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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八年七月十日發行

～歡迎會員公司多加利用～

勞動法令諮詢～敦聘蔡文晃先生。

每周五上午9時30分至下午3點30分

法律諮詢服務～敦聘陳忠儀律師。

 
電話

建築法規諮詢～敦聘陳文慶建築師。

 
電話

04-8337969

04-7200301
展覽諮詢服務～敦聘蕭莎莉總經理。
電話 0979-500-000

本會聘請專業諮詢顧問團，協助會員廠商，
如有需求請洽下列：

※

目目錄錄 期

發行：彰化縣工業會

會址：彰化市民族路209號1樓

職訓中心：六樓

會議室：七樓

網址：www.ch-industry.org.tw

電子郵件信箱：chindust@ms49.hinet.net

禮堂：四樓

承印者：巨橙廣告有限公司

地址：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電話：04-7112367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
台誌字第六四五四號

中華郵政中台字第○五二三號執照
登記為雜誌交寄

郭永斌

郭信志

張樹德、黃澤智、高茂霖
何源成、劉榮華、梁誌中
張文錫、李承憲、陳震隆

發 行 人

編 輯 召 集 人

編 輯 委 員

：

：

：

秘 書 長

主     編：黃振芳

電     話：04-7256655(語音總機)

傳　　真：04-7262667‧7297231-2

陳秘書長：分機65

◎職訓組―(教育訓練)

劉秘書：分機15 張茗翽：分機11

黃庭妮：分機12

◎會務組―(會員服務)

黃組長：分機31

邱專員：分機32

◎財務組―(財務及產地證明)

劉組長：分機21  張專員：分機22

陳怡恩：分機55黃琬筠：分機53

◎業務組－(專案計畫)

陳組長：分機41  許育蘋：分機42

黃靖茹：分機43

◎展覽組－

陳專員：分機51  蔣玉鳳：分機52

：陳永興

梁翠容：分機13

楊惠華：分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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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強通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光智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 梅林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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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廣告

44
45
46
47
48

………………………………

…………………………………

………………………………

……………………………………

………………………………………………

□ 會務工作報導/陳永興

□ 講習活動看板/編輯組

□ 新會員介紹/編輯組

工商服務
35
41
42

…………………………………

…………………………………

……………………………………

□ 廠商宣傳手冊贊助報名表 / 編輯組

□ 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

     / 編輯組

□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部分條文

     / 編輯組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

     / 編輯組

□ 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利息補助辦法  / 編輯組

□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核發辦法  / 編輯組

□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補助中小企業改善安全衛生

    設施及器具作業要點 / 編輯組

□ 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標示及標章管理辦法

    / 編輯組

□ 稅務訊息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

法令專載
…………………

………

…………………………………………………

02

03

08

………………………………………………… 30

…………………………………………………

…………………………………………………

05

26

17
20……………

32……………

………………………



- 02 -

地 址：50048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 209 號 1 樓  
T E L：04-7256655  F A X：04-7262667 
展覽組：分機 52蔣小姐、分機 53黃小姐  
E-mail：52@ch-industry.org.tw

「2019 台灣五金展」 

廠商宣傳手冊贊助廣告報名表 

本會承辦 2019台灣五金展彰化縣產業參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業已完成輔導參展廠商招募。
為方便國內外買家，按圖索驥，增進參展業者商機及曝光機會，將編印廠商宣傳手冊 2,000本，
於會場發放。 

贊助項目 2,000本廠商宣傳手冊 

產業別 刊登贊助廠商以五金展相關產業為主。 

宣傳用途或地點 

○1 五金展期間主入口及走道、彰化縣產業形象館周

邊發送，展場人手一本，是行銷宣傳的最佳利器。 

○2 至國外參展時，宣傳使用，曝光廠商國際知名度。 

贊助廠商使用

之廣告面積 

A5 彩色紙張的實際大小： 

寬度 148mm (5.83吋)；高度 210mm (8.27吋) 

贊助廠商需提

供檔案規格 

電子檔，解析度 300 dpi 以上， 

檔案格式 tif、eps、pdf、jpg 

版別 費用與注意事項 

1 
內頁廣告 

數量：不限 

NT$8,000元 

手冊編排將依廠商之英文名稱字母開頭排序。 

2 
封面裡、封底裡 

數量:各 1家 

封面裡：NT$22,000元 

封底裡：NT$18,000元 

3 
手冊後方特別頁 

數量：至多 3頁 

手冊倒數第一特頁：NT$15,000 
手冊倒數第二特頁：NT$13,000 
手冊倒數第三特頁：NT$11,000 

同時報名特別頁之廠商，將以繳費時間先後順序確定刊登資格。 

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地址 

E-MAIL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統編 

報名方式：請填寫基本資料、勾選刊登版別後回傳到本會（傳真 04-7297231、04-7262667）。 

繳費方式：請開立即期支票親送或郵寄至本會(50048彰化市民族路 209號 1樓) 
支票抬頭：彰化縣工業會。 
報名截止日期：2019年 9月 6日(五)

2019 廠商宣傳手冊 

▼▼示意圖▼▼



◎編輯組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
及管理辦法修正

(依據 108.5.24 勞動部勞動發管字第 10805063581 號) 

第  七  條   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 

  、工廠登記證明、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工廠登記證明或特許 

  事業許可證者，不在此限。

 三、聘僱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名冊、護照影本或外僑居留證影本及畢業證書影本。但外國人 

  入國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六款工作者，免附畢業證 

  書影本。

 五、審查費收據正本。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申請外國人入國從事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工作，除應備前項第一款、 

  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外，另應備下列文件：

 一、承攬、買賣或技術合作等契約書影本。

 二、訂約國內、國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三、外國法人出具指派履約工作之證明文件。

 四、申請單位之登記或立案證明。特許事業應附特許證明文件影本及負責人身 

  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五、履約外國人之名冊、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及畢業證書影本。但自申請日 

  起前一年內履約工作期間與當次申請工作期間累計未逾九十日者，免附畢 

  業證書影本。

 前二項檢附之文件係於國外作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經我國駐外館處之驗 

 證。

 雇主為人民團體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外，另 

 應檢附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第十六條   雇主申請第二類外國人之招募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 

  、工廠登記證明、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特許事業許可證者， 

  不在此限。

 三、求才證明書。但聘僱家庭看護工者，免附。

 四、雇主於國內招募時，其聘僱國內勞工之名冊。但聘僱家庭看護工者，免附。

 五、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就下列事項開具證明文件：

 (一)已依規定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二)已依規定繳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三)已依規定繳納勞工保險費。

 (四)已依規定繳納違反勞工法令所受之罰鍰。

 (五)已依規定舉辦勞資會議。

 (六)第二類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所，無具體事實足以認定有本法第十條規定之 

  罷工或勞資爭議情事。

 (七)無具體事實可推斷有業務緊縮、停業、關廠或歇業之情形。

 (八)無因聘僱第二類外國人而降低本國勞工勞動條件之情事。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前項第五款第六目至第八目規定情事，以申 

  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限。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一、聘僱家庭幫傭及家庭看護工。

  二、未聘僱本國勞工之自然人雇主與合夥人約定採比例分配盈餘，聘僱外國人 

   從事海洋漁撈工作。

  三、未聘僱本國勞工之自然人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乳牛飼育工作。

  雇主為人民團體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之文件外，另 

  應檢附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第二十條  雇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重新招募第二類外國人，於原聘僱第二類外國人出國前， 

 不得引進或聘僱第二類外國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經雇主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並由新雇主接續聘僱。

 二、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屆滿，原雇主經許可繼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續聘）。

 三、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屆滿，由新雇主依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以下簡稱轉換雇主準 

  則）規定，許可接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轉換）。

 四、外國人因受羈押、刑之執行、重大傷病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致須延 

  後出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第三十六條  雇主申請聘僱第四類外國人，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 

  明、工廠登記證、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工廠登記證或特許 

  事業許可證者，不在此限。

 三、聘僱契約書或勞動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影本。

 五、受聘僱外國人之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影本。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為人民團體者，除檢附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之文件外，另應檢 

 附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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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 

  、工廠登記證明、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工廠登記證明或特許 

  事業許可證者，不在此限。

 三、聘僱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名冊、護照影本或外僑居留證影本及畢業證書影本。但外國人 

  入國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及第六款工作者，免附畢業證 

  書影本。

 五、審查費收據正本。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申請外國人入國從事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工作，除應備前項第一款、 

  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外，另應備下列文件：

 一、承攬、買賣或技術合作等契約書影本。

 二、訂約國內、國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三、外國法人出具指派履約工作之證明文件。

 四、申請單位之登記或立案證明。特許事業應附特許證明文件影本及負責人身 

  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五、履約外國人之名冊、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及畢業證書影本。但自申請日 

  起前一年內履約工作期間與當次申請工作期間累計未逾九十日者，免附畢 

  業證書影本。

 前二項檢附之文件係於國外作成者，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經我國駐外館處之驗 

 證。

 雇主為人民團體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外，另 

 應檢附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第十六條   雇主申請第二類外國人之招募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 

  、工廠登記證明、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特許事業許可證者， 

  不在此限。

 三、求才證明書。但聘僱家庭看護工者，免附。

 四、雇主於國內招募時，其聘僱國內勞工之名冊。但聘僱家庭看護工者，免附。

 五、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就下列事項開具證明文件：

 (一)已依規定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二)已依規定繳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三)已依規定繳納勞工保險費。

 (四)已依規定繳納違反勞工法令所受之罰鍰。

 (五)已依規定舉辦勞資會議。

 (六)第二類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所，無具體事實足以認定有本法第十條規定之 

  罷工或勞資爭議情事。

 (七)無具體事實可推斷有業務緊縮、停業、關廠或歇業之情形。

 (八)無因聘僱第二類外國人而降低本國勞工勞動條件之情事。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前項第五款第六目至第八目規定情事，以申 

  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限。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附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一、聘僱家庭幫傭及家庭看護工。

  二、未聘僱本國勞工之自然人雇主與合夥人約定採比例分配盈餘，聘僱外國人 

   從事海洋漁撈工作。

  三、未聘僱本國勞工之自然人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乳牛飼育工作。

  雇主為人民團體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之文件外，另 

  應檢附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第二十條  雇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重新招募第二類外國人，於原聘僱第二類外國人出國前， 

 不得引進或聘僱第二類外國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經雇主同意轉換雇主或工 

  作，並由新雇主接續聘僱。

 二、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屆滿，原雇主經許可繼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續聘）。

 三、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屆滿，由新雇主依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以下簡稱轉換雇主準 

  則）規定，許可接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轉換）。

 四、外國人因受羈押、刑之執行、重大傷病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致須延 

  後出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

第三十六條  雇主申請聘僱第四類外國人，應備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 

  明、工廠登記證、特許事業許可證等影本。但依規定免附工廠登記證或特許 

  事業許可證者，不在此限。

 三、聘僱契約書或勞動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影本。

 五、受聘僱外國人之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影本。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為人民團體者，除檢附前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七款規定之文件外，另應檢 

 附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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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
標準部份修正條文修正

(依據 108.5.23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804568050 號) 

第  三  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所得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 

   罰：

   一、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一) 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二) 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三) 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子支 

    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分 

    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二、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四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一) 一百零三年度以前及一百零七年度以後案件：

   １、經調查核定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２、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短漏之 

    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在新臺幣二萬 

    元以下。

   ３、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 

    子支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 

    百分之五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 

    之比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二) 一百零四年度至一百零六年度案件：

   １、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２、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短漏所 

    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３、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 

    子支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 

    百分之五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 

    之比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三、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三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其納稅義務人為獨資、合夥 

   組織者，因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屬該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案件：

  (一) 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 度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並憑以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 

    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 

    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二) 納稅義務人採用稽徵機關提供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作業，並依 

    規定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完成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 

    得，屬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三) 納稅義務人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前購買之農地，因土地法 

    第三十條之限制，而以能自耕之他人名義登記，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以後，未向該農地登記所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登記請求權，而將土地移轉 

    於第三人所獲取之所得。

  (四) 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前三目規定情形，而其經調查核定 

    有依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以下或其所漏稅額在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以下，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１、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

   ２、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

   ３、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二、屬該條第五項規定案件，納稅義務人虛增所得稅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 

    稅額，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自九十五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之。

    第三條之一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免予處罰。但使用藍 

    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二萬 

    元以下者，免予處罰。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 

    額資料，並憑以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其經調查 

    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 

    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二、納稅義務人採用稽徵機關提供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作業，並依規定 

    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完成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稽 

    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三、納稅義務人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前購買之農地，因土地法第三 

    十條之限制，而以能自耕之他人名義登記，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後，未 

    向該農地登記所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登記請求權，而將土地移轉於第三人所獲 

    取之所得。

 四、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前三款規定情形，而其經調查核定有依 

    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以下或其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下，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 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

  (二) 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

  (三) 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五、納稅義務人虛增所得稅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稅額，經調查核定所漏稅 

    額或溢退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第  八  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 

  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其可扣抵稅額，在新臺幣六千元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其可扣抵稅額，在新臺 

    幣四千元以下。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其股利或盈餘金額，在新臺幣六萬元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其股利或盈餘金額，

    在新臺幣四萬元以下。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三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

 一、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而該帳戶當期應計入 

    或應減除金額在新臺幣三千元以下，致期初、期末餘額資料變動在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免予處罰。

 二、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或未據實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不符前 

    款規定，而於申報期限屆滿後十五日內自動補報，按應處罰鍰減輕二分之一。

第十一條之三  依菸酒稅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

   一、國內產製菸酒申報或報告錯誤，非屬調帳查核或實地查驗案件，經主管稽 

     徵機關通知已依限補辦或改正。

   二、國外進口菸酒以文件審核或貨物查驗方式通關，申報進口相關資料與應稅 

     貨名及數量相符且申報時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正確，其進口報單菸酒稅額 

     或菸品健康福利捐填報錯誤或漏未填報，經海關通知已依限補辦或改正。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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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所得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 

   罰：

   一、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一) 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二) 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三) 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子支 

    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分 

    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二、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四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一) 一百零三年度以前及一百零七年度以後案件：

   １、經調查核定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２、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短漏之 

    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在新臺幣二萬 

    元以下。

   ３、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 

    子支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 

    百分之五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 

    之比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二) 一百零四年度至一百零六年度案件：

   １、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２、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短漏所 

    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３、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 

    子支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 

    百分之五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 

    之比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三、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三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其納稅義務人為獨資、合夥 

   組織者，因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屬該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案件：

  (一) 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 度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並憑以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 

    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 

    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二) 納稅義務人採用稽徵機關提供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作業，並依 

    規定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完成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 

    得，屬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三) 納稅義務人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前購買之農地，因土地法 

    第三十條之限制，而以能自耕之他人名義登記，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以後，未向該農地登記所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登記請求權，而將土地移轉 

    於第三人所獲取之所得。

  (四) 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前三目規定情形，而其經調查核定 

    有依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以下或其所漏稅額在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以下，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１、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

   ２、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

   ３、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二、屬該條第五項規定案件，納稅義務人虛增所得稅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 

    稅額，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自九十五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之。

    第三條之一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免予處罰。但使用藍 

    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二萬 

    元以下者，免予處罰。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 

    額資料，並憑以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其經調查 

    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 

    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二、納稅義務人採用稽徵機關提供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作業，並依規定 

    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完成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稽 

    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三、納稅義務人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前購買之農地，因土地法第三 

    十條之限制，而以能自耕之他人名義登記，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後，未 

    向該農地登記所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登記請求權，而將土地移轉於第三人所獲 

    取之所得。

 四、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前三款規定情形，而其經調查核定有依 

    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以下或其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下，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 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

  (二) 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

  (三) 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五、納稅義務人虛增所得稅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稅額，經調查核定所漏稅 

    額或溢退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第  八  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 

  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其可扣抵稅額，在新臺幣六千元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其可扣抵稅額，在新臺 

    幣四千元以下。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其股利或盈餘金額，在新臺幣六萬元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其股利或盈餘金額，

    在新臺幣四萬元以下。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三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

 一、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而該帳戶當期應計入 

    或應減除金額在新臺幣三千元以下，致期初、期末餘額資料變動在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免予處罰。

 二、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或未據實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不符前 

    款規定，而於申報期限屆滿後十五日內自動補報，按應處罰鍰減輕二分之一。

第十一條之三  依菸酒稅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

   一、國內產製菸酒申報或報告錯誤，非屬調帳查核或實地查驗案件，經主管稽 

     徵機關通知已依限補辦或改正。

   二、國外進口菸酒以文件審核或貨物查驗方式通關，申報進口相關資料與應稅 

     貨名及數量相符且申報時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正確，其進口報單菸酒稅額 

     或菸品健康福利捐填報錯誤或漏未填報，經海關通知已依限補辦或改正。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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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所得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 

   罰：

   一、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一) 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二) 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三) 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子支 

