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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108.2.11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1080260532號令)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

 (一)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利等相關單 

  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 

  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 

  劃定原則，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區；未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者，維持原使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 

  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 

  則，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各種使用分區 

  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１)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２) 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３) 土地面積未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且毗鄰特定農業區。

 (４)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５) 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Ａ、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級或二級之宜農牧地，面積達二十 

  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 

 Ｂ、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 

 Ｃ、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為特定農業 

  區。

  ２、劃定或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１) 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２) 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３) 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Ａ、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Ｂ、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之土地。 

 Ｃ、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致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土壤鹽分濃度高（土壤飽和抽出液電導度超過八 dS/m）。

 ○ 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十五公分。

  ○ 耕土層縱切面直徑大於七點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量百分之五以上，果樹 

  園百分之 三十以上。

 ○ 連續三年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域。 

 Ｄ、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都 

  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百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４) 第二目之三檢討變更面積應在十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應 

  在三十公 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由， 

  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條 

  件者，得不受十公頃之限制。

 (５) 第二目之三之Ｃ之○2 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 

  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

 (６) 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 

  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３、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１) 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規定辦理，並應考 

  量下列條件：

 Ａ、維持聯外道路一定等級以上服務水準。 

 Ｂ、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力。 

 Ｃ、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Ｄ、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Ｅ、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Ｆ、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Ｇ、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２) 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者，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

 (３) 屬在地型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變更為工業區。 

 ４、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鄉村區：

 (１) 現有聚落人口二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

 (２) 配合興辦住宅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３) 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及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４) 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類型如 

  下： 

 Ａ、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Ｂ、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 

 Ｃ、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更法規辦理。

 ５、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１) 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林業試驗 

  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標準查定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其毗連土地面 

  積在五公頃以上。

 (２) 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整地形單 

  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６、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或水土保持法 

  第三條規定山坡地，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 坡度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保育之地 

  區。

 (２) 地質敏感區。

 (３) 為進行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地區。

 (４) 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

 (５) 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地區。 

 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１) 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備完整 

  之經營管 理計畫。

 (２) 最小面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且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Ａ、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Ｂ、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Ｃ、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

 (３) 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之區位，並屬資源型 

  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者，得不受二十五公頃限制。

 (４) 申請劃定非都市土地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程序辦理。

 (５)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Ａ、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Ｂ、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轄區內既 

  有風景區之使用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 

  風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 

  理；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 

  更作業。

  Ｃ、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 

  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第七目之 

  二規定辦理。

 (６) 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劃設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 

  、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功能分區性質，檢討變更為風景區或其他適當 

  使用分區。

 ８、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國家公園區：

 (１) 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 

  者。

 (２) 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 

  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３) 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９、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１)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 

  土地，並 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２) 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 

  川實際水 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應行管制之範 

  圍。

 １０、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海域區：

 (１)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 

   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且非屬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範圍。

 (２) 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水域範 

   圍，該範圍參照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烏坵、馬祖、東引、亮 

   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３) 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 

 １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農業使用 

 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１) 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郵政、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２) 軍事設施。

 (３) 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４) 高爾夫球場。

 (５) 學校。

 (６) 工商綜合區。

 (７) 殯葬設施。

 (８) 遊憩設施區。

 (９) 土石採取場。

 (１０)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二)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備：

 １、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２、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３、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４、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５、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達二 

  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三) 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者，應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依核定 

  計畫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四) 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更其事業計 

  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林區或特定農業 

  區。

 ２、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相關規定辦 

  理。

 (五) 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應依下列順序辦 

  理： 

 １、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２、符合森林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３、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４、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分區。

 (六) 位於地籍外界線至海陸交界間，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構造物興建致浮覆而 

  形成之陸地，業配合政策需要已暫時劃定為海域區者，如經測量登記，應儘速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並編定適當使用地。

 (七) 位屬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以劃定 

  與周邊土地同一類別之使用分區為原則。

 (八)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後，其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業 

  計畫，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 

  其使用分區應循本須知規定程序，恢復為特定農業區。

 (九) 林業用地為進行礦石開採，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其 

  採礦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

 (十) 離島地區未編定土地，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且符合建築法相 

  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其當時土地使用現況劃定為適當使用分區及編 

  定使用地；另考量離島面積狹小之特殊性，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時，得不受各種 

  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 討變更所訂面積規模之限制。

 (十一) 政府機關主辦具加強資源保育、國土保安與災害防治計畫，計畫範圍內除必要附 

   屬設施外，未涉及增設其他服務性設施者，於符合資源保育情形下，得依資源型 

   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十二) 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 森林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配合檢討變 

  更或劃定符合區域計 畫規定之使用分區。

十六、造冊及統計：

  各種使用地編定完竣，除未登記之海域用地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 

 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格式見附件一之一）一式五份，除一份存查外，二份報中央主 

 管機關，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一份發交地政事務所據以登載編定結果 

 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並按鄉（鎮、市、區）製作面積彙整表（格式見附件一之二 

 ），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後，如有修正部分，應隨即修正。

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完竣，應 

  依區 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檢附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格式見附件二之一、二之二）、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資 料，併同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 地使用編定圖、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 

  乙式五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或核定。如未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 

  用地編定圖。

 (二) 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利單位公告之河川圖籍為 

  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三) 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使用編定 

  清冊。

 (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送達中央主管機關後，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邀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席。

 (五) 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或核定。並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查，並發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各三份。 

二十、登簿：

  各種使用編定結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核備或依同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核 

 定，並經公告期滿後，地政事務所應依據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將土地使用編定結果， 

 除未登記 之海域用地外，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種類欄（○○區○○ 

 用地）。但公告期間提出申請遺漏或錯誤之更正案件，應俟其處理完畢，再據以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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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

 (一)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利等相關單 

  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 

  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 

  劃定原則，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區；未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者，維持原使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 

  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 

  則，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各種使用分區 

  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１)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２) 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３) 土地面積未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且毗鄰特定農業區。

 (４)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５) 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Ａ、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級或二級之宜農牧地，面積達二十 

  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 

 Ｂ、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 

 Ｃ、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為特定農業 

  區。

  ２、劃定或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１) 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２) 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３) 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Ａ、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Ｂ、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之土地。 

 Ｃ、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致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土壤鹽分濃度高（土壤飽和抽出液電導度超過八 dS/m）。

 ○ 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十五公分。

  ○ 耕土層縱切面直徑大於七點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量百分之五以上，果樹 

  園百分之 三十以上。

 ○ 連續三年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域。 

 Ｄ、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都 

  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百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４) 第二目之三檢討變更面積應在十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應 

  在三十公 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由， 

  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條 

  件者，得不受十公頃之限制。

 (５) 第二目之三之Ｃ之○2 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 

  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

 (６) 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 

  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３、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１) 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規定辦理，並應考 

  量下列條件：

 Ａ、維持聯外道路一定等級以上服務水準。 

 Ｂ、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力。 

 Ｃ、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Ｄ、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Ｅ、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Ｆ、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Ｇ、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２) 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者，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

 (３) 屬在地型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變更為工業區。 

 ４、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鄉村區：

 (１) 現有聚落人口二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

 (２) 配合興辦住宅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３) 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及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４) 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類型如 

  下： 

 Ａ、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Ｂ、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 

 Ｃ、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更法規辦理。

 ５、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１) 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林業試驗 

  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標準查定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其毗連土地面 

  積在五公頃以上。

 (２) 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整地形單 

  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６、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或水土保持法 

  第三條規定山坡地，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 坡度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保育之地 

  區。

 (２) 地質敏感區。

 (３) 為進行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地區。

 (４) 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

 (５) 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地區。 

 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１) 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備完整 

  之經營管 理計畫。

 (２) 最小面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且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Ａ、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Ｂ、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Ｃ、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

 (３) 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之區位，並屬資源型 

  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者，得不受二十五公頃限制。

 (４) 申請劃定非都市土地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程序辦理。

 (５)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Ａ、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Ｂ、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轄區內既 

  有風景區之使用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 

  風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 

  理；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 

  更作業。

  Ｃ、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 

  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第七目之 

  二規定辦理。

 (６) 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劃設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 

  、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功能分區性質，檢討變更為風景區或其他適當 

  使用分區。

 ８、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國家公園區：

 (１) 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 

  者。

 (２) 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 

  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３) 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９、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１)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 

  土地，並 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２) 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 

  川實際水 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應行管制之範 

  圍。

 １０、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海域區：

 (１)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 

   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且非屬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範圍。

 (２) 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水域範 

   圍，該範圍參照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烏坵、馬祖、東引、亮 

   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３) 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 

 １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農業使用 

 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１) 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郵政、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２) 軍事設施。

 (３) 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４) 高爾夫球場。

 (５) 學校。

 (６) 工商綜合區。

 (７) 殯葬設施。

 (８) 遊憩設施區。

 (９) 土石採取場。

 (１０)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二)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備：

 １、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２、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３、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４、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５、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達二 

  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三) 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者，應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依核定 

  計畫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四) 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更其事業計 

  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林區或特定農業 

  區。

 ２、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相關規定辦 

  理。

 (五) 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應依下列順序辦 

  理： 

 １、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２、符合森林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３、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４、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分區。

 (六) 位於地籍外界線至海陸交界間，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構造物興建致浮覆而 

  形成之陸地，業配合政策需要已暫時劃定為海域區者，如經測量登記，應儘速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並編定適當使用地。

 (七) 位屬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以劃定 

  與周邊土地同一類別之使用分區為原則。

 (八)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後，其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業 

  計畫，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 

  其使用分區應循本須知規定程序，恢復為特定農業區。

 (九) 林業用地為進行礦石開採，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其 

  採礦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

 (十) 離島地區未編定土地，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且符合建築法相 

  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其當時土地使用現況劃定為適當使用分區及編 

  定使用地；另考量離島面積狹小之特殊性，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時，得不受各種 

  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 討變更所訂面積規模之限制。

 (十一) 政府機關主辦具加強資源保育、國土保安與災害防治計畫，計畫範圍內除必要附 

   屬設施外，未涉及增設其他服務性設施者，於符合資源保育情形下，得依資源型 

   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十二) 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 森林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配合檢討變 

  更或劃定符合區域計 畫規定之使用分區。

十六、造冊及統計：

  各種使用地編定完竣，除未登記之海域用地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 

 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格式見附件一之一）一式五份，除一份存查外，二份報中央主 

 管機關，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一份發交地政事務所據以登載編定結果 

 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並按鄉（鎮、市、區）製作面積彙整表（格式見附件一之二 

 ），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後，如有修正部分，應隨即修正。

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完竣，應 

  依區 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檢附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格式見附件二之一、二之二）、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資 料，併同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 地使用編定圖、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 

  乙式五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或核定。如未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 

  用地編定圖。

 (二) 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利單位公告之河川圖籍為 

  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三) 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使用編定 

  清冊。

 (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送達中央主管機關後，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邀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席。

 (五) 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或核定。並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查，並發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各三份。 

二十、登簿：

  各種使用編定結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核備或依同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核 

 定，並經公告期滿後，地政事務所應依據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將土地使用編定結果， 

 除未登記 之海域用地外，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種類欄（○○區○○ 

 用地）。但公告期間提出申請遺漏或錯誤之更正案件，應俟其處理完畢，再據以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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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

 (一)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利等相關單 

  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 

  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 

  劃定原則，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區；未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者，維持原使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 

  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 

  則，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各種使用分區 

  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１)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２) 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３) 土地面積未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且毗鄰特定農業區。

 (４)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５) 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Ａ、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級或二級之宜農牧地，面積達二十 

  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 

 Ｂ、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 

 Ｃ、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為特定農業 

  區。

  ２、劃定或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１) 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２) 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３) 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Ａ、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Ｂ、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之土地。 

 Ｃ、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致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土壤鹽分濃度高（土壤飽和抽出液電導度超過八 dS/m）。

 ○ 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十五公分。

  ○ 耕土層縱切面直徑大於七點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量百分之五以上，果樹 

  園百分之 三十以上。

 ○ 連續三年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域。 

 Ｄ、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都 

  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百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４) 第二目之三檢討變更面積應在十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應 

  在三十公 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由， 

  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條 

  件者，得不受十公頃之限制。

 (５) 第二目之三之Ｃ之○2 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 

  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

 (６) 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 

  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３、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１) 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規定辦理，並應考 

  量下列條件：

 Ａ、維持聯外道路一定等級以上服務水準。 

 Ｂ、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力。 

 Ｃ、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Ｄ、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Ｅ、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Ｆ、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Ｇ、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２) 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者，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

 (３) 屬在地型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變更為工業區。 

 ４、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鄉村區：

 (１) 現有聚落人口二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

 (２) 配合興辦住宅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３) 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及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４) 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類型如 

  下： 

 Ａ、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Ｂ、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 

 Ｃ、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更法規辦理。

 ５、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１) 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林業試驗 

  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標準查定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其毗連土地面 

  積在五公頃以上。

 (２) 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整地形單 

  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６、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或水土保持法 

  第三條規定山坡地，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 坡度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保育之地 

  區。

 (２) 地質敏感區。

 (３) 為進行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地區。

 (４) 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

 (５) 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地區。 

 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１) 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備完整 

  之經營管 理計畫。

 (２) 最小面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且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Ａ、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Ｂ、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Ｃ、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

 (３) 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之區位，並屬資源型 

  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者，得不受二十五公頃限制。

 (４) 申請劃定非都市土地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程序辦理。

 (５)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Ａ、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Ｂ、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轄區內既 

  有風景區之使用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 

  風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 

  理；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 

  更作業。

  Ｃ、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 

  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第七目之 

  二規定辦理。

 (６) 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劃設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 

  、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功能分區性質，檢討變更為風景區或其他適當 

  使用分區。

 ８、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國家公園區：

 (１) 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 

  者。

 (２) 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 

  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３) 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９、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１)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 

  土地，並 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２) 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 

  川實際水 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應行管制之範 

  圍。

 １０、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海域區：

 (１)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 

   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且非屬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範圍。

 (２) 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水域範 

   圍，該範圍參照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烏坵、馬祖、東引、亮 

   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３) 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 

 １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農業使用 

 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１) 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郵政、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２) 軍事設施。

 (３) 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４) 高爾夫球場。

 (５) 學校。

 (６) 工商綜合區。

 (７) 殯葬設施。

 (８) 遊憩設施區。

 (９) 土石採取場。

 (１０)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二)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備：

 １、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２、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３、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４、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５、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達二 

  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三) 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者，應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依核定 

  計畫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四) 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更其事業計 

  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林區或特定農業 

  區。

 ２、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相關規定辦 

  理。

 (五) 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應依下列順序辦 

  理： 

 １、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２、符合森林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３、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４、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分區。

 (六) 位於地籍外界線至海陸交界間，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構造物興建致浮覆而 

  形成之陸地，業配合政策需要已暫時劃定為海域區者，如經測量登記，應儘速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並編定適當使用地。

 (七) 位屬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以劃定 

  與周邊土地同一類別之使用分區為原則。

 (八)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後，其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業 

  計畫，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 

  其使用分區應循本須知規定程序，恢復為特定農業區。

 (九) 林業用地為進行礦石開採，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其 

  採礦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

 (十) 離島地區未編定土地，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且符合建築法相 

  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其當時土地使用現況劃定為適當使用分區及編 

  定使用地；另考量離島面積狹小之特殊性，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時，得不受各種 

  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 討變更所訂面積規模之限制。

 (十一) 政府機關主辦具加強資源保育、國土保安與災害防治計畫，計畫範圍內除必要附 

   屬設施外，未涉及增設其他服務性設施者，於符合資源保育情形下，得依資源型 

   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十二) 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 森林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配合檢討變 

