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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鑑於國際上對毒性化學物質（含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環境荷爾蒙
物質）可能對環境及人體產生不良影響之議題日趨重視，歐盟亦以
REACH 法規對化學品進行註冊、評估、授權與限制管理。我國依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法以分類、分級（許可、核可及登記）方式管理毒化物
（截至 105 年度止已公告列管 310 種毒化物，）
，並對毒化物採限制、
禁止用途措施並要求紀錄申報及災害通報等，以有效防止毒化物危
害。
為落實總統對食安問題之重視，防堵非食品用化學物質流向食品
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以下簡稱化學局）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成立，以源頭管理、跨部會強化合作、進行勾稽查
核及接軌國際趨勢等 4 個面向，希望協同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動食安
第一環查核輔導工作。透過化學物質登錄制度建立之既有化學物質資
料庫（約 27,000 種）
，結合我國現行化學物質相關 12 部會共 26 部法
規提出需要加強管理之選定清單，以及社會關注物質等，邀集跨部會
專家會議分析清單內之化學物質是否執行危害資訊與風險評估，再經
收集相關物化特性與危害資訊進行評估後，將分毒化物管理、化學物
質登錄管理、化學物質安全使用輔導與宣導等三大方向加強化學物質
管理。
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及快速工業化、都市化，毒性化學物質使用
率因而快速增加，潛在風險亦隨之增加，化學物質事故發生將造成生
活環境極大影響，故環境災害應變工作已成為政府重要施政的一環，
化學局極力強化災害緊急應變整體能量，增進民眾對政府處理環境災
害復原能力的信心。又政府積極致力環境衛生確保人體健康，臺灣位
處亞熱帶，氣候溫暖潮濕，如未做適當環境管理，極易孳生蚊、蠅、
蟑、鼠等病媒害蟲。隨著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民眾對健康的重視及
生活環境品質要求日益提高，為防止環境衛生病媒害蟲及微生物之蔓
延孳生，環境用藥已成為一般民眾居家環境衛生之重要日用品。然而，
不論是化學性或生物性之環境用藥，均必須加以適度管理，以避免造
成誤用、濫用環境用藥而影響環境生態甚至危害人體健康。
近年來國際上對毒性化學物質的管理日趨重視，毒性化學物質對
人體健康與生活環境的影響更成為各國深思的問題為全面提升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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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適健康家園，提供平安居住良好環境，期使國人生活品質得以安心，
化學局成立專責機構以落實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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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及毒化物防救
第一節 法令演進及現況
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係依據 75 年 11 月 18 日行政院環境保
護小組第六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之「毒性化學物質管制方案」為藍圖，
及同年 11 月 26 日總統公布施行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
稱毒管法)來推展辦理。82 年 7 月起行政院列管「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公害污染管理及化災預防」，本署執行重大污染源電鍍業列管稽查
計畫。87 年 7 月行政院通過「國家環境保護計畫」，訂定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中程施政計畫， 92 年至 94 年訂定「三年行動計畫」－環
境污染物減量群組行動計畫「毒性化學物質公告列管與排放減量計畫」
與國際環保群組行動計畫「斯德哥爾摩公約計畫」等，積極執行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工作。
(一)立法沿革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迄今已近 30 年，其間進行法
制修正共 6 次，分別於 77 年 11 月 16 日(本署於 76 年 8 月 22 日
改制，毒管法之主管機關配合修正)、86 年 11 月 19 日(隨著科
技發展及快速工業化、都市化，毒性化學物質使用率增大，潛在
風險增加，以現有管理架構已明顯不足，毒管法修改幅度達 9 成
以上)、88 年 12 月 22 日(因應精省毒管法之主管機關配合修正)、
91 年 6 月 12 日(僅修正毒管法第 23 條將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
之規定提昇至法律位階及增列第 34 條處罰相關條文)、96 年 1
月 3 日(自公布日施行計 44 條)及 102 年 12 月 11 日完成第 6 次
修正強化第四類毒化物管理及增加化學物質登錄制度，以強化法
規制度面並落實管理。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則」自 78 年 8 月 2 日實施起，
陸續研修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法規共 17 項，包括運送、禁
止、限制規定、運作許可權之獲得、專責人員資格取得、運作紀
錄申報、釋放量紀錄申報、防止排放洩漏設施及偵測警報設備設
置規定、標示、危害預防應變規定、責任保險制度等規定。96
年為配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布施行，制（修）訂毒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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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質管理相關法規，96 年 1 月至 12 月共完成制（修）訂「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施行細則」、「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責任保險辦
法」、「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調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申請收費標準」、「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作業辦法」、「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登記核可管理辦法」、「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毒性化學物質標示
及物質安全資料表管理辦法」、「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
理事項」
、
「申請解除毒性化學物質限制或禁止事項審核辦法」、
「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等 11 項
法規。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制度架構詳如圖 1-1。
(二)重要計畫與行政措施
1.推動「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87 年 7 月全力推動「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以健全管理法規、規範制度化之輔導管理及整合建
制健全體系協調推動防災等三項行動策略與措施為主軸來據
以推動，以完成近、中、長程目標。
2.執行行政院「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自 82 年 7 月起執行行政院「維護公共安全方案」，持續
選定電鍍業密集 8 縣市，採反覆、重罰方式進行環保相關法
令稽查，每季稽查 700 廠次；篩選 120 重點廠家嚴密稽查防
杜污染，對重大污染違章工廠造冊加強列管，並移請建管機
關加強查處。並協調各關稅局遏止毒化物非法輸出入。加強
宣導及持續查訪使用電鍍品之企業及供應商，要求其委託合
法電鍍廠代工，從市場機能減少非法工廠生存空間。另拍攝
電視宣導短片及印製摺頁，加強民眾對違章工廠污染危害之
認知，鼓勵民眾及合法工廠主動檢舉。
(三)推動「三年行動計畫」毒性化學物質相關計畫
92 年至 94 年推動「三年行動計畫」，包括：環境污染物減
量群組行動計畫之「毒性化學物質公告列管與排放減量計畫」與
國際環保群組行動計畫之「斯德哥爾摩公約計畫」，訂定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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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訂定「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
99 年 4 月完成訂定「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計畫期程包
括短、中、長期，由 99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為第一
期執行計畫，並函送給各部會推動小組成員據以推動。由環保署
擔任管理召集機關召集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等相關機關推動小組召開「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跨部會推動小
組會議」，確認年後工作成果內容及滾動修正工作項目，就市售
食品、化妝品等含塑化劑污染事件，透過跨部會之推動，強化各
部會環境荷爾蒙管理，請各部會適時將塑化劑滾動納入權責業務
加強管理，以減輕民眾疑慮。「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第二期）」
亦於 104 年 9 月 8 日奉行政院核定，執行期程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延續部會共同管理環境賀爾蒙工作。
(五)執行毒性化學物質篩選運作管理
自 75 年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完成立法後，主要的業務重點
在建立毒性化學物質之管理制度，此制度採取公告列管的方式，
管理措施務期詳盡。但囿於執行人力缺乏，故僅能就顯見毒性之
化學物質列入管理。於 76 年 12 月草擬完成「行政院環保署毒物
管理技術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並成立行政院環保署毒物
管理技術諮詢委員會，以期加強毒物管理制度，防制毒性物質污
染環境。86 年起為使毒化物列管作業透明化、制度化，訂定「篩
選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依難分解性、致癌性、急毒性及疑
似毒性等四類毒理特性、國際間列管趨勢、及本國運作情況篩選
列管名單後，逐批依法定程序完成公告列管。
(六)建立毒性化學物質分類管理
86 年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二次修正後迄今，依化學物質
毒理特性區分為四類毒化物，第一類為難分解物質、第二類為慢
毒性物質、第三類為急毒性物質、第四類為疑似毒化物，第一、
二、三類毒化物之製造、輸入及販賣需申請許可證，使用、貯存、
廢棄及輸出簡化為登記備查，運作量低於最低管制限量者僅需經
簡單核可，另第四類毒化物可免申請許可證、登記備查或核可而
逕行運作。
4

(七)公告限制毒化物使用用途
鑑於化學物質之使用，與日用民生息息相關，而化學物質之
種類又極為繁多，用途廣泛，生活周遭常可發現其危害性，本署
於 83 年 7 月查見紙粘土含毒性化學物質五氯酚鈉及 84 年 6 月查
獲市售修正液攙含毒性化學物質苯、四氯化碳後，於 86 年起持
續推動 201 種毒化物正面表列管理，運作人如欲使用未列於許可
用途規定中之用途者，應另依本署公告之「本署審核毒化物使用
於新目的用途作業要點」規定申請審查通過後，始得用於該用途
(即新目的用途事先審核制度)，以防制毒化物不當使用、濫用或
誤用而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
(八)落實毒性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
針對國內運作具致癌性、致畸胎性、環境蓄積性之毒性化學
物質，持續累積建立空氣、水、土壤等本土化、長期性之背景調
查及環境流布基本資料，用以評估國內環境暴露情形，以維護環
境永續及人體健康。自 88 年度起逐年執行毒性化學物質環境流
布調查計畫，可區分為特定污染源環境及一般環境之環境流布調
查。
(九)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災害防救法」規定本署為中央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以下簡稱毒災)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積極策劃
相關防災與減災措施，並訂定毒災防救業務計畫、緊急應變警報
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支援處理作業、
救助種類及標準、潛勢資料公開辦法等規定。
我國毒災防制，從 79 年推動「化學災害現場預防協調小組
(OSPCT)體系」，至 84 年規劃建立「全國化學災害預防技術支援
諮詢中心」，提供全天 24 小時緊急災害防救技術諮詢服務。90
年 5 月 18 日新竹工業區的福國化工工安爆炸事故後，鑑於緊急
趕赴現場之需要，91 年 9 月 26 日行政院核定「北、中、南毒災
應變諮詢中心計畫」，92 年起於新竹工研院環安中心、雲林科
技大學及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等三地成立北、中、南三區毒災應變
諮詢中心」，提供 24 小時毒災監控及現場應變專業技術諮詢，
並要求各區專家攜帶裝備趕赴現場協助。94 年 6 月 23 日、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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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行政院核定「強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災害應變計畫」二
期四年公共建設計畫(95 年至 102 年)，成立中央環境災害監控
諮詢中心、三區 7 個地區應變隊，充實防救災專業人力、裝備、
偵測儀器及緊急之應變能量，使整體毒災防救體系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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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制度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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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職掌
化學局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成立，除延續毒性化學物質、毒化災防救、
環境用藥管理業務外，依組織法管理下列事項：
(一)毒物及化學物質政策與法規研擬、執行及督導。
(二)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政策與法規之研擬、執行及監督。
(三)環境用藥管理政策與法規之研擬、執行及督導。
(四)毒物及化學物質資訊整合分析之運用、協調執行勾稽式查
核。
(五)毒物及化學物質數量、流向之管理及相關國家標準之跨部會
協調。
(六)毒物及化學物質危害評估管理方法之研究及發展。
(七)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國際合作、技術研究發展之策劃、推動
及協調。
第三節 代表事件
3.1 多氯聯苯事件
民國 68 年於彰化、臺中地區，有 2,000 多人因食用受到多
氯聯苯/多氯呋喃污染之米糠油而造成嚴重中毒。該意外事件的
起因，乃由於米糠油的製作過程，使用間接加熱方式去除米糠油
之異色異味，而多氯聯苯自管路中洩漏出來，進入製作成的米糠
油之中。食用這些污染米糠油發生中毒者，稱為油症患者。中毒
者發生極端疲勞、皮膚產生許多黑頭的青春痘、手足痠麻無力、
走路不穩，並有神經炎、肝功能與血液中免疫機能異常的現象。
發生多氯聯苯中毒事件(米糠油事件)後，同年，政府(工業
局)即以行政命令禁止多氯聯苯使用於食品製造之絕緣油，並規
定國內各機構廢電容器、變壓器均先貯存於各專用倉庫。75 年
台電公司發布「各區營業處多氯聯苯電容器貯存倉庫管理要點
｣。
77 年本署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列管多氯聯苯
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於食品業；
並於 78 年底到 79 年間進行「臺灣地區含多氯聯苯電容器與變壓
器現況調查」計畫，針對在 69 年禁用多氯聯苯電容器及變壓器
設備前設廠之食品業及特高壓用戶，進行使用中與已汰換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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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並以當時用電量超過 100 瓩之高壓用戶配電系統上電容器
與變壓器為清查目標，篩選出 1 萬 8 千餘家作為調查對象，並於
79 年底至 80 年中進行「毒性化學物質多氯聯苯貯存中間處理前
置作業計畫」，發現有 71 年(含)以前製造之電容器及變壓器(包
括使用中及已汰換)，則編列管制編號、發送警語標示及拍照留
存、編製清冊、完成列管。
86 年 9 月 4 日，本署公告「廢變壓器絕緣油含多氯聯苯濃
度百萬分之二以上未達百萬分之五十者之處理方法」，廢變壓器
應先固液分離，其金屬殼體部分以熔煉方法處理；絕緣油或液體
部分，需以熱處理設施處理(含鍋爐)，應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其他非金屬之固體廢棄物部分，以衛生掩埋法獨立分區掩埋
處理。
86 年 12 月，在本署協同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督導台電、
中油等八大國營事業機構執行多氯聯苯廢棄物清理作業下，完成
多氯聯苯清理作業，總清理量為 3,031.8 公噸。士林、大同、新
電、長興、裕昌等 5 大廠家與台電公司間之廢多氯聯苯電力電容
器之處置，也於隔年 1 月 5 日依限定完成清理作業，總清理量為
820.1 公噸。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自 90 年 1 月起明定多氯聯苯全面
禁止使用，但 69 年 6 月至 71 年 12 間產製之電容器，因使用中
無法檢驗者，准繼續使用至報廢；及規定試驗、研究、教育用者，
不在此限，而含多氯聯苯 0.1W/W(1,000 ppm)以上之電容器或變
壓器，停止使用者應聲明廢棄，並依廢棄物清理之規定妥善處理，
自此國內已無多氯聯苯新的運作來源。
94 年 11 月 10 日台電公司開標委外處理，11 月 29 日本署也
邀請經濟部工業局、國營會、台電公司及其他相關廠商，協商其
餘多氯聯苯廢棄物妥善處理可行性，建議：(1)請國營會考慮循
台電模式，儘速解決各國營事業機構現存多氯聯苯廢棄物；(2)
請經濟部協調台電與 5 大電容器製造廠多氯聯苯廢棄物責任歸
屬，並早日妥善處理。
目前，因國內已禁用多氯聯苯多年，故已無運作來源。依據
本署多氯聯苯事業廢棄物統計資料，統計 95 年至 100 年底為止，
委託國內處理多氯聯苯有害事業廢棄物(C-0801、C-0802、C-0803
及 C-0899)的量約 186 公噸、多氯聯苯一般事業廢棄物(D-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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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量約 18 公噸；而暫存於廠內之多氯聯苯事業廢棄物，至 100
年底止，含多氯聯苯(PCBs)有害事業廢棄物暫存量為 0 公噸，顯
示國內含多氯聯苯(PCBs)有害事業廢棄物皆已處理完成，含多氯
聯苯(PCBs)一般事業廢棄物約暫存 4 公噸，皆已妥善保存，未來
仍將以委託國內處理方式妥善處理。而本署自 91 年起即陸續進
行環境檢測，結果顯示河川底泥樣本中 12 種共平面 PCBs 總量平
均值界於 ND-81 μg/kg 乾重，以 PCBs 總量表示，河川底泥平均
值界於 ND-184 μg/kg 乾重，大多數樣本之測值均低於偵測極限；
河川生物體(魚肉或貝類軟體組織)檢測結果，12 種共平面 PCBs
總量平均值界於 ND-14 μg/kg 乾重，以 PCBs 總量表示，平均值
界於 ND-63 μg/kg 乾重。顯示國內在「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明令禁用多氯聯苯後，共平面多氯聯苯在環境中測值已相當低，
管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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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氰化物電鍍原料納管
一、「蠻牛飲料下毒案」(氰化物事件)
94 年 5 月中旬，臺中市發生數名消費者分別於不同超商購
買罐裝飲料，飲用後相繼引發氰酸中毒症狀，經證實為「氰化物」
(Cyanide)中毒，其因為嫌犯欲勒索飲料廠商，以千面人手法非
法於飲料中加入氰化物。該事件造成無辜民眾一死三傷，並引發
全國民眾之震驚與恐慌。
二、毒管法管制規定
氰化物原料於國內多用於電鍍及金屬表面處理用途，因其毒
理特性具有急毒性，本署早於 79 年至 82 年間即依「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毒管法）公告氰化鈉等 9 種氰化物(如表 1-1 所示)
為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並採取許可、登記備查或核可方式管理，
嚴格限制使用用途及其買賣。為斷絕不法業者非法取得原料，依
法未取得氰化物許可證者不得販賣，未申請登記備查或核可者亦
不得受讓。
有關列管氰化物之運作用途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禁止運作事項：無。
(二)得使用用途：
1. 研究、試驗、教育。
2. 無機氰化物、硫化氰酸鉛、氫氰酸、苯胺基乙酸、氰乙
酸甲酯、丙二酸二乙酯之製造。
3. 染料、顏料、塗料、漆料(色素)、橡膠之製造。
4. 電鍍及金屬製品(熱處理、清潔)之製造。
5. 金、銀之提煉。
6. 媒染劑之製造。
7. 鋼之液式滲碳、滲氮、強選、淬火抑制製之製造。
8. 合成金氰化鉀、丙烯腈、無機玻璃之製造。
9. 照相沖洗液之製造。
10. 醫藥之製造。
11. 農藥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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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序
號

