
（三）電話：（02）23117722 分機 2876
（四）傳真：（02）23810562
（五）電子郵件：yachchang@epa.gov.tw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自八十六年二
月五日訂定發布，於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因應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公布，強化管理第四類毒性化
學物質，建立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制度，另依規費法第十一條規定通盤檢
討毒性化學物質申請案件費用成本，爰增訂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
件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應收取之各項登錄審查費用及證書費用。又配合
行政規費項目之增加，修正本標準名稱為「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
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及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應收取規費
之項目。（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檢討現行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人申請各項許可證、登記文件、核可文
件之審查費，並參考物價指數、資料審查程序及所需人力、設備等
因素修正審查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訂定新化學物質之低關切聚合物質資料審查費收費標準。（修正條
文第四條）
四、依化學物質資料各種登錄項目，考量其資料審查程序及所需人力、
設備等成本，分別訂定審查費收費標準。另為減輕中小企業經營負
擔，登錄人之資格符合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所定之中小企業者，其申
請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之標準、簡易、少量登錄，僅收
取該項目審查費用之百分之七十五。另登錄人同時申請新化學物質
登錄文件展延及變更時，僅依其中收費標準最高者收取審查費。（修
正條文第五條）
五、訂定登錄人申請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之登錄資料保密審查費
收費標準。（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增訂核發化學物質資料登錄文件之證書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第
七條）
七、增訂配合主管機關通知換發相關證書者，免收取審查費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八條）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及化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申請收費 配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
學物質資料登錄收費標準
標準
正及行政規費種類增加，修正
法規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毒性化學 第一條 本標準依毒性化學 本條未修正。
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 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法）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規費包 第二條 本辦法所定規費包 配合本法修正，增訂應收取規
括審查費及證書費，項目如 括審查費及證書費，項目如 費之項目。
下：
下：
一、許可證：製造、輸入、 一、許可證：製造、輸入、
販賣第一類至第三類
販賣第一類至第三類
毒性化學物質。
毒性化學物質。
二、登記文件：使用、貯存 二、登記文件：使用、貯存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
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
化學物質。
化學物質。
三、核可文件：
三、核可文件：製造、輸入、
(一)製造、輸入、販賣、使
販賣、使用、貯存第一
用、貯存第一類至第三
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
類毒性化學物質，其運
物質，其運作總量低於
作總量低於依本法第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公告之
項公告之大量運作基
大量運作基準者。
準者。
(二)製造、輸入、輸出、販 四、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申
賣、使用、貯存第四類
請解除第一類至第三
毒性化學物質。
類毒性化學物質之限
四、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申
制或禁止事項
請解除第一類至第三
類毒性化學物質之限
制或禁止事項。
五、申請新化學物質之低關
切聚合物質資料審查
事項。
六、申請化學物質資料登錄
事項：
(一)新化學物質資料之標
準、簡易、少量登錄。
(二)既有化學物質資料之
第一階段登錄、標準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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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七、申請新化學物質或既有
化學物質登錄資料保
密事項。
第三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核 第三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核 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檢討
發（准）、展延、變更毒性 發（准）、展延、變更各項 現行本標準各項運作規費之
化學物質各項運作之許可 運作之許可證、登記文件、 審查費，並依其資料審查程序
證、登記文件、核可文件， 核可文件，及解除第一類至 及人力、設備等成本，調整表
及解除第一類至第三類毒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限 列依本法核發（准）、展延、
性化學物質之限制或禁止 制或禁止事項，應收取下列 變更各項運作之許可證、登記
文件、核可文件，及解除第一
事項，應收取下列審查費： 審查費：