    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百分之五 

    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之比率在百分 

    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二、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四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一) 一百零三年度以前及一百零七年度以後案件：

   １、經調查核定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２、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短漏之 

    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在新臺幣二萬 

    元以下。

   ３、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 

    子支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 

    百分之五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 

    之比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二) 一百零四年度至一百零六年度案件：

   １、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２、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短漏所 

    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３、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申報，且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之電 

    子支付帳戶收款之營業收入淨額占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之比率在 

    百分之五以上，或利用該帳戶付款之進貨淨額占當年度全部進貨淨額 

    之比率在百分之五以上者，經調查核定短漏所得額之所漏稅額半數在 

    新臺幣二萬元以下。

  三、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第三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其納稅義務人為獨資、合夥 

   組織者，因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屬該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案件：

  (一) 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 度所得及 

    扣除額資料，並憑以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 

    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 

    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二) 納稅義務人採用稽徵機關提供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作業，並依 

    規定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完成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 

    得，屬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三) 納稅義務人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前購買之農地，因土地法 

    第三十條之限制，而以能自耕之他人名義登記，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以後，未向該農地登記所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登記請求權，而將土地移轉 

    於第三人所獲取之所得。

  (四) 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前三目規定情形，而其經調查核定 

    有依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以下或其所漏稅額在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以下，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１、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

   ２、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

   ３、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二、屬該條第五項規定案件，納稅義務人虛增所得稅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 

    稅額，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或溢退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規定自九十五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之。

    第三條之一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應處 

    罰鍰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下者，免予處罰。但使用藍 

    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經調查核定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二萬 

    元以下者，免予處罰。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納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 

    額資料，並憑以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其經調查 

    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 

    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二、納稅義務人採用稽徵機關提供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試算作業，並依規定 

    於法定結算申報期間內完成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稽 

    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三、納稅義務人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前購買之農地，因土地法第三 

    十條之限制，而以能自耕之他人名義登記，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後，未 

    向該農地登記所有人行使所有物返還登記請求權，而將土地移轉於第三人所獲 

    取之所得。

 四、納稅義務人未申報或短漏報之所得不屬前三款規定情形，而其經調查核定有依 

    規定應課稅之所得額在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以下或其所漏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下，且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 配偶所得分開申報逃漏所得稅。

  (二) 虛報免稅額或扣除額。

  (三) 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

 五、納稅義務人虛增所得稅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可抵減稅額，經調查核定所漏稅 

    額或溢退稅額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

第  八  條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 

  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其可扣抵稅額，在新臺幣六千元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其可扣抵稅額，在新臺 

    幣四千元以下。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二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一、已自動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其股利或盈餘金額，在新臺幣六萬元以下。

 二、經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已依限補報或填發，其股利或盈餘金額，

    在新臺幣四萬元以下。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之三第三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

 一、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而該帳戶當期應計入 

    或應減除金額在新臺幣三千元以下，致期初、期末餘額資料變動在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免予處罰。

 二、營利事業未依限申報或未據實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不符前 

    款規定，而於申報期限屆滿後十五日內自動補報，按應處罰鍰減輕二分之一。

第十一條之三  依菸酒稅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

   一、國內產製菸酒申報或報告錯誤，非屬調帳查核或實地查驗案件，經主管稽 

     徵機關通知已依限補辦或改正。

   二、國外進口菸酒以文件審核或貨物查驗方式通關，申報進口相關資料與應稅 

     貨名及數量相符且申報時依規定檢附相關文件正確，其進口報單菸酒稅額 

     或菸品健康福利捐填報錯誤或漏未填報，經海關通知已依限補辦或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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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修正條文修正

(依據 108.6.19 環保署環署廢字第 1080042886 號)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事業：指本法第二條第五項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事業。

  二、再利用：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作為原料、材料、燃料 

    、填土或其他經本署認定之用途行為。

  三、再利用機構：指經政府機關登記有案或依法律規定免辦理登記，收受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之農工商廠（場）。

第  三  條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事業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

  二、逕依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

  三、經本署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 

    案再利用許可。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技術可行，其產製之再利用產品具市場價值且流向無虞者，事業 

  及再利用機構得依前項第二款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逕行再利用；如有污染環  

  境之虞者，本署得暫停其再利用；其原因消失時，應即解除之。

  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公告之事業，應於其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經審查核准後 

  ，始得依第一項規定再利用；非屬公告之事業，得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

  依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得逕行再利用，或經其許可通案再利用之事業廢 

  棄物，得逕依其規定之管理方式內容或通案再利用許可文件所載內容進行再利用。

第  四  條  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式  

  十份，向本署為之。

  前項申請文件內容應包括： 

  一、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基本資料。 

  二、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申請意願書。 

  三、再利用運作計畫書。

  前項第三款再利用運作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包含國內外有關該廢棄物種類再利用運作可行性實廠實績相關佐 

     證資料或試驗計畫。 

  四、污染防治計畫。 

  五、再利用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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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七、緊急應變計畫。 

  八、其他經本署指定者。

  前項第三款再利用計畫中試驗計畫之內容，應包括試驗數量、試驗期間、檢測及監 

  測方式。

  申請個案再利用許可無該廢棄物種類之國內外再利用可行性實廠實績相關佐證資料 

  ，依第三項第三款提出試驗計畫者，應於接獲本署試驗通知後，進行再利用試驗計  

  畫，並應於試驗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含試驗結果之個案再利用許 

  可申請書送本署審查。屆期未送本署審查或經審查不同意者，再利用機構於試驗期 

   間之產出物，應依本法第二十八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通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由再利用機構檢具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署 

  為之。

  前項申請文件內容應包括： 

  一、再利用機構基本資料。 

  二、再利用運作計畫書。 

  前項第二款再利用運作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一、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

  二、清除計畫。 

  三、再利用計畫，包含十二個月以上之事業廢棄物收受量、再利用量及暫存量月統 

      計資料。 

  四、污染防治計畫。

  五、再利用產品品管及銷售計畫，包含產品產銷月統計資料。 

  六、異常運作處理計畫。

  七、緊急應變計畫。 

  八、由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開具申請前一年內未曾因違反環保法令 

     受限期改善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按日（次）處罰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 

     、撤銷或廢止許可證（文件），或涉及刑事責任移送司法機關之證明文件。

  九、其他經本署指定者。

   前項第三款與第五款之月統計資料及第八款之證明文件，以同一法人為限；如為外 

  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  六  條  本署受理前二條及第八條規定之申請，應進行審查，並作成准駁決定。審查程序及 

  規定如下：

  一、形式審查：本署應就申請文件內容進行書面完整性審查，並自收件日起十個工 

     作日內完成審查。

  二、實質審查：自完成形式審查後四十五個工作日內，本署得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專 

     家及相關主管機關，進行實質審查及現場勘查。

  本署於必要時，得延長形式、實質審查期限，各以一次為限。 申請文件經形式 

  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或實質審查內容資料須補正者，本署應通知限  

  期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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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次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限內，且總日數不得超過九十個工作日。

第  七  條  個案再利用之許可文件，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名稱、地址、負責人。 

  二、再利用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

  三、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種類（代碼）、名稱、許可再利用數量、用途及 

     再利用產品名稱。

  四、核發日期及許可期限。 

  五、其他經本署規定事項。

  通案再利用之許可文件，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再利用機構名稱、地址、負責人。

  二、再利用事業廢棄物來源產業、種類（代碼）、名稱、許可再利用數量、用途及 

     再利用產品名稱。

  三、核發日期及許可期限。 

  四、其他經本署規定事項。

第  八  條  本辦法所核發許可文件之許可期限以三年為限；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於許可期限屆滿 

  日前之四個月至六個月間，應向本署提出展延之申請，每次展延以三年為限；逾期  

  未申請展延者，其許可屆期即失效力，不得從事再利用業務；如欲繼續從事再利用 

  業務者，應重新申請許可。

  個案再利用許可之展延申請，應由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檢具再利用許可展延申請 

  文件一式十份，向本署為之。並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基本資料。 

  二、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共同申請意願書。

  三、再利用運作計畫書，包括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清除計畫及再利用計畫。 

  四、再利用產品品管及銷售紀錄。

  五、其他經本署指定者。

  通案再利用許可之展延申請，應由再利用機構檢具展延申請文件一式十份，向本署 

  為之。並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再利用機構基本資料。 

  二、再利用運作計畫書，包括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清除計畫及再利用計畫。 

  三、再利用產品品管及銷售紀錄。

  四、其他經本署指定者。再利用機構依第一項規定期間提出展延申請，本署因故無 

      法於有效期限屆滿前完成審查者，再利用機構於本署作成准駁決定前，得依原 

      核准內容繼續營運。再利用許可之展延申請，除第二項及第三項申請文件外， 

      另應檢具由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開具許可期間未曾因違反環保 

      法令受限期改善而屆期仍未完 成改善、按日（次）處罰鍰、停工、停業、勒令 

      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證（文件）， 或涉及刑事責任移送司法機關之證明文件 

      向本署為之。

第  九  條 本署審查通案再利用許可申請文件時，得審酌其前案許可期間受環保告發處分之改 

  善紀錄、查核改善情形及其他必要事項，要求再利用機構改以申請個案再利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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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申請。

  個案及通案再利用許可之申請或展延，具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應予駁回： 

  一、申請文件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申請文件補正之總日數超過九十個工作日。 

  三、再利用許可申請期間，曾因違反環保法令受限期改善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按日（次）處罰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證（文件）， 或 

      涉及刑事責任移送司法機關。

  四、經實質審查，不具再利用可行性。

第  十  條  本署核發再利用許可文件，應副知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及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十一條  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應依第四條或第五 

  條之規定重新申請核發許可：

  一、事業廢棄物種類、名稱、屬性或來源製程變更。 

  二、事業廢棄物實際再利用總數量逾許可再利用總數量百分之十。 

  三、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技術原理改變。 

  經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其下列內容之一有變更者，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應檢具相關 

  資料報本署核准： 

  一、取得再利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所收受各事業之許可再利用數量。 

  二、試驗計畫之試驗期間。 

  三、事業廢棄物進廠管制方式或允收標準。 

 四、進廠事業廢棄物之貯存容量。

 五、再利用流程或設施。

  六、再利用後事業廢棄物清理方式。 

 七、再利用產品名稱、用途、品質標準或規格。 

 八、停（歇）業時未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九、再利用產品庫存量超過貯存容量時之處理計畫。 

 十、再利用作業期程。 

 十一、再利用產品檢驗項目、方法或頻率。 

 十二、其他經本署指定事項。前項第二款試驗期間之變更，以一次為限。

 經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其下列內容之一有變更者，事業或再利用機構應自事實發 

 生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本署備查：

 一、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之名稱、地址或負責人。 

 二、清除方式。

 三、清除機構或車輛。 

 四、進廠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 

 五、污染防治方式、設施或規格。 

 六、再利用產品貯存方式或銷售計畫改變。

 七、減少個案、通案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許可再利用數量。 

 八、其他經本署指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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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事業廢棄物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前之清除，由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依下列方式為 

 之：

 一、自行清除。 

 二、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除。 

 三、依附表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委託合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事業或再利用機構之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應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事業於委託清除或再利用前，應先與再利用機構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或合法運 

 輸業簽訂契約書，並妥善保存留供查核。

 前項契約書應附該項廢棄物有效之再利用檢核表及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或汽車運輸業 

 營業執照文件影本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成分及清除或再利用量。 

 二、清除或再利用之工具、方法及設備。 

 三、再利用用途及再利用產品名稱。 

 四、契約書有效期限。

 五、清除或再利用機構因故無法繼續運作時，對其尚未清除或再利用完竣之廢棄物 

  處置方式。

  取得通案再利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應於事業簽訂契約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具 

 該契約書報本署備查，並副知事業及再利用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始得經營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業務。其契約書經變更、解除或終止時，亦同。

第十四條 事業對於事業廢棄物送往再利用機構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再利用用途及再 

 利用機構名稱，應作成紀錄。

 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再利用用途、事業 

 名稱、衍生廢棄物之處置及再利用期程，應作成紀錄。

 前項再利用期程除核發許可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不得超過三十日；因特殊情形無法 

 於三十日內完成再利用作業者，應檢具相關資料報本署同意為之。

 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銷售之流向、數量與前月底之庫存量等相關資料，應作成 

 營運紀錄。

 再利用機構之再利用產品未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主管機關得要求再利用機構將再 

 利用產品經其他機構轉售至最終使用者之銷售流向及數量作成紀錄。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依第一項、第二項及前二項作成之紀錄應妥善保存三年，留供查 

 核。

 再利用機構生產再利用產品及清理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該產品相關之

    使用規定，並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資料中載明。 

 二、附表或許可文件內容規定限制用途之再利用產品，應於產品包裝或盛裝容器明  

    顯處，標示使用限制及其他注意事項之警語。

  三、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理。

第十五條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對於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紀錄，應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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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相關規定辦理申報。

 再利用機構對於前條第四項之紀錄，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線至中央主 

 管機關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申報其前月再利用產品之營運紀錄：

 一、再利用機構所收受之事業廢棄物，經再利用後製成產品，應逐項申報其產品名 

    稱。

 二、各項再利用產品之產量、銷售對象、證號、地址、產品代碼及名稱、銷售量、 

    事業廢棄物代碼、名稱及使用量與再利用產品庫存量相關資料；如無再利用產 

    品銷售時，亦應申報再利用產品庫存量或無再利用產品庫存。

 三、如發現再利用產品銷售流向申報內容與事實不符時，應立即上網補正申報資料 

    ，並說明修改申報資料之原因。

 再利用機構依前項規定連線申報營運紀錄時，因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於每 

 月十日前完成申報，應於一日內以傳真方式向本署報備並作成紀錄；並於修復完成  

 一日內補行連線申報。

  有下列情形之一，免依本條規定連線申報再利用產品營運紀錄： 

 一、僅再利用本署公告免連線申報其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 

    入情形之廢棄物種類產製再利用產品。

  二、該再利用用途未產出產品。

 三、事業廢棄物送回原生產製程當作原料所產製之再利用產品，且該製程無再利用 

    其他事業之廢棄物。

 四、依商品檢驗法第三條公告規定應辦理檢驗之產品。 

 五、其他經本署同意。

第十六條  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得令其停止收受廢棄物進廠（場），並要求其 

 限期改善：

 一、再利用產品貯存情形未依第三條附表管理方式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或其 

    庫存量超出前六個月之累積產出量。但庫存量經本署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再利用設施故障或異常，未能於三十日內或本署核准完成再利用期限內完成修 

    復。

 三、再利用機構未依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進行申報作業。再利用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本署得令其停止再利用運作，並要求其限期改善：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再利用用途、再利用作業期程或再利用產品項目未符合附表 

    管理方式、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再利用檢核表或許可文件內容規定。 

 二、廠（場）內無具備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規定應有之設備。 

 三、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品質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所列品質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 

    、相關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該產品之相關使用規定。 

 四、規避、妨礙、拒絕配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運作之查核，或拒絕提供再利用運作 

    有關資料及說明。 

 五、其他經本署認定與再利用行為相關之違法情形。

    再利用機構銷售、運送再利用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得要求限期改善 

    或提出補充說明；如未改善或釐清者，本署得令其停止銷售或運送再利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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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使用地點： 

 一、再利用產品規格不明、品質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所列品質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 

    。

 二、再利用產品銷售對象資格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

 三、再利用產品使用用途不明、未符合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 

 四、未依附表管理方式或許可文件內容取得再利用產品使用地點之土地所有權人同 

    意書面文件。 

 五、再利用產品送達數量超過產品買賣契約書所載數量或該工程設計需求量。 

 六、規避、妨礙、拒絕配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運作之查核，或拒絕提供再利用運作 

    有關資料及說明。

  前三項經本署令停止收受廢棄物進廠（場）、停止再利用運作、停止銷售或運送再 

 利用產品至使用地點之再利用機構，應檢具改善後證明文件或說明資料報本署核准  

 後，始得恢復收受廢棄物進廠（場）、再利用運作、再利用產品銷售或運送之行為 

 。

第十七條 再利用機構應依第三條附表管理方式規定或許可文件內容設置閉路電視錄影監視系 

 統。

第十八條  取得再利用許可之再利用機構終止廢棄物再利用業務者，應向本署申請廢止其許可 

 ；其暫停營業在一個月以上者，應於滿一個月後十五日內，檢具相關資料報本署備  

 查。

第十九條  取得再利用許可之事業或再利用機構，其申請許可文件內容與事實不符，本署得撤 

 銷其許可。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廢止其許可： 

 一、再利用機構喪失從事業務能力或一年內無從事廢棄物再利用業務。 

 二、申報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 

 三、未依許可文件及審查通過之申請文件內容進行再利用，經本署限期改善而屆期 

    未改善。

  四、未依第十一條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五、許可期間內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三項、第十四條或第十 