  更或劃定符合區域計 畫規定之使用分區。

十六、造冊及統計：

  各種使用地編定完竣，除未登記之海域用地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 

 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格式見附件一之一）一式五份，除一份存查外，二份報中央主 

 管機關，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一份發交地政事務所據以登載編定結果 

 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並按鄉（鎮、市、區）製作面積彙整表（格式見附件一之二 

 ），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後，如有修正部分，應隨即修正。

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完竣，應 

  依區 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檢附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格式見附件二之一、二之二）、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資 料，併同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 地使用編定圖、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 

  乙式五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或核定。如未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 

  用地編定圖。

 (二) 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利單位公告之河川圖籍為 

  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三) 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使用編定 

  清冊。

 (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送達中央主管機關後，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邀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席。

 (五) 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或核定。並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查，並發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各三份。 

二十、登簿：

  各種使用編定結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核備或依同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核 

 定，並經公告期滿後，地政事務所應依據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將土地使用編定結果， 

 除未登記 之海域用地外，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種類欄（○○區○○ 

 用地）。但公告期間提出申請遺漏或錯誤之更正案件，應俟其處理完畢，再據以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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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

 (一)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利等相關單 

  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 

  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 

  劃定原則，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區；未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者，維持原使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 

  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 

  則，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各種使用分區 

  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１)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２) 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３) 土地面積未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且毗鄰特定農業區。

 (４)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５) 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Ａ、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級或二級之宜農牧地，面積達二十 

  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 

 Ｂ、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 

 Ｃ、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為特定農業 

  區。

  ２、劃定或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１) 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２) 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３) 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Ａ、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Ｂ、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之土地。 

 Ｃ、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致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土壤鹽分濃度高（土壤飽和抽出液電導度超過八 dS/m）。

 ○ 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十五公分。

  ○ 耕土層縱切面直徑大於七點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量百分之五以上，果樹 

  園百分之 三十以上。

 ○ 連續三年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域。 

 Ｄ、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都 

  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百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４) 第二目之三檢討變更面積應在十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應 

  在三十公 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由， 

  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條 

  件者，得不受十公頃之限制。

 (５) 第二目之三之Ｃ之○2 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 

  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

 (６) 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 

  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３、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１) 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規定辦理，並應考 

  量下列條件：

 Ａ、維持聯外道路一定等級以上服務水準。 

 Ｂ、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力。 

 Ｃ、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Ｄ、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Ｅ、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Ｆ、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Ｇ、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２) 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者，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

 (３) 屬在地型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變更為工業區。 

 ４、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鄉村區：

 (１) 現有聚落人口二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

 (２) 配合興辦住宅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３) 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及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４) 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類型如 

  下： 

 Ａ、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Ｂ、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 

 Ｃ、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更法規辦理。

 ５、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１) 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林業試驗 

  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標準查定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其毗連土地面 

  積在五公頃以上。

 (２) 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整地形單 

  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６、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或水土保持法 

  第三條規定山坡地，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 坡度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保育之地 

  區。

 (２) 地質敏感區。

 (３) 為進行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地區。

 (４) 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

 (５) 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地區。 

 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１) 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備完整 

  之經營管 理計畫。

 (２) 最小面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且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Ａ、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Ｂ、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Ｃ、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

 (３) 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之區位，並屬資源型 

  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者，得不受二十五公頃限制。

 (４) 申請劃定非都市土地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程序辦理。

 (５)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Ａ、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Ｂ、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轄區內既 

  有風景區之使用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 

  風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 

  理；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 

  更作業。

  Ｃ、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 

  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第七目之 

  二規定辦理。

 (６) 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劃設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 

  、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功能分區性質，檢討變更為風景區或其他適當 

  使用分區。

 ８、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國家公園區：

 (１) 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 

  者。

 (２) 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 

  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３) 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９、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１)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 

  土地，並 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２) 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 

  川實際水 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應行管制之範 

  圍。

 １０、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海域區：

 (１)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 

   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且非屬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範圍。

 (２) 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水域範 

   圍，該範圍參照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烏坵、馬祖、東引、亮 

   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３) 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 

 １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農業使用 

 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１) 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郵政、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２) 軍事設施。

 (３) 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４) 高爾夫球場。

 (５) 學校。

 (６) 工商綜合區。

 (７) 殯葬設施。

 (８) 遊憩設施區。

 (９) 土石採取場。

 (１０)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二)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備：

 １、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２、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３、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４、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５、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達二 

  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三) 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者，應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依核定 

  計畫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四) 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更其事業計 

  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林區或特定農業 

  區。

 ２、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相關規定辦 

  理。

 (五) 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應依下列順序辦 

  理： 

 １、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２、符合森林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３、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４、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分區。

 (六) 位於地籍外界線至海陸交界間，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構造物興建致浮覆而 

  形成之陸地，業配合政策需要已暫時劃定為海域區者，如經測量登記，應儘速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並編定適當使用地。

 (七) 位屬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以劃定 

  與周邊土地同一類別之使用分區為原則。

 (八)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後，其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業 

  計畫，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 

  其使用分區應循本須知規定程序，恢復為特定農業區。

 (九) 林業用地為進行礦石開採，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其 

  採礦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

 (十) 離島地區未編定土地，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且符合建築法相 

  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其當時土地使用現況劃定為適當使用分區及編 

  定使用地；另考量離島面積狹小之特殊性，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時，得不受各種 

  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 討變更所訂面積規模之限制。

 (十一) 政府機關主辦具加強資源保育、國土保安與災害防治計畫，計畫範圍內除必要附 

   屬設施外，未涉及增設其他服務性設施者，於符合資源保育情形下，得依資源型 

   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十二) 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 森林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配合檢討變 

  更或劃定符合區域計 畫規定之使用分區。

十六、造冊及統計：

  各種使用地編定完竣，除未登記之海域用地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 

 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格式見附件一之一）一式五份，除一份存查外，二份報中央主 

 管機關，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一份發交地政事務所據以登載編定結果 

 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並按鄉（鎮、市、區）製作面積彙整表（格式見附件一之二 

 ），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後，如有修正部分，應隨即修正。

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完竣，應 

  依區 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檢附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格式見附件二之一、二之二）、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資 料，併同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 地使用編定圖、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 

  乙式五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或核定。如未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 

  用地編定圖。

 (二) 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利單位公告之河川圖籍為 

  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三) 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使用編定 

  清冊。

 (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送達中央主管機關後，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邀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席。

 (五) 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或核定。並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查，並發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各三份。 

二十、登簿：

  各種使用編定結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核備或依同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核 

 定，並經公告期滿後，地政事務所應依據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將土地使用編定結果， 

 除未登記 之海域用地外，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種類欄（○○區○○ 

 用地）。但公告期間提出申請遺漏或錯誤之更正案件，應俟其處理完畢，再據以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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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

 (一)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利等相關單 

  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 

  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 

  劃定原則，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區；未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者，維持原使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 

  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 

  則，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各種使用分區 

  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１)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２) 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３) 土地面積未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且毗鄰特定農業區。

 (４)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５) 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Ａ、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級或二級之宜農牧地，面積達二十 

  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 

 Ｂ、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 

 Ｃ、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為特定農業 

  區。

  ２、劃定或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１) 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２) 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３) 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Ａ、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Ｂ、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之土地。 

 Ｃ、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致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土壤鹽分濃度高（土壤飽和抽出液電導度超過八 dS/m）。

 ○ 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十五公分。

  ○ 耕土層縱切面直徑大於七點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量百分之五以上，果樹 

  園百分之 三十以上。

 ○ 連續三年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域。 

 Ｄ、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都 

  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百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４) 第二目之三檢討變更面積應在十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應 

  在三十公 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由， 

  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條 

  件者，得不受十公頃之限制。

 (５) 第二目之三之Ｃ之○2 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 

  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

 (６) 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 

  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３、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１) 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規定辦理，並應考 

  量下列條件：

 Ａ、維持聯外道路一定等級以上服務水準。 

 Ｂ、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力。 

 Ｃ、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Ｄ、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Ｅ、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Ｆ、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Ｇ、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２) 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者，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

 (３) 屬在地型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變更為工業區。 

 ４、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鄉村區：

 (１) 現有聚落人口二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

 (２) 配合興辦住宅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３) 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及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４) 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類型如 

  下： 

 Ａ、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Ｂ、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 

 Ｃ、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更法規辦理。

 ５、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１) 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林業試驗 

  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標準查定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其毗連土地面 

  積在五公頃以上。

 (２) 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整地形單 

  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６、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或水土保持法 

  第三條規定山坡地，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 坡度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保育之地 

  區。

 (２) 地質敏感區。

 (３) 為進行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地區。

 (４) 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

 (５) 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地區。 

 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１) 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備完整 

  之經營管 理計畫。

 (２) 最小面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且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Ａ、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Ｂ、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Ｃ、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

 (３) 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之區位，並屬資源型 

  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者，得不受二十五公頃限制。

 (４) 申請劃定非都市土地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程序辦理。

 (５)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Ａ、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Ｂ、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轄區內既 

  有風景區之使用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 

  風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 

  理；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 

  更作業。

  Ｃ、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 

  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第七目之 

  二規定辦理。

 (６) 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劃設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 

  、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功能分區性質，檢討變更為風景區或其他適當 

  使用分區。

 ８、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國家公園區：

 (１) 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 

  者。

 (２) 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 

  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３) 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９、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１)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 

  土地，並 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２) 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 

  川實際水 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應行管制之範 

  圍。

 １０、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海域區：

 (１)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 

   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且非屬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範圍。

 (２) 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水域範 

   圍，該範圍參照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烏坵、馬祖、東引、亮 

   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３) 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 

 １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農業使用 

 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１) 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郵政、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２) 軍事設施。

 (３) 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４) 高爾夫球場。

 (５) 學校。

 (６) 工商綜合區。

 (７) 殯葬設施。

 (８) 遊憩設施區。

 (９) 土石採取場。

 (１０)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二)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備：

 １、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２、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３、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４、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５、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達二 

  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三) 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者，應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依核定 

  計畫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四) 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更其事業計 

  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林區或特定農業 

  區。

 ２、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相關規定辦 

  理。

 (五) 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應依下列順序辦 

  理： 

 １、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２、符合森林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３、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４、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分區。

 (六) 位於地籍外界線至海陸交界間，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構造物興建致浮覆而 

  形成之陸地，業配合政策需要已暫時劃定為海域區者，如經測量登記，應儘速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並編定適當使用地。

 (七) 位屬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以劃定 

  與周邊土地同一類別之使用分區為原則。

 (八)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後，其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業 

  計畫，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 

  其使用分區應循本須知規定程序，恢復為特定農業區。

 (九) 林業用地為進行礦石開採，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其 

  採礦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

 (十) 離島地區未編定土地，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且符合建築法相 

  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其當時土地使用現況劃定為適當使用分區及編 

  定使用地；另考量離島面積狹小之特殊性，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時，得不受各種 

  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 討變更所訂面積規模之限制。

 (十一) 政府機關主辦具加強資源保育、國土保安與災害防治計畫，計畫範圍內除必要附 

   屬設施外，未涉及增設其他服務性設施者，於符合資源保育情形下，得依資源型 

   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十二) 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 森林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配合檢討變 

  更或劃定符合區域計 畫規定之使用分區。

十六、造冊及統計：

  各種使用地編定完竣，除未登記之海域用地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 

 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格式見附件一之一）一式五份，除一份存查外，二份報中央主 

 管機關，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一份發交地政事務所據以登載編定結果 

 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並按鄉（鎮、市、區）製作面積彙整表（格式見附件一之二 

 ），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後，如有修正部分，應隨即修正。

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完竣，應 

  依區 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檢附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格式見附件二之一、二之二）、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資 料，併同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 地使用編定圖、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 

  乙式五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或核定。如未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 

  用地編定圖。

 (二) 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利單位公告之河川圖籍為 

  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三) 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使用編定 

  清冊。

 (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送達中央主管機關後，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邀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席。

 (五) 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或核定。並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查，並發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各三份。 

二十、登簿：

  各種使用編定結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核備或依同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核 

 定，並經公告期滿後，地政事務所應依據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將土地使用編定結果， 

 除未登記 之海域用地外，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種類欄（○○區○○ 

 用地）。但公告期間提出申請遺漏或錯誤之更正案件，應俟其處理完畢，再據以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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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原則：

 (一)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建設、水利等相關單 

  位就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 

  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依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 

  劃定原則，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區；未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者，維持原使用分區，擬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 

  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 

  則，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各種使用分區 

  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如下： 

  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１) 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２) 土地面積完整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之地區。

 (３) 土地面積未達二十五公頃，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且毗鄰特定農業區。

 (４) 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５) 其他使用分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Ａ、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一級或二級之宜農牧地，面積達二十 

  五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百分之八十。 

 Ｂ、位於農業經營專區或農業主管機關輔導之農產業專區。 

 Ｃ、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擬劃設為特定農業 

  區。

  ２、劃定或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１) 特定農業區以外，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２) 鄰近都市計畫或重大公共建設之農業生產地區。

 (３) 特定農業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Ａ、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 

 Ｂ、經政府核定為養殖漁業生產區之土地。 

 Ｃ、遭受風災、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致生產條件已改變，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土壤鹽分濃度高（土壤飽和抽出液電導度超過八 dS/m）。

 ○ 平均耕土層厚度少於十五公分。

  ○ 耕土層縱切面直徑大於七點五公分之礫石占面積量百分之五以上，果樹 

  園百分之 三十以上。

 ○ 連續三年地勢低窪淹水或海水倒灌，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區域。 

 Ｄ、距離重大建設、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都 

  市發展用地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受污染場址地區一百公尺範圍內之地 

  區，且農業使用面積小於百分之八十地區。

 (４) 第二目之三檢討變更面積應在十公頃以上，經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應 

  在三十公 頃以上。但因配合環境敏感、災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由， 

  且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區生產環境或條 

  件者，得不受十公頃之限制。

 (５) 第二目之三之Ｃ之○2 限於依據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 

  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三十三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

 (６) 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都市土地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內之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 

  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３、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工業區：

 (１) 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規定辦理，並應考 

  量下列條件：

 Ａ、維持聯外道路一定等級以上服務水準。 

 Ｂ、能充分供應水源及電力。 

 Ｃ、不妨礙國防事業設施。 

 Ｄ、與鄰近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 

 Ｅ、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 

 Ｆ、設置緩衝綠帶減緩環境衝擊。

 Ｇ、降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量及排放標準。

 (２) 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十公頃者，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訂定輔導方案後，得循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

 (３) 屬在地型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變更為工業區。 

 ４、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鄉村區：

 (１) 現有聚落人口二百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地區得視實際狀況酌減之。

 (２) 配合興辦住宅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３) 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區域計畫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及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４) 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類型如 

  下： 

 Ａ、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Ｂ、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 

 Ｃ、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定農地變更法規辦理。

 ５、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１) 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林業試驗 

  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 

  標準查定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其毗連土地面 

  積在五公頃以上。

 (２) 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百分之二十，屬同一完整地形單 

  元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二十五公頃以上。

 ６、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山坡地保育區： 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條或水土保持法 

  第三條規定山坡地，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１) 坡度大於百分之三十，或坡度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仍須加以保育之地 