中文
名稱

1
2
3

6
7

氰化鈉
氰化鉀
氰化銀
氰化亞
銅
氰化鉀
銅
氰化鎘
氰化鋅

8

氰化銅

9

氰化銅
鈉

4
5

氰化物之毒管法列管資訊一覽表

英文名稱

CAS NO.

列管編號

Sodium cyanide
Potassium cyanide
Silver cyanide

143-33-9
151-50-8
506-64-9

046-01
046-02
046-03

毒
性
分
類
3
3
3

Copper(I) cyanide

544-92-3

046-04

3

13682-73-0

046-05

3

542-83-6
557-21-1

046-06
046-07

3
3

14763-77-0

046-08

3

14264-31-4

046-09

3

Copper(I)
potassium cyanide
Cadmium cyanide
Zinc cyanide
Copper(II)
cyanide
Copper Sodium
cyanide

三、展開全面清查及加強稽查工作
「蠻牛飲料下毒案」(氰化物事件)案發後，臺中市環保局已
配合警察單位偵查工作，詳查該轄區內氰化物運作廠家之運作情
形，本署亦要求其他縣市環保單位及環境督察大隊採取同步行動，
以避免氰化物之不法流用或濫用，並立即針對當時全國 600 多家
受列管使用氰化物之電鍍業者、學校實驗室及運作場所等，進行
大規模之全面清查作業，以徹查及確定氰化物之數量、用途及流
向。
此外，為確保民眾健康及避免環境危害，本署於 93 年亦訂
定「毒性化學物質(氰化物、鉻化物)運作情形追蹤專案清查計畫」，
請地方環保單位及本署環境督察大隊加強稽查，稽查結果尚無重
大異常情事，顯示我國氰化物之管制已達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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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塑化劑事件
一、事件之緣由
100 年 5 月國內爆發塑化劑污染事件，是因行政院衛生署檢
驗出香料公司販售之食品添加物「起雲劑」，竟違法添加疑似有
致癌風險之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類，影響範圍
包括市售運動飲料、果汁、果醬、優格粉，甚至到健康食品均無
一倖免，嚴重危害國人健康，造成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行政院
陳沖副院長於 100 年 5 月 19 日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全面清查及
要求廠商切結承諾絕無將塑化劑添加入食品。
本署自 88 年將鄰苯二甲酸（2 乙基己基）酯（DEHP）公告
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濃度達 30%以上，普遍用於工業或
化工製程、塑膠布及雨衣等等塑化劑使用；本署第一時間動員北、
中南 3 區督察大隊及各縣市環保局同仁全面展開稽查。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管制係為防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
或危害人體健康為宗旨」，100 年 7 月塑化劑風波，黑心廠商違
法將塑化劑加入食品，經由食品衛生管理法之進行稽查、檢驗及
剝奪其不法利益等嚴懲方式予以嚇阻，來達成與管制之目的，而
本事件之塑化劑為經由終端商品對人體「直接」接觸，所產生健
康影響之相關管制，已由商品檢驗單位依商品管理法規禁止或限
制其添加於商品(例如兒童玩具)之含量，並自始即由食品衛生管
理法規禁止不得加入毒性物質或未標示之物質於食品中來進行
管制。
二、事件之因應措施
本署為杜絕塑化劑非法流供食用事件再次發生檢視毒化物
管理措施並進行管制檢討作業
(一)原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申報頻率採年申報，為加強第四類毒
化物之管理，本署業已於 100 年 6 月 1 日修正公告「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及釋放量紀錄管理辦法」
，修正內容中要求運作業
者將第四類毒化物之運作紀錄調整為逐日記錄，並逐月上網
申報。
(二)另加強跨部會合作機制，本署業於 100 年 6 月 8 日召開「環
境荷爾蒙管理計畫 100 年第二次推動小組會議」
，會中與各部
會環境荷爾蒙推動小組成員檢討針對 DEHP 之因應作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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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目前針對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之管制現況，依據常見生
活用品可能含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之清單進行權責分工，並
請各部會確認權責範圍，提出中、長期工作內容，並將針對
環境荷爾蒙相關事件不定期召開會議，以強化各部會橫向聯
繫溝通，杜絕環境荷爾蒙之危害及避免類似事件之發生。
(三) 本署為加強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之管理，已於 100 年
7 月 20 日依據「行政院本署篩選認定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
以及其相關毒理及環境流布資料，將 DEHP、DBP 從第四類改
列為第一類及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管理；DMP 從第四類改列
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並將原來禁止使用於製造 3 歲
以下的兒童玩具之 DNOP，調整為禁用於 14 歲以下之兒童玩
具及兒童用品，加嚴管理，此外亦將常見之鄰苯二甲酸酯類
塑化劑物質納入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進行管制如表 1-2 所示，
以確實掌握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之運作情形。
表 1-2 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之管制資訊一覽表
序
號

列管
編號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AS No.

毒性
分類

117-81-7

1,2

117-84-0
85-68-7
28553-12-0
68515-48-0
26761-40-0
68515-49-1
84-66-2

1
1,2

068-02
068-03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
酯
鄰苯二甲酸二辛酯
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Di(2-ethylhexyl)phthalate
（DEHP）
Di-n-octyl phthalate（DNOP）
Benzyl butyl phthalate（BBP）

4

068-04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Di-isononyl phthalate（DINP）

5

068-05

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

Di-isodecyl phthalate（DIDP）

6

068-06

鄰苯二甲酸二乙酯

1

7

068-07

鄰苯二甲酸二烷基酯（C7-11
支鏈及直鏈）

8

068-08

鄰苯二甲酸二烷基酯（C6-8
支鏈及直鏈，富含 C7）

9

068-09

鄰苯二甲酸二丙酯

Diethyl phthalate（DEP）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di-C7-11-branched and linear
68515-42-4
alkyl esters(DHNUP)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di-C6-8-branched alkyl esters, 71888-89-6
C7-rich (DIHP)
Di-n-propyl Phthalate(DPP)
131-16-8

10
11
12
13
14
15

068-10
068-11
068-12
068-13
068-14
068-15

4
4
4
4
4
4

068-16

146-50-9

4

17

068-17

Di-iso-butyl Phthalate(DIBP)
Di-n-pentyl Phthalate(DNPP)
Di-n-hexyl Phthalate(DNHP)
Dicyclohexyl Phthalate(DCHP)
Di-iso-octyl Phthalate(DIOP)
Di-n-nonyl phthalate(DNP)
Bis(4-methyl-2-pentyl)
phthalate(BMPP)
Bis(2-methoxyethyl)

84-69-5
131-18-0
84-75-3
84-61-7
27554-26-3
84-76-4

16

鄰苯二甲酸二異丁酯
鄰苯二甲酸二戊酯
鄰苯二甲酸二己酯
鄰苯二甲酸二環己酯
鄰苯二甲酸二異辛酯
鄰苯二甲酸二正壬酯
鄰苯二甲酸二（4-甲基-2戊基）酯
鄰苯二甲酸二甲氧乙酯

117-82-8

4

1

068-01

2
3

14

1
1

4

4
4

序
號

列管
編號

18

068-18

19

068-19

20

068-20

21
22

068-21
068-22

23

068-23

24
25
26

068-24
080-01
080-02

中文名稱
鄰苯二甲酸雙-2-乙氧基乙
酯
鄰苯二甲酸己基 2-乙基己基
酯
鄰苯二甲酸二丁氧基乙
酯
鄰苯二甲酸二苯酯
鄰苯二甲酸二苄酯
鄰苯二甲酸單(2-乙基己基)
酯
鄰苯二甲酸單丁酯
鄰苯二甲酸二甲酯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

英文名稱
phthalate(BMEP)
Bis(2-ethoxyethyl)
phthalate(BEEP)
Hexyl 2-ethylhexyl
phthalate(HEHP)
Bis(2-n-butoxyethyl)
phthalate(BBEP)
Diphenyl phthalate(DPP)
Dibenzyl phthalate(DBZP)
Mono(2-ethylhexyl)
phthalate( MEHP)
Mono-n-Butyl phthalate(MNBP)
Dimethyl phthalate（DMP）
Dibutyl phthalate（DBP）

CAS No.