    五條規定，經本署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六、再利用機構同時經營廢棄物處理業務時，其廢棄物再利用項目與廢棄物處理項 

    目相同時，無法以不同機具操作或其他管理方式，明確區分處理及再利用製程 

    。

 七、其他違法情形，經本署或再利用用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違反第一項或前項第二款至第七款情事且經本署撤銷或廢止再利用許可者，於三

 年內不得以相同或類似機構名稱申請該業務許可；其負責人於三年內不得重新申請 

 為再利用機構之負責人。

 再利用機構經本署撤銷或廢止其許可者，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不得再從事廢棄物 

 再利用業務。但已收受未再利用及衍生之廢棄物，應依本法之相關規定清除處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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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再利用種類 再利用管理方式 
編號一、廢潤滑油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水分雜質含量小於百分之五十之廢潤滑 

油。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燃料油品原料、潤滑基礎油原料或水泥廠之水泥窯輔助燃 

料。 
三、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 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其產品至少為下列 
之一項：燃料油、潤滑基礎油。但直接再利用於水泥窯輔助燃料用途 
者，其產品不在此限。 

(二) 再利用於燃料油品原料者，於再利用產品銷售前應依酒精汽油生質柴 
油及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理辦法規定取得銷售核准。 

四、運作管理： 
(一) 貯存地點應保持清潔，現場應有明顯貯存物品及嚴禁煙火標示，貯存 

容器應有防腐蝕、防漏功能及液位計量設備。周圍六公尺範圍內嚴禁 
煙火，且不可存放易燃物質。 

(二) 廢潤滑油以貯存桶貯存者，分區貯存高度不得超過三公尺，相鄰堆置 
之高差不得超過一．五公尺。分區貯存寬度及長度不得超過二十公 
尺，各區域間應有一公尺以上之分隔走道。並應採取繩索捆綁、護 
網、擋樁、堵牆或其他防止掉落、倒塌或崩塌等必要措施。 

(三)廢潤滑油以貯存桶貯存並露天貯存者，應有遮雨設施。貯存於室內  
者，貯存環境應保持通風。 

(四) 貯存專區之分隔走道應保持暢通，不得阻礙安全出口、消防安全設備 
及電氣開關等。 

(五) 貯存、處理區域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及避雷設備或接地設備，並定期 
進行檢修。 

(六) 作業區應為混凝土鋪面，並具備排水及污染物截流設施等油類或液體 
之截流、收集、油品分離或相關處理設施。 

(七) 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 再利用產品相關規定： 

１、再利用用途屬潤滑基礎油原料者，每批次產品應有品質檢驗紀錄， 
並於出廠前，每月至少委託經中華民國國家實驗室認證體系認可之 
實驗室檢測一次產品品質，其化性及毒理性檢測結果不得超過  
CNS 10723 烴類潤滑基礎油鑑別指引之建議參數，始得作為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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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之產品使用。  

２、再利用用途屬燃料油品原料者，其品質標準、出廠檢驗、再利用產 

品品質標示及成分說明等，需符合酒精汽油生質柴油及再生油品之 

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務管理辦法之規定。 

３、檢驗紀錄及實驗室化驗報告應保留三年備查；如相關主管機關另有 

相關規定者，應符合其規定。 

(九) 再利用用途之產品以桶裝銷售者，應於盛裝桶之產品品名前加註再生 

字樣；非以桶裝銷售者，再利用機構與產品使用者簽訂產品買賣契約 

書中之產品品名前應加註再生字樣。 

(十) 再利用機構之出入口及貯存區應依本署之規定設置閉路電視錄影監視 

系統，攝錄之影像資料應保存一年，以供備查。 

(十一)送至再利用機構前之清除，得委託合法運輸業以槽車運載代為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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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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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
利息補助辦法訂定

(依據 108.5.31 環保署環署空字第 1080038510 號)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申請企業：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利息補助且符合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企業。

 二、申請個人：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利息補助之自然人。 

 三、補助申請案：指申請企業或個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之補助申請。 

 四、大型柴油車：指以柴油為燃料，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所稱之大客

 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或大型特種車。 

 五、新車：未完成首次汽車新領牌照登記之大型柴油車。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購買新車及辦理汽車新領  

 牌照登記，並完成下列大型柴油車之車體回收及車籍報廢之申請企業或個人：

 一、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之大型柴油車。 

 二、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出廠，且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依九十三

  年一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  

  格證明之大型柴油車。

 申請補助經核可者，自申請日起計補助貸款利息，且不得將本補助金移作他用。 

第  四  條 補助貸款補助年限、補貼利率及申請期間如下：

 一、補助年限最長五年。 

 二、補貼利率及申請期間如附表。

第  五  條 申請企業或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或本署  

 指定之機關（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企業資料表，申請個人免附。

 三、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申請個人免附。 

 四、申請個人或申請企業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五、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車主存查聯）證明文件影本及經公路監理機關核

 發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報廢）書。

  六、購買新車之發票收執聯影本，註明申請補助個人姓名或企業全名與統一編號  

  及牌照號碼；電子發票或收銀機發票無法登錄申請補助個人姓名或企業負責  

  人姓名全名及牌照號碼者，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以人工手寫並加蓋發票章。

 七、購買新車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整車與牌照號碼相片及該車之金融機構核  

  放貸款相關證明文件，需有貸款利率、年限之內容。

 八、切結書。

 九、其他經本署指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本署受理前項申請文件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應即通知申請企業  

 或個人補正，補正次數以一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仍不合規定者，駁回申請。但經本署同意延長補正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者，不 

 在此限。

第  六  條  補助申請案填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經查證有不實造假情形，本署撤銷其  

 利息補助許可，並追繳已領之補貼利息。

 前項撤銷貸款利息補助許可之具體事由，承貸之金融機構應詳實記載於貸款契 約 

 。

第  七  條  補助對象有逾期未繳或積欠貸款本息情事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助對象未依約按月繳付貸款本息期間，本署不予補貼利息。補助對象積欠

 貸款本息達三個月之案件，承貸銀行應即停止申請撥付補貼利息，並通知補  

 助對象將積欠期間所補貼之利息返還本署。

 二、法院強制執行程序尚未完成前，補助對象即清償積欠本息且恢復正常繳息者 

  ，本署同意恢復補貼，惟積欠期間仍不予補貼，承貸銀行應通知補助對象將 

  本署已撥補之利息返還。

 三、補助對象逾期繳款未達三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息，視同正常戶處理，  

  本署仍予補貼利息。

第  八  條  為瞭解利息補貼情形，本署得向承貸之金融機構進行查核，承貸之金融機構應配  

 合辦理，並應將貸放及補貼撥付情形作成紀錄，按月提報本署。

第  九  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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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申請企業：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利息補助且符合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之企業。

 二、申請個人：指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換購大型柴油車貸款利息補助之自然人。 

 三、補助申請案：指申請企業或個人依本辦法規定提出之補助申請。 

 四、大型柴油車：指以柴油為燃料，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所稱之大客

 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客車或大型特種車。 

 五、新車：未完成首次汽車新領牌照登記之大型柴油車。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十八日起購買新車及辦理汽車新領  

 牌照登記，並完成下列大型柴油車之車體回收及車籍報廢之申請企業或個人：

 一、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之大型柴油車。 

 二、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出廠，且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依九十三

  年一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  

  格證明之大型柴油車。

 申請補助經核可者，自申請日起計補助貸款利息，且不得將本補助金移作他用。 

第  四  條 補助貸款補助年限、補貼利率及申請期間如下：

 一、補助年限最長五年。 

 二、補貼利率及申請期間如附表。

第  五  條 申請企業或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或本署  

 指定之機關（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企業資料表，申請個人免附。

 三、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申請個人免附。 

 四、申請個人或申請企業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五、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車主存查聯）證明文件影本及經公路監理機關核

 發汽（機）車各項異動登記（報廢）書。

  六、購買新車之發票收執聯影本，註明申請補助個人姓名或企業全名與統一編號  

  及牌照號碼；電子發票或收銀機發票無法登錄申請補助個人姓名或企業負責  

  人姓名全名及牌照號碼者，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以人工手寫並加蓋發票章。

 七、購買新車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整車與牌照號碼相片及該車之金融機構核  

  放貸款相關證明文件，需有貸款利率、年限之內容。

 八、切結書。

 九、其他經本署指定之必要證明文件。

 本署受理前項申請文件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應即通知申請企業  

 或個人補正，補正次數以一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仍不合規定者，駁回申請。但經本署同意延長補正期限或再次通知補正者，不 

 在此限。

第  六  條  補助申請案填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經查證有不實造假情形，本署撤銷其  

 利息補助許可，並追繳已領之補貼利息。

 前項撤銷貸款利息補助許可之具體事由，承貸之金融機構應詳實記載於貸款契 約 

 。

第  七  條  補助對象有逾期未繳或積欠貸款本息情事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助對象未依約按月繳付貸款本息期間，本署不予補貼利息。補助對象積欠

 貸款本息達三個月之案件，承貸銀行應即停止申請撥付補貼利息，並通知補  

 助對象將積欠期間所補貼之利息返還本署。

 二、法院強制執行程序尚未完成前，補助對象即清償積欠本息且恢復正常繳息者 

  ，本署同意恢復補貼，惟積欠期間仍不予補貼，承貸銀行應通知補助對象將 

  本署已撥補之利息返還。

 三、補助對象逾期繳款未達三個月即予清償並恢復正常繳息，視同正常戶處理，  

  本署仍予補貼利息。

第  八  條  為瞭解利息補貼情形，本署得向承貸之金融機構進行查核，承貸之金融機構應配  

 合辦理，並應將貸放及補貼撥付情形作成紀錄，按月提報本署。

第  九  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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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間 補貼利率  

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
年息百分之一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至 年息百分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點八五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至十 年息百分之
二月三十一日  零點七五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至  年息百分之
十二月三十一日  零點六五

 

  

附表  中央主管機關補貼利率  明定申請期間及

補貼利率。

 
  
  

 
 
 
 
 
備註：  

一、補貼基準以實際貸款利率計算，惟最高採計至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年利率百分
      之一點五機動計息為上限，且還款以本息平均攤還方式
      為限。
二、本辦法利息補助之經費來源由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預算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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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說明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客戶至上
品質第一

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TEL：04-7112367 FAX：04-763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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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核發辦法訂定
(依據 108.5.28 衛福部衛授食字第 1081603804 號)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領有醫療或毒劇藥品之化粧品許可證者，

 於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視同特定用途化粧品。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用途化粧品：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公告，具有防曬、  

  染髮、燙髮、止汗制臭、牙齒美白或其他用途之化粧品。

 二、授權書：指特定用途化粧品之國外原製造廠、總公司或其委託製造廠出具同  

  意查驗登記申請者輸入並於國內販售之證明。

 三、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指出產國出具或核簽之許可製造及得在該國自由販售  

  之證明文件。

 四、成分表：指製造廠或總公司出具，載明成分名稱及含量之全成分配方表。 

 五、檢驗成績書：指載明性狀、主成分、鑑別方法、定量方法、含量合格範圍、

  檢驗結果及其他測定資料之文件。

第  二  章  製造及輸入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製造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監製藥師執業執照影本，或駐廠監督調配製造人員資格及在職證明。 

 三、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四、檢驗成績書。 

 五、委託製造者，其申請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委託契約。 

  化粧品製造場所依法令規定取得化粧品優良製造規範證明文件，以該證明文件 

  所載相同劑型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前項第四款檢驗成績書得以該證 

  明文件代之。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三、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 

  四、最近二年內出具之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 

  五、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成分表。 

  六、檢驗成績書。

  七、委託製造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第  六  條  前條第三款授權書之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授權書出具者之名稱、地址；非原製造廠出具者，應加註原製造廠之名稱、  

   地址。

 二、被授權者之名稱、地址。 

 三、授權之產品名稱及品項。

  四、表明授權之意旨。

 前項記載事項，應與申請書相符；授權書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  

 文或英文譯本。

第  七  條  第五條第四款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製造廠名稱、地址。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 

 經所在地公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得以由委託者所在國出具之自由販售證明，及受託製造廠所

 在國出具之製造證明代之。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係委託製造者，出產國許可製售證 

 明，得由委託者或受託製造廠其中之一所在國之政府機關出具。化粧品出產國為日 

 本，其許可製售證明僅記載販賣商，而未載明製造廠者，得檢附自由販售證明，及 

 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載有製造廠名稱、廠址及產品名稱之製造證明文件影本代 

 之。

第  八  條  第五條第五款成分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主成分、防腐劑、色素或其他成分之名稱、含量。

 前項第二款成分名稱，應以國際化粧品成分命名標準（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of Cosmetic Ingredients，簡稱 INCI），或一般英文化學名稱表示；其含量，應以 

 重量或容量百分比表示（即以 W/W%或 W/V%表示），但無限量規定之其他成分 

 或色素， 得以適當量標示。

 成分表，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經所在地公  

 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  九  條  第四條第四款及第五條第六款檢驗成績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性狀：產品之外觀、顏色、形狀、劑型。 

  二、主成分：產品中含有特定用途之成分。 

  三、主成分方法。

  四、主成分之定量方法。 

  五、主成分之含量合格範圍，且該範圍應介於添加含量之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

   百十間。 

  六、檢驗結果。 

  七、其他測定資料。

  氧化型染髮產品，因主成分含量過低或不安定，致無法精確定量者，前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主成分，得以游離鹼（鹼度）或主成分含 Ammonia 之游離氨代之。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指定公告特定用途化粧品時，其公告之內容，應 

  包括主成分之名稱、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

  前項以外化粧品之主成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國家（地區）或區域之機關認定  

  為具有特定用途化粧品之性質者，申請人得檢附該國家（地區）或區域使用之證明 

  文件，依本法規定申請查驗登記。

第 十一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其主成分屬新成分或有新用途、新限量者，應依附表 

  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但前條第二項情形，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之化粧品，不得含有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使用 

  之成分。

 前項化粧品含有牛、羊組織成分者，應檢附非屬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 

 form Encephalopathy）發生國家、地區或疫區來源之產品或原料證明。

第 十三 條 製造或輸入同一製造廠、相同用途、相同主成分及劑型之特定用途化粧品，得合併 

  申請許可證。

  前項合併申請，除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五條第一款外，其  

  餘各款文件、資料，應按不同產品分別檢附之。

第 十四 條 第四條、第五條申請案之審查結果，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其經查驗登記核 

  定發給許可證者，申請人應自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核定之標籤、仿單、  

 包裝之電子檔，並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領許可證。

第 十五 條 前條查驗登記事項如下：

  一、品項。 

  二、品名；屬系列產品者，其型號或色號。

   三、主成分及其含量百分比。 

  四、劑型。 

  五、仿單、標籤、包裝及其規格。 

  六、用途。

  七、申請人名稱。 

  八、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第 十六 條 第十四條許可證，應記載有效期間及除前條第五款以外之其他各款事項。

第 十七 條 申請案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有缺漏，或未繳納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

  申請人未於前項期限內補正者，得於期限屆至前，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自補正期滿翌日起算一個月。

  申請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十八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准：

  一、檢附文件、資料，與申請內容不符。 

  二、含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禁止使用之成分，或其成分不符合依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公告限制使用之規定。

   三、包裝、標籤或仿單未依本法第七條規定標示。

  四、品名與包裝、標籤或仿單使用之文字及圖案，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虛偽、誇大或涉及醫療效能之情事。

  五、有足以損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六、其他與法規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規定不符之情事。

第 十九 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污損或遺失者，申請人得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或補發；其申請換發者，並應檢附原許可證申請之。

第  三  章 查驗登記之變更及許可證之變更、移轉

第 二十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查驗登記或許可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申請人應檢具原許可證 

  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於原許可證加註變更登記事項、日期 

  及加蓋章戳後發還之。

  前項變更屬增加品項或色系者，以同一製造廠、相同主成分、相同劑型及用途，且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用途成分之限量範圍者為限。

第二十一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移轉者，應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共同填具申請書，檢附 

  原許可證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准時，應於原許可證載明受讓人名稱及核准日期。

第二十二條  申請廢止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原許可證及相關文件、

  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  四  章  許可證之展延

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者，應填具申 

  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國產者，免附。

第二十四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屆滿前，未依前條規定申請展延者，應依本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許可證。但有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重 

  新申請許可證者，得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國內委託製造者，其委託契約；國外委託製造並輸入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  

   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四、輸入者，二年內出具之許可製售證明、成分表及授權書。前項申請經核准後， 

   以新字號發給許可證。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 20 -

雙月刊 期191化彰 工業

1

2

3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領有醫療或毒劇藥品之化粧品許可證者，

 於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視同特定用途化粧品。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用途化粧品：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公告，具有防曬、  