申請 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限
申請
解除 制或禁止事項之審查費收費
解除
第一 標準。
第一
類至
類至
第三
第三
類毒
類毒
申請 許可 登記 核可
申請 許可 登記 核可
性化
性化
項目 證 文件 文件
項目 證 文件 文件
學物
學物
質之
質之
限制
限制
或禁
或禁
止事
止事
項
項
新申 新臺 新臺 新臺 新臺
新申 新臺 新臺 新臺 新臺
請案 幣三 幣二 幣一 幣二
請案 幣三 幣二 幣一 幣二
千六 千四 千二 萬四
千元 千元 千元 萬元
百元 百元 百元 千元
展延 新臺 新臺 新臺
展延 新臺 新臺 新臺
幣一 幣一 幣五
幣一 幣一 幣六
千五 千元 百元
千八 千二 百元
百元
百元 百元
變更 變更 變更 變 更
變更 變更 變更 變 更
運作 製 使 製
運作 製 使 製
場所 造、 用、 造 、
場所 造、 用、 造 、
貯存 貯存 使
貯存 貯存 使
場 場 用、
場 場 用、
所： 所： 貯 存
所： 所： 貯 存
新臺 新臺 場
新臺 新臺 場
幣三 幣二 所:
幣三 幣二 所:
千元 千元 新臺
千六 千四 新臺
幣一
百元 百元 幣一
千元
千二
運作 新臺 新臺 新臺
百元
場所 幣九 幣六 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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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 新臺 新臺 新臺
以外 佰元 百元 百元
場所 幣一 幣七 幣四
之其
以外 千元 百元 百元
他內
之其
容。
他內
但僅
容。
變更
但僅
運作
變更
人基
運作
本資
人基
料者
本資
不收
料者
費
不收
展延或變更前項許可
費
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
展延或變更前項許可 同 時 申 請 變 更 多 項 內 容
證、登記文件或核可文件， 者，審查費僅收取其展延或
同 時 申 請 變 更 多 項 內 容 變更項目中收費最高者。
者，審查費僅收取其展延或
變更項目中收費最高者。
第四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
一、本條新增。
理審查新化學物質之低關
二、訂定依本法受理審查新化
學物質之低關切聚合 物
切聚合物質資料，每件應收
取審查費新台幣一千元。
質資料審查費。
第五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核
一、本條新增。
准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
二、訂定依本法核准化學物質
資料之標準、簡易、少量
階段登錄、標準登錄及新化
學物質資料之標準、簡易、
登錄及其登錄文件展
延、變更之審查費。
少量登錄，應收取下列審查
費：
三、化學物質資料之標準、簡
一、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
易、少量登錄及其登錄文
錄：
件展延、變更之申請，考
（一）第一階段登錄：新臺
量其資料審查程序及 所
幣一百元。
需人力、設備等成本，訂
（二）標準登錄：新臺幣五
定不同審查費收費標準。
萬元。
三、申請變更登錄人基本資料
二、新化學物質資料登錄：
之案件，因不涉及專業審
（一）標準登錄：新臺幣五
查，免收審查費。
萬元
四、為鼓勵中小企業，登錄人
（二）簡易登錄：新臺幣二
符合中小企業發展條 例
萬元
所定之中小企業者，於既
（三）少量登錄：新臺幣二
有化學物質資料之標 準
千元
登錄及新化學物質資 料
三、新化學物質登錄文件展
之標準、簡易、少量登錄
延：
僅收取審查費用之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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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易登錄：新臺幣二
之七十五。
千元
五、為減輕登錄人負擔，新化
（二）少量登錄：新臺幣一
學物質登錄文件展 延 及
變更時，僅依其中收費標
千元
四、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
準最高者收取審查費。
物質登錄文件變更：
（一）標準登錄：新臺幣一
千五百元。
（二）簡易登錄：新臺幣一
千元
（三）少量登錄：新臺幣五
百元。
前項第四款僅變更登
錄人基本資料者免收審查
費。
登錄人屬中小企業發
展條例所定之中小企業
者，申請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目或第二款之標準、簡易、
少量登錄僅收取該項目審
查費用之百分之七十五。
登錄人同時申請新化
學物質登錄文件展延及變
更時，僅依其中收費標準最
高者收取審查費。
一、本條新增。
第六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
二、訂定依本法受理新化學物
理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
質或既有化學物質登 錄
物質登錄資料保密或展延
申請，每件應收取審查費新
資料保密或展延申請 之
台幣五萬元。
審查費。
第七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核 第四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核 一、條次變更。
發（准）、展延、變更、補 發（准）、展延、變更、補 二、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
發毒性化學物質各項運作 發各項運作許可證、登記文
並配合本法新增化學物
許可證、登記文件、核可文 件、核可文件，應收取下列
質資料登錄制度，增列登
件與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 證書費：
錄文件之證書費收費標
學物質之登錄文件，應收取 一、許可證：新臺幣一千
準。
下列證書費：
元。
一、許可證：新臺幣一千 二、登記文件：新臺幣五百
元。
元。
二、登記文件：新臺幣五百 三、核可文件：新臺幣三百
元。
元。
三、核可文件：新臺幣三百
元。
四、登錄文件：新臺幣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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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第八條 主管機關因業務需 第五條 主管機關因業務需 一、條次變更。
要通知換發前條證書者，免 要通知換發前條證書者，免 二、配合主管機關通知換發相
收取審查費及證書費。
收取證書費。
關證書者，增列免收取審
查費規定。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 條次變更。
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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