毒性
分類

605-54-9

4

75673-16-4

4

117-83-9

4

84-62-8
523-31-9

4
4

4376-20-9

4

131-70-4
131-11-3
84-74-2

4
1
1,2

3.4 中洲污水處理廠及合迪化工氯氣外洩事件
一、事件之緣由
自 69 年至 101 年，三十多年間共發生 11 次氯氣外洩事件，
3 件屬於造紙印刷業、3 件屬於化學材料製造業、2 件為化學製
品製造業，其餘為食品製造業及社會服務業，顯示氯氣毒性值得
我們一齊來關心與防治，以下事件較為最大影響
79 年 1 月 12 日晚間，中洲污水處理廠發生嚴重的氯氣外洩，
造成當地 2,000 多人就醫，一名老婦人因而死亡，1 月 12 日晚
間到 21 日凌晨，爆發旗津歷來最激烈的民眾抗爭事件，2,000
多人包圍中洲污水處理廠，數度和警方發生衝突，多人受傷。
79 年 6 月 22 日高雄氯乙烯工廠液氯輸送管破裂，洩漏約 6
噸液氯，造成 1 人死亡 486 人就醫，及廠區植物枯黃情況，81
年 4 月 23 日高雄合迪化工公司管線破裂，洩出約 30 噸液氯，造
成 7,000 多位居民就醫，82 年 6 月 3 日臺灣中部某小學游泳池
氯氣鋼瓶外洩事件，83 年 7 月 26 日高雄合迪化工司再度管線破
裂洩出液氯，造成附近居民震驚。
由各事件分析得知，氯氣外洩的災害處所以操作製程區發生
事故的頻率最高，高達 70%，若再針對災害發生時運作狀態分類，
則又以製造、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機率又高於其他運作狀態，總
觀引發氯氣外洩事故，分析其原因，就人為因素、設備因素及環
境因素探討時，則以設備因素所引發事故頻率高過人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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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氯氣外洩事件雖多因設備因素所導致，
探究其主因則為有關液氯貯存、運輸管線的維修保養不夠確實，
致使管線或容器受到腐蝕導致外洩事故的發生，因此對於氯氣輸
送設備及貯存容器應該加強檢查及稽查以防止外洩事件的發
生。
二、事件之因應措施
本署於民國 81 年 8 月 8 日公告列管氯為第三類毒性化學物
質，其運作管理相關規定詳述如下:
(一)依「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規定，氯不得貯
存於住宅區或商業區，目前氯得使用用途項目如下：
1、研究、試驗、教育。
2、作為氯化系溶劑。
3、次氯酸鈉、含氯有機化合物、鹽酸、氯酸鹽、環氧氯丙烷、
氯化鐵之製造。
4、合成氯乙烯、染料、塑膠、橡膠、醫藥、農藥之製造。
5、合成抗凍劑、冷媒、漂白劑、接著劑、固著劑、耐火材料、
錫系安定劑、鋁、錫湯之除氣除渣之製造。
6、煉製鎂及其他金屬用。
7、特殊電池（內填充物）之製造。
8、消毒劑。
9、半導體晶片蝕刻。
10、防縮毛條、溴、二氯乙烷、氯化蠟、二氧化鈦之製造。
11、作為氧化劑。
12、光氣之製造。
13、次氯酸之製造。
(二)「毒性化學物質應變器材及偵測與警報設備管理辦法」規定
製造、使用、貯存毒性化學物質氯，任一場所任一時刻之運
作總量達 100 公斤以上者，應另備有水霧噴灑設施；任一場
所任一時刻之運作總量達二公噸以上者，應另設置安全阻絕
防護系統（二次阻絕系統）。
(三)「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責任保險辦法」則規定製造、使用、貯
存、運送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總量達下列基準者，
運作人應於運作前投保責任保險，但運作氯總量未達 20 公噸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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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福國化工事故
位於湖口新竹工業區福國化工廠 9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 時
24 分發生反應槽爆炸，引起熊熊大火，消防人員經過 3 個小時
後始完全撲滅。由於爆炸威力強大，震壞方圓 1 公里內的廠房及
商家們的玻璃門窗，也造成 1 名普利司通公司的外勞死亡，107
位人員受傷，包括：兆赫、和鑫光電、晶陽等十餘家受到波及，
損失估計在數億元間。
案件回溯 90 年 5 月 18 日內政部消防署全國救災救護勤務指
揮中心於 13 時 24 分新竹福國化工發生爆炸後連續接獲地方消防
單位緊急通報-已知數十人受傷送醫、媒體已有快報發出，立即
通報各中央相關機關。
本署接獲內政部消防署通報，隨即成立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
組，並指示及傳真提供相關救災應變資訊，同時聯繫督察大隊北
區隊，並動員工研院及聯防小組於第一時間趕赴現場處理，並出
動空氣污染監測車及提供足夠應變器材。本署幕僚工研院環安中
心趕至現場，與新竹縣救災人員一起工作，因火勢持續且有人員
受傷，毒管處派員趕赴現場，因考慮現場火勢持續且有多人死傷，
經幕僚向署長分析建議獲署長同意，隨即由署長向行政院院長報
告獲院長同意後 15 時在本署成立毒性化學物質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事故發生後半小時內，縣長接獲通報，馬上成立縣級災害應
變中心由縣長任指揮官），隨後副署長、毒管處處長及承辦科長
趕赴現場，署長進駐毒化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負責指揮事宜，
16 時起各部會代表陸續進駐毒化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16 時署
長趕赴現場，現場通報火勢已控制，依本署環境檢驗所檢測數據，
丙烯晴周界濃度降至 5 ppb 以下（周界品質標準為 0.2 ppm），
死亡 1 人，重傷 2 人，100 人輕傷（多為灼傷），並均已送鄰近
醫院治療，19 時 46 分本署由北區督察大隊區隊長及毒管處代表
新竹縣環保局局長留駐現場，晚上 8 時 20 分署長宣布解除狀況，
撤除毒化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部會代表人員歸建，由本署毒
管處人員繼續留守，聯繫現場人員監控狀況。隔日 5 月 19 日早
上展開事故調查及廢棄物清除，並繼續監測水質狀況。毒管處科
長會同業者至現場勘查，協助處理善後復原並做回報，環檢所檢
測前日之空氣及水樣，其空氣採樣檢測結果小於 5 ppb，遠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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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周界標準；另環檢所於 18 日 20 時之空氣採樣檢測結果，均
檢測不出丙烯晴之存在，內政部消防署傳真結報，人員傷亡部分
計 1 人死亡，107 人受傷，毒管處科長現場回報，爆炸之貯槽內
丙烯晴含量少於 1 %，非屬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本署管制濃度標
準為 50% (w/w)）。事故初步原因為反應爐失控，溫度升高，爐
內易燃氣體溢散，壓力失控而爆炸，係屬工安事故。爐內主要物
質為丙烯酸甲酯 1.572 噸及甲醇 1.093 噸，丙烯晴含量少於 1%
（不到 20 公斤）
。爆炸前之丙烯醯胺已快用完，且尚未補料（僅
有 500 公斤）。另事後清查，倉庫內尚有丙烯晴一桶（160kg），
且已完全燒毀。現場清理完成，初步調查結果確認無任何丙烯晴
及丙烯醯胺存在，即無毒化物污染問題。後續有害廢棄物處理及
一般廢棄物清理，將由新竹縣環保局督導處理。
福國爆炸案之省思及可能原因分析：
(一)可能原因分析：
5 月 18 日湖口工業區福國化工廠發生爆炸事件之起因可能
係由於反應失控大量放熱，回流冷卻器冷卻能力不足，且反應裝
置為開放設計並無緊急洩放安全裝置，因而導致大量溶劑與反應
物蒸汽自回流冷卻器頂部出口洩出；由於上述之蒸汽均比空氣重，
反應器位置在二樓，洩出之蒸汽流竄到一樓，而二樓控制室之員
工一直沒有發現，直到發現反應器過熱時（甲醇之沸點為 64.7
℃），溶劑應已完全被蒸發完，由於主原料丙烯酸甲酯（MA）之
蒸汽壓很高(70mmHg ＠20℃)，因此不需要等到沸騰， MA(80℃)
的蒸氣在較低溫度即隨著甲醇蒸氣大量逸出。反應槽中最大量的
就是 MA(1500 Kg)與甲醇(1090Kg)，而其閃火點很低（MA：-3℃），
且爆炸界限很廣(甲醇：6.0%~36.5%； MA：2.8%~25%)，上述這
些可燃蒸氣遇到火源便發生強烈氣爆。
(二)災後檢討分析：
此次事故的發生，本署能掌握第一時間，快速反應並成立毒
性化學物質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立即展開協調、調度的工作，惟
匆促成立應變中心，有紊亂之處，茲將此次事故處理上的缺失檢
討如下，以為再發生時之改進。
1.現場應設置指揮中心，指揮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支援小
組工作，並標明位置，以利指揮。且應有專人負責彙整各
項資訊，俾統一對外發佈新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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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場應變小組及本署毒性化學物質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
訊器材不夠，對外通訊未能非常暢通，將設法改善。
3.現場應變小組，應變設備不足，計畫增購偵檢車、應變設
備車、個人防護設備及風速、風向儀等，列入中長程計畫
內爭取經費。
4.中南部之現場緊急諮詢服務尚不足，需設立據點，期能於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提供諮詢及處理、檢測服務。
5.將標準作業程序轉換成手冊供環保及救災人員隨身攜帶
使用。
6.強化毒災聯防體系的功能，讓其成員能立即趕赴現場協助
救災。目前協助業界規劃成立毒災應變隊，於北、中、南
各成立二毒災應變隊。
7.督促事業經常辦理毒災演練及觀摩，以熟練搶救技術。
8.毒化物應變中心撤除後，所餘原物料未即清除；地下貯存
槽需督促業者或聯繫主管機關處理；請各部會善後復原重
建工作依各管權責主動辦理至完成全部作業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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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欣晃化工事故
民國 94 年 7 月 3 日臺中市臺中工業區欣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2 時發生火警，臺中市消防局勤務中心獲報後，立即派遣人
車前往搶救，及通報環保單位及警察單位會同處理，並申請臺中
縣消防局、臺中港消防隊、空中勤務總隊及國軍支援，臺中市依
災害防救法成立化學災害應變中心，市長親臨現場指揮，事故波
及隔壁廠家妙春工廠，現場受傷及陸續就醫者共 22 名，事故初
步查證為消防法公共危險品列管亞硝酸鈉外洩燃燒，另該廠運作
之毒性化學物質為乙腈（列管編號 105-1）、聯胺（列管編號
164-1）、二甲基甲醯胺（列管編號 098-1）1,2 二氯甲烷（管制
編號 075-1）遭波及燃燒。本署於接獲上情後，署長立即指示並
率 2 位副署長長進行應變處理，並於下午 1 時於本署成立緊急應
變小組，本署中區督察大隊大隊長一行 5 人立即抵達現場，協助
現場指揮官應變。並由空保處指揮啟動大尺度空氣污染監測小組、
毒管處指揮啟動中、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到場實施空氣環境監
測，該署並緊急聯繫附近毒災聯防小組趕赴現場協助污染善後處
理作業，現場災變當時大量消防泡沬及火場污染物質併消防廢水
迅速經由工業區 24 路及 25 路雨水道流入南邊溪，臺中市環保局
水保課人員立即通報救災指揮中心應即執行水污染應變處理作
業，並持續電話通報聯繫本署水保處及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
察大隊，在環保局長調派人力及本署提供即時諮詢支援；在工業
24 路、25 路雨水溝及南邊溪工業 22 路橋下利用沙包防堵，並於
南邊溪河道佈設河川型攔油索及索狀吸油棉二道，並放置吸油棉
以防止火場可能有油污排出。聯絡農田水利會確認已暫時關閉筏
子溪下游灌溉渠道知高圳及王田圳。調派臺中市環保局清潔隊水
溝車、水肥車及民間化學槽車、大型水肥車，分別從工業區圍牆
外雨水道出口及南邊溪抽取廢水；抽取之廢水送至工業區污水廠
停用的氧化深渠暫存，並做後續處理排放。調派小型怪手至南邊
溪河道將消防廢水與南邊溪上游生活污水做河道隔離，以減少消
防廢水混入溪水之量，並方便水肥車抽取廢水。持續採集南邊溪
及筏子溪水樣，並於南邊溪及筏子溪沿岸檢視魚類活動情形。於
雨水道設置抽水機，將廢水抽至欣晃公司廢水處理設施進行前處
理後，再納入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本次災變水污染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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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採測河川水質 31 點次，投入河面油污清除處理計 113 人次，
吸附油污之廢棄吸油棉共約 600 公斤，環保局及民間水肥車共計
出動 382 車次、抽運廢水 1965 噸至工業區污水廠暫存，動用怪
手 14 部進行河道整理及廢水、河水分流等工作。本次救災消防
廢水排入南邊溪除造成河水變色及一段時間內之水中有機物及
硝酸鹽含量較高外，尚未發現有魚隻受毒害情形，臺中市轄內筏
子溪河段亦未有大量魚隻死亡情形；經截流抽取之消防廢水運送
至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處理，環保局並針對污水廠放流水加強採樣
監測，經檢測結果其酸鹼值、有機物含量、懸浮固體物及真色色
度等項目皆符合放流水標準，臺中市環保局持續不定期至現場巡
查，查看雨水道及河川水體狀況，以確保水體環境復原；根據臺
中市所提報告說明有關空氣品質控管部分因欣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爆炸起火產生濃煙，恐影響臺中市空氣品質，二氧化硫也有
急速上升情形，忠明站二氧化硫為 57ppb，西屯站二氧化硫為
102ppb ，唯未超過空氣品質標準小時平均值 250ppb)，另測站
測得空氣污染物之日平均值，也都符合法規空氣品質標準。
事故檢討說明：針對民國 90 年發生在新竹的福國化工爆炸