  染髮、燙髮、止汗制臭、牙齒美白或其他用途之化粧品。

 二、授權書：指特定用途化粧品之國外原製造廠、總公司或其委託製造廠出具同  

  意查驗登記申請者輸入並於國內販售之證明。

 三、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指出產國出具或核簽之許可製造及得在該國自由販售  

  之證明文件。

 四、成分表：指製造廠或總公司出具，載明成分名稱及含量之全成分配方表。 

 五、檢驗成績書：指載明性狀、主成分、鑑別方法、定量方法、含量合格範圍、

  檢驗結果及其他測定資料之文件。

第  二  章  製造及輸入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製造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監製藥師執業執照影本，或駐廠監督調配製造人員資格及在職證明。 

 三、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四、檢驗成績書。 

 五、委託製造者，其申請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委託契約。 

  化粧品製造場所依法令規定取得化粧品優良製造規範證明文件，以該證明文件 

  所載相同劑型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前項第四款檢驗成績書得以該證 

  明文件代之。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三、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 

  四、最近二年內出具之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 

  五、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成分表。 

  六、檢驗成績書。

  七、委託製造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第  六  條  前條第三款授權書之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授權書出具者之名稱、地址；非原製造廠出具者，應加註原製造廠之名稱、  

   地址。

 二、被授權者之名稱、地址。 

 三、授權之產品名稱及品項。

  四、表明授權之意旨。

 前項記載事項，應與申請書相符；授權書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  

 文或英文譯本。

第  七  條  第五條第四款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製造廠名稱、地址。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 

 經所在地公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得以由委託者所在國出具之自由販售證明，及受託製造廠所

 在國出具之製造證明代之。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係委託製造者，出產國許可製售證 

 明，得由委託者或受託製造廠其中之一所在國之政府機關出具。化粧品出產國為日 

 本，其許可製售證明僅記載販賣商，而未載明製造廠者，得檢附自由販售證明，及 

 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載有製造廠名稱、廠址及產品名稱之製造證明文件影本代 

 之。

第  八  條  第五條第五款成分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主成分、防腐劑、色素或其他成分之名稱、含量。

 前項第二款成分名稱，應以國際化粧品成分命名標準（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of Cosmetic Ingredients，簡稱 INCI），或一般英文化學名稱表示；其含量，應以 

 重量或容量百分比表示（即以 W/W%或 W/V%表示），但無限量規定之其他成分 

 或色素， 得以適當量標示。

 成分表，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經所在地公  

 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  九  條  第四條第四款及第五條第六款檢驗成績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性狀：產品之外觀、顏色、形狀、劑型。 

  二、主成分：產品中含有特定用途之成分。 

  三、主成分方法。

  四、主成分之定量方法。 

  五、主成分之含量合格範圍，且該範圍應介於添加含量之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

   百十間。 

  六、檢驗結果。 

  七、其他測定資料。

  氧化型染髮產品，因主成分含量過低或不安定，致無法精確定量者，前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主成分，得以游離鹼（鹼度）或主成分含 Ammonia 之游離氨代之。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指定公告特定用途化粧品時，其公告之內容，應 

  包括主成分之名稱、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

  前項以外化粧品之主成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國家（地區）或區域之機關認定  

  為具有特定用途化粧品之性質者，申請人得檢附該國家（地區）或區域使用之證明 

  文件，依本法規定申請查驗登記。

第 十一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其主成分屬新成分或有新用途、新限量者，應依附表 

  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但前條第二項情形，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之化粧品，不得含有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使用 

  之成分。

 前項化粧品含有牛、羊組織成分者，應檢附非屬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 

 form Encephalopathy）發生國家、地區或疫區來源之產品或原料證明。

第 十三 條 製造或輸入同一製造廠、相同用途、相同主成分及劑型之特定用途化粧品，得合併 

  申請許可證。

  前項合併申請，除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五條第一款外，其  

  餘各款文件、資料，應按不同產品分別檢附之。

第 十四 條 第四條、第五條申請案之審查結果，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其經查驗登記核 

  定發給許可證者，申請人應自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核定之標籤、仿單、  

 包裝之電子檔，並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領許可證。

第 十五 條 前條查驗登記事項如下：

  一、品項。 

  二、品名；屬系列產品者，其型號或色號。

   三、主成分及其含量百分比。 

  四、劑型。 

  五、仿單、標籤、包裝及其規格。 

  六、用途。

  七、申請人名稱。 

  八、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第 十六 條 第十四條許可證，應記載有效期間及除前條第五款以外之其他各款事項。

第 十七 條 申請案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有缺漏，或未繳納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

  申請人未於前項期限內補正者，得於期限屆至前，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自補正期滿翌日起算一個月。

  申請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十八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准：

  一、檢附文件、資料，與申請內容不符。 

  二、含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禁止使用之成分，或其成分不符合依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公告限制使用之規定。

   三、包裝、標籤或仿單未依本法第七條規定標示。

  四、品名與包裝、標籤或仿單使用之文字及圖案，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虛偽、誇大或涉及醫療效能之情事。

  五、有足以損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六、其他與法規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規定不符之情事。

第 十九 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污損或遺失者，申請人得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或補發；其申請換發者，並應檢附原許可證申請之。

第  三  章 查驗登記之變更及許可證之變更、移轉

第 二十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查驗登記或許可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申請人應檢具原許可證 

  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於原許可證加註變更登記事項、日期 

  及加蓋章戳後發還之。

  前項變更屬增加品項或色系者，以同一製造廠、相同主成分、相同劑型及用途，且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用途成分之限量範圍者為限。

第二十一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移轉者，應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共同填具申請書，檢附 

  原許可證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准時，應於原許可證載明受讓人名稱及核准日期。

第二十二條  申請廢止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原許可證及相關文件、

  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  四  章  許可證之展延

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者，應填具申 

  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國產者，免附。

第二十四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屆滿前，未依前條規定申請展延者，應依本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許可證。但有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重 

  新申請許可證者，得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國內委託製造者，其委託契約；國外委託製造並輸入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  

   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四、輸入者，二年內出具之許可製售證明、成分表及授權書。前項申請經核准後， 

   以新字號發給許可證。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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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領有醫療或毒劇藥品之化粧品許可證者，

 於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視同特定用途化粧品。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用途化粧品：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公告，具有防曬、  

  染髮、燙髮、止汗制臭、牙齒美白或其他用途之化粧品。

 二、授權書：指特定用途化粧品之國外原製造廠、總公司或其委託製造廠出具同  

  意查驗登記申請者輸入並於國內販售之證明。

 三、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指出產國出具或核簽之許可製造及得在該國自由販售  

  之證明文件。

 四、成分表：指製造廠或總公司出具，載明成分名稱及含量之全成分配方表。 

 五、檢驗成績書：指載明性狀、主成分、鑑別方法、定量方法、含量合格範圍、

  檢驗結果及其他測定資料之文件。

第  二  章  製造及輸入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製造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監製藥師執業執照影本，或駐廠監督調配製造人員資格及在職證明。 

 三、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四、檢驗成績書。 

 五、委託製造者，其申請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委託契約。 

  化粧品製造場所依法令規定取得化粧品優良製造規範證明文件，以該證明文件 

  所載相同劑型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前項第四款檢驗成績書得以該證 

  明文件代之。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三、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 

  四、最近二年內出具之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 

  五、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成分表。 

  六、檢驗成績書。

  七、委託製造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第  六  條  前條第三款授權書之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授權書出具者之名稱、地址；非原製造廠出具者，應加註原製造廠之名稱、  

   地址。

 二、被授權者之名稱、地址。 

 三、授權之產品名稱及品項。

  四、表明授權之意旨。

 前項記載事項，應與申請書相符；授權書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  

 文或英文譯本。

第  七  條  第五條第四款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製造廠名稱、地址。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 

 經所在地公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得以由委託者所在國出具之自由販售證明，及受託製造廠所

 在國出具之製造證明代之。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係委託製造者，出產國許可製售證 

 明，得由委託者或受託製造廠其中之一所在國之政府機關出具。化粧品出產國為日 

 本，其許可製售證明僅記載販賣商，而未載明製造廠者，得檢附自由販售證明，及 

 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載有製造廠名稱、廠址及產品名稱之製造證明文件影本代 

 之。

第  八  條  第五條第五款成分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主成分、防腐劑、色素或其他成分之名稱、含量。

 前項第二款成分名稱，應以國際化粧品成分命名標準（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of Cosmetic Ingredients，簡稱 INCI），或一般英文化學名稱表示；其含量，應以 

 重量或容量百分比表示（即以 W/W%或 W/V%表示），但無限量規定之其他成分 

 或色素， 得以適當量標示。

 成分表，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經所在地公  

 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  九  條  第四條第四款及第五條第六款檢驗成績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性狀：產品之外觀、顏色、形狀、劑型。 

  二、主成分：產品中含有特定用途之成分。 

  三、主成分方法。

  四、主成分之定量方法。 

  五、主成分之含量合格範圍，且該範圍應介於添加含量之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

   百十間。 

  六、檢驗結果。 

  七、其他測定資料。

  氧化型染髮產品，因主成分含量過低或不安定，致無法精確定量者，前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主成分，得以游離鹼（鹼度）或主成分含 Ammonia 之游離氨代之。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指定公告特定用途化粧品時，其公告之內容，應 

  包括主成分之名稱、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

  前項以外化粧品之主成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國家（地區）或區域之機關認定  

  為具有特定用途化粧品之性質者，申請人得檢附該國家（地區）或區域使用之證明 

  文件，依本法規定申請查驗登記。

第 十一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其主成分屬新成分或有新用途、新限量者，應依附表 

  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但前條第二項情形，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之化粧品，不得含有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使用 

  之成分。

 前項化粧品含有牛、羊組織成分者，應檢附非屬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 

 form Encephalopathy）發生國家、地區或疫區來源之產品或原料證明。

第 十三 條 製造或輸入同一製造廠、相同用途、相同主成分及劑型之特定用途化粧品，得合併 

  申請許可證。

  前項合併申請，除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五條第一款外，其  

  餘各款文件、資料，應按不同產品分別檢附之。

第 十四 條 第四條、第五條申請案之審查結果，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其經查驗登記核 

  定發給許可證者，申請人應自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核定之標籤、仿單、  

 包裝之電子檔，並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領許可證。

第 十五 條 前條查驗登記事項如下：

  一、品項。 

  二、品名；屬系列產品者，其型號或色號。

   三、主成分及其含量百分比。 

  四、劑型。 

  五、仿單、標籤、包裝及其規格。 

  六、用途。

  七、申請人名稱。 

  八、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第 十六 條 第十四條許可證，應記載有效期間及除前條第五款以外之其他各款事項。

第 十七 條 申請案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有缺漏，或未繳納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

  申請人未於前項期限內補正者，得於期限屆至前，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自補正期滿翌日起算一個月。

  申請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十八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准：

  一、檢附文件、資料，與申請內容不符。 

  二、含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禁止使用之成分，或其成分不符合依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公告限制使用之規定。

   三、包裝、標籤或仿單未依本法第七條規定標示。

  四、品名與包裝、標籤或仿單使用之文字及圖案，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虛偽、誇大或涉及醫療效能之情事。

  五、有足以損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六、其他與法規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規定不符之情事。

第 十九 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污損或遺失者，申請人得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或補發；其申請換發者，並應檢附原許可證申請之。

第  三  章 查驗登記之變更及許可證之變更、移轉

第 二十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查驗登記或許可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申請人應檢具原許可證 

  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於原許可證加註變更登記事項、日期 

  及加蓋章戳後發還之。

  前項變更屬增加品項或色系者，以同一製造廠、相同主成分、相同劑型及用途，且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用途成分之限量範圍者為限。

第二十一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移轉者，應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共同填具申請書，檢附 

  原許可證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准時，應於原許可證載明受讓人名稱及核准日期。

第二十二條  申請廢止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原許可證及相關文件、

  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  四  章  許可證之展延

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者，應填具申 

  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國產者，免附。

第二十四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屆滿前，未依前條規定申請展延者，應依本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許可證。但有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重 

  新申請許可證者，得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國內委託製造者，其委託契約；國外委託製造並輸入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  

   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四、輸入者，二年內出具之許可製售證明、成分表及授權書。前項申請經核准後， 

   以新字號發給許可證。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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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領有醫療或毒劇藥品之化粧品許可證者，

 於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視同特定用途化粧品。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用途化粧品：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公告，具有防曬、  

  染髮、燙髮、止汗制臭、牙齒美白或其他用途之化粧品。

 二、授權書：指特定用途化粧品之國外原製造廠、總公司或其委託製造廠出具同  

  意查驗登記申請者輸入並於國內販售之證明。

 三、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指出產國出具或核簽之許可製造及得在該國自由販售  

  之證明文件。

 四、成分表：指製造廠或總公司出具，載明成分名稱及含量之全成分配方表。 

 五、檢驗成績書：指載明性狀、主成分、鑑別方法、定量方法、含量合格範圍、

  檢驗結果及其他測定資料之文件。

第  二  章  製造及輸入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製造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監製藥師執業執照影本，或駐廠監督調配製造人員資格及在職證明。 

 三、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四、檢驗成績書。 

 五、委託製造者，其申請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委託契約。 

  化粧品製造場所依法令規定取得化粧品優良製造規範證明文件，以該證明文件 

  所載相同劑型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前項第四款檢驗成績書得以該證 

  明文件代之。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三、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 

  四、最近二年內出具之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 

  五、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成分表。 

  六、檢驗成績書。

  七、委託製造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第  六  條  前條第三款授權書之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授權書出具者之名稱、地址；非原製造廠出具者，應加註原製造廠之名稱、  

   地址。

 二、被授權者之名稱、地址。 

 三、授權之產品名稱及品項。

  四、表明授權之意旨。

 前項記載事項，應與申請書相符；授權書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  

 文或英文譯本。

第  七  條  第五條第四款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製造廠名稱、地址。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 

 經所在地公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得以由委託者所在國出具之自由販售證明，及受託製造廠所

 在國出具之製造證明代之。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係委託製造者，出產國許可製售證 

 明，得由委託者或受託製造廠其中之一所在國之政府機關出具。化粧品出產國為日 

 本，其許可製售證明僅記載販賣商，而未載明製造廠者，得檢附自由販售證明，及 

 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載有製造廠名稱、廠址及產品名稱之製造證明文件影本代 

 之。

第  八  條  第五條第五款成分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主成分、防腐劑、色素或其他成分之名稱、含量。

 前項第二款成分名稱，應以國際化粧品成分命名標準（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of Cosmetic Ingredients，簡稱 INCI），或一般英文化學名稱表示；其含量，應以 

 重量或容量百分比表示（即以 W/W%或 W/V%表示），但無限量規定之其他成分 

 或色素， 得以適當量標示。

 成分表，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經所在地公  

 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  九  條  第四條第四款及第五條第六款檢驗成績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性狀：產品之外觀、顏色、形狀、劑型。 

  二、主成分：產品中含有特定用途之成分。 

  三、主成分方法。

  四、主成分之定量方法。 

  五、主成分之含量合格範圍，且該範圍應介於添加含量之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

   百十間。 

  六、檢驗結果。 

  七、其他測定資料。

  氧化型染髮產品，因主成分含量過低或不安定，致無法精確定量者，前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主成分，得以游離鹼（鹼度）或主成分含 Ammonia 之游離氨代之。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指定公告特定用途化粧品時，其公告之內容，應 

  包括主成分之名稱、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

  前項以外化粧品之主成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國家（地區）或區域之機關認定  

  為具有特定用途化粧品之性質者，申請人得檢附該國家（地區）或區域使用之證明 

  文件，依本法規定申請查驗登記。

第 十一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其主成分屬新成分或有新用途、新限量者，應依附表 

  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但前條第二項情形，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之化粧品，不得含有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使用 

  之成分。

 前項化粧品含有牛、羊組織成分者，應檢附非屬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 

 form Encephalopathy）發生國家、地區或疫區來源之產品或原料證明。

第 十三 條 製造或輸入同一製造廠、相同用途、相同主成分及劑型之特定用途化粧品，得合併 

  申請許可證。

  前項合併申請，除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五條第一款外，其  

  餘各款文件、資料，應按不同產品分別檢附之。

第 十四 條 第四條、第五條申請案之審查結果，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其經查驗登記核 

  定發給許可證者，申請人應自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核定之標籤、仿單、  

 包裝之電子檔，並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領許可證。

第 十五 條 前條查驗登記事項如下：

  一、品項。 

  二、品名；屬系列產品者，其型號或色號。

   三、主成分及其含量百分比。 

  四、劑型。 

  五、仿單、標籤、包裝及其規格。 

  六、用途。

  七、申請人名稱。 

  八、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第 十六 條 第十四條許可證，應記載有效期間及除前條第五款以外之其他各款事項。

第 十七 條 申請案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有缺漏，或未繳納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

  申請人未於前項期限內補正者，得於期限屆至前，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自補正期滿翌日起算一個月。

  申請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十八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准：

  一、檢附文件、資料，與申請內容不符。 

  二、含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禁止使用之成分，或其成分不符合依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公告限制使用之規定。