  區。

 (２) 地質敏感區。

 (３) 為進行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地區。

 (４) 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第六級之加強保育地。

 (５) 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地區。 

 ７、劃定或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１) 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具備完整 

  之經營管 理計畫。

 (２) 最小面積以二十五公頃為原則，且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Ａ、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Ｂ、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Ｃ、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

 (３) 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之區位，並屬資源型 

  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者，得不受二十五公頃限制。

 (４) 申請劃定非都市土地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程序辦理。

 (５)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Ａ、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Ｂ、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觀光主管機關應檢視轄區內既 

  有風景區之使用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 

  風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 

  理；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 

  更作業。

  Ｃ、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直轄市 

  級風景特定區或縣（市）級風景特定區，且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 

  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第七目之 

  二規定辦理。

 (６) 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劃設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觀光遊憩區 

  、服務設施區、一般使用區等功能分區性質，檢討變更為風景區或其他適當 

  使用分區。

 ８、劃定或檢討變更為國家公園區：

 (１) 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 

  者。

 (２) 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培 

  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３) 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９、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１)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內之 

  土地，並 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２) 尚未公告河川區域及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機關依河 

  川實際水 路所及、土地編定使用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料認定應行管制之範 

  圍。

 １０、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海域區：

 (１)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 

   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且非屬都市計畫 

   及國家公園範圍。

 (２) 其他未公告領海基線者：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水域範 

   圍，該範圍參照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烏坵、馬祖、東引、亮 

   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劃定。

 (３) 位於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已登記地籍者。 

 １１、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註明其用途者。除供作農業使用 

 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１) 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郵政、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２) 軍事設施。

 (３) 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４) 高爾夫球場。

 (５) 學校。

 (６) 工商綜合區。

 (７) 殯葬設施。

 (８) 遊憩設施區。

 (９) 土石採取場。

 (１０)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二)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得由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備：

 １、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２、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３、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４、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 

  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５、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積達二 

  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三) 申請開發案件涉及使用分區變更為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或特定專用區者，應依 

  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依核定 

  計畫辦理使用分區變更。

 (四) 為加強資源保育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變更其事業計 

  畫範圍而劃出使用分區，或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優先劃為河川區、森林區或特定農業 

  區。

 ２、未符合前目規定情形者，得恢復為原使用分區或檢討變更為毗鄰之使用分區。 

  其中原使用分區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得比照資源型使用分區變更相關規定辦 

  理。

 (五) 符合二種以上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應依下列順序辦 

  理： 

 １、符合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２、符合森林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３、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４、符合其他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視實際情形檢討為適當之使用分區。

 (六) 位於地籍外界線至海陸交界間，因自然沉積，或因堤防等人工構造物興建致浮覆而 

  形成之陸地，業配合政策需要已暫時劃定為海域區者，如經測量登記，應儘速依區 

  域計畫法規定，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並編定適當使用地。

 (七) 位屬同一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第一次劃定使用分區，以劃定 

  與周邊土地同一類別之使用分區為原則。

 (八)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經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後，其申請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過程中，如工業主管機關未核准其興辦事業 

  計畫，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 

  其使用分區應循本須知規定程序，恢復為特定農業區。

 (九) 林業用地為進行礦石開採，循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其 

  採礦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應恢復為原使用分區。

 (十) 離島地區未編定土地，如屬區域計畫實施前之既有設施或建築物，且符合建築法相 

  關規定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其當時土地使用現況劃定為適當使用分區及編 

  定使用地；另考量離島面積狹小之特殊性，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時，得不受各種 

  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 討變更所訂面積規模之限制。

 (十一) 政府機關主辦具加強資源保育、國土保安與災害防治計畫，計畫範圍內除必要附 

   屬設施外，未涉及增設其他服務性設施者，於符合資源保育情形下，得依資源型 

   使用分區變更程序辦理。

 (十二) 經區域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定應檢討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 

  育區、 森林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區域計畫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配合檢討變 

  更或劃定符合區域計 畫規定之使用分區。

十六、造冊及統計：

  各種使用地編定完竣，除未登記之海域用地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繕 

 造土地使用編定清冊（格式見附件一之一）一式五份，除一份存查外，二份報中央主 

 管機關，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一份發交地政事務所據以登載編定結果 

 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並按鄉（鎮、市、區）製作面積彙整表（格式見附件一之二 

 ），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備或核定後，如有修正部分，應隨即修正。

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完竣，應 

  依區 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檢附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格式見附件二之一、二之二）、公開 

  展覽及說明會資 料，併同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形、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 地使用編定圖、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 

  乙式五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或核定。如未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 

  用地編定圖。

 (二) 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利單位公告之河川圖籍為 

  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定。

 (三) 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使用編定 

  清冊。

 (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送達中央主管機關後，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邀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列席。

 (五) 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或核定。並於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查，並發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各三份。 

二十、登簿：

  各種使用編定結果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規定核備或依同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核 

 定，並經公告期滿後，地政事務所應依據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將土地使用編定結果， 

 除未登記 之海域用地外，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之編定使用種類欄（○○區○○ 

 用地）。但公告期間提出申請遺漏或錯誤之更正案件，應俟其處理完畢，再據以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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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
(依據 108.01.28 財政部台財關字第 1071027040 號) 

經   調   字   第 108046003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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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稅及反傾銷稅
課 徵 實 施 辦 法修正

第八條 財政部對於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申請，除認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駁回者外，應 

 會商有關機關，作成應否進行調查之議案提交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審議：

 一、申請人不具備第六條規定資格者。 

 二、不合前條規定，經限期補正資料而屆期不補正者。 

 三、對於顯非屬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範圍之事項提出申請者。 前項申請案件，除應 

  予駁回者外，財政部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但經 

  通知限期補正者，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期限自收到補正齊全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平衡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知 

  出國或產製國政府或其代表進行諮商，以謀求解決方法；於調查期間，並應提供 

  繼續諮商之機會。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 

  知輸出國政府或其代表。

  第三項之諮商，不影響案件調查、認定之進行。

第九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不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其經決議進行調查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經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未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與我國進口商，得於公告進 

 行調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財政部表明身分申請接受調查。

 財政部於調查開始時，應將第七條所定申請書之內容，提供予輸出國、產製國政府或 

 其代表及已知之國外出口商；並依請求，提供予其他利害關係人。但依規定應予保密 

 之資料，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就有無補貼或傾銷進行調查，並應 

 即移送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第十二條 經濟部為前條之調查，應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就申請人及利害關 

 係人所提資料，參酌其可得之相關資料審查後，將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經初步調查認定未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其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 

 者，財政部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七十日內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作成有無 

 補貼或傾銷之初步認定，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第十三條 依第九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  

 經初步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事實，且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 

 間繼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 

 傾銷稅，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前項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納稅義務人得以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提 供 

 擔保或保證金。

 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 

 最長為四個月；臨時課徵之反傾銷稅如經占涉案貿易額相當比例之國外出口商請求 

 者，其課徵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財政部於調查程序中，如認應進行審查是否課徵較傾銷差額為低之反傾銷稅即足 以 

 消除損害時，得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將前項四個月及六個月之課徵期間分別調整 

 為六個月及九個月。

第十四條 財政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定有無補貼或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公 

 告之翌日起六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完成最後認定。

 經最後認定無補貼或傾銷之案件，財政部應予結案，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同時通知經濟部停止調查。經最後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之案件， 

 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 

 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作成該補貼或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 

 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第十五條 案件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財政部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終止 

 調查：

 一、補貼、傾銷或損害之證據不足。 

 二、補貼金額低於其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一。 

 三、經最後認定傾銷差額低於輸出國或產製國同類貨物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二。 

 四、數個涉案國家，其個別傾銷或補貼輸入數量低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

 三。但各該涉案國家進口數量合計高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七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終止調查時，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 

 公告後結案。

第十五條之一  申請人於案件公告進行調查後撤回申請者，應檢具撤回原因及撤回案件申請人 

 符合第六條產業代表性等相關資料向財政部申請，財政部得會商有關機關後提 

 交審議小組審議。申請撤回之日起至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日止，不計入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 

 五項之案件調查期限。

 前項申請撤回案件，如經審議小組決議終止調查，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但審議小組認為有調查必要者，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繼續進行調查，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十六條 財政部對於經濟部最後調查認定無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 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及公告之。經最後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應課徵者，財政部應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範圍、對象、稅率、開徵或停徵 

 日期，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決議不課徵者，亦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審議小組為前項是否課徵之審議時，應以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等因素為主要之 認 

 定基礎，並得斟酌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影響。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開始調查、初步或最後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及依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除應予保密者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始調查之公告：

 (一) 輸出國或產製國名稱及涉案貨物。

 (二) 開始調查日期。

 (三) 補貼或傾銷根據。

 (四) 損害產業之各項經濟因素摘要。

 (五) 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期間及主管機關收受書面意見之處所。

  二、初步或最後認定之公告：

 (一) 對主要主張事項之認定結果。

 (二) 認定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三、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公告：

 (一) 初步認定有補貼、傾銷與損害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二)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名稱，或輸出國或產製國。 

 (三) 涉案貨物之說明。

 (四)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之理由。

 (五) 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主要理由。

  四、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

 (一) 接受具結之相關事實及法令依據。

 (二) 接受或拒絕利害關係國、國外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所提意見之理由。

 (三)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及損害之理由。

 (四) 非應予保密之具結資料。

第二十四條 具結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財政部得暫停調查 

 及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經 

 審議小組審議認為具結措施不可行、實際或潛在之出口商為數過多、不符一般政 

 策或其他因素，財政部得不接受具結，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經接受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具結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  

 商請求，繼續調查。

 調查結果無補貼、傾銷或損害時，具結自動失效。但無補貼、傾銷或損害主要係 

 因履行具結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之一  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應依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之承諾事項履行具結並配合財政部查核。

 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有違反具結情事時，主管機關得停止該具結之適用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完成最後調查認定，並經財政部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案件， 

  依該稅率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二、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暫停調查之案件，應儘速完成調查；案件於當 

  時未臨時課徵或停止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財政部得於必要時 

  就已得資料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核 

  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並得對開始臨時課徵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 

  之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但對違反具結前已進口之貨物，不予課 

  徵。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傾銷差額，應按已知之受調查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個別決定之。

 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 

 選擇合理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最大輸出比 

 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 

 額。

 依前項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如及時提供必要資料，且不 

 影響調查者，仍應個別決定其傾銷差額，並適用個別稅率。但該等出口商或生產 

 者數目過多致影響調查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之一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新 

 出口商調查，認定其個別傾銷差額：

 一、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內未輸入涉案貨物。

  二、與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輸入涉案貨物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無關。 

 三、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後已輸入相當數量之涉案貨物。 前項調查申請 

  應於案件公告課徵反傾銷稅後，且於首次輸入涉案貨物一年內向財

  政部提出。

  新出口商調查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調查 

  ，並將調 查結果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以書面通知該國外生產者或 

  出口商，及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財政部自公告進行新出口商調查之日起，得要求向該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輸入涉案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按原核定反傾銷稅，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方式提供擔保或保證金。新出口商傾銷差額確定後，應課稅額高於擔 

  保或保證金金額者，其差額免予補徵；低於擔保或保證金金額者，退還 

  其差額。

第四十二條 經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於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後，對開始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貨物，課徵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一、領受補貼之進口貨物在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二、該貨物曾有 

  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三、我國進 

  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 

  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第四十三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公告課徵後，財政部得依職權或依原申請人、利害關係人於課 

 徵滿一年後提出之具體事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課徵原因有無消滅或變 

 更之期中調查。

 依前項審議決議進行期中調查之案件，主管機關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翌日起九個  

 月內作成認定。必要時，期間得予延長，但不得逾十二個月。

 期中調查案件，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僅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於完成調查並提交審議小組

 審議後作成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之認定，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二、僅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即移送經濟部調查認定；經濟

 部將調查結果通知財政部時，財政部應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停止或變更  

 課徵後，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三、涉及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除將產業損害部分移 

       送經濟部調查外，應完成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其經認定補貼或傾銷已消滅之案件，財政部應通知經濟部停止調 查 

  ，並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停止課徵。

 四、經濟部為前款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作成認定者，應將調查認定 

  結果通知財政部，由財政部併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提交審議

   小組審議後，認定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利害關係 

  人及公告。

  前項之調查、審議，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應考量是否有必要 

  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以抵銷補貼或傾銷；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 

  更者，應考量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後損害是否可能繼續或再發 

  生；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 

  條以外之規定。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具結原因消滅或變更之調查及認 

  定，其處理程序，準用前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之日起滿五年，或依前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繼續課徵之日 

 起滿五年者，應停止課徵。但經主管機關進行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是否繼續課徵之 

 調查（以下稱落日調查），認定補貼或傾銷及損害可能因停止課徵而繼續或再發 

 生者，不在此限。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應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滿 

 四年六個月前，財政部應公告課徵期間將屆五年，第十條第三款之利害關係人認 

 有繼續課徵之必要者，得於公告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提出落日 調查之申請。財政部 

 對該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調查。

 前項審議決議進行落日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第一項之調查認定，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進行第一 

 項之調查，並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認定後，通知財政部。財 

 政部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其經審議決議繼續課徵 

 者，財政部應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規定之期間，必要時得予延長，但財政部調查期間不得逾十個月，經濟部調 

 查期間不得逾十二個月；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 

 十條至第四十二條以外之規定。

 第三項利害關係人未檢附具體事證或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審議小組決議不進  

 行落日調查或經落日調查認定不繼續課徵者，財政部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 

 ，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其具結措施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繼  

 續適用；其處理程序，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至前項規定。

第四十五條 經濟部為進行前二條有關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之調查認定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進口量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增加。

  二、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影響我國同類貨物市場價格。 

 三、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損害我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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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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財政部對於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申請，除認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駁回者外，應 

 會商有關機關，作成應否進行調查之議案提交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審議：

 一、申請人不具備第六條規定資格者。 

 二、不合前條規定，經限期補正資料而屆期不補正者。 

 三、對於顯非屬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範圍之事項提出申請者。 前項申請案件，除應 

  予駁回者外，財政部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但經 

  通知限期補正者，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期限自收到補正齊全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平衡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知 

  出國或產製國政府或其代表進行諮商，以謀求解決方法；於調查期間，並應提供 

  繼續諮商之機會。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 

  知輸出國政府或其代表。

  第三項之諮商，不影響案件調查、認定之進行。

第九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不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其經決議進行調查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經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未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與我國進口商，得於公告進 

 行調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財政部表明身分申請接受調查。

 財政部於調查開始時，應將第七條所定申請書之內容，提供予輸出國、產製國政府或 

 其代表及已知之國外出口商；並依請求，提供予其他利害關係人。但依規定應予保密 

 之資料，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就有無補貼或傾銷進行調查，並應 

 即移送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第十二條 經濟部為前條之調查，應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就申請人及利害關 

 係人所提資料，參酌其可得之相關資料審查後，將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經初步調查認定未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其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 

 者，財政部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七十日內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作成有無 

 補貼或傾銷之初步認定，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第十三條 依第九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  

 經初步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事實，且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 

 間繼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 

 傾銷稅，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前項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納稅義務人得以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提 供 

 擔保或保證金。

 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 

 最長為四個月；臨時課徵之反傾銷稅如經占涉案貿易額相當比例之國外出口商請求 

 者，其課徵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財政部於調查程序中，如認應進行審查是否課徵較傾銷差額為低之反傾銷稅即足 以 

 消除損害時，得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將前項四個月及六個月之課徵期間分別調整 

 為六個月及九個月。

第十四條 財政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定有無補貼或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公 