事件本署處置作為，94 年 7 月 5 日該署特別提出新聞稿說明，
福國化工案發生時據報肇事物質為第 3 類急毒性毒性化學物質
「丙烯腈」，且因當時媒體消息不斷報導傷亡已達百餘人，考量
事態恐持續擴大，故立即報請行政院成立毒性化學物質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本次火災事故，臺中市政府及消防單位於第一時間即
快速處理，雖然事故發生時，本署即知肇事物質亞硝酸鈉並不是
該署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但該署考量到後續可能發生嚴重災情，
仍立即成立署內應變小組，惟為避免權責分工及指揮系統紊亂，
妨礙現場救災，故以臺中市政府現地指揮救災系統為主，後來因
災情已獲控制，中央不開設毒性化學物質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無
不妥。
本署亦指出本次救災過程，臺中市政府快速應變作為，胡市
長已直接指揮，中央相關單位亦積極協助支援，包括軍方主動派
出化學兵群支援、本署派出高科技偵檢車及專家群進入火災爆炸
現場支援第一線警消人員、衛生單位啟動緊急醫療體系、警察消
防系統跨單位集結調動進行救災，整個過程各單位均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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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南寶化工事故
彰化縣南寶化學公司於 99 年 1 月 8 日下午 2 時 30 分疑似操
作不慎致發生火警，火勢猛烈波及近半廠房、陸續發生爆炸且濃
煙密佈數公里距離，彰化縣消防局勤務中心獲報後，立即派遣人
車前往搶救，應變過程驚險，消防隊無法接近，只能以固定消防
砲塔進行水線防護，火勢於直至下午 9 時獲得控制，事故未造成
人員傷亡，並未波及毒化物(波及過氧化氫異丙苯)，損失估計約
億元，廠區災害區域示意如圖 1-2。
本署接獲消防局通報及請求支援，經查證屬毒化物運作場所，
陸續通報本署空保處、中區督察大隊、中部毒災應變隊及諮詢專
家前往現場支援，毒管處指派毒管處科長會同應變隊計畫主持人、
計畫協同主持人、工研院諮詢專家等赴現場，會同中區督察大隊、
經濟部工業局及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協助現場指揮官應變，並提
供現場指揮官相關救災應變資訊(緊急應變處置、毒理參考資料、
毒化物運作量等)及疏散避難擴散模擬(ALOHA 軟體)等處置建議，
支援地方政府及工業區應變與救災。
毒災應變諮詢中心到場後，北、中、南部毒災應變隊與專家
顧問群抵達現場後，擔任現場指揮官專業幕僚及協助環境監測作
業，為避免災情擴大，會同業者（廠區平面配置、業者說明及現
勘）確認鄰近毒化物儲槽（異丙苯約 400 噸）未遭波及，隨即要
求消防人員加強槽體降溫及水霧防護阻隔熱輻射危害，並派員全
程使用熱影像儀監測槽體溫度，以防止發生大規模槽體爆炸(沸
騰液體蒸發爆炸 BLEVE)。期間亦以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FTIR)、
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及檢知管實施環境檢測，除測得微量總
碳氫化合物數值(3.5ppm)外，其餘測值均低於偵測極限 ND；另
因應火場產生大量濃煙，應變隊並於鹿港鹿鳴消防分隊設置 FTIR
監測點（距事故點 10 公里處），環保局空品車亦於下風處(凱美
德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空氣監測作業，並未測得其他危害物質，
相關檢測數據提供現場指揮官、環保局及督察大隊等單位處置參
考，結果環保局透過發布媒體訊息方式，以免居民過度驚慌。
為避免造成環境二次污染，督促業者將消防廢水實施圍堵
（pH 值約 7-8）及導流於廠內溝渠，並關閉末端出海口閘門(避
免流入海中)，並要求業者調派水肥車以抽除廢水(186 噸)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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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污水處理廠。下午 7 時 27 分災情獲得初步控制後，會同
工業局、中區督察大隊、環保局、工業區服務中心等進行善後復
原會議研商，後續作業分別由應變隊持續進行周界環境監測，消
防廢水由工業區廢水處理廠人員協助處與抽除，廢棄物由環保局
督導業者處理。
火勢直至 9(次)日 10 時 56 分始撲滅，應變隊即會同環保局
進行毒化物清點，確認本次事故並未波及毒化物，環保局並配合
監察院及中央主管部會進行調查與檢討改善。現今南寶公司亦因
近年接連發生多次工安事故，主動註銷毒化物運作(異丙苯轉至
它廠，實驗室毒化物【重鉻酸鉀與乙腈】移往南寶臺南廠運作)。
檢討與建議
一、檢討
1.應變隊每隊編制為 12 人，每隊應變隊當班值班人力為 3
人，本案通報出勤後總計投入現場之應變能量 65 人時，
應變初期及中期由於現場混亂、情勢詭變，深感人力不
足。
2.本案因火場影響範圍極廣、濃煙涵蓋區域變化，與環保
局不斷溝通及變換適當之偵測位置，應變隊抵達後事故現
場即發生蒸氣雲爆炸，應變人員立即採取撤退保護措施，
同時現場濃煙、水氣過大及氣溫過低，導致儀器無法正常
運作，本案初期，現場同仁除環境監測架設工作外，尚須
回覆及接受各單位來電查詢及指示，如監控中心、諮詢中
心、毒管處、消防署、中區督察大隊、彰化縣環保局、彰
化縣消防局，環境監測人員無法專一研判情勢及架設儀器
或排除儀器障礙，儀器偵測回報時間無法於既有標準應變
回報時間內回報。
二、建議或作為
1.建議規劃增加應變隊每隊人員總數以及值班人數。
2.建議修訂作業手冊，規定大型事故出勤後，應考量應變
同仁特殊健康風險評估。
3.建議討論修正作業手冊，區分大型事故、中型事故及小
型事故，回報時間規定應給予彈性調整並建議於大型事故
應變時，諮詢中心可加強主動詢問應變隊人員現場狀況及
提醒應回報事項，並進行平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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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議應變隊內化為署內單位或內化為未來部本部或下轄
三級機關執行，以利簡任級以上人員直接管理及擔任指揮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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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施政成果
化學物質之種類、成分繁多，世界上登錄有案者達 1 千多萬種，
經常流通使用者約 6 萬餘種，我國常用者約 2 萬餘種，且隨著科技發
展，每年開發之新化學物質有百餘種；在已知之化學物質中，毒性較
明確者約 6,000 種。而具有毒性之化學物質，其目的用途廣泛，運作
事項包括製造、輸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廢棄等。一
有疏忽，即易污染環境，甚而危害人體健康並導致嚴重後果。
歐盟近年化學品管理新制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化學品登錄、評估
及授權制度自西元 2007 年 6 月 1 日實施，要求製造、輸入達一定量
之既有及新化學物質業者，須依所訂期程登錄並提交安全資料。本署
參採歐盟 REACH 化學品管理新制，可有效解決現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法篩選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資訊蒐集困境，並掌握新化學物質製造、
輸入情形。為建置我國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篩選作業所需化學物
質資料庫，有效掌握國內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之製造及輸入情
形、物質安全特性及暴露、危害評估等資料，作為篩選評估列管毒性
化學物質之基礎，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於 102 年 12 月 11 日完成修正
公布，於母法制度上增訂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定義，以及化學
物質登錄等相關規定，提昇掌握較完整化學物質危害資訊。
4.1 石綿管制成果
我國石綿用途至 100 年止已大部分禁用，僅剩 4 種得使用用
途(擠出成形水泥複合材中空板、建材填縫帶、石綿瓦及剎車來
令片之製造)，但鑑於石綿為人類致癌物，為避免纖維狀石綿釋
出影響人體健康，本署採逐步禁止措施進而達到全面禁用。
為使石綿相關產業能有明確之時間點可供依循因應及規劃
退場機制，本署已於 101 年 2 月 2 日公告全面禁用石綿期程，修
正公告重點為：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禁止石綿用於擠出成形水泥
複合材中空板及建材填縫帶之製造，自 102 年 2 月 1 日起禁止石
綿用於石綿瓦之製造，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禁止石綿用於剎車
來令片之製造；106 年 5 月 10 日公告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
石綿用於剎車來令片之製造。
有關本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之石綿管制歷程彙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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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78 年公告石綿為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禁止使用於新換裝之
飲用水管及其配件。
二、86 年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青石綿（Crocidolite）
及褐石綿（Amosite）。
三、94 年底擴大禁用範圍，禁止大部分含石綿建材之用途。
四、97 年起禁止石綿用於製造石綿板、石綿管、石綿水泥及纖
維水泥板等產品。
五、99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石綿用於合成樹脂（增黏劑）
、石綿防
水膠、填充縫膠之製造；防火、隔熱、保溫材料、矽酸鈣板
之製造；石綿帶、布、繩索、墊片之製造；石綿過濾器、瀝
青（填充料）之製造；石綿防銹漆之製造等用途。
六、99 年 1 月 1 日起，石綿用途除試驗研究外，僅可用在石綿
瓦、擠出成形水泥複合材中空板之製造、建材填縫帶及剎車
來令片之製造。
七、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禁止用於擠出成形水泥複合材中空板及
建材填縫帶之製造；自 102 年 2 月 1 日起禁止用於石綿瓦之
製造；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用於剎車來令片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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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動 106 年具食安風險之化學物質輔導訪查計畫
為落實總統對食安問題之重視，防堵非食品用化學物質流向
食品鏈，化學局於 105 年 12 月 28 日正式成立，以源頭管理、跨
部會強化合作、進行勾稽查核及接軌國際趨勢等 4 個面向，希望
於短期內協同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動食安第一環查核輔導工作。
化學局於 106 年 2 月即啟動「106 年具食安風險之化學物質輔導
訪查計畫」，5 月全面啟動與地方政府協同輔導訪查 2000 餘家化
工原（材）料販售業者，並持續與化工原料等相關公會意見交流
及宣導輔導業者要「貯存分區」
、要「標示明確」
、要「用途告知」
及要「流向記錄」等「四要管理」作法以提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
積極扮演源頭把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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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從民生用品端看毒化物管理（例如汞、修正液、清潔劑、塑化劑）
鑑於我國之民生工業與化學工業之發展，為有效控管毒性化
學物質之使用及運作，以增進國民健康，本署公告「列管毒性化
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期藉由此法之設立可有效管理毒性
化學物質之使用及流佈，並於附表中明列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
禁止運作事項之規定，本節彙整民生相關用品之禁用事項：
一、 禁止使用四氯乙烯於文具中修正液及簽字筆墨水之溶劑。
二、 禁止使用三氯乙烯、壬基酚（壬酚）或壬基酚聚乙氧基醇於
家用清潔劑中。
三、 禁止使用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鄰苯二甲酸
二辛酯(DNOP)、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BBP)與鄰苯二甲酸
二丁酯(DBP)等於 14 歲以下兒童玩具及兒童用品；且亦特別
針對甲醯胺禁止使用於 14 歲以下兒童玩具（玩具元件）及
兒童用品與塑及地墊。
四、 禁止使用 1,4-二氧陸圜於化妝品之原料。
五、 禁止使用氧化三丁錫於船用防污漆中。
為有效控管我國毒化物之使用及運作情形，本署亦特別針對
市售之各項民生用品進行檢測，其中，97 年至 100 年特別針對
壬基酚類、氧化三丁錫及 6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化學物質進行抽測，
抽測結果如表 1-3，期藉由源頭之管制與末端之稽查，能有效控
管毒化物之使用與流布，以保障我國民眾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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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我國民生物品抽驗結果彙整表