   三、包裝、標籤或仿單未依本法第七條規定標示。

  四、品名與包裝、標籤或仿單使用之文字及圖案，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虛偽、誇大或涉及醫療效能之情事。

  五、有足以損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六、其他與法規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規定不符之情事。

第 十九 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污損或遺失者，申請人得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或補發；其申請換發者，並應檢附原許可證申請之。

第  三  章 查驗登記之變更及許可證之變更、移轉

第 二十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查驗登記或許可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申請人應檢具原許可證 

  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於原許可證加註變更登記事項、日期 

  及加蓋章戳後發還之。

  前項變更屬增加品項或色系者，以同一製造廠、相同主成分、相同劑型及用途，且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用途成分之限量範圍者為限。

第二十一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移轉者，應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共同填具申請書，檢附 

  原許可證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准時，應於原許可證載明受讓人名稱及核准日期。

第二十二條  申請廢止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原許可證及相關文件、

  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  四  章  許可證之展延

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者，應填具申 

  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國產者，免附。

第二十四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屆滿前，未依前條規定申請展延者，應依本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許可證。但有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重 

  新申請許可證者，得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國內委託製造者，其委託契約；國外委託製造並輸入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  

   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四、輸入者，二年內出具之許可製售證明、成分表及授權書。前項申請經核准後， 

   以新字號發給許可證。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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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領有醫療或毒劇藥品之化粧品許可證者，

 於許可證有效期間內，視同特定用途化粧品。

第  三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特定用途化粧品：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公告，具有防曬、  

  染髮、燙髮、止汗制臭、牙齒美白或其他用途之化粧品。

 二、授權書：指特定用途化粧品之國外原製造廠、總公司或其委託製造廠出具同  

  意查驗登記申請者輸入並於國內販售之證明。

 三、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指出產國出具或核簽之許可製造及得在該國自由販售  

  之證明文件。

 四、成分表：指製造廠或總公司出具，載明成分名稱及含量之全成分配方表。 

 五、檢驗成績書：指載明性狀、主成分、鑑別方法、定量方法、含量合格範圍、

  檢驗結果及其他測定資料之文件。

第  二  章  製造及輸入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製造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監製藥師執業執照影本，或駐廠監督調配製造人員資格及在職證明。 

 三、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四、檢驗成績書。 

 五、委託製造者，其申請者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委託契約。 

  化粧品製造場所依法令規定取得化粧品優良製造規範證明文件，以該證明文件 

  所載相同劑型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前項第四款檢驗成績書得以該證 

  明文件代之。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  

  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產品標籤、仿單及包裝設計稿樣。 

  三、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 

  四、最近二年內出具之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 

  五、最近二年內出具之成分表。 

  六、檢驗成績書。

  七、委託製造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第  六  條  前條第三款授權書之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授權書出具者之名稱、地址；非原製造廠出具者，應加註原製造廠之名稱、  

   地址。

 二、被授權者之名稱、地址。 

 三、授權之產品名稱及品項。

  四、表明授權之意旨。

 前項記載事項，應與申請書相符；授權書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  

 文或英文譯本。

第  七  條  第五條第四款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製造廠名稱、地址。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 

 經所在地公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為中文或英文以外之外文者，應檢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出產國許可製售證明，得以由委託者所在國出具之自由販售證明，及受託製造廠所

 在國出具之製造證明代之。輸入特定用途化粧品係委託製造者，出產國許可製售證 

 明，得由委託者或受託製造廠其中之一所在國之政府機關出具。化粧品出產國為日 

 本，其許可製售證明僅記載販賣商，而未載明製造廠者，得檢附自由販售證明，及 

 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載有製造廠名稱、廠址及產品名稱之製造證明文件影本代 

 之。

第  八  條  第五條第五款成分表，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產品名稱。 

 二、主成分、防腐劑、色素或其他成分之名稱、含量。

 前項第二款成分名稱，應以國際化粧品成分命名標準（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of Cosmetic Ingredients，簡稱 INCI），或一般英文化學名稱表示；其含量，應以 

 重量或容量百分比表示（即以 W/W%或 W/V%表示），但無限量規定之其他成分 

 或色素， 得以適當量標示。

 成分表，應經中華民國駐外機構驗證；其為出產國政府機關出具，或經所在地公  

 證機構公證者，得免經駐外機構驗證。

第  九  條  第四條第四款及第五條第六款檢驗成績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性狀：產品之外觀、顏色、形狀、劑型。 

  二、主成分：產品中含有特定用途之成分。 

  三、主成分方法。

  四、主成分之定量方法。 

  五、主成分之含量合格範圍，且該範圍應介於添加含量之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一

   百十間。 

  六、檢驗結果。 

  七、其他測定資料。

  氧化型染髮產品，因主成分含量過低或不安定，致無法精確定量者，前項第四款  

  及第五款主成分，得以游離鹼（鹼度）或主成分含 Ammonia 之游離氨代之。

第  十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指定公告特定用途化粧品時，其公告之內容，應 

  包括主成分之名稱、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

  前項以外化粧品之主成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國家（地區）或區域之機關認定  

  為具有特定用途化粧品之性質者，申請人得檢附該國家（地區）或區域使用之證明 

  文件，依本法規定申請查驗登記。

第 十一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其主成分屬新成分或有新用途、新限量者，應依附表 

  之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但前條第二項情形，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之化粧品，不得含有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公告禁止使用 

  之成分。

 前項化粧品含有牛、羊組織成分者，應檢附非屬牛海綿狀腦病（Bovine Spongi 

 form Encephalopathy）發生國家、地區或疫區來源之產品或原料證明。

第 十三 條 製造或輸入同一製造廠、相同用途、相同主成分及劑型之特定用途化粧品，得合併 

  申請許可證。

  前項合併申請，除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第五條第一款外，其  

  餘各款文件、資料，應按不同產品分別檢附之。

第 十四 條 第四條、第五條申請案之審查結果，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其經查驗登記核 

  定發給許可證者，申請人應自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檢附核定之標籤、仿單、  

 包裝之電子檔，並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領許可證。

第 十五 條 前條查驗登記事項如下：

  一、品項。 

  二、品名；屬系列產品者，其型號或色號。

   三、主成分及其含量百分比。 

  四、劑型。 

  五、仿單、標籤、包裝及其規格。 

  六、用途。

  七、申請人名稱。 

  八、製造廠名稱及地址。

第 十六 條 第十四條許可證，應記載有效期間及除前條第五款以外之其他各款事項。

第 十七 條 申請案應檢附之文件、資料有缺漏，或未繳納費用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

  申請人未於前項期限內補正者，得於期限屆至前，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自補正期滿翌日起算一個月。

  申請人未依前二項規定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 十八 條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核准：

  一、檢附文件、資料，與申請內容不符。 

  二、含有本法第六條第一項禁止使用之成分，或其成分不符合依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公告限制使用之規定。

   三、包裝、標籤或仿單未依本法第七條規定標示。

  四、品名與包裝、標籤或仿單使用之文字及圖案，有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虛偽、誇大或涉及醫療效能之情事。

  五、有足以損害人體健康之情事。 

  六、其他與法規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規定不符之情事。

第 十九 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污損或遺失者，申請人得繳納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換發或補發；其申請換發者，並應檢附原許可證申請之。

第  三  章 查驗登記之變更及許可證之變更、移轉

第 二十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查驗登記或許可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申請人應檢具原許可證 

  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登記：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於原許可證加註變更登記事項、日期 

  及加蓋章戳後發還之。

  前項變更屬增加品項或色系者，以同一製造廠、相同主成分、相同劑型及用途，且 

  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用途成分之限量範圍者為限。

第二十一條  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移轉者，應由讓與人及受讓人共同填具申請書，檢附 

  原許可證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核准時，應於原許可證載明受讓人名稱及核准日期。

第二十二條  申請廢止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者，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原許可證及相關文件、

  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  四  章  許可證之展延

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申請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展延者，應填具申 

  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二年內出具之授權書；國產者，免附。

第二十四條  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有效期間屆滿前，未依前條規定申請展延者，應依本法第 

  五條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查驗登記發給許可證。但有效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重 

  新申請許可證者，得填具申請書，檢附下列文件、資料，並繳納費用，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

 一、原許可證。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附表  

特定用途化粧品新成分、新用途、新限量查驗登記應檢附之技術性資料表 

項目 資料範圍 新成分 新用途 
新限量 

（提高使用濃度） 
 
 
起源、發現經過、國外使用情形 

起源發現經過相關資料 ○ ○ ○ 
國外使用情形相關資料 ○ ○ ○ 
性質比較相關資料 ○ ○ ○ 

 
 
物化性質、檢驗規格與檢驗方法 

化學構造式 ○ ╳ ╳ 
物理化學性質 ○ ╳ ╳ 
檢驗規格與檢驗方法 ○ ○ ○ 

 
 

安定性試驗 
長期試驗 ○ ○ ○ 
苛酷試驗 ○ ○ ○ 
加速試驗 ○ ○ ○ 

 
 
 
 
 
 

安全性試驗 

急性毒性試驗 ○ △ △ 
亞急性毒性試驗 ○ △ △ 
慢性毒性試驗 ○ △ △ 
局部刺激性試驗 ○ △ △ 
抗原性試驗 ○ △ ╳ 
*致突變性試驗 △ ╳ ╳ 
*致癌性試驗 △ ╳ ╳ 
*生殖毒性試驗 △ ╳ ╳ 

 

 
 

吸收、分布、代謝、排泄試驗 

吸收 △ △ △ 
分布 △ △ △ 
代謝 △ △ △ 
排泄 △ △ △ 

 
 

用途相關資料 
功能性或有效性證明 ○ ○ ○ 
使用於人體試驗報告 ○ ○ ○ 
其他國家核准文件 △ △ △ 

 

 

 三、國內委託製造者，其委託契約；國外委託製造並輸入者，載明委託者及受託  

   製造廠雙方關係之證明文件。

 四、輸入者，二年內出具之許可製售證明、成分表及授權書。前項申請經核准後， 

   以新字號發給許可證。

第  五  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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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表示須檢附該項目之資料。「△」表示視個案而定。「╳」表示不須 

       檢附該項目之資料。

   2.「國外使用情形」項，如係國內自行研發者，得免附。

   3.「檢驗規格與檢驗方法」項，包含原料及製劑。

   4.「安定性及安全性試驗」項，包含原料及製劑，有「*」記號者於製劑得 

       免檢附。

   5. 抗原性試驗含皮膚過敏性試驗及光過敏性試驗等；局部刺激性試驗含皮  

       膚刺激試驗及黏膜刺激試驗等。

   6. 安定性試驗操作方法得參考國際間規範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藥  

       品安定性試驗基準」進行。

   7. 化粧品業者於國內進行化粧品或化粧品成分之安全性評估，應依本法第  

       六條第四項及第六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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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補助中小企業
改善安全衛生設施及器具作業要點修正

(依據 108.6.18 勞動部令勞職授字第 1080202322 號) 

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為積極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 

 ，協助中小企業防止職業危害，以鼓勵改善安全衛生設施或器具（以下簡稱設施或器具 

 ），有效保障勞工作業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接受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輔導或加入安全衛生家族，且依 

 法設立之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之一百人以下之中小企業。

 前項中小企業三十人以下者，為優先補助對象。

三、本要點補助之危害類型及其項目如下：

 (一) 危害類型：中小企業設置之設施或器具，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有發生感電、墜落、物體飛落、切割夾捲、衝撞、火災爆炸或與有害物接觸等危害 

  。

 (二) 補助項目如附表一。

四、中小企業設施及器具之加裝安全裝置補助標準如下，並參照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與市場 

 行情，訂定各項目補助上限：

 (一) 每種設施或器具採部分補助方式，且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十萬元，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１、同一種設施或器具購置金額在六萬元以下者，最多補助百分之八十；超過六萬 

   元之部分，最多補助百分之五十。

  ２、呼吸防護具、背負式安全帶、安全（絕緣）帽、（絕緣）防護衣、防護（絕緣 

   ）手套、防切割、穿刺手套、安全（絕緣）鞋、反光背心、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具及鋼筋護套，最多補助申請金額百分之八十，且同一種器具不超過一萬元。

 (二) 前款設施或器具之補助金額，同一中小企業補助總金額每年合計不超過二十萬元， 

  其中個人防護具合計不超過五萬元。

五、中小企業對於設施及器具加裝安全裝置時，應以購置經型式檢定合格、商品檢驗合格、 

 取得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之機型為優先選擇，並於申請經費補助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或器具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照片佐證。

六、中小企業已設置安裝之設施或器具，未接受政府機關補助，且未曾依本要點申請同一工 

 作場所之相同補助項目者，應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申請。

七、中小企業申請補助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職安署委託之非營利機構（以下簡稱專業機 

 構）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補助之經費總額統一發票收執聯原本相符之影本（應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 

  及加蓋經手人印章）並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

 (三) 領據。

 (四) 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五) 經費報告表。

 (六) 工廠登記證或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七)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八) 勞保投保人數證明影本。

 (九) 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輔導確認表影本或安全衛生家族臨廠專業輔導報告 

  影本。

 (十) 所有申請補助設施或器具之改善前後照片。

 (十一) 申請文件自主查核表。

 (十二) 其他如型式檢定合格、商品檢驗合格、正字標記、產品認證等證明書影本或器具 

  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照片等證明。

 前項第二款檢附之統一發票開立之期間，應為職安署公告受理補助申請案之前一年度十

 一月一日至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之期間，始得受理。

八、本要點補助之審查及請撥作業如下：

    (一) 專業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按收件之先後，依序編號登記，審核其資格條件與補助項 

  目等，逐案完成初審。

 (二) 申請之中小企業應配合專業機構實施初審或現場勘查。

 (三) 經專業機構或本署審查後查不符合本要點相關規定者，專業機構得通知其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該次申請不予審查。

 (四) 專業機構應每月定期將申請文件送職安署辦理審查、核銷及撥款事宜。請撥經費所 

  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列明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職安署補助金額及自籌款。

 (五) 專業機構應於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將年度經費報告及不符合申請資格者，敘明理 

  由列冊送職安署備查。

      (六) 為辦理補助申請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職安署得設置審查小組，召開會議 

  辦理審查事宜。

  １、審查小組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職安署指派；並聘請相關專業技術之 

    學者或專家三人至五人擔任委員。

  ２、審查小組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未能 

    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

 九、受理補助申請之期間：

 (一) 前一年度十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止，以郵戳或送達日期為憑。

 (二) 申請補助案依送達先後順序辦理，至年度經費用罄時，即停止受理。

十、申請單位之其他相關責任如下：

 (一) 受補助中小企業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有不 

  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二) 留存受補助中小企業之原始憑證，應妥善保存，以利查核。

 (三) 受補助中小企業應對各類補助款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四) 職安署得督導考核本補助之執行情形及查核申請之中小企業相關資料，發現有成效 

  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或重複申請補助等情事者，除應追繳該部分 

  補助經費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該中小企業再申請補助一年至三年。涉及刑事責 

  任者，依法移送偵辦。

 (五) 受補助中小企業對所補助設施或器具，不得隨意拆除或破壞，除個人防護具等消耗 

  品外，應保持其效能至少三年，經職安署、專業機構或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 

  計畫輔導人員查獲未保持其效能者，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該中小企業再申請補助一 

   年至三年。

 (六) 前項個人防護具之領用情形資料，受補助中小企業應保存至少一年。

十一、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政府採購法相關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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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為積極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 

 ，協助中小企業防止職業危害，以鼓勵改善安全衛生設施或器具（以下簡稱設施或器具 

 ），有效保障勞工作業安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接受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輔導或加入安全衛生家族，且依 

 法設立之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之一百人以下之中小企業。

 前項中小企業三十人以下者，為優先補助對象。

三、本要點補助之危害類型及其項目如下：

 (一) 危害類型：中小企業設置之設施或器具，不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有發生感電、墜落、物體飛落、切割夾捲、衝撞、火災爆炸或與有害物接觸等危害 

  。

 (二) 補助項目如附表一。

四、中小企業設施及器具之加裝安全裝置補助標準如下，並參照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與市場 

 行情，訂定各項目補助上限：

 (一) 每種設施或器具採部分補助方式，且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十萬元，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１、同一種設施或器具購置金額在六萬元以下者，最多補助百分之八十；超過六萬 

   元之部分，最多補助百分之五十。

  ２、呼吸防護具、背負式安全帶、安全（絕緣）帽、（絕緣）防護衣、防護（絕緣 

   ）手套、防切割、穿刺手套、安全（絕緣）鞋、反光背心、護目鏡等個人防護 

   具及鋼筋護套，最多補助申請金額百分之八十，且同一種器具不超過一萬元。

 (二) 前款設施或器具之補助金額，同一中小企業補助總金額每年合計不超過二十萬元， 

  其中個人防護具合計不超過五萬元。

五、中小企業對於設施及器具加裝安全裝置時，應以購置經型式檢定合格、商品檢驗合格、 

 取得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之機型為優先選擇，並於申請經費補助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影本或器具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照片佐證。