 告之翌日起六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完成最後認定。

 經最後認定無補貼或傾銷之案件，財政部應予結案，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同時通知經濟部停止調查。經最後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之案件， 

 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 

 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作成該補貼或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 

 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第十五條 案件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財政部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終止 

 調查：

 一、補貼、傾銷或損害之證據不足。 

 二、補貼金額低於其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一。 

 三、經最後認定傾銷差額低於輸出國或產製國同類貨物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二。 

 四、數個涉案國家，其個別傾銷或補貼輸入數量低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

 三。但各該涉案國家進口數量合計高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七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終止調查時，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 

 公告後結案。

第十五條之一  申請人於案件公告進行調查後撤回申請者，應檢具撤回原因及撤回案件申請人 

 符合第六條產業代表性等相關資料向財政部申請，財政部得會商有關機關後提 

 交審議小組審議。申請撤回之日起至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日止，不計入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 

 五項之案件調查期限。

 前項申請撤回案件，如經審議小組決議終止調查，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但審議小組認為有調查必要者，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繼續進行調查，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十六條 財政部對於經濟部最後調查認定無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 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及公告之。經最後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應課徵者，財政部應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範圍、對象、稅率、開徵或停徵 

 日期，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決議不課徵者，亦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審議小組為前項是否課徵之審議時，應以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等因素為主要之 認 

 定基礎，並得斟酌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影響。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開始調查、初步或最後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及依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除應予保密者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始調查之公告：

 (一) 輸出國或產製國名稱及涉案貨物。

 (二) 開始調查日期。

 (三) 補貼或傾銷根據。

 (四) 損害產業之各項經濟因素摘要。

 (五) 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期間及主管機關收受書面意見之處所。

  二、初步或最後認定之公告：

 (一) 對主要主張事項之認定結果。

 (二) 認定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三、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公告：

 (一) 初步認定有補貼、傾銷與損害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二)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名稱，或輸出國或產製國。 

 (三) 涉案貨物之說明。

 (四)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之理由。

 (五) 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主要理由。

  四、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

 (一) 接受具結之相關事實及法令依據。

 (二) 接受或拒絕利害關係國、國外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所提意見之理由。

 (三)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及損害之理由。

 (四) 非應予保密之具結資料。

第二十四條 具結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財政部得暫停調查 

 及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經 

 審議小組審議認為具結措施不可行、實際或潛在之出口商為數過多、不符一般政 

 策或其他因素，財政部得不接受具結，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經接受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具結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  

 商請求，繼續調查。

 調查結果無補貼、傾銷或損害時，具結自動失效。但無補貼、傾銷或損害主要係 

 因履行具結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之一  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應依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之承諾事項履行具結並配合財政部查核。

 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有違反具結情事時，主管機關得停止該具結之適用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完成最後調查認定，並經財政部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案件， 

  依該稅率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二、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暫停調查之案件，應儘速完成調查；案件於當 

  時未臨時課徵或停止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財政部得於必要時 

  就已得資料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核 

  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並得對開始臨時課徵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 

  之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但對違反具結前已進口之貨物，不予課 

  徵。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傾銷差額，應按已知之受調查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個別決定之。

 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 

 選擇合理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最大輸出比 

 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 

 額。

 依前項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如及時提供必要資料，且不 

 影響調查者，仍應個別決定其傾銷差額，並適用個別稅率。但該等出口商或生產 

 者數目過多致影響調查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之一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新 

 出口商調查，認定其個別傾銷差額：

 一、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內未輸入涉案貨物。

  二、與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輸入涉案貨物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無關。 

 三、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後已輸入相當數量之涉案貨物。 前項調查申請 

  應於案件公告課徵反傾銷稅後，且於首次輸入涉案貨物一年內向財

  政部提出。

  新出口商調查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調查 

  ，並將調 查結果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以書面通知該國外生產者或 

  出口商，及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財政部自公告進行新出口商調查之日起，得要求向該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輸入涉案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按原核定反傾銷稅，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方式提供擔保或保證金。新出口商傾銷差額確定後，應課稅額高於擔 

  保或保證金金額者，其差額免予補徵；低於擔保或保證金金額者，退還 

  其差額。

第四十二條 經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於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後，對開始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貨物，課徵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一、領受補貼之進口貨物在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二、該貨物曾有 

  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三、我國進 

  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 

  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第四十三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公告課徵後，財政部得依職權或依原申請人、利害關係人於課 

 徵滿一年後提出之具體事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課徵原因有無消滅或變 

 更之期中調查。

 依前項審議決議進行期中調查之案件，主管機關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翌日起九個  

 月內作成認定。必要時，期間得予延長，但不得逾十二個月。

 期中調查案件，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僅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於完成調查並提交審議小組

 審議後作成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之認定，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二、僅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即移送經濟部調查認定；經濟

 部將調查結果通知財政部時，財政部應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停止或變更  

 課徵後，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三、涉及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除將產業損害部分移 

       送經濟部調查外，應完成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其經認定補貼或傾銷已消滅之案件，財政部應通知經濟部停止調 查 

  ，並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停止課徵。

 四、經濟部為前款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作成認定者，應將調查認定 

  結果通知財政部，由財政部併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提交審議

   小組審議後，認定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利害關係 

  人及公告。

  前項之調查、審議，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應考量是否有必要 

  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以抵銷補貼或傾銷；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 

  更者，應考量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後損害是否可能繼續或再發 

  生；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 

  條以外之規定。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具結原因消滅或變更之調查及認 

  定，其處理程序，準用前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之日起滿五年，或依前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繼續課徵之日 

 起滿五年者，應停止課徵。但經主管機關進行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是否繼續課徵之 

 調查（以下稱落日調查），認定補貼或傾銷及損害可能因停止課徵而繼續或再發 

 生者，不在此限。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應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滿 

 四年六個月前，財政部應公告課徵期間將屆五年，第十條第三款之利害關係人認 

 有繼續課徵之必要者，得於公告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提出落日 調查之申請。財政部 

 對該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調查。

 前項審議決議進行落日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第一項之調查認定，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進行第一 

 項之調查，並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認定後，通知財政部。財 

 政部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其經審議決議繼續課徵 

 者，財政部應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規定之期間，必要時得予延長，但財政部調查期間不得逾十個月，經濟部調 

 查期間不得逾十二個月；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 

 十條至第四十二條以外之規定。

 第三項利害關係人未檢附具體事證或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審議小組決議不進  

 行落日調查或經落日調查認定不繼續課徵者，財政部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 

 ，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其具結措施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繼  

 續適用；其處理程序，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至前項規定。

第四十五條 經濟部為進行前二條有關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之調查認定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進口量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增加。

  二、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影響我國同類貨物市場價格。 

 三、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損害我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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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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財政部對於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申請，除認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駁回者外，應 

 會商有關機關，作成應否進行調查之議案提交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審議：

 一、申請人不具備第六條規定資格者。 

 二、不合前條規定，經限期補正資料而屆期不補正者。 

 三、對於顯非屬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範圍之事項提出申請者。 前項申請案件，除應 

  予駁回者外，財政部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但經 

  通知限期補正者，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期限自收到補正齊全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平衡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知 

  出國或產製國政府或其代表進行諮商，以謀求解決方法；於調查期間，並應提供 

  繼續諮商之機會。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 

  知輸出國政府或其代表。

  第三項之諮商，不影響案件調查、認定之進行。

第九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不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其經決議進行調查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經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未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與我國進口商，得於公告進 

 行調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財政部表明身分申請接受調查。

 財政部於調查開始時，應將第七條所定申請書之內容，提供予輸出國、產製國政府或 

 其代表及已知之國外出口商；並依請求，提供予其他利害關係人。但依規定應予保密 

 之資料，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就有無補貼或傾銷進行調查，並應 

 即移送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第十二條 經濟部為前條之調查，應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就申請人及利害關 

 係人所提資料，參酌其可得之相關資料審查後，將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經初步調查認定未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其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 

 者，財政部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七十日內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作成有無 

 補貼或傾銷之初步認定，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第十三條 依第九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  

 經初步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事實，且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 

 間繼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 

 傾銷稅，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前項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納稅義務人得以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提 供 

 擔保或保證金。

 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 

 最長為四個月；臨時課徵之反傾銷稅如經占涉案貿易額相當比例之國外出口商請求 

 者，其課徵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財政部於調查程序中，如認應進行審查是否課徵較傾銷差額為低之反傾銷稅即足 以 

 消除損害時，得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將前項四個月及六個月之課徵期間分別調整 

 為六個月及九個月。

第十四條 財政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定有無補貼或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公 

 告之翌日起六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完成最後認定。

 經最後認定無補貼或傾銷之案件，財政部應予結案，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同時通知經濟部停止調查。經最後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之案件， 

 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 

 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作成該補貼或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 

 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第十五條 案件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財政部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終止 

 調查：

 一、補貼、傾銷或損害之證據不足。 

 二、補貼金額低於其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一。 

 三、經最後認定傾銷差額低於輸出國或產製國同類貨物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二。 

 四、數個涉案國家，其個別傾銷或補貼輸入數量低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

 三。但各該涉案國家進口數量合計高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七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終止調查時，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 

 公告後結案。

第十五條之一  申請人於案件公告進行調查後撤回申請者，應檢具撤回原因及撤回案件申請人 

 符合第六條產業代表性等相關資料向財政部申請，財政部得會商有關機關後提 

 交審議小組審議。申請撤回之日起至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日止，不計入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 

 五項之案件調查期限。

 前項申請撤回案件，如經審議小組決議終止調查，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但審議小組認為有調查必要者，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繼續進行調查，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十六條 財政部對於經濟部最後調查認定無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 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及公告之。經最後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應課徵者，財政部應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範圍、對象、稅率、開徵或停徵 

 日期，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決議不課徵者，亦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審議小組為前項是否課徵之審議時，應以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等因素為主要之 認 

 定基礎，並得斟酌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影響。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開始調查、初步或最後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及依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除應予保密者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始調查之公告：

 (一) 輸出國或產製國名稱及涉案貨物。

 (二) 開始調查日期。

 (三) 補貼或傾銷根據。

 (四) 損害產業之各項經濟因素摘要。

 (五) 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期間及主管機關收受書面意見之處所。

  二、初步或最後認定之公告：

 (一) 對主要主張事項之認定結果。

 (二) 認定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三、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公告：

 (一) 初步認定有補貼、傾銷與損害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二)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名稱，或輸出國或產製國。 

 (三) 涉案貨物之說明。

 (四)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之理由。

 (五) 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主要理由。

  四、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

 (一) 接受具結之相關事實及法令依據。

 (二) 接受或拒絕利害關係國、國外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所提意見之理由。

 (三)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及損害之理由。

 (四) 非應予保密之具結資料。

第二十四條 具結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財政部得暫停調查 

 及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經 

 審議小組審議認為具結措施不可行、實際或潛在之出口商為數過多、不符一般政 

 策或其他因素，財政部得不接受具結，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經接受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具結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  

 商請求，繼續調查。

 調查結果無補貼、傾銷或損害時，具結自動失效。但無補貼、傾銷或損害主要係 

 因履行具結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之一  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應依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之承諾事項履行具結並配合財政部查核。

 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有違反具結情事時，主管機關得停止該具結之適用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完成最後調查認定，並經財政部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案件， 

  依該稅率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二、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暫停調查之案件，應儘速完成調查；案件於當 

  時未臨時課徵或停止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財政部得於必要時 

  就已得資料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核 

  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並得對開始臨時課徵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 

  之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但對違反具結前已進口之貨物，不予課 

  徵。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傾銷差額，應按已知之受調查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個別決定之。

 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 

 選擇合理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最大輸出比 

 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 

 額。

 依前項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如及時提供必要資料，且不 

 影響調查者，仍應個別決定其傾銷差額，並適用個別稅率。但該等出口商或生產 

 者數目過多致影響調查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之一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新 

 出口商調查，認定其個別傾銷差額：

 一、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內未輸入涉案貨物。

  二、與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輸入涉案貨物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無關。 

 三、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後已輸入相當數量之涉案貨物。 前項調查申請 

  應於案件公告課徵反傾銷稅後，且於首次輸入涉案貨物一年內向財

  政部提出。

  新出口商調查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調查 

  ，並將調 查結果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以書面通知該國外生產者或 

  出口商，及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財政部自公告進行新出口商調查之日起，得要求向該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輸入涉案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按原核定反傾銷稅，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方式提供擔保或保證金。新出口商傾銷差額確定後，應課稅額高於擔 

  保或保證金金額者，其差額免予補徵；低於擔保或保證金金額者，退還 

  其差額。

第四十二條 經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於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後，對開始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貨物，課徵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一、領受補貼之進口貨物在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二、該貨物曾有 

  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三、我國進 

  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 

  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第四十三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公告課徵後，財政部得依職權或依原申請人、利害關係人於課 

 徵滿一年後提出之具體事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課徵原因有無消滅或變 

 更之期中調查。

 依前項審議決議進行期中調查之案件，主管機關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翌日起九個  

 月內作成認定。必要時，期間得予延長，但不得逾十二個月。

 期中調查案件，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僅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於完成調查並提交審議小組

 審議後作成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之認定，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二、僅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即移送經濟部調查認定；經濟

 部將調查結果通知財政部時，財政部應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停止或變更  

 課徵後，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三、涉及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除將產業損害部分移 

       送經濟部調查外，應完成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其經認定補貼或傾銷已消滅之案件，財政部應通知經濟部停止調 查 

  ，並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停止課徵。

 四、經濟部為前款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作成認定者，應將調查認定 

  結果通知財政部，由財政部併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提交審議

   小組審議後，認定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利害關係 

  人及公告。

  前項之調查、審議，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應考量是否有必要 

  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以抵銷補貼或傾銷；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 

  更者，應考量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後損害是否可能繼續或再發 

  生；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 

  條以外之規定。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具結原因消滅或變更之調查及認 

  定，其處理程序，準用前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之日起滿五年，或依前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繼續課徵之日 

 起滿五年者，應停止課徵。但經主管機關進行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是否繼續課徵之 

 調查（以下稱落日調查），認定補貼或傾銷及損害可能因停止課徵而繼續或再發 

 生者，不在此限。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應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滿 

 四年六個月前，財政部應公告課徵期間將屆五年，第十條第三款之利害關係人認 

 有繼續課徵之必要者，得於公告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提出落日 調查之申請。財政部 

 對該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調查。

 前項審議決議進行落日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第一項之調查認定，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進行第一 

 項之調查，並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認定後，通知財政部。財 

 政部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其經審議決議繼續課徵 

 者，財政部應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規定之期間，必要時得予延長，但財政部調查期間不得逾十個月，經濟部調 

 查期間不得逾十二個月；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 

 十條至第四十二條以外之規定。

 第三項利害關係人未檢附具體事證或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審議小組決議不進  

 行落日調查或經落日調查認定不繼續課徵者，財政部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 

 ，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其具結措施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繼  

 續適用；其處理程序，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至前項規定。

第四十五條 經濟部為進行前二條有關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之調查認定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進口量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增加。

  二、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影響我國同類貨物市場價格。 

 三、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損害我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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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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財政部對於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申請，除認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駁回者外，應 

 會商有關機關，作成應否進行調查之議案提交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審議：

 一、申請人不具備第六條規定資格者。 

 二、不合前條規定，經限期補正資料而屆期不補正者。 

 三、對於顯非屬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範圍之事項提出申請者。 前項申請案件，除應 