化學物質
管制摘要
抽驗情形
壬基酚類  96 年 12 月 17 日 1. 97 年於 10 種家用清潔劑（包括地板、洗衣、
物質
正式公告列管壬
浴廁及廚房清潔劑）中均未檢出壬基酚聚乙氧
基酚類物質（壬
基醇（NPEO）。
基酚與壬基酚聚 2. 98 年針對 28 種家用清潔劑（包括地板、洗衣、
乙氧基醇）為毒
浴廁、廚房及玻璃清潔劑）進行壬基酚（NP）
性化學物質。
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NPEO）之檢測，其中僅
 97 年 禁 止 使 用
1 件發現含微量壬基酚聚乙氧基醇（NPEO）
於製造家用清潔
0.044%，但並未大於 10MDL(即 10 倍檢驗方法
劑。
偵測極限)，其餘均未檢出。
3. 99 年檢測壬基酚（NP）及壬基酚聚乙氧基醇
（NPEO）物質，抽測 20 件清潔劑中僅 1 件進
口洗衣乳含過量壬基酚聚乙氧基醇，本署立即
依消費者保護法要求業者下架、回收、改善。
4. 100 年以連鎖超市、量販店、五金量販店、連
鎖藥局及藥妝店、便利商店或玩具店等地點進
行 25 種家用清潔劑採樣，結果均符合標準。
氧化三丁  94 年 2 月 23 日 1. 97 年針對 10 種船用防污漆及一般油漆進行抽
錫（TBT）
本署公告全面禁
測，抽測結果合格。
止使用氧化三丁 2. 98 年於 5 種船用防污漆等市售商品中僅 1 件含
錫（TBTO）製造
微 量 氧 化 三 丁 錫 （ TBT ） 0.124% 均 未 大 於
船用防污漆。
10MDL(即 10 倍檢驗方法偵測極限)，其餘均未
檢出。
3. 100 年於 3 種油漆中均未檢出。
6 種鄰苯  95 年 12 月 29 日 1. 97 年抽測 15 種塑膠製品，均未檢出 6 種鄰苯
二甲酸酯
公告鄰苯二甲酸
二甲酸酯類（PAEs）。
類（PAEs） 二辛酯（DOP）為 2. 98 年於 15 種塑膠製品兒童玩具亦未測出鄰苯
第一類毒性化學
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
物質，並禁止使 3. 99 年針對 15 種 3 歲以下兒童玩具（包括抓握
用於製造三歲以
玩具、音樂玩具、兒童玩具車、卡通玩具及其
下兒童玩具。
他玩具）均未檢出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
4. 100 年於 17 種兒童玩具中亦未檢出列管之 8
種鄰苯二甲酸酯類（P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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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毒化物環境流布調查成果
基於毒性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分析資料之重要性，本署自
民國 87 年起持續推動毒性化學物質環境流布調查分析計畫之進
行。完成三氯甲烷等 24 種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工廠廠內及周界環
境流布調查，樣本種類包括工廠周界及廠內空氣、水體、土壤及
勞工個人環測、尿液樣本。依據量測結果提供運作工廠毒化物減
量策略建議，對於逸散排放情形顯著之運作工廠，於廠方進行減
量改善後再次實地量測調查，達成毒化物實際減量改善之效。
自民國 90 年度起針對一般環境（河川及港口）進行毒化物
實地量測調查，調查地點包括淡水河等 33 條河川，4 個國際港
及 17 個各級漁港。樣本種類包括河川及海洋水體、底泥及魚體
樣本。調查物質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疑似內分泌干擾物質（或
稱環境荷爾蒙）為主，包括鄰苯二甲酸酯類（Phthalate esters）
、
多氯聯苯、有機氯農藥、有機錫類物質（Organotin compounds）、
總汞、多溴二苯醚類物質（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可氯丹、毒殺芬、壬基酚、雙酚 A 等。調查成果建立國內 POPs
環境流布資料，除提供世界衛生組織（WHO）作為全球性 POPs 環
境基本資料之建立來源，並顯示國內在 POPs 管理上已收成效。
調查結果亦反應出國內河川環境中總汞、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及
多溴二苯醚類物質測值普遍偏高，經由跨部會管理政策協商會議
的推動，提高對此類毒性化學物質之管理層級，以及限制使用規
範及法規標準訂定。針對環境中檢出已禁用農藥之異常情形，通
報相關管理單位，進而查緝出有禁用農藥走私之實情。發掘國內
新興物質，包括壬基酚及雙酚 A 在環境中測值偏高之情形，促進
相關單位管理政策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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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貨品輸入規定代號「801」
化學局為加強化學物質邊境把關，函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將
原輸入代號「801」第(五)項規定:「本貨品非屬農藥、動物用藥
品、環境衛生用藥品及毒性化學物質」字樣，修正為:「進口非
屬上述項目者，應檢具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核
發之證明文件辦理通關放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106年5月8
日公告修正輸入代號「801」第(五)項規定，並自106年8月15日
起施行。