六、中小企業已設置安裝之設施或器具，未接受政府機關補助，且未曾依本要點申請同一工 

 作場所之相同補助項目者，應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申請。

七、中小企業申請補助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職安署委託之非營利機構（以下簡稱專業機 

 構）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補助之經費總額統一發票收執聯原本相符之影本（應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 

  及加蓋經手人印章）並黏貼於支出憑證黏存單）。

 (三) 領據。

 (四) 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五) 經費報告表。

 (六) 工廠登記證或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

      (七)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八) 勞保投保人數證明影本。

 (九) 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輔導確認表影本或安全衛生家族臨廠專業輔導報告 

  影本。

 (十) 所有申請補助設施或器具之改善前後照片。

 (十一) 申請文件自主查核表。

 (十二) 其他如型式檢定合格、商品檢驗合格、正字標記、產品認證等證明書影本或器具 

  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照片等證明。

 前項第二款檢附之統一發票開立之期間，應為職安署公告受理補助申請案之前一年度十

 一月一日至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之期間，始得受理。

八、本要點補助之審查及請撥作業如下：

    (一) 專業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按收件之先後，依序編號登記，審核其資格條件與補助項 

  目等，逐案完成初審。

 (二) 申請之中小企業應配合專業機構實施初審或現場勘查。

 (三) 經專業機構或本署審查後查不符合本要點相關規定者，專業機構得通知其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該次申請不予審查。

 (四) 專業機構應每月定期將申請文件送職安署辦理審查、核銷及撥款事宜。請撥經費所 

  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列明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職安署補助金額及自籌款。

 (五) 專業機構應於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將年度經費報告及不符合申請資格者，敘明理 

  由列冊送職安署備查。

      (六) 為辦理補助申請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職安署得設置審查小組，召開會議 

  辦理審查事宜。

  １、審查小組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職安署指派；並聘請相關專業技術之 

    學者或專家三人至五人擔任委員。

  ２、審查小組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未能 

    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

 九、受理補助申請之期間：

 (一) 前一年度十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止，以郵戳或送達日期為憑。

 (二) 申請補助案依送達先後順序辦理，至年度經費用罄時，即停止受理。

十、申請單位之其他相關責任如下：

 (一) 受補助中小企業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有不 

  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二) 留存受補助中小企業之原始憑證，應妥善保存，以利查核。

 (三) 受補助中小企業應對各類補助款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四) 職安署得督導考核本補助之執行情形及查核申請之中小企業相關資料，發現有成效 

  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或重複申請補助等情事者，除應追繳該部分 

  補助經費外，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該中小企業再申請補助一年至三年。涉及刑事責 

  任者，依法移送偵辦。

 (五) 受補助中小企業對所補助設施或器具，不得隨意拆除或破壞，除個人防護具等消耗 

  品外，應保持其效能至少三年，經職安署、專業機構或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 

  計畫輔導人員查獲未保持其效能者，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該中小企業再申請補助一 

   年至三年。

 (六) 前項個人防護具之領用情形資料，受補助中小企業應保存至少一年。

十一、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政府採購法相關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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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危害類型補助項目 

危害類型 補助項目 備註 
 
 
 
 
 

感電危害 

‧漏電斷路器  
‧焊接柄 
‧電焊機電線、電焊用護目鏡 

 

‧電氣箱（含中隔板）或防止感電之絕緣 
被覆 

 

‧共鎖盒（安全鎖具）  
‧電工用絕緣帽、絕緣手套、絕緣防護衣 

及絕緣鞋 
 

‧接地設施  
 
 
 
 
 
 
墜落及飛落 

‧安全網／格柵  
‧圍欄／覆蓋／欄杆／護籠／扶手／腳趾 

板 
 

‧背負式安全帶、安全帽  
以無法設置圍欄處為主。 ‧捲揚式防墜器 

危害 ‧安全母索及其錨錠 
‧升降機之連鎖裝置或安全拉門  
‧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含防脫落裝置)  
‧移動梯／固定梯／合梯  
‧安全鞋  

 
 
 
切割夾捲危 

‧護罩、護圍、具連鎖性能之安全門 如轉動齒輪、傳動帶、裁 
切機等。 

‧機械設備緊急制動裝置  
害 ‧反撥預防裝置、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防切割、穿刺手套  
‧鋼筋護套  

 
 
 
 
 
 
 

衝撞危害 

‧堆高機、車輛系營建機械倒車警報裝置 
／方向指示器／前後照明燈 

 

‧反光背心  
 
 
 
 
 
‧交通標誌、柵欄、反光器 

交通標誌定義：標誌以規 
定之符號、圖案或簡明文 
字繪於一定形狀之標牌 
上，安裝於固定或可移動 
之支撐物體，設置於適當 
之地點，用以預告或管制 
前方路況，促使車輛駕駛 
人與行人注意、遵守之交 
通管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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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爆炸危 

 
‧滅焰器 

滅焰器以有進出液化石油 
氣等可燃性氣體危害場所 
之車輛為主。 

 
‧接地設施 

須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 
規則，並提供改善前後電 
阻值證明。 

害 
‧去除靜電裝置 應提供改善前後靜電值等 

相關資料佐證。 
‧可燃性氣體洩漏警報裝置  
‧鋼瓶固定裝置  
‧防止逆流或回火之安全裝置  

 
 
 
 
 
 
 
 
 
 
與有害物接 

‧通風設備（含送風機&蛇籠）  
‧局部排氣裝置  
‧密閉設備  
‧局限空間作業緊急吊升設備  
‧偵測器(氧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氣體偵測器須通過驗證。 硫化氫、可燃性氣體等單用或多用氣體 
濃度偵測器) 

‧緊急沖淋設備 刺激物、腐蝕物、毒性物 
質汙染之工作場所 觸等危害 

‧呼吸防護具／個人防護具  
‧自動警報裝置  

 
‧集塵裝置 

須提供改善前後空氣中粉 
塵濃度值等相關資料佐 
證。 

‧防酸鹼護具  
‧防液堤  

客戶至上

品質第一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TEL：04-7112367 FAX：04-7634189

會場佈置‧帳 篷 租 借

舞台燈光‧海 報 輸 出

包裝設計‧商 標 設 計

型錄編印‧報 紙 廣 告

表單書本‧布 旗 布 條

各類印刷‧網站設計規劃

各類獎盃及贈品設計批發

營

業

項

目

- 29 -

雙月刊 期191化彰 工業



◎編輯組

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標示
及標章管理辦法

(依據 108.5.9 農委會農糧字第 1081069053A 號)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有機農業促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三項及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容器或包裝，應依本法第十八條及本辦法規定  

 標示；其以散裝販賣者，應依本法第十九條及本辦法規定展示。

第  三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容器或包裝標示原料名稱，除水及食鹽外，得  

 以有機、有機轉型期文字或其他符號修飾或註記有機、有機轉型期原料。

第  四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標示原產地（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我國境內驗證者，以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九十五之原料原產地（國）或含量最

 高之前三項原料原產地（國）為標示。但原料經於境內加工後已產生實質轉  

 型者，除以國產品之文字為標示外，應另於含量最高之前三項原料名稱之後， 

 以括號方式標示有機原料之實際產地（國）。

 二、進口有機農產品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之原產地（國）為標示。散裝 

  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其原產地（國）標示之字體長度及寬度

  不得小於三公分。

第  五  條  有容器或包裝之有機農產品應於每一販賣單位標示有機農產品標章。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

 一、進口有機農產品。 

 二、進口有機農產品經於國內分裝驗證者。

 三、使用進口有機原料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機農產加工品，其未經國內加工實  

  質轉型。

 有機農產品標章之規格、圖式如附件。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不得使用有機農產品標 

 章。

第  六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得使用驗證機構標章；有機農產品使用驗證機  

 構標章，其尺寸不得大於有機農產品標章。

 有容器或包裝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應標示驗證機構名稱，得以使用驗證機構標章替代之。

第  七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之使用期間與有機農產品驗證合格之有效期間相同。驗證機構應負 

 責管理經其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相關事宜，其與農產品經營者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簽訂之契約，應定明有機農產品標章標 示、使用、 

 停止使用及相關管理規範。

第  八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得依產品、包裝或容器表面積之大小按比例調整尺寸，其直徑不得 

 小於一點七公分。但因包裝或容器之限制，經驗證機構同意者，不受直徑最小一點  

 七公分之限制。

第  九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以黏貼方式標示者，由驗證機構印製於不可重複使用之標籤上，提 

 供農產品經營者使用。

 有機農產品標章採印製於產品之容器或包裝上者，農產品經營者應將該容器或包  

 裝設計圖稿送請驗證機構審核通過後，始得印製；變更時，亦同。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驗證機構依本法第  

 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簽訂之契約約定，停止農產品經營者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時， 

 農產品經營者應立即停止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驗證 

 機構並應於十日內於本會指定之資訊系統登錄相關資訊。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施行前符合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得依該項規定繼續 

 使用舊標章。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施行。

附        件 有機農產品標章

                 一、圖式

                

 二、規格說明

  (一) 標準字體使用規範 TAIWAN：Arial Bold ORGANIC：Arial Bold 有機 

   農產品：文鼎黑體 Bold

  (二) 色彩使用規範 

  １、文字：白色

  ２、圖案 CMYK 色彩規範：綠色【C80 M0 Y100 K0】 

  (三) 標章形狀與圖式規範

  １、標章為正圓形

  ２、「TAIWAN」、「ORGANIC」與「有機農產品」字樣皆為水平  

   180 度

  ３、「TAIWAN」字樣置於通過圓心之水平軸線（水平 180 度）

  ４、「農」置於水平軸線（180 度）與通過圓心垂直軸線（90 度）之 

   交叉點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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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有機農業促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十九條第三項及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容器或包裝，應依本法第十八條及本辦法規定  

 標示；其以散裝販賣者，應依本法第十九條及本辦法規定展示。

第  三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容器或包裝標示原料名稱，除水及食鹽外，得  

 以有機、有機轉型期文字或其他符號修飾或註記有機、有機轉型期原料。

第  四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標示原產地（國），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我國境內驗證者，以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九十五之原料原產地（國）或含量最

 高之前三項原料原產地（國）為標示。但原料經於境內加工後已產生實質轉  

 型者，除以國產品之文字為標示外，應另於含量最高之前三項原料名稱之後， 

 以括號方式標示有機原料之實際產地（國）。

 二、進口有機農產品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之原產地（國）為標示。散裝 

  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其原產地（國）標示之字體長度及寬度

  不得小於三公分。

第  五  條  有容器或包裝之有機農產品應於每一販賣單位標示有機農產品標章。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

 一、進口有機農產品。 

 二、進口有機農產品經於國內分裝驗證者。

 三、使用進口有機原料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有機農產加工品，其未經國內加工實  

  質轉型。

 有機農產品標章之規格、圖式如附件。 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不得使用有機農產品標 

 章。

第  六  條  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得使用驗證機構標章；有機農產品使用驗證機  

 構標章，其尺寸不得大於有機農產品標章。

 有容器或包裝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應標示驗證機構名稱，得以使用驗證機構標章替代之。

第  七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之使用期間與有機農產品驗證合格之有效期間相同。驗證機構應負 

 責管理經其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相關事宜，其與農產品經營者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簽訂之契約，應定明有機農產品標章標 示、使用、 

 停止使用及相關管理規範。

第  八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得依產品、包裝或容器表面積之大小按比例調整尺寸，其直徑不得 

 小於一點七公分。但因包裝或容器之限制，經驗證機構同意者，不受直徑最小一點  

 七公分之限制。

第  九  條  有機農產品標章以黏貼方式標示者，由驗證機構印製於不可重複使用之標籤上，提 

 供農產品經營者使用。

 有機農產品標章採印製於產品之容器或包裝上者，農產品經營者應將該容器或包  

 裝設計圖稿送請驗證機構審核通過後，始得印製；變更時，亦同。

第  十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或驗證機構依本法第  

 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簽訂之契約約定，停止農產品經營者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時， 

 農產品經營者應立即停止使用有機農產品標章；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驗證 

 機構並應於十日內於本會指定之資訊系統登錄相關資訊。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施行前符合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得依該項規定繼續 

 使用舊標章。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十日施行。

附        件 有機農產品標章

                 一、圖式

                

 二、規格說明

  (一) 標準字體使用規範 TAIWAN：Arial Bold ORGANIC：Arial Bold 有機 

   農產品：文鼎黑體 Bold

  (二) 色彩使用規範 

  １、文字：白色

  ２、圖案 CMYK 色彩規範：綠色【C80 M0 Y100 K0】 

  (三) 標章形狀與圖式規範

  １、標章為正圓形

  ２、「TAIWAN」、「ORGANIC」與「有機農產品」字樣皆為水平  

   180 度

  ３、「TAIWAN」字樣置於通過圓心之水平軸線（水平 180 度）

  ４、「農」置於水平軸線（180 度）與通過圓心垂直軸線（90 度）之 

   交叉點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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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營利事業如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者，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請填報其他申 

 報書表第C1頁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營利事業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當年度有適用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者 

 ，應依規定填報其他申報書表第C1頁（交易新制房地明細表），並將新制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合併計算，且各筆房地交易應依規定逐筆填報，並分別減除所對應之土地漲價總 

 數額。

 該分局並提醒，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在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後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 

 納之結算稅額，如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其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報方式較為 

 特殊：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應計入損益表中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05欄 

 （即營業成本）；非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依處分資產利益或損失分別計入 

 損益表中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40欄或第48欄，請營利事業於填寫前揭書表前，詳閱備 

 註及填寫須知。

二、營利事業106年度未分配盈餘仍須按10%稅率計算繳納營所稅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開始實施多項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適用稅率為20%，但課 

 稅所得額在50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適用稅率為18%，另外今(108)年係辦理107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如106年度尚有盈餘未分配，應 

 依規定按10%稅率計算繳納稅款。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修正後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自10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 

 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營利事業若107年度 

 之盈餘未分配，應於明（109）年申報107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加徵5%稅款，而今(108) 

 年申報屬106年度盈餘而非107年度盈餘，如未分配仍應依規定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 

 稅。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務必特別留意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稅率，避免適用稅率 

 錯誤，致有短繳稅款之情形。

三、請營利事業多加利用網路辦理結(決)算、清算申報及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為108年5月1日至5月31日，營利事業電子結（ 

 決）算申報系統已置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網址：https://tax.nat.gov.tw）提供 

 下載，請納稅義務人即日起至108年5月31日止儘量利用網路傳輸辦理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除屬會計項目特殊行業（如金融業 

 及保險業）之申報案件、特殊會計年度申報案件及逾期申報案件不適用網路申報外，其 

 餘申報案件皆可採網路辦理結算申報，且自108年5月1日起，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決、清算申報案件，已可採網路方式辦理申報。

 另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於今（108）年新增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 

 子送交系統，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有營利事業成員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須揭 

 露應否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等相關資訊，如符合送交門檻者，可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一年內使用該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送交報告。

四、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請記得申報5大類非營業收入「勞利保稅款」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已開跑，歷年來審核營利事業之營所稅結算申報案 

 時，發現最容易疏忽而漏報之非營業收入5大類型為：「勞」退基金帳戶結清收入、「利 

 」息收入、「保」險賠償收入、退「稅」收入及補助「款」收入，分別說明如下：

 一、勞退基金帳戶結清收入：營利事業因解散或已無適用勞動基準法（舊制退休金）工 

  作年資之員工，而辦理註銷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時，所領回之結清剩餘款。

 二、利息收入：取自金融機構存款利息收入或未依權責基礎估算應計利息收入等。

 三、保險賠償收入：取得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理賠款，如災害損失賠償、交通事故賠償 

  等。

 四、退稅收入：如海關退稅、汰舊換新車減徵的貨物稅等。

 五、補助款收入：接受各級政府核發之獎助津貼、委託代辦業務津貼或研究發展補助款 

  等。

 該分局籲請營利事業務必自行檢視107年度是否有取得上述5大類收入，並在今(108)年 

 5月31日前如實申報，以免因漏報而遭補稅處罰，只要付出一點點的「勞力」檢視，即 

 可「保」住您的「稅款」。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 

 單位：彰化分局 黃郁升聯絡電話：04-7274325轉103)

五、個人出售預售屋之所得，應列報綜合所得稅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於107年度出售預售屋屬財產交易損益，應於 

 108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該分局說明，預售屋買賣與一般出售房屋不同，買方購買的是未來於建案完工後請求不 

 動產過戶予買方的「權利」，故建案完工前預售屋的買賣係屬財產權利之交易，依所得 

 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應以交易時的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的成本及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與各類所得合併申報綜合所 

 得稅。

 (提供單位：綜所稅課黃瀞慧，電話：04-7274325轉203)