  予駁回者外，財政部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但經 

  通知限期補正者，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期限自收到補正齊全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平衡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知 

  出國或產製國政府或其代表進行諮商，以謀求解決方法；於調查期間，並應提供 

  繼續諮商之機會。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 

  知輸出國政府或其代表。

  第三項之諮商，不影響案件調查、認定之進行。

第九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不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其經決議進行調查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經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未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與我國進口商，得於公告進 

 行調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財政部表明身分申請接受調查。

 財政部於調查開始時，應將第七條所定申請書之內容，提供予輸出國、產製國政府或 

 其代表及已知之國外出口商；並依請求，提供予其他利害關係人。但依規定應予保密 

 之資料，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就有無補貼或傾銷進行調查，並應 

 即移送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第十二條 經濟部為前條之調查，應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就申請人及利害關 

 係人所提資料，參酌其可得之相關資料審查後，將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經初步調查認定未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其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 

 者，財政部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七十日內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作成有無 

 補貼或傾銷之初步認定，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第十三條 依第九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  

 經初步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事實，且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 

 間繼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 

 傾銷稅，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前項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納稅義務人得以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提 供 

 擔保或保證金。

 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 

 最長為四個月；臨時課徵之反傾銷稅如經占涉案貿易額相當比例之國外出口商請求 

 者，其課徵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財政部於調查程序中，如認應進行審查是否課徵較傾銷差額為低之反傾銷稅即足 以 

 消除損害時，得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將前項四個月及六個月之課徵期間分別調整 

 為六個月及九個月。

第十四條 財政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定有無補貼或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公 

 告之翌日起六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完成最後認定。

 經最後認定無補貼或傾銷之案件，財政部應予結案，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同時通知經濟部停止調查。經最後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之案件， 

 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 

 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作成該補貼或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 

 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第十五條 案件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財政部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終止 

 調查：

 一、補貼、傾銷或損害之證據不足。 

 二、補貼金額低於其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一。 

 三、經最後認定傾銷差額低於輸出國或產製國同類貨物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二。 

 四、數個涉案國家，其個別傾銷或補貼輸入數量低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

 三。但各該涉案國家進口數量合計高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七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終止調查時，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 

 公告後結案。

第十五條之一  申請人於案件公告進行調查後撤回申請者，應檢具撤回原因及撤回案件申請人 

 符合第六條產業代表性等相關資料向財政部申請，財政部得會商有關機關後提 

 交審議小組審議。申請撤回之日起至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日止，不計入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 

 五項之案件調查期限。

 前項申請撤回案件，如經審議小組決議終止調查，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但審議小組認為有調查必要者，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繼續進行調查，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十六條 財政部對於經濟部最後調查認定無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 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及公告之。經最後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應課徵者，財政部應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範圍、對象、稅率、開徵或停徵 

 日期，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決議不課徵者，亦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審議小組為前項是否課徵之審議時，應以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等因素為主要之 認 

 定基礎，並得斟酌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影響。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開始調查、初步或最後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及依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除應予保密者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始調查之公告：

 (一) 輸出國或產製國名稱及涉案貨物。

 (二) 開始調查日期。

 (三) 補貼或傾銷根據。

 (四) 損害產業之各項經濟因素摘要。

 (五) 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期間及主管機關收受書面意見之處所。

  二、初步或最後認定之公告：

 (一) 對主要主張事項之認定結果。

 (二) 認定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三、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公告：

 (一) 初步認定有補貼、傾銷與損害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二)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名稱，或輸出國或產製國。 

 (三) 涉案貨物之說明。

 (四)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之理由。

 (五) 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主要理由。

  四、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

 (一) 接受具結之相關事實及法令依據。

 (二) 接受或拒絕利害關係國、國外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所提意見之理由。

 (三)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及損害之理由。

 (四) 非應予保密之具結資料。

第二十四條 具結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財政部得暫停調查 

 及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經 

 審議小組審議認為具結措施不可行、實際或潛在之出口商為數過多、不符一般政 

 策或其他因素，財政部得不接受具結，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經接受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具結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  

 商請求，繼續調查。

 調查結果無補貼、傾銷或損害時，具結自動失效。但無補貼、傾銷或損害主要係 

 因履行具結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之一  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應依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之承諾事項履行具結並配合財政部查核。

 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有違反具結情事時，主管機關得停止該具結之適用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完成最後調查認定，並經財政部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案件， 

  依該稅率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二、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暫停調查之案件，應儘速完成調查；案件於當 

  時未臨時課徵或停止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財政部得於必要時 

  就已得資料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核 

  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並得對開始臨時課徵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 

  之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但對違反具結前已進口之貨物，不予課 

  徵。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傾銷差額，應按已知之受調查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個別決定之。

 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 

 選擇合理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最大輸出比 

 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 

 額。

 依前項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如及時提供必要資料，且不 

 影響調查者，仍應個別決定其傾銷差額，並適用個別稅率。但該等出口商或生產 

 者數目過多致影響調查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之一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新 

 出口商調查，認定其個別傾銷差額：

 一、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內未輸入涉案貨物。

  二、與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輸入涉案貨物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無關。 

 三、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後已輸入相當數量之涉案貨物。 前項調查申請 

  應於案件公告課徵反傾銷稅後，且於首次輸入涉案貨物一年內向財

  政部提出。

  新出口商調查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調查 

  ，並將調 查結果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以書面通知該國外生產者或 

  出口商，及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財政部自公告進行新出口商調查之日起，得要求向該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輸入涉案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按原核定反傾銷稅，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方式提供擔保或保證金。新出口商傾銷差額確定後，應課稅額高於擔 

  保或保證金金額者，其差額免予補徵；低於擔保或保證金金額者，退還 

  其差額。

第四十二條 經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於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後，對開始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貨物，課徵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一、領受補貼之進口貨物在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二、該貨物曾有 

  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三、我國進 

  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 

  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第四十三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公告課徵後，財政部得依職權或依原申請人、利害關係人於課 

 徵滿一年後提出之具體事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課徵原因有無消滅或變 

 更之期中調查。

 依前項審議決議進行期中調查之案件，主管機關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翌日起九個  

 月內作成認定。必要時，期間得予延長，但不得逾十二個月。

 期中調查案件，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僅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於完成調查並提交審議小組

 審議後作成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之認定，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二、僅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即移送經濟部調查認定；經濟

 部將調查結果通知財政部時，財政部應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停止或變更  

 課徵後，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三、涉及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除將產業損害部分移 

       送經濟部調查外，應完成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其經認定補貼或傾銷已消滅之案件，財政部應通知經濟部停止調 查 

  ，並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停止課徵。

 四、經濟部為前款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作成認定者，應將調查認定 

  結果通知財政部，由財政部併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提交審議

   小組審議後，認定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利害關係 

  人及公告。

  前項之調查、審議，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應考量是否有必要 

  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以抵銷補貼或傾銷；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 

  更者，應考量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後損害是否可能繼續或再發 

  生；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 

  條以外之規定。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具結原因消滅或變更之調查及認 

  定，其處理程序，準用前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之日起滿五年，或依前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繼續課徵之日 

 起滿五年者，應停止課徵。但經主管機關進行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是否繼續課徵之 

 調查（以下稱落日調查），認定補貼或傾銷及損害可能因停止課徵而繼續或再發 

 生者，不在此限。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應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滿 

 四年六個月前，財政部應公告課徵期間將屆五年，第十條第三款之利害關係人認 

 有繼續課徵之必要者，得於公告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提出落日 調查之申請。財政部 

 對該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調查。

 前項審議決議進行落日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第一項之調查認定，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進行第一 

 項之調查，並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認定後，通知財政部。財 

 政部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其經審議決議繼續課徵 

 者，財政部應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規定之期間，必要時得予延長，但財政部調查期間不得逾十個月，經濟部調 

 查期間不得逾十二個月；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 

 十條至第四十二條以外之規定。

 第三項利害關係人未檢附具體事證或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審議小組決議不進  

 行落日調查或經落日調查認定不繼續課徵者，財政部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 

 ，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其具結措施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繼  

 續適用；其處理程序，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至前項規定。

第四十五條 經濟部為進行前二條有關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之調查認定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進口量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增加。

  二、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影響我國同類貨物市場價格。 

 三、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損害我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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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雙月刊 期189化彰 工業

第八條 財政部對於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申請，除認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駁回者外，應 

 會商有關機關，作成應否進行調查之議案提交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審議：

 一、申請人不具備第六條規定資格者。 

 二、不合前條規定，經限期補正資料而屆期不補正者。 

 三、對於顯非屬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範圍之事項提出申請者。 前項申請案件，除應 

  予駁回者外，財政部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但經 

  通知限期補正者，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期限自收到補正齊全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平衡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知 

  出國或產製國政府或其代表進行諮商，以謀求解決方法；於調查期間，並應提供 

  繼續諮商之機會。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 

  知輸出國政府或其代表。

  第三項之諮商，不影響案件調查、認定之進行。

第九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不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其經決議進行調查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經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未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與我國進口商，得於公告進 

 行調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財政部表明身分申請接受調查。

 財政部於調查開始時，應將第七條所定申請書之內容，提供予輸出國、產製國政府或 

 其代表及已知之國外出口商；並依請求，提供予其他利害關係人。但依規定應予保密 

 之資料，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就有無補貼或傾銷進行調查，並應 

 即移送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第十二條 經濟部為前條之調查，應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就申請人及利害關 

 係人所提資料，參酌其可得之相關資料審查後，將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經初步調查認定未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其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 

 者，財政部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七十日內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作成有無 

 補貼或傾銷之初步認定，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第十三條 依第九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  

 經初步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事實，且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 

 間繼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 

 傾銷稅，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前項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納稅義務人得以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提 供 

 擔保或保證金。

 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 

 最長為四個月；臨時課徵之反傾銷稅如經占涉案貿易額相當比例之國外出口商請求 

 者，其課徵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財政部於調查程序中，如認應進行審查是否課徵較傾銷差額為低之反傾銷稅即足 以 

 消除損害時，得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將前項四個月及六個月之課徵期間分別調整 

 為六個月及九個月。

第十四條 財政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定有無補貼或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公 

 告之翌日起六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完成最後認定。

 經最後認定無補貼或傾銷之案件，財政部應予結案，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同時通知經濟部停止調查。經最後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之案件， 

 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 

 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作成該補貼或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 

 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第十五條 案件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財政部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終止 

 調查：

 一、補貼、傾銷或損害之證據不足。 

 二、補貼金額低於其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一。 

 三、經最後認定傾銷差額低於輸出國或產製國同類貨物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二。 

 四、數個涉案國家，其個別傾銷或補貼輸入數量低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

 三。但各該涉案國家進口數量合計高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七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終止調查時，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 

 公告後結案。

第十五條之一  申請人於案件公告進行調查後撤回申請者，應檢具撤回原因及撤回案件申請人 

 符合第六條產業代表性等相關資料向財政部申請，財政部得會商有關機關後提 

 交審議小組審議。申請撤回之日起至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日止，不計入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 

 五項之案件調查期限。

 前項申請撤回案件，如經審議小組決議終止調查，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但審議小組認為有調查必要者，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繼續進行調查，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十六條 財政部對於經濟部最後調查認定無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 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及公告之。經最後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應課徵者，財政部應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範圍、對象、稅率、開徵或停徵 

 日期，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決議不課徵者，亦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審議小組為前項是否課徵之審議時，應以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等因素為主要之 認 

 定基礎，並得斟酌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影響。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開始調查、初步或最後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及依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除應予保密者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始調查之公告：

 (一) 輸出國或產製國名稱及涉案貨物。

 (二) 開始調查日期。

 (三) 補貼或傾銷根據。

 (四) 損害產業之各項經濟因素摘要。

 (五) 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期間及主管機關收受書面意見之處所。

  二、初步或最後認定之公告：

 (一) 對主要主張事項之認定結果。

 (二) 認定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三、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公告：

 (一) 初步認定有補貼、傾銷與損害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二)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名稱，或輸出國或產製國。 

 (三) 涉案貨物之說明。

 (四)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之理由。

 (五) 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主要理由。

  四、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

 (一) 接受具結之相關事實及法令依據。

 (二) 接受或拒絕利害關係國、國外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所提意見之理由。

 (三)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及損害之理由。

 (四) 非應予保密之具結資料。

第二十四條 具結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財政部得暫停調查 

 及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經 

 審議小組審議認為具結措施不可行、實際或潛在之出口商為數過多、不符一般政 

 策或其他因素，財政部得不接受具結，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經接受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具結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  

 商請求，繼續調查。

 調查結果無補貼、傾銷或損害時，具結自動失效。但無補貼、傾銷或損害主要係 

 因履行具結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之一  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應依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之承諾事項履行具結並配合財政部查核。

 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有違反具結情事時，主管機關得停止該具結之適用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完成最後調查認定，並經財政部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案件， 

  依該稅率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二、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暫停調查之案件，應儘速完成調查；案件於當 

  時未臨時課徵或停止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財政部得於必要時 

  就已得資料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核 

  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並得對開始臨時課徵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 

  之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但對違反具結前已進口之貨物，不予課 

  徵。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傾銷差額，應按已知之受調查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個別決定之。

 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 

 選擇合理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最大輸出比 

 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 

 額。

 依前項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如及時提供必要資料，且不 

 影響調查者，仍應個別決定其傾銷差額，並適用個別稅率。但該等出口商或生產 

 者數目過多致影響調查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之一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新 

 出口商調查，認定其個別傾銷差額：

 一、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內未輸入涉案貨物。

  二、與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輸入涉案貨物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無關。 

 三、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後已輸入相當數量之涉案貨物。 前項調查申請 

  應於案件公告課徵反傾銷稅後，且於首次輸入涉案貨物一年內向財

  政部提出。

  新出口商調查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調查 

  ，並將調 查結果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以書面通知該國外生產者或 

  出口商，及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財政部自公告進行新出口商調查之日起，得要求向該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輸入涉案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按原核定反傾銷稅，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方式提供擔保或保證金。新出口商傾銷差額確定後，應課稅額高於擔 

  保或保證金金額者，其差額免予補徵；低於擔保或保證金金額者，退還 

  其差額。

第四十二條 經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於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後，對開始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貨物，課徵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一、領受補貼之進口貨物在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二、該貨物曾有 

  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三、我國進 

  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 

  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第四十三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公告課徵後，財政部得依職權或依原申請人、利害關係人於課 

 徵滿一年後提出之具體事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課徵原因有無消滅或變 

 更之期中調查。

 依前項審議決議進行期中調查之案件，主管機關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翌日起九個  

 月內作成認定。必要時，期間得予延長，但不得逾十二個月。

 期中調查案件，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僅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於完成調查並提交審議小組

 審議後作成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之認定，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二、僅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即移送經濟部調查認定；經濟

 部將調查結果通知財政部時，財政部應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停止或變更  

 課徵後，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三、涉及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除將產業損害部分移 

       送經濟部調查外，應完成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其經認定補貼或傾銷已消滅之案件，財政部應通知經濟部停止調 查 

  ，並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停止課徵。

 四、經濟部為前款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作成認定者，應將調查認定 

  結果通知財政部，由財政部併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提交審議

   小組審議後，認定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利害關係 

  人及公告。

  前項之調查、審議，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應考量是否有必要 

  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以抵銷補貼或傾銷；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 

  更者，應考量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後損害是否可能繼續或再發 

  生；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 

  條以外之規定。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具結原因消滅或變更之調查及認 

  定，其處理程序，準用前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之日起滿五年，或依前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繼續課徵之日 