4.6 化學物質登錄
103年12月11日開始施行化學物質登錄制度，104年3月由勞
動部公告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冊計10萬1,089筆化學物質，並在
104年8月與勞動部整合建立化學物質登錄統一窗口，迄今已完成
第一階段登錄近2萬7,000種既有化學物質及超過1,827件新化學
物質登錄，低關注聚合物化學物質事前審定786案。
4.7 化學雲成果
環保署建置化學雲主要目的係為建立化學物質資訊、分享及
預警平臺，提供相關部會進一步管理化學物質之用，目前已介接
國內相關部會36個資訊系統之化學物質資料，已完成開發初步的
篩選功能，可跨域查詢化學物質之操作量及流向等資料，可就特
定物質進行風險預警廠商名單篩選，供相關部會進一步勾稽查核
之用。在民眾端有關化學物質風險溝通的展示面則提供日常生活
中所含化學物質之相關特性及安全資料，提升民眾對於商品中化
學物質毒性資訊及危害風險之認識。
4.8 毒災緊急應變能量建置及執行成果
國內有關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以下簡稱毒災）防制工作，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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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全毒災防救體制為基礎，相關單位從預防、整備、減災、應
變及善後等各階段進行降低環境衝擊措施，當毒災（洩漏、污染、
火災或爆炸等）發生時，以良好應變組織、人力、設備，於短時
間內控制災情，將對環境影響降至最低。自84年規劃起步，從早
期以電話緊急諮詢，逐步到派專家趕赴現場給予技術支援，提供
環境毒災事件的處置與復原等應變建議(如圖1-3)。
其間政府毒災預防應變能量也逐年在提升，國內災害防救工
作主要係依據89年公布施行「災害防救法」在推動，本署乃依據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於99年2月8日發布修正「毒災防救業務
計畫」，並函頒各級主管機關要求落實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每
二年定期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進行地區災害發生及潛勢等
勘查與評估作業，提供預防、減災、整備、應變及善後等各階段
工作之依循。於100年6月3日函請各縣市政府完成「毒災疏散避
難作業原則」發布，並進行地方政府毒災疏散路徑及避難場所規
劃整備與轄區疏散演練等工作。
近年來為自源頭預防毒災事故及防範環境遭受污染或危害
人體健康，強化毒性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化物）運作業者災害
防制的自主管理及事故緊急應變的整備能量，參酌先進國家管理
作法及國內運作實務需求，於96年1月3日修正公布「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並陸續完成毒災防救相關子法修正作業，逐步健全
毒災防救法規。例如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
業辦法」等法規，該辦法規定第1類至第3類毒化物運作人皆須向
地方政府提報「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內容包括：毒化物管理
與危害預防管理措施、應變作為、設備、器材及災害防救訓練、
演練及教育宣導等。協助各級環保機關持續透過無預警測試、演
習及臨廠輔導等配套措施，督導業者確實執行毒化物安全管理及
毒災防救工作。
本署為了進一步提供各界有關毒災應變服務，自90年福國化
工案後檢討擴大籌設建立北、中、南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毒災
事故時，由諮詢中心派專家趕赴現場協助，並提供現場技術諮詢。
惟發現事故現場應變專業裝備、專業人員及監測設備極為不足，
故自95年起，籌組北、中、南部7個環境毒災應變隊，建立政府
專業應變能量；應變隊進駐新北、新竹、宜蘭、臺中、雲林、臺
南、高雄等7個地區(如圖1-4)，全年無休全時執勤，於毒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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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時，趕赴現場支援，協助政府相關救災單位進行現場環境監
測及提供相關應變建議(如表1-5)，並輔導設立北、中、南區應
援團隊7隊，簽定支援協定，強化應變體系能量；另協助地方政
府整合業者防救力量，編成毒災聯合防救小組，推廣自主聯防觀
念及發揮業者自救救人之精神。【前述三區中心自92年至95年執
行階段性任務，96年度起將三區毒災應變諮詢中心予以整併調整
為1個「環境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提供各界有關毒性化學物質（含
其他化學品）管理及事故緊急諮詢服務，並監控國內外相關事故
處理】
表 1-5 本署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體系協助地方環保單位
年度
區分
臨廠
輔導
毒災
演練
無預
警測試
合計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合計

46

216

205

202

250

225

216

231

290

302

299 2,482

15

30

31

34

33

32

40

45

47

45

64

416

15

107

100

126

119

120

127

110

148

148

150

1270

76

353

336

460

501

477

383

386

485

495

513 4,465

本署自101年起，為提升各級政府環保機關毒性化學物質防
救災體系應變與指揮能量，以及強化中央環境事故諮詢中心與環
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之整體專業技術與能力，並加強港區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管理，首次辦理「國外毒災事故應變現場指揮官訓練
研習班」，利用現場災害訓練教具與設施做為想定情境，對於事
故應變指揮官沙盤推演之情境狀況更為具體，對未來事故現場災
情評估與決策有其助益。藉由訓練過程於講師與學員密切互動下，
吸收國外應變作法與資材運用之經驗，提供國內應變作為之思考
邏輯。並讓國內現場事故應變指揮官人員獲得NFPA和OSHA認證認
證課程之完訓證書。
本署為營造無毒健康家園，特別與教育部合作舉辦「大專校
園毒化災安全宣傳列車活動」，深入全臺20所大專院校加強推動
實驗室安全管理，本次活動超過4,000人參與，將化學物質知識
33

及災害預防管理融入活潑的教材中，並透過仿真互動加深印象。
化學物質帶給人們生活的便利，然安全使用知識仍待加強，雖然
校園使用毒化物普遍用量少，但是化學物質種類繁多，學生經驗
不足，處置不當時易發生危害並衍生環境污染問題。為從源頭強
化應變知能及減少事故發生風險，環保署與教育部共同規劃本宣
傳列車計畫，每場宣傳活動包括室內及室外課程，同時搭配大專
院校演練、訓練及演講等相關活動，由專業人員至校園內，藉由
案例分享、影片欣賞、小遊戲闖關活動、應變器材展示，以及室
外仿真互動實作體驗，活潑的化學品文宣資料發送，傳遞正確實
用的毒化災安全知識，促進了實驗室人員安全使用毒化物，強化
學生及民眾對毒化物的危害認知，推廣校園防災概念，提高防災
警覺與共識，及提升校園環境安全。
4.9 毒災應變執行成果

本署協助監控近5年國內危害性化學物質事故，經統計總計
發生1,907件，其中以105年448件最多、102年317件最低，事故
發生頻率仍高；其中105年間監控448件中，以工廠事故268件最
多、其它場所事故86件次之；事故類型以火災事故281件最多、
其他事故79件次之(當中有1件波及公告列管毒化物)；近5年國內
事故亦有上升趨勢；又近五年應地方政府救災單位(消防、警察、
環保…)、工業區或交通主管機關請求支援，由本署環境毒災應
變隊出勤趕赴現場支援應變總計303場次(如表1-6)。
表 1-6 101-105 年度本署應變隊事故出勤統計
年度
區域
北區出勤件數
中區出勤件數
南區出勤件數
合計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33
11
21
65

47
9
11
67

41
13
20
74

34
4
12
50

27
10
10
47

34

合計
182
47
74
303

件數
500
400
300
200
100
0

95
監控事故 285

96
367

97
241

98
216

99
341

100
350

101
323

102
317

103
437

104
382

105
448

事故出勤 108

123

97

69

72

63

65

67

74

50

47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階段任務
• 環境毒災監控中心

三區毒災應變
諮詢中心

24小時資訊提供
•
•
•
•

技
術
層
次

毒災聯防小組
毒災演練
組訓與簡訊
毒化物廠場防救
資料庫

現場污染偵測
污染採樣分析
運作廠商輔導
標準程序建立
反恐與全民動員

•
•
•
•
•

環境毒災應變七隊
毒災應變諮詢中心
現場應變處理
環境善後復原
反恐全動毒災聯合
作業

• 業界自籌應變處
• 加強運作業者安 理費用，自主永
全自主管理
續經營
全管理及災害 • 強 化 救 災 應 變 人
• 建立以民間為主，
預防整備
員專業技能
政府為輔之事故
整 合 毒 化 物 運
• 建 置 毒 災 專 業 應 應變體系
作企業廠場事
變訓練場及設施
故應變能力
• 落實業界聯防組
織
落 實毒化物安

• OSPCT籌組
• 防救手冊
• 無預警測試

第七階段
第六階段 (108以後)
第五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86-91)

第四階段

第三階段
(92-95)

(95-98強化毒
化物安全管理
及應變計畫)

(81-85)

85

86

91 92

(99-102第2期
延續計畫)

98 99

95

(103-107建構
寧適家園計畫)

合併毒化災及空污緊急事件應
變業務，為環境事故應變業務

102 103

107 108

時程(年)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35

13

圖 1-3 毒災應變體系演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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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技術小組（臺北、新竹、宜蘭）

毒化災應變部署
環境事故監控中心（化學局）

人力

48人（3隊）

裝備

偵檢、洩漏處理、個人防
護設備…等542（輛/套）

轄區

連江縣、花蓮縣、宜蘭縣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

設備

毒化災防救查詢系統、槽
車即時監控系統、監控電
視牆、媒體即時存錄系
統、應變資訊平台備存系
統…等

環境事故諮詢中心（南投中創園區）
中區技術小組（臺中、雲林）
人力

32人（2隊）

裝備

偵檢、洩漏處理、個人防
護設備…等378（輛/套）

轄區

金門縣、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

設備

北區技術小組
中區技術小組
南區技術小組

南區技術小組（臺南、高雄）
人力

32人（2隊）

裝備

偵檢、洩漏處理、個人防
護設備…等538（輛/套）

轄區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臺東縣、澎湖縣

毒化災防救查詢系統、化
學品應變查詢資料庫、槽
車即時監控系統、監控電
視牆、媒體即時存錄系
統…等

 合計編組132人
 各式裝備1458套（輛）

2

圖 1-4 毒災應變體系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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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毒災應變防救體系主要裝備一覽表
圖樣

偵測儀器

圖樣

偵測儀器

傅利葉紅
外光譜儀
(FTIR)

A 級化學防
護衣

火焰離子
偵測器
(FID)

四(五)用手
提氣體偵測
器

可攜式氣
相層析質
譜儀
(GC/MS)

pH 試紙

紅外線熱
像儀

空氣呼吸調
節器

38

圖樣

氣體檢知
管

移動式文式
洗滌塔

霍式遙測
紅外光光
譜儀

空氣採樣裝
置

偵測儀器

圖樣

偵測儀器

耐酸鹼移
液泵浦

電子空氣
呼吸器及
其管制面
板

採樣鋼瓶
清潔系統

20 噸級以
上處理設
備救災車

39

圖樣

17 噸衛
星通訊指
揮車

毒災應變
車

靜音 11`
型高壓空
氣壓縮機

11 噸毒災
應變設備
車

3.5 噸設
備車

應變車輛

偵測儀器

圖樣

正壓式空
氣呼吸器
組

偵測儀器

C 級防護衣

40

氣相層析
質 譜 儀
(GC/MS)

光離子偵
測器
(PID)

ERCV
鋼瓶洩漏
處理器

Kit-AE

攜帶式 X
射線螢光
分析儀

充氣式除
汙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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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完備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監控管理機制
經統計國內每年大約有700萬公噸的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由甲
地運送至乙地，為有效減少毒性化學物質在運送過程造成環境的
污染或危害人體健康，於96年1月3日「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
正公布時，乃強制要求全國運送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毒性化
學物質的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系統（以下簡稱GPS）。在96年4月
至8月期間本署參考國內運送車輛的種類、物質的理化危害特性
及運送量的多寡，結合GPS及GPRS等相關無線資訊傳送技術，及
裝設GPS的實際現況（因多數載運罐槽車的運輸業者已先行裝設），
多次邀集國內毒性化學物質所有人、運送業者、車機廠商進行研
商討論（如圖1-5）
，最後才於97年1月25日、98年9月29日二次會
同交通部修正「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管理辦法」。
為降低國內運作業者衝擊，國內裝載毒性化學物質車輛裝設
GPS分成4批次納入管理（如表1-8）
，以全面監控毒性化學物質運
送車輛即時運送狀況，及有效的掌握毒性化學物質流向。本署於
97年8月1日首次施行第1批次運送車輛（罐槽車）上路前應裝設
GPS的規定，該新措施推行以來獲致業界認同，也有極良好管制
成效，隨後又於99年1月1日、101年1月1日先後推動施行第2批次
（非罐槽車運送氣液體毒性化學物質）
、第3批次（非罐槽車運送
固體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GPS的措施。截至106年6月22
日止，共完成1,937台車輛裝設GPS，納管運送業者共有291家。
環保署發布毒性化學物運送車輛應裝設即時追蹤管制系統，
架構如圖1-6，其中包含GPS定位模組及電信通訊模組。GPS之定
位資料會定時傳送至環保署之車機業者接收轉檔伺服器，並透過
車機業者之轉檔程式，將軌跡轉檔存放入軌跡資料庫中。所有人、
運作人、受貨人及環保單位等，則透過Web查詢界面使用GIS系統
及營運管理系統，查詢運送車輛之歷史及即時軌跡，並確認軌跡
回傳之狀況。
國內毒性化學物質的運送管理亦正式邁入聯單電子化與即
時追蹤系統管制整合的新里程，藉由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
的推動，同時也建置 GPS 主動監控與異常管理機制與通報機制，
不但整體提升業者對本身車隊管理與運送安全管理的重視，並且
增加運送軌跡附加價值，制訂標準的資料交換格式，提供政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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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機關自動化的監控與管理功能（例如本署與高雄市交通局交通
管理中心介接後，結合他們自己本身交管系統，進行每日監控提
示手段，在車輛進入管制區域後，交管中心作業系統會提示，該
中心相關人員可至本署 GPS 網站上查詢進一步詳細資料及運送
軌跡），也發揮管理上的實質綜效，充分掌握國內運輸動線與運
送整體安全。本署又於 100 年間結合推動關、港系統整合，使毒
性化學物質落地後隨即納入掌握，提昇毒性化學物質運送相關應
變處理及通報的時效性。
表1-8
批次
1