六、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金融機構轉帳退稅安全又便利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於辨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指定金 

 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儲簿（限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帳戶），利用帳戶轉帳退稅 

 。

 該分局說明，如為繳稅或不繳不退案件，申報時可預留金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儲簿帳 

 戶轉帳退稅，如國稅局核定有應退稅款時，將利用該指定帳號辦理退稅，有效簡化前往 

 金融機構提兌退稅憑單及繳稅時間。

 該分局提醒，國稅局絕不會以電話通知民眾到自動櫃員機轉帳退、補稅，請提高警覺以 

 免受騙。

  (提供單位：綜所稅課黃瀞慧，電話：04-7274325轉203)

七、無銷售額也應按時申報營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都應該要按 

 時申報營業稅，常發現公司或行號在辦理設立登記後，因當期無營業額或未購買統一發 

 票，誤以為不用申報營業稅，產生滯報或怠報而遭處罰情形。

 該分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9條規定，營業人未依規定期限申報銷售 

 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其未逾30日者，每逾2日按應納稅額加徵1%滯報金，金額不得少 

 於新臺幣(以下同)1,200元，最高不得超過12,000元；其逾30日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 

 徵30%怠報金，金額不得少於3,000元，最高不得超過30,000元。其無應納稅額者，滯 

 報金為1,200元，怠報金為3,000元。

八、台商回台投資 稅局護您個資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推動行政院「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之稅務專屬服務，協助台商釐清回台投資 

 或境外資金匯回相關稅務問題，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訂有受理台商稅務諮詢服務作業程序 

 ，台商如有相關問題，歡迎向單一諮詢窗口【洽詢電話：（04）2305-1111轉7139廖 

 小姐】洽詢。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如果諮詢內容是屬於特定交易或個案涉及事實認定之「個案諮詢」 

 案件，諮詢窗口會先將台商的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交由專案小組釐清事實，確定法律效 

 果後，以書面答覆，且為了化解疑慮，台商諮詢事項以及所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均會依 

 照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會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另外台商在諮詢過 

 程中，可以與專案小組面談溝通，也可以隨時撤回諮詢申請，領回案關文件資料，請台 

 商放心、安心的透過單一窗口諮詢回台投資問題。

九、營利事業使用網路辦理108年度決、清算申報 全年無休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配合政府e化目標，自108年5月1日起，營利事業當年度 

 決、清算案件可使用網路辦理申報，且全年無休，逾法定申報期間案件也可使用網路申 

 報，請營利事業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tax.nat.gov.tw)，分別下 

 載決算及清算申報軟體運用。

 該分局說明，108年度決算案件，除屬會計項目特殊行業之外，可採用網路辦理申報， 

 而以網路辦理決算申報且清算期間起訖為108年之案件，亦可採用網路辦理清算申報， 

 採用網路辦理申報者，其權利義務與一般申報案件相同，請營利事業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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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利事業如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者，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請填報其他申 

 報書表第C1頁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營利事業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當年度有適用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者 

 ，應依規定填報其他申報書表第C1頁（交易新制房地明細表），並將新制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合併計算，且各筆房地交易應依規定逐筆填報，並分別減除所對應之土地漲價總 

 數額。

 該分局並提醒，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在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後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 

 納之結算稅額，如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其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報方式較為 

 特殊：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應計入損益表中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05欄 

 （即營業成本）；非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依處分資產利益或損失分別計入 

 損益表中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40欄或第48欄，請營利事業於填寫前揭書表前，詳閱備 

 註及填寫須知。

二、營利事業106年度未分配盈餘仍須按10%稅率計算繳納營所稅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開始實施多項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適用稅率為20%，但課 

 稅所得額在50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適用稅率為18%，另外今(108)年係辦理107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如106年度尚有盈餘未分配，應 

 依規定按10%稅率計算繳納稅款。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修正後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自10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 

 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營利事業若107年度 

 之盈餘未分配，應於明（109）年申報107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加徵5%稅款，而今(108) 

 年申報屬106年度盈餘而非107年度盈餘，如未分配仍應依規定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 

 稅。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務必特別留意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稅率，避免適用稅率 

 錯誤，致有短繳稅款之情形。

三、請營利事業多加利用網路辦理結(決)算、清算申報及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為108年5月1日至5月31日，營利事業電子結（ 

 決）算申報系統已置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網址：https://tax.nat.gov.tw）提供 

 下載，請納稅義務人即日起至108年5月31日止儘量利用網路傳輸辦理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除屬會計項目特殊行業（如金融業 

 及保險業）之申報案件、特殊會計年度申報案件及逾期申報案件不適用網路申報外，其 

 餘申報案件皆可採網路辦理結算申報，且自108年5月1日起，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決、清算申報案件，已可採網路方式辦理申報。

 另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於今（108）年新增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 

 子送交系統，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有營利事業成員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須揭 

 露應否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等相關資訊，如符合送交門檻者，可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一年內使用該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送交報告。

四、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請記得申報5大類非營業收入「勞利保稅款」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已開跑，歷年來審核營利事業之營所稅結算申報案 

 時，發現最容易疏忽而漏報之非營業收入5大類型為：「勞」退基金帳戶結清收入、「利 

 」息收入、「保」險賠償收入、退「稅」收入及補助「款」收入，分別說明如下：

 一、勞退基金帳戶結清收入：營利事業因解散或已無適用勞動基準法（舊制退休金）工 

  作年資之員工，而辦理註銷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時，所領回之結清剩餘款。

 二、利息收入：取自金融機構存款利息收入或未依權責基礎估算應計利息收入等。

 三、保險賠償收入：取得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理賠款，如災害損失賠償、交通事故賠償 

  等。

 四、退稅收入：如海關退稅、汰舊換新車減徵的貨物稅等。

 五、補助款收入：接受各級政府核發之獎助津貼、委託代辦業務津貼或研究發展補助款 

  等。

 該分局籲請營利事業務必自行檢視107年度是否有取得上述5大類收入，並在今(108)年 

 5月31日前如實申報，以免因漏報而遭補稅處罰，只要付出一點點的「勞力」檢視，即 

 可「保」住您的「稅款」。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 

 單位：彰化分局 黃郁升聯絡電話：04-7274325轉103)

五、個人出售預售屋之所得，應列報綜合所得稅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於107年度出售預售屋屬財產交易損益，應於 

 108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該分局說明，預售屋買賣與一般出售房屋不同，買方購買的是未來於建案完工後請求不 

 動產過戶予買方的「權利」，故建案完工前預售屋的買賣係屬財產權利之交易，依所得 

 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應以交易時的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的成本及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與各類所得合併申報綜合所 

 得稅。

 (提供單位：綜所稅課黃瀞慧，電話：04-7274325轉203)

六、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金融機構轉帳退稅安全又便利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於辨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指定金 

 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儲簿（限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帳戶），利用帳戶轉帳退稅 

 。

 該分局說明，如為繳稅或不繳不退案件，申報時可預留金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儲簿帳 

 戶轉帳退稅，如國稅局核定有應退稅款時，將利用該指定帳號辦理退稅，有效簡化前往 

 金融機構提兌退稅憑單及繳稅時間。

 該分局提醒，國稅局絕不會以電話通知民眾到自動櫃員機轉帳退、補稅，請提高警覺以 

 免受騙。

  (提供單位：綜所稅課黃瀞慧，電話：04-7274325轉203)

七、無銷售額也應按時申報營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都應該要按 

 時申報營業稅，常發現公司或行號在辦理設立登記後，因當期無營業額或未購買統一發 

 票，誤以為不用申報營業稅，產生滯報或怠報而遭處罰情形。

 該分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9條規定，營業人未依規定期限申報銷售 

 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其未逾30日者，每逾2日按應納稅額加徵1%滯報金，金額不得少 

 於新臺幣(以下同)1,200元，最高不得超過12,000元；其逾30日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 

 徵30%怠報金，金額不得少於3,000元，最高不得超過30,000元。其無應納稅額者，滯 

 報金為1,200元，怠報金為3,000元。

八、台商回台投資 稅局護您個資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推動行政院「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之稅務專屬服務，協助台商釐清回台投資 

 或境外資金匯回相關稅務問題，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訂有受理台商稅務諮詢服務作業程序 

 ，台商如有相關問題，歡迎向單一諮詢窗口【洽詢電話：（04）2305-1111轉7139廖 

 小姐】洽詢。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如果諮詢內容是屬於特定交易或個案涉及事實認定之「個案諮詢」 

 案件，諮詢窗口會先將台商的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交由專案小組釐清事實，確定法律效 

 果後，以書面答覆，且為了化解疑慮，台商諮詢事項以及所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均會依 

 照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會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另外台商在諮詢過 

 程中，可以與專案小組面談溝通，也可以隨時撤回諮詢申請，領回案關文件資料，請台 

 商放心、安心的透過單一窗口諮詢回台投資問題。

九、營利事業使用網路辦理108年度決、清算申報 全年無休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配合政府e化目標，自108年5月1日起，營利事業當年度 

 決、清算案件可使用網路辦理申報，且全年無休，逾法定申報期間案件也可使用網路申 

 報，請營利事業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tax.nat.gov.tw)，分別下 

 載決算及清算申報軟體運用。

 該分局說明，108年度決算案件，除屬會計項目特殊行業之外，可採用網路辦理申報， 

 而以網路辦理決算申報且清算期間起訖為108年之案件，亦可採用網路辦理清算申報， 

 採用網路辦理申報者，其權利義務與一般申報案件相同，請營利事業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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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利事業如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者，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請填報其他申 

 報書表第C1頁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營利事業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如當年度有適用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者 

 ，應依規定填報其他申報書表第C1頁（交易新制房地明細表），並將新制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合併計算，且各筆房地交易應依規定逐筆填報，並分別減除所對應之土地漲價總 

 數額。

 該分局並提醒，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在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後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 

 納之結算稅額，如有適用房地合一課稅新制，其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報方式較為 

 特殊：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應計入損益表中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05欄 

 （即營業成本）；非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依處分資產利益或損失分別計入 

 損益表中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40欄或第48欄，請營利事業於填寫前揭書表前，詳閱備 

 註及填寫須知。

二、營利事業106年度未分配盈餘仍須按10%稅率計算繳納營所稅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開始實施多項所得稅制優化方案，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適用稅率為20%，但課 

 稅所得額在50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適用稅率為18%，另外今(108)年係辦理107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及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如106年度尚有盈餘未分配，應 

 依規定按10%稅率計算繳納稅款。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依修正後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自107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 

 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營利事業若107年度 

 之盈餘未分配，應於明（109）年申報107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加徵5%稅款，而今(108) 

 年申報屬106年度盈餘而非107年度盈餘，如未分配仍應依規定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 

 稅。

 該分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務必特別留意106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稅率，避免適用稅率 

 錯誤，致有短繳稅款之情形。

三、請營利事業多加利用網路辦理結(決)算、清算申報及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為108年5月1日至5月31日，營利事業電子結（ 

 決）算申報系統已置於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網址：https://tax.nat.gov.tw）提供 

 下載，請納稅義務人即日起至108年5月31日止儘量利用網路傳輸辦理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除屬會計項目特殊行業（如金融業 

 及保險業）之申報案件、特殊會計年度申報案件及逾期申報案件不適用網路申報外，其 

 餘申報案件皆可採網路辦理結算申報，且自108年5月1日起，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決、清算申報案件，已可採網路方式辦理申報。

 另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於今（108）年新增營利事業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電 

 子送交系統，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有營利事業成員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須揭 

 露應否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等相關資訊，如符合送交門檻者，可於會計年度終 

 了後一年內使用該系統以網際網路傳輸送交報告。

四、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請記得申報5大類非營業收入「勞利保稅款」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107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已開跑，歷年來審核營利事業之營所稅結算申報案 

 時，發現最容易疏忽而漏報之非營業收入5大類型為：「勞」退基金帳戶結清收入、「利 

 」息收入、「保」險賠償收入、退「稅」收入及補助「款」收入，分別說明如下：

 一、勞退基金帳戶結清收入：營利事業因解散或已無適用勞動基準法（舊制退休金）工 

  作年資之員工，而辦理註銷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時，所領回之結清剩餘款。

 二、利息收入：取自金融機構存款利息收入或未依權責基礎估算應計利息收入等。

 三、保險賠償收入：取得保險公司給付的保險理賠款，如災害損失賠償、交通事故賠償 

  等。

 四、退稅收入：如海關退稅、汰舊換新車減徵的貨物稅等。

 五、補助款收入：接受各級政府核發之獎助津貼、委託代辦業務津貼或研究發展補助款 

  等。

 該分局籲請營利事業務必自行檢視107年度是否有取得上述5大類收入，並在今(108)年 

 5月31日前如實申報，以免因漏報而遭補稅處罰，只要付出一點點的「勞力」檢視，即 

 可「保」住您的「稅款」。

 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提供 

 單位：彰化分局 黃郁升聯絡電話：04-7274325轉103)

五、個人出售預售屋之所得，應列報綜合所得稅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個人於107年度出售預售屋屬財產交易損益，應於 

 108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該分局說明，預售屋買賣與一般出售房屋不同，買方購買的是未來於建案完工後請求不 

 動產過戶予買方的「權利」，故建案完工前預售屋的買賣係屬財產權利之交易，依所得 

 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規定，應以交易時的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的成本及因取得、 

 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與各類所得合併申報綜合所 

 得稅。

 (提供單位：綜所稅課黃瀞慧，電話：04-7274325轉203)

六、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金融機構轉帳退稅安全又便利

 (彰化訊)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於辨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指定金 

 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儲簿（限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帳戶），利用帳戶轉帳退稅 

 。

 該分局說明，如為繳稅或不繳不退案件，申報時可預留金融機構、郵局或農會之儲簿帳 

 戶轉帳退稅，如國稅局核定有應退稅款時，將利用該指定帳號辦理退稅，有效簡化前往 

 金融機構提兌退稅憑單及繳稅時間。

 該分局提醒，國稅局絕不會以電話通知民眾到自動櫃員機轉帳退、補稅，請提高警覺以 

 免受騙。

  (提供單位：綜所稅課黃瀞慧，電話：04-7274325轉203)

七、無銷售額也應按時申報營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都應該要按 

 時申報營業稅，常發現公司或行號在辦理設立登記後，因當期無營業額或未購買統一發 

 票，誤以為不用申報營業稅，產生滯報或怠報而遭處罰情形。

 該分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9條規定，營業人未依規定期限申報銷售 

 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其未逾30日者，每逾2日按應納稅額加徵1%滯報金，金額不得少 

 於新臺幣(以下同)1,200元，最高不得超過12,000元；其逾30日者，按核定應納稅額加 

 徵30%怠報金，金額不得少於3,000元，最高不得超過30,000元。其無應納稅額者，滯 

 報金為1,200元，怠報金為3,000元。

八、台商回台投資 稅局護您個資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推動行政院「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之稅務專屬服務，協助台商釐清回台投資 

 或境外資金匯回相關稅務問題，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訂有受理台商稅務諮詢服務作業程序 

 ，台商如有相關問題，歡迎向單一諮詢窗口【洽詢電話：（04）2305-1111轉7139廖 

 小姐】洽詢。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如果諮詢內容是屬於特定交易或個案涉及事實認定之「個案諮詢」 

 案件，諮詢窗口會先將台商的個資彌封去識別化，交由專案小組釐清事實，確定法律效 

 果後，以書面答覆，且為了化解疑慮，台商諮詢事項以及所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均會依 

 照稅捐稽徵法第33條規定保密，不會作為選案查核依據或審查使用，另外台商在諮詢過 

 程中，可以與專案小組面談溝通，也可以隨時撤回諮詢申請，領回案關文件資料，請台 

 商放心、安心的透過單一窗口諮詢回台投資問題。

九、營利事業使用網路辦理108年度決、清算申報 全年無休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 為配合政府e化目標，自108年5月1日起，營利事業當年度 

 決、清算案件可使用網路辦理申報，且全年無休，逾法定申報期間案件也可使用網路申 

 報，請營利事業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tax.nat.gov.tw)，分別下 

 載決算及清算申報軟體運用。

 該分局說明，108年度決算案件，除屬會計項目特殊行業之外，可採用網路辦理申報， 

 而以網路辦理決算申報且清算期間起訖為108年之案件，亦可採用網路辦理清算申報， 

 採用網路辦理申報者，其權利義務與一般申報案件相同，請營利事業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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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５場「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５月４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４月１３日開訓，聘請楊淑如、簡文成等２位老師 

 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2.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５場就業研習課程「縫紉創意收納物品實 

 作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５月６、１３、２０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鎮農會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徐玉里、沈慧毅、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２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５月７、１４日（二天 

 、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 

 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４場「最新營所稅結算申報重點實 

 務解析與新增法令」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７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黃郁升、黃素絹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７５人參加。

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５場「存貨管理及成本分析管控實 

 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6. 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８、９日﹝二天、１２小 