 起滿五年者，應停止課徵。但經主管機關進行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是否繼續課徵之 

 調查（以下稱落日調查），認定補貼或傾銷及損害可能因停止課徵而繼續或再發 

 生者，不在此限。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應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滿 

 四年六個月前，財政部應公告課徵期間將屆五年，第十條第三款之利害關係人認 

 有繼續課徵之必要者，得於公告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提出落日 調查之申請。財政部 

 對該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調查。

 前項審議決議進行落日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第一項之調查認定，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進行第一 

 項之調查，並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認定後，通知財政部。財 

 政部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其經審議決議繼續課徵 

 者，財政部應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規定之期間，必要時得予延長，但財政部調查期間不得逾十個月，經濟部調 

 查期間不得逾十二個月；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 

 十條至第四十二條以外之規定。

 第三項利害關係人未檢附具體事證或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審議小組決議不進  

 行落日調查或經落日調查認定不繼續課徵者，財政部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 

 ，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其具結措施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繼  

 續適用；其處理程序，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至前項規定。

第四十五條 經濟部為進行前二條有關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之調查認定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進口量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增加。

  二、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影響我國同類貨物市場價格。 

 三、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損害我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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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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財政部對於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申請，除認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駁回者外，應 

 會商有關機關，作成應否進行調查之議案提交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審議：

 一、申請人不具備第六條規定資格者。 

 二、不合前條規定，經限期補正資料而屆期不補正者。 

 三、對於顯非屬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範圍之事項提出申請者。 前項申請案件，除應 

  予駁回者外，財政部應於收到申請書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但經 

  通知限期補正者，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期限自收到補正齊全申請書之翌日起算。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平衡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知 

  出國或產製國政府或其代表進行諮商，以謀求解決方法；於調查期間，並應提供 

  繼續諮商之機會。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 

  知輸出國政府或其代表。

  第三項之諮商，不影響案件調查、認定之進行。

第九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不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 

 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其經決議進行調查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 

 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經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未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與我國進口商，得於公告進 

 行調查之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財政部表明身分申請接受調查。

 財政部於調查開始時，應將第七條所定申請書之內容，提供予輸出國、產製國政府或 

 其代表及已知之國外出口商；並依請求，提供予其他利害關係人。但依規定應予保密 

 之資料，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就有無補貼或傾銷進行調查，並應 

 即移送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第十二條 經濟部為前條之調查，應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就申請人及利害關 

 係人所提資料，參酌其可得之相關資料審查後，將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經初步調查認定未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其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 

 者，財政部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七十日內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作成有無 

 補貼或傾銷之初步認定，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第十三條 依第九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  

 經初步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事實，且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 

 間繼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 

 傾銷稅，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前項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納稅義務人得以本法第十一條規定之方式提 供 

 擔保或保證金。

 臨時課徵之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十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 

 最長為四個月；臨時課徵之反傾銷稅如經占涉案貿易額相當比例之國外出口商請求 

 者，其課徵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財政部於調查程序中，如認應進行審查是否課徵較傾銷差額為低之反傾銷稅即足 以 

 消除損害時，得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將前項四個月及六個月之課徵期間分別調整 

 為六個月及九個月。

第十四條 財政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定有無補貼或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公 

 告之翌日起六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完成最後認定。

 經最後認定無補貼或傾銷之案件，財政部應予結案，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 

 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同時通知經濟部停止調查。經最後認定有補貼或傾銷之案件， 

 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 

 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四十日內，作成該補貼或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 

 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結果通知財政部。

第十五條 案件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財政部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終止 

 調查：

 一、補貼、傾銷或損害之證據不足。 

 二、補貼金額低於其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一。 

 三、經最後認定傾銷差額低於輸出國或產製國同類貨物輸入我國價格百分之二。 

 四、數個涉案國家，其個別傾銷或補貼輸入數量低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

 三。但各該涉案國家進口數量合計高於同類貨物進口總數量百分之七者，不在 

 此限。

  依前項規定終止調查時，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 

 公告後結案。

第十五條之一  申請人於案件公告進行調查後撤回申請者，應檢具撤回原因及撤回案件申請人 

 符合第六條產業代表性等相關資料向財政部申請，財政部得會商有關機關後提 

 交審議小組審議。申請撤回之日起至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之日止，不計入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四條第四項、第 

 五項之案件調查期限。

 前項申請撤回案件，如經審議小組決議終止調查，財政部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予公告後結案。但審議小組認為有調查必要者，主 

 管機關應依職權繼續進行調查，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十六條 財政部對於經濟部最後調查認定無損害我國產業之案件，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 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結案後，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及公告之。經最後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者，財政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 

 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 

 應課徵者，財政部應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範圍、對象、稅率、開徵或停徵 

 日期，並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決議不課徵者，亦 

 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

 審議小組為前項是否課徵之審議時，應以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等因素為主要之 認 

 定基礎，並得斟酌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之影響。

第十七條 依本辦法開始調查、初步或最後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及依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除應予保密者外，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始調查之公告：

 (一) 輸出國或產製國名稱及涉案貨物。

 (二) 開始調查日期。

 (三) 補貼或傾銷根據。

 (四) 損害產業之各項經濟因素摘要。

 (五) 利害關係人表示意見之期間及主管機關收受書面意見之處所。

  二、初步或最後認定之公告：

 (一) 對主要主張事項之認定結果。

 (二) 認定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三、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公告：

 (一) 初步認定有補貼、傾銷與損害之理由及法令依據。

 (二)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名稱，或輸出國或產製國。 

 (三) 涉案貨物之說明。

 (四)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之理由。

 (五) 認定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主要理由。

  四、接受具結而暫停或終止調查之公告：

 (一) 接受具結之相關事實及法令依據。

 (二) 接受或拒絕利害關係國、國外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所提意見之理由。

 (三) 認定補貼或傾銷差額及損害之理由。

 (四) 非應予保密之具結資料。

第二十四條 具結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財政部得暫停調查 

 及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公告之；經 

 審議小組審議認為具結措施不可行、實際或潛在之出口商為數過多、不符一般政 

 策或其他因素，財政部得不接受具結，並通知申請人與已知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經接受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具結後，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經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  

 商請求，繼續調查。

 調查結果無補貼、傾銷或損害時，具結自動失效。但無補貼、傾銷或損害主要係 

 因履行具結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五條之一  經審議小組決議接受具結者，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應依第二十三條第三 

 項之承諾事項履行具結並配合財政部查核。

 輸出國政府或國外出口商有違反具結情事時，主管機關得停止該具結之適用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已完成最後調查認定，並經財政部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案件， 

  依該稅率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二、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暫停調查之案件，應儘速完成調查；案件於當 

  時未臨時課徵或停止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財政部得於必要時 

  就已得資料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其經核 

  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者，並得對開始臨時課徵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 

  之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但對違反具結前已進口之貨物，不予課 

  徵。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傾銷差額，應按已知之受調查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個別決定之。

 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 

 選擇合理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最大輸出比 

 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 

 額。

 依前項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如及時提供必要資料，且不 

 影響調查者，仍應個別決定其傾銷差額，並適用個別稅率。但該等出口商或生產 

 者數目過多致影響調查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條之一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財政部申請新 

 出口商調查，認定其個別傾銷差額：

 一、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內未輸入涉案貨物。

  二、與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輸入涉案貨物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無關。 

 三、於原反傾銷調查資料期間後已輸入相當數量之涉案貨物。 前項調查申請 

  應於案件公告課徵反傾銷稅後，且於首次輸入涉案貨物一年內向財

  政部提出。

  新出口商調查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調查 

  ，並將調 查結果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以書面通知該國外生產者或 

  出口商，及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財政部自公告進行新出口商調查之日起，得要求向該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輸入涉案貨物之納稅義務人按原核定反傾銷稅，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 

  之方式提供擔保或保證金。新出口商傾銷差額確定後，應課稅額高於擔 

  保或保證金金額者，其差額免予補徵；低於擔保或保證金金額者，退還 

  其差額。

第四十二條 經核定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於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後，對開始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貨物，課徵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

 一、領受補貼之進口貨物在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二、該貨物曾有 

  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三、我國進 

  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 

  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

第四十三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公告課徵後，財政部得依職權或依原申請人、利害關係人於課 

 徵滿一年後提出之具體事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課徵原因有無消滅或變 

 更之期中調查。

 依前項審議決議進行期中調查之案件，主管機關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翌日起九個  

 月內作成認定。必要時，期間得予延長，但不得逾十二個月。

 期中調查案件，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僅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於完成調查並提交審議小組

 審議後作成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之認定，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二、僅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應即移送經濟部調查認定；經濟

 部將調查結果通知財政部時，財政部應於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停止或變更  

 課徵後，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

 三、涉及補貼或傾銷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者，財政部除將產業損害部分移 

       送經濟部調查外，應完成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提交審議小 

  組審議，其經認定補貼或傾銷已消滅之案件，財政部應通知經濟部停止調 查 

  ，並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公告停止課徵。

 四、經濟部為前款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並作成認定者，應將調查認定 

  結果通知財政部，由財政部併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之調查，提交審議

   小組審議後，認定是否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並通知利害關係 

  人及公告。

  前項之調查、審議，涉及補貼或傾銷有無消滅或變更者，應考量是否有必要 

  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以抵銷補貼或傾銷；涉及產業損害有無消滅或變 

  更者，應考量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後損害是否可能繼續或再發 

  生；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 

  條以外之規定。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具結原因消滅或變更之調查及認 

  定，其處理程序，準用前四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之日起滿五年，或依前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繼續課徵之日 

 起滿五年者，應停止課徵。但經主管機關進行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是否繼續課徵之 

 調查（以下稱落日調查），認定補貼或傾銷及損害可能因停止課徵而繼續或再發 

 生者，不在此限。

 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應繼續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課徵滿 

 四年六個月前，財政部應公告課徵期間將屆五年，第十條第三款之利害關係人認 

 有繼續課徵之必要者，得於公告之翌日起一個月內提出落日 調查之申請。財政部 

 對該申請，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是否進行調查。

 前項審議決議進行落日調查之案件，財政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完  

 成第一項之調查認定，並通知經濟部。經濟部應自公告進行調查之日起進行第一 

 項之調查，並於接獲財政部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認定後，通知財政部。財 

 政部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其經審議決議繼續課徵 

 者，財政部應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前項規定之期間，必要時得予延長，但財政部調查期間不得逾十個月，經濟部調 

 查期間不得逾十二個月；其處理程序，準用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四 

 十條至第四十二條以外之規定。

 第三項利害關係人未檢附具體事證或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經審議小組決議不進  

 行落日調查或經落日調查認定不繼續課徵者，財政部應提交審議小組審議決議後 

 ，通知已知之利害關係人，並公告之。

 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接受具結之案件，其具結措施於落日調查認定完成前繼  

 續適用；其處理程序，準用第一項及第三項至前項規定。

第四十五條 經濟部為進行前二條有關停止或變更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損害我國產業是否 

 可能繼續或再發生之調查認定時，應綜合考量下列因素：

 一、進口量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增加。

  二、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影響我國同類貨物市場價格。 

 三、進口是否可能繼續或再度損害我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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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4.1.9 衛福部衛授疾字第 1080100040 號)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設置單位：指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並設有實

 驗室或保存場所之機關（構）、團體或事業。

 二、實驗室：指進行傳染病檢驗，或保存、使用、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

 三、保存場所：指實驗室以外保存、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 

 四、生物安全：指為預防工作人員意外暴露，或預防洩漏感染性生物材料，而實

 施之防護措施。

 五、生物保全：指為防止感染性生物材料未經授權而取得、遺失、遭竊、濫用、移 

  轉或洩漏，所實施之保護及管理措施。 

 六、處分：指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新增、刪除品項或增減數量之行為。

第 三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病原體，依其致病危害風險高低，分為四級危險群： 

 一、第一級：大腸桿菌 K12 型、腺相關病毒及其他未影響人體健康者。

  二、第二級：金黃色葡萄球菌、B 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輕微影響人體

  健康，且有預防及治療方法者。 

 三、第三級：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第二型及其他嚴重影響

  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有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四、第四級：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通

  常無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病原體衍生物，指病原體組成 

  成分或其分泌產物經純化或分離者，包括核酸、質體、蛋白質、生物毒素及其 

  他衍生物。

第 四 條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對公眾健康及公共安全具有嚴重危害之虞者，應列為管 制 

 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以下簡稱管制性病原、毒素）；其因濫用或洩漏，可能造成 

 人員大量傷亡者，應列為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與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細項、品類、包裝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實驗室，有操作動物實驗者，為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其餘為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六 條  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七 條  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  

 Animal 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動物實驗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A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A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A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A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八 條  前二條實驗室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管理

第 九 條  設置單位應建立適當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機制。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

 （以下稱生安會）。但設置單位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以下 

 稱生安專責人員）。 

 生安會之組成人員如下： 

 一、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 

 二、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三、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專業知識人員。

 生安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 

 少二小時繼續教育；生安專責人員應具有三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並接受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十六小時，且每三年應接受四小時繼續教育。

 設置單位應於設生安會或置生安專責人員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其有異動者，亦同。

第 十 條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實驗室之安全等級。 

 三、審核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之訓練及知能評核。 

 九、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

 保全管理事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第 十一 條  設置單位因停業、歇業、裁撤或整併時，應檢附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全數銷毀或移轉之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  

 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其為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持 

 有、 保存、新增品項或因移轉而增減數量，並應由設置單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為之。

 設置單位刪除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品項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三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為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另檢具 

 所屬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同意文件。

第 十四 條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辦下列事 

 項：

 一、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設有門禁管制，且保存設施及設備應有適當保全機制。 

 三、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 

 四、備有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手冊。 

 五、定期盤點保存之品項及數量或重量。

第 十五 條  第二等級至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應於明顯處標示生物安全  

 等級、生物危害標識、實驗室主管、管理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緊急聯絡窗口， 

 並備有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管理手冊。

 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  

 檢體至其離職後十年；使用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 

 保存必要性及期限，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定之。

第 十六 條  新設立之高防護實驗室，應經設置單位生安會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啟用。

 前項高防護實驗室，指第三等級、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十七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基本課 程。但高 

 防護實驗室之新進人員，其所接受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 

 小時。

 前二項課程及繼續教育，設置單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或 

 安排人員接受其他設置單位、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課程或繼續教育。

第 十八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與生物毒素之庫存、處分 

 、異常事件、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紀錄至少三年。

第 十九 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運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三層包裝規定，以適當交通  

 工具為之，並應依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或其他意外情事時，運送人應立即為必要之  

 處置，並通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循相關系統或以 

 其他適當方式，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下列異常事件時，應立即通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 

 一、其保存或移轉之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有品項或數量不 

  符者。 

 二、高防護實驗室之設施或生物安全櫃負壓異常，無法立即恢復。

  前項異常事件，除第一款屬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異常情形外，設置單位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應視狀況進行調查或瞭解 

  ，並得為適當之處理。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次日起七日內，完成異常事件調查； 

  設置單位應於完成調查後次日起三日內，將調查報告報請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二十一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意外事件，依洩漏程度分為下列危 

 害等級：

 一、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外區域，致有感染或危 

  害工作人員、其他部門或鄰近社區民眾之虞。

 二、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內區域，致有感染 

  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三、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安全設備內，致有感 

  染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前項洩漏意外事件之通報及處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二 條  設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並督導實驗室、保存場 