2
3
4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規範

車型

載運條件
1. 氣體超過 50 公斤。
罐槽車 2. 液體超過 100 公斤。
3. 固體超過 200 公斤。
1. 氣體超過 50 公斤。
非罐槽車
2. 液體超過 100 公斤。
非罐槽車 固體超過 200 公斤。
1. 氣體 50 公斤以下。
非罐槽車 2. 液體 100 公斤以下。
3. 固體 200 公斤以下。

96年8月09日
政府部會間法規協商會
96年8月07日
法規公聽會

取消新設、既設，整合成為單一種車機資料回
傳規格；針對丙級專責人員訓練提出建議
針對新設、既設車機規格、認定
進行熱烈討論

說明
罐槽車車體：含槽體式（含貨
櫃式）
、罐式、罐槽體式、高壓
罐槽體式、常壓罐槽體式。
非罐槽車：含貨櫃車、大型貨
車、小型貨車等。容器有鋼瓶
（氯、環氧乙烷、磷化氫）
，鐵
桶或不銹鋼桶（TDI、三氧化鉻
電鍍液、苯胺、丙烯腈）
，玻璃
瓶，塑膠桶等。

96年7月10日
運輸業者先期座談會
96年7月10日
運輸業者先期座談會

訪查195家毒化物運作
業者槽車裝設情形

96年6月28日
資料回傳規格及可行性討論
系統業者先期座談會
96年4月16日
運送車輛裝設即時追蹤系統將採分
批管制方式，逐批納管
毒管處內部討論會
96年4月11日
為車隊管理，多數運輸業者已自行
安裝車機，並設有管理系統
家運輸業者先期座談會
5家運輸業者先期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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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毒性化學物質運送 GPS 研商進度

圖 1-6 運送車輛即時監控系統現行系統架構示意圖

4.11 開發毒災應變決策支援系統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發生時，事故應變體系對於事故廠場之運
作基本資料、事故化學品的危害資訊、現場環境監測結果及應變
資材調度等資訊均存在必要性需求，但基於毒化物運作行為的法
規規範的業務管理，各種應變資訊則分屬在不同資訊系統，如運
作廠場基本資料建於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內、毒化物危害
資訊則建置於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查詢系統內、運送車輛軌跡
於毒性化學物質運送車輛即時追蹤系統等，若再結合現場監測結
果與其他化學品資料則需仰賴電話聯繫或查詢專業參考書籍而
得，其程序繁複且耗時，極需一個可查詢所有應變相關資料之平
台。有鑑於此，於 99~102 年經建計畫中分四年建置「毒災防救
決策支援系統」，完成相關應變資料庫解析整合，於事故發生後
可即時產出毒化物運作場廠資訊、化學品處理支援決策、應變資
材調度種類及事故擴散模擬分析等，並結合全國地理資訊系統
(GIS)，可立即查詢附近可能被波及之毒化物運作場廠資訊、敏
感受體(如：醫院、學校、行政機關等)及環境敏感區域(灌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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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取水口及水井等)，將上述資訊納入決策考量外同時可直接
獲取事故或應變相關訊息，同時結合氣象模組及擴散模擬系統，
將下風處可能影響之區域及敏感資訊提供參考，有效提升毒化災
事故應變資訊取得及應變時效，系統於上線後已於多次毒化物廠
場事故中發揮功用，另外也進一步開發行動裝置之應用軟體，強
化第一線人員之使用友善度及離線資料查詢功能以提高使用效
率。
在國內行政管理政策方面，為預防毒化物事故及防範環境遭
受污染或危害人體健康，環保署積極加強毒災預防及管理，辦理
毒化物應變管理法規之修正，於 96 年 1 月修正公布「毒管法」
及其施行細則、102 年 12 月 11 日增訂第四類毒化物與全國聯防
組織運作及 104 年修正發佈「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輛管
理辦法」等規定，用以健全毒化物運作安全管理制度及強化救災
效率等規定，然雖有健全的運作管理制度，仍無法全面防範災害
事故的發生（包括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故自 103-106 年經建
計畫中建置「毒災防救管理資訊系統」，除了將「毒災防救決策
支援系統」進行改版與提升外，主要更針對預防、整備面的資訊
需求進行整合建置，其中包含輔助稽查輔導與追蹤管理功能、強
化應變經驗傳承與災因分析的經驗模組建置、落實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事故應變車輛的管理功能，以及環境事故應變人員數位訓練
課程網及數位課程的建置等，藉以逐步充實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預
防、整備、應變及復原之平台(圖 1-6 至圖 1-7)，並提升毒災防
救業務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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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毒災防救管理資訊系統網頁頁面

圖 1-7 行動裝置軟體系統展示圖

46

4.12 聯防組織輔導籌設
自 96 年本署積極輔導業者籌組跨區域全國聯防組織，規劃
推動方向（跨區域運作及北中南區三區）平時以預防管理及減災
為主，變時啟動支援協調、整合建制健全毒災聯防體系），目前
國內製造、使用、運送第一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業者依其
不同運作屬性分別加入適當之聯防組織，並提送備查文件。96
年至 106 年間於全國分別招開 69 場次說明會，印製文宣加強宣
導，並建構「全國毒災聯防系統」網路平台(如圖 1-8)，將各個
組織所提報備查文件建置線上資料庫，整合聯防緊急聯絡人、應
變專家、資材調度資料及第一時間事故橫向通報，並提供有意尋
求聯防業者透過此介面進行聯防媒合配對等。截至目前已籌組
103 個全國性聯防組織共 4,605 家運作廠場，為發生毒性化學物
質災害之虞時發揮其救災互濟功能。

圖 1-8

全國毒災聯防系統網路平台

105 年及 106 年為落實全國毒災聯防組織運作，建置「低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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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常壓儲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及「高危害性高壓儲
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透過移動式模組可於任何地點
進行仿真情境設置，配合訓練、無預警測試及觀摩演練方式(如
圖 1-9)，邀集縣市環保單位、相關業者代表共同參與，檢視各聯
防組織之備查文件、跨區支援有效性、應變人力及應變資材等項
目，提出整體處置改善建議，提供受測組織及相關單位參考，達
到事故管控、降低災損及避免二次危害，創造企業、聯防組織與
環保三贏的局面。

侷限空間訓練

聯防無預警測試

觀摩演練

圖 1-9 訓練、無預警測試及觀摩演練
4.13 中央層級機動先遣應變車輛與高、低危害性化學物質仿真模組
環保署依據 103 至 107 年「建構寧適家園計畫」之目標，推
廣及強化全國性聯防組織運作，建置毒化物聯盟並落實其支援量
能，為驗證聯防組織支援時效性、應變人員操作能力及設備器材
適用性，有鑑於此環保署於 103 至 105 年期間即刻著手規劃仿真
模組建置工作，包括模組設備資料蒐集、模組規格設計、招標規
範、工程發包、車輛建造以及模組功能驗收等工作，完成「低危
害性常壓儲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高危害性高壓儲
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與「中央層級機動先遣應變車輛」，
歷時 22 個月，總計建置有 10 種模組，至少 28 項課程。
 「低危害性常壓儲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圖 1-10)：該
車輛設計建置有 6 種模組，包括各式常壓包裝容器型式（槽車、
桶、袋、瓶、管線）等模組，提供至少 16 項課程，包括個人防
護、環境偵檢、應變止漏等訓練。
 「高危害性高壓儲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圖 1-11)：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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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設計建置有 4 種模組，包括各式高壓包裝容器型式（槽車、
鋼桶、鋼瓶、管線）等模組，提供至少 12 項課程，包括槽車移
槽、吊掛及各高壓容器應變止漏等訓練。
 「中央層級機動先遣應變車」(圖 1-12)：提供整合現場即時資訊，
運用多點式無線偵檢設備建構區域性環境污染狀況，以及使用遙
控無人載具(UAV)飛行器，避免事故現場地面障礙物阻擋，便可
迅速蒐集現場災害畫面與全景。
前述三台車輛現階段均已投入環境事故災害應變體系，於平時則
運用在應變人員訓練、實兵演練測試以及全國性聯防組織能量驗證等
預防整備工作。於事故應變時，則可提供應變資材、全區環境污染與
現場災害畫面等應變復原，協助事故災情研析與應變資材之所需。

圖 1-10 低危害性常壓儲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

圖 1-11 高危害性高壓儲運應變聯防能力提升模組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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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用藥管理
第一節 法令演進及現況
我國位處亞熱帶，氣候適宜蚊、蠅、蟑、鼠等病媒害蟲生物及細菌
等微生物之孳生，致使居家環境品質常遭騷擾性昆蟲影響，甚而衍生登
革熱疫情。為防止這些有害的病媒害蟲及微生物之蔓延孳生，環境衛生
用藥品遂成為民眾居家環境衛生及環保衛生機關防治病媒蚊害蟲之重
要用藥產品。為避免誤用、濫用環境衛生用藥而導致環境生態之影響或
甚至危害人體健康，本署依法管理環境衛生用藥品之查驗登記、查核、
取締，以確保用藥安全。本項業務自 105 年 12 月 28 日由本署環境衛生
及毒物管理處移撥至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辦理。
(一)立法沿革
環境衛生用藥之管理，原係依據「環境衛生用藥管理辦法」，
該辦法係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73 年依「藥物藥商管理法」所訂
定施行，惟民國 76 年本署成立後，整體管理業務移交環保機關；
為此，本署乃於民國 79 年研擬「環境用藥品管理法」草案，經
送立法院審議，於民國 81 年 3 月 25 日完成一讀審查。民國 82
年適值行政院衛生署將原「藥物藥商管理法」廢止，另行公布「藥
事法」，並刪除環境衛生用藥相關準用條文，使該辦法頓失法律
依據。直至民國 86 年 10 月 23 日「環境用藥品管理法」草案完
成二、三讀之法定程序，始正式通過為「環境用藥管理法」，並
經總統於民國 86 年 11 月 10 日公布施行。
「環境用藥管理法」未
完成立法制定程序之前，環境衛生用藥之管理，僅能以「環境衛
生用藥管理辦法」之行政命令予以規範。在管理上，由於缺乏法
律依據，無法就其不同違規情事，予以刑罰或行政罰之處分，其
嚇阻力不足，更難以約束其非法情節。所幸「環境用藥管理法」
順利完成公布施行，其管理體系更趨完整，並據以落實整體環境
用藥之管理。該法於 88 年 12 月 22 日及 92 年 1 月 8 日修正 2 次，
至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再次修正公布全文 60 條。
(二)環境用藥管理範圍
依據「環境用藥管理法」規定，其管理體系所涵括的環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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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種類有三類：
1.環境衛生用藥：
即環境衛生用之殺蟲劑、殺蟎劑、殺鼠劑、殺菌劑及其他
防制有害環境衛生生物之藥品，概為一般居家環境防止各
類有害病媒蟲鼠及微生物之重要日常用品。此類藥品劑型
相當多，在我國已登記之劑型包括有液劑、油劑、乳劑、
片劑、丸劑、粉劑、粒劑、餌劑、燻煙劑、微膠囊劑、煙
霧劑、凝膠餌劑等；其種類則涵括由合成除蟲菊精，氨基
甲酸鹽，有機磷劑，昆蟲生長調節劑等組成配方之殺蟲劑、
抗凝血殺鼠劑以及四級銨、酚類等殺菌劑。
2.污染防治用藥品：
即用以防治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或處理廢棄物之
化學合成藥品，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例如處理海洋污
染之除油劑。
3.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
即利用天然或人工改造之微生物個體或其新陳代謝產物
所製成，用以防治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處理廢
棄物或防制環境衛生病媒之微生物製劑，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者，例如黑殭菌、白殭菌、圓形芽孢桿菌、蘇力菌等。
此外，依其使用濃度及使用方式之不同，環境用藥在管理上
亦可分為一般環境用藥、特殊環境用藥及環境用藥原體，其中「一
般環境用藥」係指使用簡便，且毒性在中央主管機關管制限量以
下之藥品，通常消費者可於一般超市或便利商店即可購買直接使
用；「特殊環境用藥」則是指須在安全防護措施下使用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定之藥品，此藥品限由病媒防治業或經當地主管機關
核准者依規定使用之。「環境用藥原體」係指用以製造、加工一
般環境用藥及特殊環境用藥所需之有效成分原料。
另外環境用藥與農藥之管理分界在於其目的用途不同，農藥
係指(一)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者。（二）用於
調節農林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三）用於調節有益昆
蟲生長者。（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列為保護植物之用
者。
(三)環境用藥管理策略
1.健全法令規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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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環境用藥之管理順利推動，落實依法行政，首先建立
完整法令規章系統。「環境用藥管理法」於 86 年 11 月 10
日經總統明令公布施行，依據該管理法之規定與授權，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各項相關子法及行政規章，以建立整體環
境用藥管理法規系統。
2.建立並執行環境用藥管理制度
環境用藥管理制度之推動執行，係整個管理體系之重心，
其制度落實推行與否，對環境用藥之安全管理有極大影響。
而環境用藥之管理制度與一般人體用藥(西藥)、動物用藥
或農藥之管理模式類似，係屬於藥品管理制度模式的一種，
因此，必須建立並執行一整體管理制度，包括登記許可制
度、運作管理制度及查核抽驗制度。
(1)登記許可制度：針對環境用藥之藥品管理，首先必
須掌握其藥品之來源，即其製造或輸入環境用藥均
需申請查驗登記後，始得運作，以確保其環境用藥
之安全性。自民國 92 年至 105 年受理環境用藥之申
請核發證照詳如表 2-1。
(2)運作管理制度：環境用藥經登記許可上市後，管理
重點即銜接到各類運作管理，包括：環境用藥製造、
調配、分裝、貯存、置放、標示、廣告及病媒防治
等，針對不同運作方式分別訂有辦法、標準及各項
要點加以管理；另外，就所有各類環境用藥相關之
運作業者(如環境用藥製造業、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
均應依規定設置專業技術人員，以全職督導執行環
境用藥相關業務。自民國 92 年至 105 年間受理環境
用藥之管理業務執行成果詳如表 2-2。
(3)查核抽驗制度：為澈底推動環境用藥之有效管理，
杜絕環境用藥業者可能之違規行為，以減少對消費
者之危害，亦應建立環境用藥之查核抽驗制度，透
過主動積極之稽查，以督促業者合法運作，而增進
環境用藥之安全性。
(4)確立藥劑登記查驗原則：由於環境用藥之使用場所
特性，與居家周圍、公共場所，人們生活場所密不
可分，為確保施藥後對老弱婦孺長期生活在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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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產生健康危害，本署乃於民國 86 年 5 月 14 日公
告之「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核發作業要點」
，明定「環
境用藥之毒性分類，參照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化學
物質口服與皮膚毒性分類，毒性超過極毒、高毒者，
本署不予以查驗登記。」以排除高毒性以上藥劑登
記作為環境用藥。106 年 3 月 14 日行政院召開「研
商人用化學防蚊液」之管理措施會議，確定含派卡
瑞丁（Picaridin）等成分之人用化學防蚊液非屬「藥
事法」所稱之藥品，得視為會接觸人體皮膚之環境
用藥，自此原由衛生福利部以「藥事法」管理之人
用化學防蚊液改由本署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管理，
但含敵避（Deet）成分之人用化學防蚊液，屬已核
有藥品許可證之「人用藥級」防蚊產品，仍由藥品
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管理。
(5)推動環境用藥管理資訊化：配合全球資訊網站之普
及，本署自民國 88 年著手進行環境用藥資訊系統之
建置，將各項行政核證結果透過「許可證照網路查
詢」提供民眾、業者及環保人員即時查詢使用，業
者可透過該系統掌握或分析藥劑之市場導向；民眾
亦可透過該系統查詢與切身有關之病媒防治業登記
資料或用藥合法性，或透過該系統選擇自己適合之
藥劑以解決週遭環境孳生害蟲之困擾。環境用藥許
可證照或各種登記藥品及運作廠商亦可透過資料庫
系統予以存檔列管。本署可利用該系統查詢所有查
核紀錄、違規情事等，以提高管理成效。98 年完成
環境用藥登記申請系統與本署「線上付費介接系統」
介接，環境用藥人民申請案件展開電子收費新頁，
並完成修正發布「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核發作業準
則」，自 99 年 3 月 1 日起許可證全面網路提出，提
升管理效能。103 年建置環境用藥紀錄表、病媒防
治施作紀錄及病媒施作計畫書、環境用藥原料用途
證明書等系統申報（請）功能，105 年建置環境用
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查詢系統行動版，提供民眾
手機查詢便捷服務。另為配合 105 年 12 月 30 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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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防治業管理辦法」修正發布，於 106 年度起持續
宣導推動病媒防治業施作紀錄線上申報。為提升環
境用藥業者申請原體用途證明效率，104 年與關務
署完成單證比對系統介接，並自 106 年 4 月 13 日起
推動電子化單證比對作業，加速業者申請作業及通
關速率。
(四)環境用藥管理新作法
環境用藥管理法經總統 95 年 1 月 27 日令修正公布，修正後
管理新作法為：
1.將原負面表列之規定修正為正面表列，並限縮為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者，以利業者遵循，並避免業者混淆。
2.增訂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許可證照之申請條件、准駁、撤
銷、廢止、展延、變更、核(換、補)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訂定法規命令，及廢止許可證後得重行申請之事由。
3.依偽造及禁用環境用藥之違規情節輕重，分別定其刑責及
罰金，以符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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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歷年受理環境衛生用藥申請件數及核發證照張數統計表
項目