 時﹞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溫佩蓉、蔡佳洲、陳 

 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６場就業研習課程「皮件作品研習製作實 

 務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５月９、１６、２３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和美鎮農會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劉建利、沈慧毅、連德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２場「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５月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９日開訓，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安 

 排﹝夜天班、１２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9.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７場「商務談判與採購管理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８年５月１１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 

 主持，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 

 ，訂於６月１日結訓。

10.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３場就業促進活動「手機活用e生活」講 

  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西東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潘   銹芸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11.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７場就業研習課程「文化導覽解說培訓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５月１４、１５、１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彰化縣原住民

生   活館舉行，本班聘請黃志平、林錦堂、林建業、蔡文晃、陳慶龍、陳美娟、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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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等７位   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６場「企業主管從(零到１００)的 

  實務最新領導學S M T錦囊法」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１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

時   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

加。

1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７場「中美貿易戰與台灣關務措施 

 通關經典五大個案法」講座，於１０８年５月１５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 

 行，本班聘請游巧嫃、唐存卓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８３人參加。

1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８場「問題分析與解決手法實務應 

 用」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15.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５場「食品安全與衛生稽核實務」企業 

 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副教授吳志忠擔任，有７２人參加。

1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８場就業研習課程「農植物(香草)認識運 

 用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０、２１、２２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淑輯、蔡文晃、陳慶龍、林建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９場「部門主管應有勞動法令認知 

 與員工管理技巧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 

 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8. 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１日下午六時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６０ 

 人參加。

19. 本會承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亞洲國際兩輪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５ 

 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假泰國／曼谷國際貿易展覽中心舉行，計有８家公司(１０攤位)面積

 ９０m2，參展公司：景福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佐騰國際有限公司、許瑞興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瑞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鑫權工業有限公司、朝富工業有限公司、毅揚導線有限公 

 司、猛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１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３、２４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 

 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員陳瑞良擔任。人口販運防制法 

 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警務員楊舒涵擔任。人事管理與溝通：聘請新領域國際顧 

 問有限公司首席顧問彭金山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金皇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黃課長金蘭擔任。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事業單位應加強工作平等 

 措施：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飛絡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顏特助淑真擔任。觀摩～金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黃課長金蘭感謝牌。飛絡 

 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蔡董事長其明感謝牌。

 夜宿～高雄翰品酒店（高雄市）

21. 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５人 

 參加。

2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３場「國際行銷開發海外銷售通路實戰班」講 

 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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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本班聘請林友程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2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６場「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午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 

 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４月２０日開訓，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 

 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８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芷柔老師擔任，有

 ４７人參加。

2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０場「主管必學１２種管理工具」 

 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吳美娥老師擔任，計有２６人參加。

26.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３場「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５月２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２０日開訓，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安 

 排﹝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27. 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３０日下 

 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 

 有３９人參加。

28.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４場就業促進活動「認識銀髮職涯新藍圖 

 」講習，於１０８年５月３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和美鎮農會舉行，本班聘請連德 

 偉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29.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開 

 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６月１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榮民服務處丁總幹事原魯蒞臨指導並致詞，本班聘請來文士、潘美娟、柯 

 昭德、陳金鐘、陳新福、伍耀璋、桂美俊、林明修、金德、林新圳等１０位老師擔任，安 

 排１０８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１３日﹝白天班、６天、４２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加。

3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７場「商務談判與採購管理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６月１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秘 

 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１１日開訓，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安排﹝白 

 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有２４人參加。

31. 本會辦理第１場「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６月３日至１４日﹝ 

 夜間班、９天、３５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桂美俊、來 

 文士、陳金鐘、林新圳、伍耀璋、林明修、李澍威等８位老師擔任，有２１人參加。

32. 本會辦理第５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 

 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 

 ４７人參加。

33. 本會辦理第３場「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６月４日至 

 １６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千島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 

 、丘蔚興、吳金福、桂美俊、楊昇儒、戴吉男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６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仁懋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計有３２人參加。

35. 本會承辦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業務補助～杜拜國際汽車零配件、維修工具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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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０日至１２日假阿拉伯、杜拜展覽中心舉行，計有８家 

 公司(８.５攤位)面積７６.５m2，參展公司：和興企業廠、均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力成 

 密封元件股份有限公司、勳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正格實業有限公司、彰南電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璟駿興業有限公司、鍇諦企業有限公司。另本會設置一格攤位行銷彰化

 產業介紹。

3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５場就業促進活動「銀髮族創業經驗分享 

 活動」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吳淑輯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3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１場「企業合法節約人事成本技巧 

 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3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會 

 ，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２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 

 請林明松老師擔任，有１０９人參加。

 研習課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述、企業工安制度建立、工作場所常見（捲夾、墜落、感 

 電）危害防止預防。

39.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８場「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開訓典 

 禮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２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 

 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天班、１０天、３０小時 

 ﹞上課，訂於８月１４日結訓。

40.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９場就業研習課程「皮飾彩拚創意實作班 

 」訓練，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３、２０、２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慶龍、白梅蘭、沈慧毅、連得偉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４場「展覽行銷實務暨參展技巧～參展前期與 

 中期規劃」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張怡菁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42. 本會辦理「越南～中越峴港法式巴拿山、漫遊會安古城」之旅活動，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４ 

 日至１９日(６天)辦理，由曾董事長灶旺擔任團長、賴董事長清權擔任副團長，有２４人 

 參加。遊覽：龍橋風光帶、愛情鎖公園、迦南島、會安古鎮、夜遊會安古鎮、海雲嶺、順 

 化皇城、紫禁城、啟定皇陵、美山聖地、五行山、占婆雕刻博物館、靈應寺、美溪沙灘、 

 巴拿山搭乘纜車、黃金橋～神之手、夢想公園。

43. 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９場「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４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 

 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成昀達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 

 ﹞上課，訂於８月１６日結訓。

4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２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４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達億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 

 班聘請李澍威老師擔任，有４人參加。

45.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０場就業研習課程「家事清潔達人研習 

 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８、２０、２１日﹝３天、１５小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李依佩、蔡文晃、林建業、陳慶龍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4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６場就業促進活動「心理諮商樂活人生」 

 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復興社區活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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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昀姝、吳文雄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

4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２場「快速獲利的訂價策略實戰秘 

 技」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4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籌組企業工會暨簽訂團體協約臨廠輔導及宣導計畫～第１場「 

 集體法令暨經驗分享」座談會，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１０３人參加。研習課程： 

 集體勞動法令及工會法、團體協約法與協商實務、問題交流暨綜合座談。

4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３場「如何強化主管人員任務導向 

 的管理與領導能力」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文發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50. 本會與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中辦事處辦理「國際行銷一對一諮詢」洽談會，於 

 １０８年６月１９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邀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顧問：吳雪鴻、施育龍、蕭正宗、劉義良；助理：曹絜 

 羽、曾以芯、尹姵淳、盧慧芯擔任，分三梯次每梯次分４組，每組２位諮詢人員辦理，第 

 一梯次：師寶企業有限公司、宏道食品烘焙機械、昱泓工業有限公司；第二梯次：

　 立乘育企業有限公司、保家科技股份有限公、達豐鐵材行股份有限公司、阿盛實業有限公 

 司；第三梯次：百桂食品有限公司、集勝端子股份有限公司、富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瑞 

 麗刀剪股份有限公司，計１１家公司申請諮詢服務。

51. 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 

 年６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夜間班、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任金山、林志昌、桂美俊、林柏森、黃周斌、張宏棋、王仁杉、張家成、 

 楊昇儒、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52. 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蔡佳洲、陳宗佑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２人 

 參加。

5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因應貿易自由化勞工支持服務計畫～第１場「適時紓喘口氣～有效提升 

 職場續航力」心理健康講座，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０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本會禮堂四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浩正老師擔任，計有９５人參加。

5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講習，於１０８ 

 年６月２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 

 師擔任，有７５人參加。研習課程：資遣通報與資遣態樣分析與Q&A。

5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３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１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假笙傑工業有限公 

 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計有１２人參加。

56.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１場就業研習課程「農園藝景觀設計研 

 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４、２５、２６日﹝３天、１５小時﹞假田中中潭社區活 

 動中心舉行，本班聘請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朱佳玲、戴茂良、許淑美、許祐瑜等７ 

 位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57. 本會承辦彰化縣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整合計畫～第１２場就業研習課程「產品、作品、影片 
 e化製作研習班」訓練，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４、２５、２７日﹝３天、１５小時﹞假大村 
 鄉大橋社區發展協會舉行，本班聘請潘銹芸、張志達、陳慶龍、蔡文晃等４位老師擔任， 
 有２０人參加。
58. 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４日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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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５７ 

 人參加。

5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上半年度第４場「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 

 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４月８日開訓，聘請林美香老師擔任，安排 

 ﹝夜天班、１２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１人參加。

6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５場「國際會展英語特訓班」講習，於１０８ 

 年６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朱琦銘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61. 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８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２場「外籍勞工管理人 

 員」觀摩會，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６、２７日﹝二天﹞辦理，有６０人參加。研習課程～外 

 勞管理近期重大政策：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外勞查察人員羅村源擔任。人口販運防制法 

 與案例報告：聘請彰化縣警察局巡官李世揚擔任。有效地職場溝通～一種以工作任務為導 

 向的溝通模式：聘請潘雨青老師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 (一)：聘請建成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吳科長基福擔任。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工作平等權之保障、事業單位應加強工作 

 平等措施：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 (二)：聘請誠岱機械廠股份有限 

 公司呂副理秀琴擔任。觀摩～建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縣﹞致贈吳科長基福感謝牌。 

 誠岱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趙副總經理福安感謝牌。

  夜宿～福泰商務飯店（新竹市）

6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４場「採購競爭性報價規劃與執行 

 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６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吳淑惠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63.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５場「如何設計、分析管理報表～ 

 提升經營及管理績效」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 

 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 3 7 人參加。

64.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６場「製造業現場五大要素(４１) 

 合理化實務」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曾敬一老師擔任，計有  3 9 人參加。

6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彰化縣職業安全衛生促進實施計畫～第４場「臨廠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８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展泰聖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17人參加。

66. 本會辦理第７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６月２８日下午六 

 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惠敏老師擔任，有

  4 1人參加。

67. 彰化縣榮民服務處委託本會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安排於１０８年６月 

 ２９日至７月６日，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許秀櫻、蔣麗雅、陳惠敏、 

 錢美容、姚亭羽等５位老師擔任，有 29人參加。

客戶至上

品質第一

Great-Orange Advertising Co., Ltd

彰化市雲長路117號  TEL：04-7112367 FAX：04-763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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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課程（歡迎線上下載報名表）彰化縣工業會      網址：www.ch-industry.org.tw

*洽詢專線04-7256655 分機11 張小姐、分機12 黃小姐、分機13 梁小姐、分機15 劉秘書

課程名稱 駕駛荷重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2 款規定『荷重在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雇主應施以特殊
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使學員瞭解安全衛生重要相關法規，堆高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
等知識，並熟悉堆高機故障原因與處理方法。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7 月 24、25、26 日，夜間星期三、四、五每晚 18:30～21:30 
及 7/27 週六、7/28 週日（全天）其中一天操作實習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雇主對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

機操作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使學員瞭解勞工安全衛生重要法規，起重機之構

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等知識，並熟悉故障原因與處理方法。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8/2、8/6、8/8、8/9(晚上 6:30-9:30)及 8/11(白天全天)計 1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指揮手)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條：雇主對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近幾年來，因「吊掛作業安全計畫」不周延，導致因使用不適當的器具、操作程

序，或作業上的疏忽而肇災的事故時有所聞。有鑑於此，本課程教導瞭解勞工安全衛生重要法規，起重

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等知識，強化吊掛作業安全，降低吊掛職災。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8/12、8/13、8/14(晚上 6:30-9:30)及 8/18(白天全天)計 1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夜間班)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架空式-地面操作)操作人員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2條：雇主對使用吊升荷重在 3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

作人員，應於事前使其接受具危險性之機械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使學員瞭解安全衛生重要法

規，起重機之構造、型式、原理及操作安全等知識，並熟悉故障原因與處理方法。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8/1、8/2、8/5、8/6、8/7、8/8、8/9(晚上 6:30-9:30) 

及 8/10、8/11(白天全天)計 38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1.勞動部 103年 6月 26日 新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1條規定：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對於
所屬從事製造之一級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未滿三百人者，應另置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
人，勞工人數三百人以上者，應再至少增置專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一人。如未設立者，依第 43 條規
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2.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
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8/12.8/13.8/15.8/16.8/19.8/20.8/22.8/23.8/26.8/27.8/28.8/29、
8/30 (13天晚上 6:30-9:30或 6:00-10:00)計 42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防火複訓班 
分機 12
黃小姐 

上課時間 108 年 7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00～16:00，共計 6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防火初訓班 
分機 12
黃小姐 

上課時間 預計 108 年 9 月 4、5 日（星期三、四）上午 10:00～下午 16:00，共計 12 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安全 
衛生 
(回訓) 

急救人員在職教育班(回訓班) 7/29(夜間班)3小時下午 18:30-21:30 

分機 13
梁小姐 

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班(回訓班)                            8/19(夜間班)3小時下午 18:30-21:30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

(回訓班) 
 7/19(日間班)6小時上午 9:00-16:00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天車)在職教育班              8/16(夜間班)3小時下午 18: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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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08/05/01至108/06/30，共48家

公 司 名 稱  電話 生產產品 

昇輪股份有限公司 04-7587226 鋼管 

翔通工業社 04-7812285 金屬表面處理 

堂興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04-7864409 金屬容器加工 

坤霖精密有限公司 04-7682142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十分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4-8887788 烘焙食品 

志和有限公司 04-7876173 
金屬家具,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其 
他金屬製品 

金和新企業有限公司 04-7715849 水龍頭 

連昱有限公司 04-7631977 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友誌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04-7564451 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和泰嘉企業有限公司 04-8964499 加濕機,消毒機.臭氧機 

景鴻工業有限公司 04-8236735 金屬手工具,五金類加工 

鴻宇橡膠有限公司 04-7687522 橡膠製品(橡膠條.板加工) 

華鏗企業社 04-7680798 五金零件 

聯宏精密有限公司 04-7556487 五金零件加工 

宥堃有限公司 04-8298909 塑膠製品製造業(汽車塑膠配件加工) 

加駿商設工程有限公司 04-7866589 PP 瓶,寶特瓶.馬口鐵權 

松富企業社 04-8683319 金屬門窗製造業 

普勝有限公司 04-8231658 金屬刀具.手工具及模具製造業(五金模具) 

宏億鏡廠有限公司 04-7792598 坡璃及其製品(玻璃裁切加工) 

宸大滾輪科技有限公司 04-8789171 橡膠滾輪加工 

清樹企業有限公司 04-8825660 金屬門框及框架加工組立 

運勤農業機械有限公司 04-8299699 輪送機機篩選機,攪拌機 

駿宏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04-7788427 金屬手工具(模具),五金零件 

鐙高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04-7811999 木竹製品 

雄利有限公司 04-8223566 水泥製品加工 

隆鈦鋁業有限公司 04-7625028 鋁門窗加工組裝 

永炘精密有限公司 04-8890699 自行車及其零件 

- 42 -

雙月刊 期191化彰 工業

1

2

3



吉祐企業有限公司 04-8976026 金屬製品零件 

冠豪工業社 04-7696528 五金零組件 

家義鑫股份有限公司 04-8743035 針織類,服飾品,襪子 

隆慶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04-8238288 紙容器製造業 

宏恩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04-8966172 
塑膠及合成橡膠原料.化學材料製造合

成樹脂.塑膠及橡膠 

益昇五金有限公司一廠 04-23331552 傢俱滑軌 

全賀工業有限公司 04-8531811 機械零件加工 

嘉鋒實業社 04-7715185 塑膠製品(塑膠板.管加工) 

福維棉織工業有限公司 04-8825815 毛巾.浴巾.方巾.毛巾被.枕巾 

創永實業有限公司 04-8904532 輪胎充氣工具 

大欣開發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04-7910598 ABS.PS.PP  

鴻達園藝企業有限公司 049-2528280 金屬刀具.手工具.模具.汽車零件.園藝工具 

公 司 名 稱  電話 生產產品 

志典金屬有限公司 04-7332299 銅棒.各種金屬棒 

禾益佳股份有限公司 04-26990452 塑膠包装容器 

聯詠企業社 04-8876570 各種模具,手工具 

兆盛企業有限公司 04-7750019 金屬手工具 

貝勝塑膠科技有限公司 04-7990057 塑膠粒 

久淞企業有限公司 04-8138715 金屬手工具,模具 

展誠工業社 04-7718546 五金製品及零件 

麗源車鏡有限公司 04-7772007 玻璃及其製品汽車零件(後視鏡裝配) 

普碩工業有限公司 04-8922197 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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