 所辦理下列事項：

 一、建立緊急應變計畫，其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二) 意外事件類型、危害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三) 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四)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五)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六) 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七)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八) 危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人員之協調、善後處理 

  措施及調查報告。

 二、每年應依前款應變計畫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二十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防疫需要，得令設置單位於限期內，將特定感染性生物材料以 

 適當方式銷毀、移轉保管或為其他處置。

第 二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設有高防護實驗室或保存第三級、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設 

 置單位，進行查核。

 地方主管機關得對轄區設有第二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第二等級動物生物安全 

 實驗室，或保存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或非管制性生物毒素之設置單位，進行查 

 核；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督導或查核。

 經前二項查核結果發現有缺失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要求其 

 停止使用、保存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二十五 條  設置單位發生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或有發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要求 

 其停止使用或處分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前項安全疑慮解除後，經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確認，並報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再行使用或處分。

第 三 章  管制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

第 二十六 條  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應適用本章規定管理。但屬中央機關公 

 告之特定管制性毒素，且未達公告管制總量者，比照第三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規 

 定管理，免適用本章規定。

第 二十七 條  設置單位初次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前，應先指派主管層級人員 

 擔任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下列事項有異動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其他事項有異動時 

 ， 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或其代理人。 

 二、管制性病原、毒素品項新增。 

 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位置或地址。

第 二十八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綜理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管理事  

 務，負責對外聯繫，並執行下列職務：

 一、審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 

   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二、督導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每年辦理之應變演  

   習。

 三、指定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工作人員。 

 四、督導及稽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運作。 

 五、督導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有下列情形時之庫存稽核：

 (一)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搬遷。

 (二)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離職前及到職後。

 (三)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發生管制性病原、毒素之遺失或遭竊。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接受管制性病原、毒素相關生物安全與生

  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少二小時繼續教育。

第 二十九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被指定人員，其任期最長為三年；任期屆滿或被指定人員有 

 異動時，應重新指定。

 被指定人員有違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規定情節重大、涉嫌參加國  

 內、外生物恐怖活動或其他相關犯罪行為者，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應立即終 

 止被指定人員之持有、保存及使用權限，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十 條  新設立之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應經設置 

 單位生安會及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啟 

 用。

第 三十一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置單位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生安會審核通過後，適用或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因移轉而增減數量，接收單位應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後，提供單位始得進行移轉。接收單位應於收到管制性病原、毒素後二個工作 

 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設置單位刪除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品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 三十二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管制性病原、毒素，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管制 

 性病原、毒素主管之同意文件。

第 三十三 條  設置單位應督導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除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並應訂定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 

 及緊急應變之專屬計畫，每年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三十四 條  設置單位因實驗室進行臨床檢驗或參加能力試驗，檢出管制性病原、毒素者， 

 應於七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並於下列期限內，完成銷毀、保存或移轉至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置單位：

 一、臨床檢驗：三十日。               

 二、能力試驗：九十日。

第 三十五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於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接受基本課程或繼續教育時，應包括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相關課程。

 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一次安全 

 意識教育。

第 三十六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妥善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庫存 

 、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紀錄至少三年；處分及異常事件紀錄至少十年。

第 三十七 條  主管機關應適用或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對管制性病原、毒素 

 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進行查核、令其限期改善或為其他處分。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四   章  附則

第 三十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六條 及前條所定事項，委託、委辦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三十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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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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設置單位：指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並設有實

 驗室或保存場所之機關（構）、團體或事業。

 二、實驗室：指進行傳染病檢驗，或保存、使用、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

 三、保存場所：指實驗室以外保存、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 

 四、生物安全：指為預防工作人員意外暴露，或預防洩漏感染性生物材料，而實

 施之防護措施。

 五、生物保全：指為防止感染性生物材料未經授權而取得、遺失、遭竊、濫用、移 

  轉或洩漏，所實施之保護及管理措施。 

 六、處分：指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新增、刪除品項或增減數量之行為。

第 三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病原體，依其致病危害風險高低，分為四級危險群： 

 一、第一級：大腸桿菌 K12 型、腺相關病毒及其他未影響人體健康者。

  二、第二級：金黃色葡萄球菌、B 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輕微影響人體

  健康，且有預防及治療方法者。 

 三、第三級：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第二型及其他嚴重影響

  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有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四、第四級：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通

  常無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病原體衍生物，指病原體組成 

  成分或其分泌產物經純化或分離者，包括核酸、質體、蛋白質、生物毒素及其 

  他衍生物。

第 四 條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對公眾健康及公共安全具有嚴重危害之虞者，應列為管 制 

 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以下簡稱管制性病原、毒素）；其因濫用或洩漏，可能造成 

 人員大量傷亡者，應列為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與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細項、品類、包裝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實驗室，有操作動物實驗者，為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其餘為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六 條  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七 條  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  

 Animal 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動物實驗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A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A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A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A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八 條  前二條實驗室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管理

第 九 條  設置單位應建立適當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機制。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

 （以下稱生安會）。但設置單位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以下 

 稱生安專責人員）。 

 生安會之組成人員如下： 

 一、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 

 二、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三、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專業知識人員。

 生安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 

 少二小時繼續教育；生安專責人員應具有三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並接受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十六小時，且每三年應接受四小時繼續教育。

 設置單位應於設生安會或置生安專責人員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其有異動者，亦同。

第 十 條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實驗室之安全等級。 

 三、審核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之訓練及知能評核。 

 九、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

 保全管理事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第 十一 條  設置單位因停業、歇業、裁撤或整併時，應檢附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全數銷毀或移轉之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  

 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其為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持 

 有、 保存、新增品項或因移轉而增減數量，並應由設置單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為之。

 設置單位刪除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品項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三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為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另檢具 

 所屬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同意文件。

第 十四 條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辦下列事 

 項：

 一、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設有門禁管制，且保存設施及設備應有適當保全機制。 

 三、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 

 四、備有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手冊。 

 五、定期盤點保存之品項及數量或重量。

第 十五 條  第二等級至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應於明顯處標示生物安全  

 等級、生物危害標識、實驗室主管、管理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緊急聯絡窗口， 

 並備有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管理手冊。

 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  

 檢體至其離職後十年；使用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 

 保存必要性及期限，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定之。

第 十六 條  新設立之高防護實驗室，應經設置單位生安會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啟用。

 前項高防護實驗室，指第三等級、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十七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基本課 程。但高 

 防護實驗室之新進人員，其所接受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 

 小時。

 前二項課程及繼續教育，設置單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或 

 安排人員接受其他設置單位、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課程或繼續教育。

第 十八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與生物毒素之庫存、處分 

 、異常事件、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紀錄至少三年。

第 十九 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運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三層包裝規定，以適當交通  

 工具為之，並應依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或其他意外情事時，運送人應立即為必要之  

 處置，並通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循相關系統或以 

 其他適當方式，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下列異常事件時，應立即通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 

 一、其保存或移轉之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有品項或數量不 

  符者。 

 二、高防護實驗室之設施或生物安全櫃負壓異常，無法立即恢復。

  前項異常事件，除第一款屬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異常情形外，設置單位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應視狀況進行調查或瞭解 

  ，並得為適當之處理。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次日起七日內，完成異常事件調查； 

  設置單位應於完成調查後次日起三日內，將調查報告報請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二十一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意外事件，依洩漏程度分為下列危 

 害等級：

 一、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外區域，致有感染或危 

  害工作人員、其他部門或鄰近社區民眾之虞。

 二、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內區域，致有感染 

  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三、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安全設備內，致有感 

  染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前項洩漏意外事件之通報及處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二 條  設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並督導實驗室、保存場 

 所辦理下列事項：

 一、建立緊急應變計畫，其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二) 意外事件類型、危害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三) 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四)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五)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六) 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七)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八) 危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人員之協調、善後處理 

  措施及調查報告。

 二、每年應依前款應變計畫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二十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防疫需要，得令設置單位於限期內，將特定感染性生物材料以 

 適當方式銷毀、移轉保管或為其他處置。

第 二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設有高防護實驗室或保存第三級、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設 

 置單位，進行查核。

 地方主管機關得對轄區設有第二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第二等級動物生物安全 

 實驗室，或保存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或非管制性生物毒素之設置單位，進行查 

 核；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督導或查核。

 經前二項查核結果發現有缺失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要求其 

 停止使用、保存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二十五 條  設置單位發生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或有發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要求 

 其停止使用或處分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前項安全疑慮解除後，經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確認，並報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再行使用或處分。

第 三 章  管制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

第 二十六 條  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應適用本章規定管理。但屬中央機關公 

 告之特定管制性毒素，且未達公告管制總量者，比照第三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規 

 定管理，免適用本章規定。

第 二十七 條  設置單位初次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前，應先指派主管層級人員 

 擔任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下列事項有異動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其他事項有異動時 

 ， 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或其代理人。 

 二、管制性病原、毒素品項新增。 

 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位置或地址。

第 二十八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綜理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管理事  

 務，負責對外聯繫，並執行下列職務：

 一、審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 

   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二、督導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每年辦理之應變演  

   習。

 三、指定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工作人員。 

 四、督導及稽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運作。 

 五、督導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有下列情形時之庫存稽核：

 (一)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搬遷。

 (二)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離職前及到職後。

 (三)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發生管制性病原、毒素之遺失或遭竊。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接受管制性病原、毒素相關生物安全與生

  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少二小時繼續教育。

第 二十九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被指定人員，其任期最長為三年；任期屆滿或被指定人員有 

 異動時，應重新指定。

 被指定人員有違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規定情節重大、涉嫌參加國  

 內、外生物恐怖活動或其他相關犯罪行為者，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應立即終 

 止被指定人員之持有、保存及使用權限，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十 條  新設立之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應經設置 

 單位生安會及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啟 

 用。

第 三十一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置單位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生安會審核通過後，適用或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因移轉而增減數量，接收單位應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後，提供單位始得進行移轉。接收單位應於收到管制性病原、毒素後二個工作 

 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設置單位刪除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品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 三十二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管制性病原、毒素，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管制 

 性病原、毒素主管之同意文件。

第 三十三 條  設置單位應督導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除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並應訂定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 

 及緊急應變之專屬計畫，每年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三十四 條  設置單位因實驗室進行臨床檢驗或參加能力試驗，檢出管制性病原、毒素者， 

 應於七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並於下列期限內，完成銷毀、保存或移轉至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置單位：

 一、臨床檢驗：三十日。               

 二、能力試驗：九十日。

第 三十五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於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接受基本課程或繼續教育時，應包括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相關課程。

 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一次安全 

 意識教育。

第 三十六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妥善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庫存 

 、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紀錄至少三年；處分及異常事件紀錄至少十年。

第 三十七 條  主管機關應適用或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對管制性病原、毒素 

 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進行查核、令其限期改善或為其他處分。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四   章  附則

第 三十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六條 及前條所定事項，委託、委辦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三十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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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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設置單位：指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並設有實

 驗室或保存場所之機關（構）、團體或事業。

 二、實驗室：指進行傳染病檢驗，或保存、使用、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

 三、保存場所：指實驗室以外保存、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 

 四、生物安全：指為預防工作人員意外暴露，或預防洩漏感染性生物材料，而實

 施之防護措施。

 五、生物保全：指為防止感染性生物材料未經授權而取得、遺失、遭竊、濫用、移 

  轉或洩漏，所實施之保護及管理措施。 

 六、處分：指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新增、刪除品項或增減數量之行為。

第 三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病原體，依其致病危害風險高低，分為四級危險群： 

 一、第一級：大腸桿菌 K12 型、腺相關病毒及其他未影響人體健康者。

  二、第二級：金黃色葡萄球菌、B 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輕微影響人體

  健康，且有預防及治療方法者。 

 三、第三級：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第二型及其他嚴重影響

  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有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四、第四級：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通

  常無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病原體衍生物，指病原體組成 

  成分或其分泌產物經純化或分離者，包括核酸、質體、蛋白質、生物毒素及其 

  他衍生物。

第 四 條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對公眾健康及公共安全具有嚴重危害之虞者，應列為管 制 

 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以下簡稱管制性病原、毒素）；其因濫用或洩漏，可能造成 

 人員大量傷亡者，應列為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與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細項、品類、包裝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實驗室，有操作動物實驗者，為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其餘為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六 條  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七 條  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  

 Animal 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動物實驗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A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A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A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A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八 條  前二條實驗室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管理

第 九 條  設置單位應建立適當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機制。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

 （以下稱生安會）。但設置單位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以下 

 稱生安專責人員）。 

 生安會之組成人員如下： 

 一、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 

 二、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三、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專業知識人員。

 生安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 

 少二小時繼續教育；生安專責人員應具有三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並接受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十六小時，且每三年應接受四小時繼續教育。

 設置單位應於設生安會或置生安專責人員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其有異動者，亦同。

第 十 條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實驗室之安全等級。 

 三、審核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之訓練及知能評核。 

 九、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

 保全管理事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第 十一 條  設置單位因停業、歇業、裁撤或整併時，應檢附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全數銷毀或移轉之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  

 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其為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持 

 有、 保存、新增品項或因移轉而增減數量，並應由設置單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為之。

 設置單位刪除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品項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三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為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另檢具 

 所屬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同意文件。

第 十四 條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辦下列事 

 項：

 一、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設有門禁管制，且保存設施及設備應有適當保全機制。 

 三、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 

 四、備有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手冊。 

 五、定期盤點保存之品項及數量或重量。

第 十五 條  第二等級至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應於明顯處標示生物安全  

 等級、生物危害標識、實驗室主管、管理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緊急聯絡窗口， 

 並備有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管理手冊。

 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  

 檢體至其離職後十年；使用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 

 保存必要性及期限，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定之。

第 十六 條  新設立之高防護實驗室，應經設置單位生安會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啟用。

 前項高防護實驗室，指第三等級、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十七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基本課 程。但高 

 防護實驗室之新進人員，其所接受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 

 小時。

 前二項課程及繼續教育，設置單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或 

 安排人員接受其他設置單位、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課程或繼續教育。

第 十八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與生物毒素之庫存、處分 

 、異常事件、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紀錄至少三年。

第 十九 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運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三層包裝規定，以適當交通  

 工具為之，並應依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或其他意外情事時，運送人應立即為必要之  

 處置，並通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循相關系統或以 

 其他適當方式，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下列異常事件時，應立即通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 

 一、其保存或移轉之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有品項或數量不 

  符者。 

 二、高防護實驗室之設施或生物安全櫃負壓異常，無法立即恢復。

  前項異常事件，除第一款屬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異常情形外，設置單位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應視狀況進行調查或瞭解 

  ，並得為適當之處理。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次日起七日內，完成異常事件調查； 

  設置單位應於完成調查後次日起三日內，將調查報告報請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二十一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意外事件，依洩漏程度分為下列危 

 害等級：

 一、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外區域，致有感染或危 

  害工作人員、其他部門或鄰近社區民眾之虞。

 二、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內區域，致有感染 

  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三、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安全設備內，致有感 

  染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前項洩漏意外事件之通報及處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二 條  設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並督導實驗室、保存場 

 所辦理下列事項：

 一、建立緊急應變計畫，其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二) 意外事件類型、危害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三) 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四)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五)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六) 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七)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八) 危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人員之協調、善後處理 

  措施及調查報告。

 二、每年應依前款應變計畫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二十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防疫需要，得令設置單位於限期內，將特定感染性生物材料以 

 適當方式銷毀、移轉保管或為其他處置。

第 二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設有高防護實驗室或保存第三級、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設 