年度
92

原料用途證明書
輸入許可證

單位：張數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97 206 168 147 131 135 145 138 146 134 148 149 150 141
37

38

43

41

31

39

51

42

36

25

25

20

9

11

核發輸入許可證張數 10

16

29

17

28

57

12

17

36

19

20

11

10

4

82

92

88

77

59

84

116

85

55

84

89

110

47

54

核發製造許可證張數 44

54

48

73

50

12

52

84

54

74

78

116

38

43

製造許可證

微生物製劑

0

0

0

0

0

0

1

0

1

1

0

2

0

2

污染防治用藥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1

0

展延許可證

102 128

74

154 146 117 154 128 162

93

88

92

99

104

核發展延許可證張數 96 121

73

111 141 118 120 107 132

91

86

85

89

107

變更許可證

138 210 148 150 118

82

125 101 168 167 274 248 224 244

核發變更許可證張數 101 173 114 136 115

79

123

55

95

113 177 246 256 186 263

表2-2
類

列管廠家數

歷年環境用藥管理業務執行成果一覽表
申請審查、核發件數

教育宣導

別
製
造
業

販賣 病媒
業 防治業

工廠
會勘

貯存場
所變更

環藥
宣導
場次

環藥
宣導
人數

92

37

259

540

53

148

3

4

424

133364

93

35

282

600

76

129

2

4

1485

230057

94

35

299

635

49

92

1

8

2063

354439

95

33

297

649

33

74

3

3

944

182099

96

32

318

692

32

112

3

2

1037

576832

97

34

315

728

45

79

1

4

2158

453066

98

32

315

737

36

110

0

0

2170

333895

99

31

314

749

22

92

1

1

2088

318326

100

36

308

743

39

103

5

3

165

59904

101

36

311

768

32

101

0

1

231

207072

102

34

308

803

35

119

0

0

280

85367

103

35

317

843

43

133

1

1

337

3107956

104

36

319

896

41

162

0

0

120

50731

105

35

328

966

68

208

0

0

115

43325

販賣業
執照申請

病媒防治
業
執照申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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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職掌
(一)關於環境用藥政策、方案與措施之研訂、推動、督導、執行
及評估事項。
(二)關於環境用藥法規之擬訂、修正、解釋及宣導事項。
(三)關於環境用藥評估技術之研究發展與調查資料之蒐集、研析
及報告事項。
(四)關於環境用藥管理證照制度之規劃、審核、督導及執行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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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代表事件
3.1 臺南市噴藥工意外身亡事件
臺灣位處亞熱帶，適宜蚊、蠅、蟑、鼠等病媒害蟲生物及細
菌、黴菌等微生物之孳生，環境衛生用藥乃為居家環境衛生的日
常用品。本署自 76 年成立以來，至為重視用藥的安全，在立法
的過程及管理制度面，將環境衛生用藥分為一般民眾可簡便使用
的一般環境衛生用藥，及需具有特殊器材、需於安全防護措施下
始得使用的特殊環境衛生用藥，而在 86 年 11 月 10 日環境用藥
管理法通過立法前，即要求病媒防治業應設置病媒防治管理員及
技術員，並要求應對管理員及技術員施以相關專業、技術訓練後，
始得執行病媒防治業務。由於環境用藥必須適度管理，以避免誤
用、濫用而危害環境生態或人體健康，所以在環境用藥管理法立
法後，隨即訂定相關子法，並於 87 年 4 月 15 日發布「環境用藥
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要求病媒防治業者應至少設置病
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 1 人，且於施作病媒防治現場必須有經設
置之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在現場督導病媒防治施作業務，在
同年 4 月 29 日並發布「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
，期間因為政府組
織改造及為有效管理病媒防治相關業務，分別於 88、90、95、
97 年經過 4 次修正「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
，而最近 1 次（97 年
7 月 24 日）修正原因，即為臺南市發生噴藥工人於執行登革熱
噴藥時突然昏倒死亡案例。
96 年 10 月 26 日臺南市登革熱噴藥滅蚊時，發生李姓噴藥
工噴藥時突然昏倒死亡，經調查結果，臺南市自 96 年登革熱疫
情爆發以來，當地衛生局將噴藥工作委託合格的病媒防治業執行，
並由衛生局相關人員帶隊負責執行噴藥工作，而該病媒防治業所
聘僱員工，當時正執行轄內登革熱防治，該噴藥工於噴藥當時有
戴上衛生局所發配的口罩及護目鏡等安全防護設備，應不致為藥
物中毒死亡，研判可能因為不堪工作負荷過重過勞死亡，而經檢
察官解剖檢查，李姓噴藥工心臟有點肥大，但死因仍無法判定。
有鑑於噴藥工意外身亡事件，而為加強病媒防治業者於執行
業務時，確保及提升其專業形象、遵守工作紀律要求、保障消費
者之用藥安全，並依規定於營業場所設置安全防護設施或個人工
作時之安全防護設備，特於 97 年 2 月 1 日訂定「97 年病媒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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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查核作業要點」，由中央與地方環保單位聯合查核及輔導，於
97 年共查核 20 縣市 52 家病媒防治業者；另外本署除要求病媒
防治業依「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規定應於執行
業務時應有設置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在現場外，並研議施藥
人員必須接受相關的訓練後，始得執行施藥的業務，於是開始著
手修正「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主要修正方向為加強施藥人員
訓練及提升病媒防治業的專業服務形象，其內容包括：
1.病媒防治業應對所僱用之施藥人員，於執行業務前施以訓
練；執行業務後每三年應再訓練一次，未再訓練者不得令
其執行業務。
2.病媒防治業辦理前條訓練應先檢具施藥人員訓練計畫，併
同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程序，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可。
3.病媒防治業施作時，施藥人員應穿著明顯易辨之所屬公司
行號識別衣著或臂章；其臂章直徑或長寬不得小於 10 公分，
臂章或衣著內容包括公司行號名稱、操作人員編號及顧客
申訴電話。
97 年 7 月 15、18、23 日及 8 月 4、6 日與本署環訓所合辦
「病媒防治業專技人員在職訓練」，計調訓 500 人，以加強病媒
防治專技人員專業技能及施藥安全，環訓所並於 100 年辦理 6 場
「病媒防治業專技人員在職訓練」，共調訓 753 人。另外，為加
強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能及施藥安全，以安全、有效、正確防治居
家病媒害蟲，本署特訂定「病媒防治業操作安全注意事項」，並
於 97 年 10 月 23 日函請各地方環保局轉知轄內各病媒防治業者
於執行環境衛生之病媒、害蟲防治及殺菌消毒業務時參考辦理。
為再提升病媒防治業及施藥人員之專業服務，加強病媒防治
業對環境用藥使用管理，強化主管機關對病媒防治施藥之管理及
民眾對環境用藥安全之認知，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病
媒防治業管理辦法」，規定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在場全程督
導施作事宜，專業技術人員及施藥人員於施作時應佩戴識別證。
另為達嚴謹管理專業技術人員目的並強化其法定業務責任，
明定專業技術人員應負責業務事項，於 105 年 6 月 29 日修正發
布「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理」，並將各類專業技術
人員之訓練、合格證書核發及廢止等共通性條文移至「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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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統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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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蚊香戴奧辛污染事件
有鑑於蚊香是國人常用之居家環境衛生用藥，為加強維護國
民健康，於 98 年 6 月份特專案抽測 5 件市售蚊香檢驗分析，經
本署環境檢驗所檢驗分析其燃燒後煙霧結果，顯示中台興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自越南輸入之環境用藥「鱷魚無染料蚊香」(環署衛
輸字第 0661 號，製造日期批號為 98/03/14 01)、「新鱷魚淡煙
蚊香-A」(環署衛輸字第 0670 號，製造日期批號為 98/03/14 05)，
含有戴奧辛類有毒物質濃度分別為 29.2 皮克(pg-WHO-TEQ/m3)
及 11.8 皮克(pg-WHO-TEQ/m3)，並經緊急檢測蚊香本體戴奧辛結
果，該 2 蚊香本體含戴奧辛分別為 423 皮克(pg I-TEQ/g)及 348
皮克(pg I-TEQ/g)，與其他 3 種廠牌蚊香比較，明顯超出背景值
百倍，研判其於越南製造時已遭受污染。
本署於 98 年 7 月 22 日接獲環境檢驗所之檢測報告後，隨即
請中台興股份有限公司於隔日(7 月 23 日) 中午 13 時至本署毒
管處討論處理情形，會中結論為維護國民健康，請該公司依環境
用藥管理法規定，自即日起 7 日內將上述 2 產品該批次之庫存品
列冊及市售品收回列冊，並將該庫存品、市售品列冊及數量、處
置計畫等報請本署備查，另請新竹市環境保護局至該公司封存廠
內庫存品。
為保護消費者的健康與權益，本署隨即於 98 年 7 月 24 日與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召開「環境用藥消費保護措施會議」，
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規定，對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有損
害消費者健康之虞者，應即進行調查，得公開其結果，審慎處理
蚊香燃燒後煙霧含偏高戴奧辛類事件。經本署查察確認中台興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 6 張來自越南的蚊香輸入許可證，其中有
2 張未輸入上市，另 4 張已輸入上市，本署動員緊急傳真並電話
聯絡由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及北、中、南環境督察大隊、各縣市環
保局及各量販通路總公司窗口，自 7 月 25 日中午 12 時起，同步
開始查察轄屬各量販店、超級市場等及其連鎖業者販售由中台興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從自越南產製 4 種輸入環境用藥鱷魚蚊
香廠牌之下架情形，並同時轉知將該蚊香先予以下架及暫停販售。
7 月 25 日下午 14 時 30 分本署召開記者會聯同行政院消保會消
保官發布新聞「本署首次抽驗發現蚊香遭受戴奧辛污染」，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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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暫時不要使用越南產製之蚊香。民眾若有購買越南產製之蚊
香請暫時留存，可於 7 月 27 日起持發票或蚊香商品至相關販場
退費。
本署對於當時已登記共 40 張蚊香產品進行全面補採樣，但
由於部分產品可能未上市或停產，最後經全面採買市售蚊香共
15 種，並即送本署環檢所進行蚊香本體(磨粉)含戴奧辛類有毒
物質之檢測，結果顯示 5 件受戴奧辛污染「鱷魚」牌蚊香本體檢
測結果為 163~624 皮克(pg I-TEQ/g) ，蚊香煙霧檢測結果為
9.25~40.2 皮克(pg-TEQ/m3)。餘 10 件未受戴奧辛污染之蚊香本
體檢測結果為 0.277~4.27 皮克(pg I-TEQ/g) ，蚊香煙霧檢測結
果為 0.006~1.05 皮克(pg-TEQ/m3)。
本署旋即於 98 年 8 月 26 日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完成核釋蚊香本體戴奧辛檢出限值為 20 皮克(pg I-TEQ
／g) ，違反規定者，依環藥法廢止該蚊香劑之許可證。另為加
強蚊香品質及安全把關，本署 98 年 12 月 4 日完成修正發布「環
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核發作業準則」，要求業者於新申請、展延蚊
香藥劑許可證時，必須提供近 1 年內之蚊香本體戴奧辛含量檢測
報告，超標者即不予發證或展延。後續本署於 99 年 5、6 月份至
市面上全面抽驗市售蚊香劑共 14 種，結果其戴奧辛檢出值均低
於 20 皮克(pg I-TE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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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施政成果
我國殺蟲劑之管理，最早是由內政部訂定「環境衛生用殺蟲劑管
理辦法」
，僅為殺蟲劑的管理，而後移由衛生署依「藥物藥商管理法」
訂定「環境衛生用藥管理辦法」，管理層面包括殺蟲、殺蟎、殺菌、
殺鼠劑，民國 76 年 8 月 22 日本署成立後，環境衛生用藥管理業務移
至本署主政，於此，本署致力於環境用藥管理法案的草擬，於民國
79 年擬妥「環境用藥品管理法」草案報行政院通過，送請立法院審
議，直至民國 86 年 11 月 10 日始公布實施「環境用藥管理法」
，管理
項目更多樣，包括環境衛生用藥、污染防治用藥、環境用藥微生物製
劑，管理對象包括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
依照法令授權訂定環境用藥相關許可證照申請規定，積極規劃環境用
藥網路系統，而為維護民眾健康，保護環境，加強對民眾宣導環境用
藥安全使用的觀念，並為避免偽、禁、劣藥充斥市面，訂定相關查核
計畫，全面執行市售環境用藥的查核。
4.1 環境用藥許可證審核沿革
本署自 76 年 8 月 22 日成立後，環境衛生用藥業務即自衛生
署移撥本署管理，並延續衛生署環境保護局管理方式，核發環境
衛生用藥許可證。為使許可申請案能有標準化的作業程序，於
79 年 1 月 24 日公告「環境衛生用藥行政審查作業標準化要點」，
規範環境衛生用藥製造、輸入、展延、變更、輸出、免稅證明申
請案之退件、補件條件、暫不列管且不核發許可證之化學物質、
送驗、領證程序等之規定，並訂定環境衛生用藥申請查驗登記流
程。
為辦理環境衛生用藥運作申請之審查作業，以輔導優良環境
衛生用藥之應用，於 86 年 5 月 14 日廢止「環境衛生用藥行政審
查作業標準化要點」，同時公告「環境衛生用藥運作申請案審查
要點」，界定環境衛生用藥係指一般、特殊環境衛生用藥及環境
衛生用藥原體，包括殺蟲劑、殺鼠劑、殺蟎劑、殺菌劑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關核定之用藥。但不包括誘蟲劑、物理性病媒防治器材、
化妝品之防腐劑、農藥、動物用藥、工業殺菌劑、工業防腐劑、
食品工廠器材消毒劑及醫院醫療器材消毒劑等，另外除了規範環
境衛生用藥製造、輸入、展延、變更、輸出、免稅證明申請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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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檢附文件、資料外，並將試驗研究或專案防治之用藥，以及委
託製造納入申請規定。
「環境用藥管理法」自 86 年 11 月 10 日公布實施後，為辦
理該法第 7 條規定製造及輸入環境用藥之申請查驗登記及核發
許可證作業程序，即於 87 年 4 月 20 日公告「環境用藥許可證申
請核發作業要點」，規範環境用製造輸入許可證核發、有效期間
展延、變更查驗登記核准事項，應依所訂定「環境用藥許可證申
請案填表說明」規定辦理，其餘有關委託製造、輸出、試驗研究
或專案防治之用藥，則依該法授權另訂申請規定。環境用藥許可
證申請核發作業要點至 94 年 11 月 10 日期間計修正 6 次。95 年
間配合環境用藥管理法修正公布，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環境用
藥許可證申請規定，遂於 95 年 7 月 21 日訂定「環境用藥許可證
申請核發作業準則」，並分別於 98、102 年經過 2 次發布修正至
今。為國際上環境用藥管理制度的更迭，及因應國內、外市場變
化的需求，本署將適時參考國際管理規定，修改我國環境用藥許
可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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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環境用藥資訊管理
自 86 年公布實施「環境用藥管理法」以來，本署即致力於
環境用藥法規建置、許可審查、運作管理、查核抽驗、用藥安全
宣導等，為提升管理效率及方便民眾查詢，於 90 年度完成建置
「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該系統包括環
境用藥許可證藥品查詢、病媒防治業者查詢及環境用藥販賣業者
查詢等，並將已建立所有合法登記的環境用藥許可資料庫，舉凡
許可證登載事項、環藥廠商資料、有效成分資料等，均一一建檔，
並有查詢(交集、聯集)、統計、列印等功能，提供業者、政府機
關及民眾查詢合法登記的環境用藥及病媒防治業者資料。
為提供便民之資訊服務如法令修改、新公告解釋、宣導、新
聞稿等，於 91 年度完成「環境用藥管理電子報服務系統」
，透過
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以提供即時主動之宣導服務。92 年除原系
統維護及增修功能外，增建環境用藥影音宣導網站、環境用藥廣
告管理資訊。93 年建置「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常見菌種特性查
詢系統」
，建立 1058 筆常見菌種中文資料庫，方便使用者以簡單
搜尋引擎查詢微生物基本特性與安全性資料，提供研究開發者
掌握功能菌株特性的資料來源。針對環境蟲鼠生態、防治及環境
用藥安全使用等內容，於 94 年另外建置「環境用藥安全使用網
站」供民眾查詢或下載應用，提供多元化之網路宣導及教育服務，
為民眾解決日常生活害蟲問題。
96 年完成建置「環境用藥資訊管理系統」，提供業者有關許
可證照及輸入相關同意文件的線上申請功能，並與闗貿 e 網完成
介接。97、98 年建置並推動「環境用藥許可證照網路申辦（線
上申請）服務」，推動許可證照線上申請服務，完成「線上付費
介接系統」介接，對業者進行線上操作說明，並自 99 年 3 月 1
日起全面網路化，以提供廠商網路便捷服務。
103 年建置環境用藥紀錄表、病媒防治施作紀錄及病媒施作
計畫書、環境用藥原料用途證明書等系統申報（請）功能，105
年建置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查詢系統行動版，提供民眾
手機查詢便捷服務。另為配合 105 年 12 月 30 日「病媒防治業管
理辦法」修正發布，於 106 年度起持續宣導推動病媒防治業施作
紀錄線上申報。為提升環境用藥業者申請原體用途證明效率，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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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關務署完成單證比對系統介接，並自 106 年 4 月 13 日起推
動電子化單證比對核銷作業，加速業者申請作業及通關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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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全使用環境用藥宣導活動
環境用藥管理法所稱環境用藥包括：環境衛生用藥、污染防
治用藥、環境用藥微生物生物製劑，而其中環境衛生用藥最為一
般民眾使用於防治蚊、蠅、蟑螂、跳蚤等居家環境衛生害蟲，由
於環境衛生用藥為居家常用之藥品，所以本署一直以來極為重視
用藥的安全，除了藥劑本身的安全性以外，更時常宣導民眾如何
安全正確使用環境衛生用藥，以避免環境用藥的危害，維護人體
健康，保護環境。
本署為環境用藥管理最高主管機關，受理全國環境用藥製造、
輸入許可證之申請，故對於藥劑毒性的把關至為嚴謹，除了殺鼠
劑及污染防治用藥以外，凡藥劑毒性屬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殺蟲劑口服或皮膚毒性分類為高毒、極
毒者，均不予核發許可證；另外，為避免民眾誤用、濫用環境用
藥，規定特殊環境用藥僅限衛生、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
關及持有許可執照之病媒防治業或其他經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者使用；除此，無論是製造或輸入的環境用藥，均
要求必須為中文標示，讓民眾得以了解藥劑正確的使用方法、使
用時應注意事項、中毒症狀及解毒方法、廢容器回收清理方式等，
以及產品保存期限，避免使用劣質的環境用藥。
為了讓民眾能夠安全的使用環境用藥，本署建置「環境用藥
安全使用網站」，提供民眾對蚊蟲生態的認識、如何使用環境衛
生用藥，甚至環境用藥選購原則，都可隨時上網站查詢，另外也
特別設置了「兒童專區」，提供小朋友們及家長一起來認識居家
害蟲及預防蚊蟲孳生的小撇步，並透過發布新聞稿及辦理記者會
的方式，宣導民眾如何安全使用環境用藥。近年來，本署亦印製
相關宣導手冊及舉辦幾場大型的宣導活動，包括：91 年印製 3000
冊「居家環境蟲鼠知多少」增加民眾使用環境用藥的常識，不過
度使用及依賴環境用藥品、94 年 10 月辦理環境用藥安全宣導月
活動，首站在高雄縣環保局登場，持續在南部 5 縣市（包括高雄
縣市、臺南縣市及屏東縣）分梯舉行，展出至 94 年 11 月 25 日，
參加人數逾 2000 人、95 年度辦理 3 場次「清淨家園全民一起來
『環境衛生及用藥與飲用水安全展示活動』」計 1300 多人參與，
96 年中國時報專刊宣導「正確使用環境用藥」
，97 年並與臺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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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有害生物防治協會合辦「第 19 屆亞大害蟲管理協會聯盟會議
研討會」
，共有 10 餘國約 350 人參加，藉此提升病媒防治技術與
研究、98 年度辦理「小黑蚊防治暨環境用藥安全使用說明會」
及 2 場「登革熱防治暨環境用藥安全使用說明會」、100 年舉辦
「安全使用環境衛生用藥繪圖比賽」共計 337 件作品參賽。102
年於臺北捷運站刊登「我們都是環境用藥」
、
「環境用藥許可證查
詢系統」
、
「如何選購合格的環境用藥產品」
、
「病媒防治業許可執
照查詢系統」及「讓環境用藥離家出走」等 5 幅捷運箱廣告。103
年於高雄捷運站刊登「什麼是環境衛生用藥」
、
「環境用藥選購 4
步驟」、「你抓住的是什麼」、「環境用藥資訊時代」及「怎麼找?
如何選擇?」等 5 幅捷運箱廣告。105 年於臺北市、臺中市、臺
南市、高雄市及屏東辦理「環境用藥安全使用宣導活動」，參加
人數逾 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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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近 15 年查核成果
本署為加強環境用藥查核作業、確保環境用藥品質及保障消
費者之的用藥安全，特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4 章「查驗及取締」
良規定，每年均會研擬「環境用藥查核作業計畫」，由各地方環
保局辦理查核業務，查核對象為環境用藥製造業、販賣業、病媒
防治業、一般零售業，查核內容包括偽、禁藥查核、標示查核、
抽驗市售環境用藥等，每年並訂有不同的應加強稽查重點，並於
查核計畫訂定對地方環保局的管制考核規定，由於 94 年以前尚
未有環境用藥網路系統，所以規定地方環保局對於經查核之統計
資料、違規產品資料，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每月查核結束後 1 星期
內彙整函送本署，另抽查樣品之檢驗結果，於收到本署環境檢驗
所之檢測結果報告後 1 星期內彙整函送本署，94 年開始即規定
查核之統計資料、違規環境用藥產品資料，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每
月查核結束後 2 星期內彙整資料，同時鍵入「環境用藥管理查核
抽驗網路系統」，以作為地方績效考核依據（表 2-3）。
另由於 97 年審計部至本署進行財務收支審核結果，指出地
方環保局抽驗市售環境用藥疑有重複抽驗，造成檢驗資源浪費之
情形，本署隨即修正 98 年查核作業計畫，規定地方環保局於抽
樣前，應先至「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查詢其他地方主管機關
之送驗情形，以避免重複採集到同一製造日期批號之相同產品，
另於抽樣後，應立即至該系統將採集之環境用藥相關資料鍵入系
統，並利用系統產出樣品編號進行送驗，將樣品送至本署環境檢
驗所進行檢測，避免再重複送驗，以使檢驗資源發揮最大效用。
未來將持續辦理「環境用藥查核作業計畫」，避免偽造、禁用、
劣質環境用藥充斥市面，以達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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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查核
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表 2-3 環境用藥歷年執行查核成果一覽表
製造業 販賣業
病媒
標示
廣告
(家次) (家次) 防治業 (件數) (件數)
(家次)
95
88
125
147
126
117
76
109
99
100
84
64
61
57
43

379
368
263
266
229
212
222
130
129
194
114
143
148
173
166

510
520
456
333
366
387
320
360
339
347
378
537
294
37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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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55
31599
40956
34631
33293
33777
32584
34165
34965
31390
29195
28857
31280
29265
29648

11140
15037
14042
11225
10476
11812
9523
12761
11094
12306
10665
10053
9754
9349
9599

抽驗樣品
(件數)

76
47
74
61
70
70
143
111
151
160
124
133
138
112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