 置單位，進行查核。

 地方主管機關得對轄區設有第二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第二等級動物生物安全 

 實驗室，或保存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或非管制性生物毒素之設置單位，進行查 

 核；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督導或查核。

 經前二項查核結果發現有缺失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要求其 

 停止使用、保存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二十五 條  設置單位發生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或有發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要求 

 其停止使用或處分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前項安全疑慮解除後，經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確認，並報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再行使用或處分。

第 三 章  管制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

第 二十六 條  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應適用本章規定管理。但屬中央機關公 

 告之特定管制性毒素，且未達公告管制總量者，比照第三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規 

 定管理，免適用本章規定。

第 二十七 條  設置單位初次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前，應先指派主管層級人員 

 擔任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下列事項有異動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其他事項有異動時 

 ， 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或其代理人。 

 二、管制性病原、毒素品項新增。 

 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位置或地址。

第 二十八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綜理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管理事  

 務，負責對外聯繫，並執行下列職務：

 一、審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 

   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二、督導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每年辦理之應變演  

   習。

 三、指定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工作人員。 

 四、督導及稽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運作。 

 五、督導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有下列情形時之庫存稽核：

 (一)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搬遷。

 (二)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離職前及到職後。

 (三)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發生管制性病原、毒素之遺失或遭竊。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接受管制性病原、毒素相關生物安全與生

  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少二小時繼續教育。

第 二十九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被指定人員，其任期最長為三年；任期屆滿或被指定人員有 

 異動時，應重新指定。

 被指定人員有違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規定情節重大、涉嫌參加國  

 內、外生物恐怖活動或其他相關犯罪行為者，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應立即終 

 止被指定人員之持有、保存及使用權限，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十 條  新設立之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應經設置 

 單位生安會及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啟 

 用。

第 三十一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置單位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生安會審核通過後，適用或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因移轉而增減數量，接收單位應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後，提供單位始得進行移轉。接收單位應於收到管制性病原、毒素後二個工作 

 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設置單位刪除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品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 三十二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管制性病原、毒素，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管制 

 性病原、毒素主管之同意文件。

第 三十三 條  設置單位應督導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除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並應訂定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 

 及緊急應變之專屬計畫，每年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三十四 條  設置單位因實驗室進行臨床檢驗或參加能力試驗，檢出管制性病原、毒素者， 

 應於七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並於下列期限內，完成銷毀、保存或移轉至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置單位：

 一、臨床檢驗：三十日。               

 二、能力試驗：九十日。

第 三十五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於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接受基本課程或繼續教育時，應包括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相關課程。

 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一次安全 

 意識教育。

第 三十六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妥善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庫存 

 、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紀錄至少三年；處分及異常事件紀錄至少十年。

第 三十七 條  主管機關應適用或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對管制性病原、毒素 

 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進行查核、令其限期改善或為其他處分。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四   章  附則

第 三十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六條 及前條所定事項，委託、委辦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三十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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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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設置單位：指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並設有實

 驗室或保存場所之機關（構）、團體或事業。

 二、實驗室：指進行傳染病檢驗，或保存、使用、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

 三、保存場所：指實驗室以外保存、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 

 四、生物安全：指為預防工作人員意外暴露，或預防洩漏感染性生物材料，而實

 施之防護措施。

 五、生物保全：指為防止感染性生物材料未經授權而取得、遺失、遭竊、濫用、移 

  轉或洩漏，所實施之保護及管理措施。 

 六、處分：指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新增、刪除品項或增減數量之行為。

第 三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病原體，依其致病危害風險高低，分為四級危險群： 

 一、第一級：大腸桿菌 K12 型、腺相關病毒及其他未影響人體健康者。

  二、第二級：金黃色葡萄球菌、B 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輕微影響人體

  健康，且有預防及治療方法者。 

 三、第三級：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第二型及其他嚴重影響

  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有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四、第四級：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通

  常無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病原體衍生物，指病原體組成 

  成分或其分泌產物經純化或分離者，包括核酸、質體、蛋白質、生物毒素及其 

  他衍生物。

第 四 條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對公眾健康及公共安全具有嚴重危害之虞者，應列為管 制 

 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以下簡稱管制性病原、毒素）；其因濫用或洩漏，可能造成 

 人員大量傷亡者，應列為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與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細項、品類、包裝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實驗室，有操作動物實驗者，為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其餘為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六 條  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七 條  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  

 Animal 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動物實驗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A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A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A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A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八 條  前二條實驗室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管理

第 九 條  設置單位應建立適當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機制。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

 （以下稱生安會）。但設置單位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以下 

 稱生安專責人員）。 

 生安會之組成人員如下： 

 一、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 

 二、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三、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專業知識人員。

 生安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 

 少二小時繼續教育；生安專責人員應具有三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並接受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十六小時，且每三年應接受四小時繼續教育。

 設置單位應於設生安會或置生安專責人員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其有異動者，亦同。

第 十 條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實驗室之安全等級。 

 三、審核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之訓練及知能評核。 

 九、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

 保全管理事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第 十一 條  設置單位因停業、歇業、裁撤或整併時，應檢附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全數銷毀或移轉之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  

 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其為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持 

 有、 保存、新增品項或因移轉而增減數量，並應由設置單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為之。

 設置單位刪除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品項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三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為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另檢具 

 所屬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同意文件。

第 十四 條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辦下列事 

 項：

 一、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設有門禁管制，且保存設施及設備應有適當保全機制。 

 三、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 

 四、備有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手冊。 

 五、定期盤點保存之品項及數量或重量。

第 十五 條  第二等級至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應於明顯處標示生物安全  

 等級、生物危害標識、實驗室主管、管理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緊急聯絡窗口， 

 並備有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管理手冊。

 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  

 檢體至其離職後十年；使用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 

 保存必要性及期限，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定之。

第 十六 條  新設立之高防護實驗室，應經設置單位生安會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啟用。

 前項高防護實驗室，指第三等級、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十七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基本課 程。但高 

 防護實驗室之新進人員，其所接受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 

 小時。

 前二項課程及繼續教育，設置單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或 

 安排人員接受其他設置單位、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課程或繼續教育。

第 十八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與生物毒素之庫存、處分 

 、異常事件、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紀錄至少三年。

第 十九 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運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三層包裝規定，以適當交通  

 工具為之，並應依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或其他意外情事時，運送人應立即為必要之  

 處置，並通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循相關系統或以 

 其他適當方式，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下列異常事件時，應立即通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 

 一、其保存或移轉之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有品項或數量不 

  符者。 

 二、高防護實驗室之設施或生物安全櫃負壓異常，無法立即恢復。

  前項異常事件，除第一款屬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異常情形外，設置單位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應視狀況進行調查或瞭解 

  ，並得為適當之處理。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次日起七日內，完成異常事件調查； 

  設置單位應於完成調查後次日起三日內，將調查報告報請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二十一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意外事件，依洩漏程度分為下列危 

 害等級：

 一、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外區域，致有感染或危 

  害工作人員、其他部門或鄰近社區民眾之虞。

 二、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內區域，致有感染 

  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三、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安全設備內，致有感 

  染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前項洩漏意外事件之通報及處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二 條  設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並督導實驗室、保存場 

 所辦理下列事項：

 一、建立緊急應變計畫，其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二) 意外事件類型、危害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三) 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四)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五)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六) 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七)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八) 危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人員之協調、善後處理 

  措施及調查報告。

 二、每年應依前款應變計畫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二十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防疫需要，得令設置單位於限期內，將特定感染性生物材料以 

 適當方式銷毀、移轉保管或為其他處置。

第 二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設有高防護實驗室或保存第三級、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設 

 置單位，進行查核。

 地方主管機關得對轄區設有第二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第二等級動物生物安全 

 實驗室，或保存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或非管制性生物毒素之設置單位，進行查 

 核；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督導或查核。

 經前二項查核結果發現有缺失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要求其 

 停止使用、保存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二十五 條  設置單位發生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或有發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要求 

 其停止使用或處分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前項安全疑慮解除後，經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確認，並報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再行使用或處分。

第 三 章  管制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

第 二十六 條  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應適用本章規定管理。但屬中央機關公 

 告之特定管制性毒素，且未達公告管制總量者，比照第三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規 

 定管理，免適用本章規定。

第 二十七 條  設置單位初次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前，應先指派主管層級人員 

 擔任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下列事項有異動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其他事項有異動時 

 ， 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或其代理人。 

 二、管制性病原、毒素品項新增。 

 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位置或地址。

第 二十八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綜理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管理事  

 務，負責對外聯繫，並執行下列職務：

 一、審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 

   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二、督導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每年辦理之應變演  

   習。

 三、指定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工作人員。 

 四、督導及稽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運作。 

 五、督導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有下列情形時之庫存稽核：

 (一)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搬遷。

 (二)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離職前及到職後。

 (三)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發生管制性病原、毒素之遺失或遭竊。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接受管制性病原、毒素相關生物安全與生

  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少二小時繼續教育。

第 二十九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被指定人員，其任期最長為三年；任期屆滿或被指定人員有 

 異動時，應重新指定。

 被指定人員有違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規定情節重大、涉嫌參加國  

 內、外生物恐怖活動或其他相關犯罪行為者，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應立即終 

 止被指定人員之持有、保存及使用權限，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十 條  新設立之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應經設置 

 單位生安會及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啟 

 用。

第 三十一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置單位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生安會審核通過後，適用或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因移轉而增減數量，接收單位應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後，提供單位始得進行移轉。接收單位應於收到管制性病原、毒素後二個工作 

 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設置單位刪除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品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 三十二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管制性病原、毒素，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管制 

 性病原、毒素主管之同意文件。

第 三十三 條  設置單位應督導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除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並應訂定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 

 及緊急應變之專屬計畫，每年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三十四 條  設置單位因實驗室進行臨床檢驗或參加能力試驗，檢出管制性病原、毒素者， 

 應於七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並於下列期限內，完成銷毀、保存或移轉至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置單位：

 一、臨床檢驗：三十日。               

 二、能力試驗：九十日。

第 三十五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於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接受基本課程或繼續教育時，應包括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相關課程。

 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一次安全 

 意識教育。

第 三十六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妥善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庫存 

 、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紀錄至少三年；處分及異常事件紀錄至少十年。

第 三十七 條  主管機關應適用或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對管制性病原、毒素 

 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進行查核、令其限期改善或為其他處分。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四   章  附則

第 三十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六條 及前條所定事項，委託、委辦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三十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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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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設置單位：指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並設有實

 驗室或保存場所之機關（構）、團體或事業。

 二、實驗室：指進行傳染病檢驗，或保存、使用、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

 三、保存場所：指實驗室以外保存、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 

 四、生物安全：指為預防工作人員意外暴露，或預防洩漏感染性生物材料，而實

 施之防護措施。

 五、生物保全：指為防止感染性生物材料未經授權而取得、遺失、遭竊、濫用、移 

  轉或洩漏，所實施之保護及管理措施。 

 六、處分：指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新增、刪除品項或增減數量之行為。

第 三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病原體，依其致病危害風險高低，分為四級危險群： 

 一、第一級：大腸桿菌 K12 型、腺相關病毒及其他未影響人體健康者。

  二、第二級：金黃色葡萄球菌、B 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輕微影響人體

  健康，且有預防及治療方法者。 

 三、第三級：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第二型及其他嚴重影響

  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有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四、第四級：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通

  常無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病原體衍生物，指病原體組成 

  成分或其分泌產物經純化或分離者，包括核酸、質體、蛋白質、生物毒素及其 

  他衍生物。

第 四 條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對公眾健康及公共安全具有嚴重危害之虞者，應列為管 制 

 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以下簡稱管制性病原、毒素）；其因濫用或洩漏，可能造成 

 人員大量傷亡者，應列為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與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細項、品類、包裝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實驗室，有操作動物實驗者，為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其餘為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六 條  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七 條  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  

 Animal 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動物實驗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A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A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A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A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八 條  前二條實驗室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管理

第 九 條  設置單位應建立適當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機制。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

 （以下稱生安會）。但設置單位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以下 

 稱生安專責人員）。 

 生安會之組成人員如下： 

 一、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 

 二、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三、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專業知識人員。

 生安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 

 少二小時繼續教育；生安專責人員應具有三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並接受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十六小時，且每三年應接受四小時繼續教育。

 設置單位應於設生安會或置生安專責人員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其有異動者，亦同。

第 十 條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實驗室之安全等級。 

 三、審核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之訓練及知能評核。 

 九、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

 保全管理事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第 十一 條  設置單位因停業、歇業、裁撤或整併時，應檢附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全數銷毀或移轉之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  

 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其為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持 

 有、 保存、新增品項或因移轉而增減數量，並應由設置單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為之。

 設置單位刪除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品項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三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為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另檢具 

 所屬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同意文件。

第 十四 條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辦下列事 

 項：

 一、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設有門禁管制，且保存設施及設備應有適當保全機制。 

 三、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 

 四、備有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手冊。 

 五、定期盤點保存之品項及數量或重量。

第 十五 條  第二等級至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應於明顯處標示生物安全  

 等級、生物危害標識、實驗室主管、管理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緊急聯絡窗口， 

 並備有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管理手冊。

 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  

 檢體至其離職後十年；使用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 

 保存必要性及期限，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定之。

第 十六 條  新設立之高防護實驗室，應經設置單位生安會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啟用。

 前項高防護實驗室，指第三等級、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十七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基本課 程。但高 

 防護實驗室之新進人員，其所接受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 

 小時。

 前二項課程及繼續教育，設置單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或 

 安排人員接受其他設置單位、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課程或繼續教育。

第 十八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與生物毒素之庫存、處分 

 、異常事件、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紀錄至少三年。

第 十九 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運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三層包裝規定，以適當交通  

 工具為之，並應依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或其他意外情事時，運送人應立即為必要之  

 處置，並通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循相關系統或以 

 其他適當方式，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下列異常事件時，應立即通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 

 一、其保存或移轉之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有品項或數量不 

  符者。 

 二、高防護實驗室之設施或生物安全櫃負壓異常，無法立即恢復。

  前項異常事件，除第一款屬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異常情形外，設置單位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應視狀況進行調查或瞭解 

  ，並得為適當之處理。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次日起七日內，完成異常事件調查； 

  設置單位應於完成調查後次日起三日內，將調查報告報請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二十一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意外事件，依洩漏程度分為下列危 

 害等級：

 一、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外區域，致有感染或危 

  害工作人員、其他部門或鄰近社區民眾之虞。

 二、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內區域，致有感染 

  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三、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安全設備內，致有感 

  染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前項洩漏意外事件之通報及處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二 條  設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並督導實驗室、保存場 

 所辦理下列事項：

 一、建立緊急應變計畫，其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二) 意外事件類型、危害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三) 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四)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五)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六) 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七)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八) 危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人員之協調、善後處理 

  措施及調查報告。

 二、每年應依前款應變計畫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二十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防疫需要，得令設置單位於限期內，將特定感染性生物材料以 

 適當方式銷毀、移轉保管或為其他處置。

第 二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設有高防護實驗室或保存第三級、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設 

 置單位，進行查核。

 地方主管機關得對轄區設有第二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第二等級動物生物安全 

 實驗室，或保存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或非管制性生物毒素之設置單位，進行查 

 核；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督導或查核。

 經前二項查核結果發現有缺失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要求其 

 停止使用、保存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二十五 條  設置單位發生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或有發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要求 

 其停止使用或處分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前項安全疑慮解除後，經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確認，並報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再行使用或處分。

第 三 章  管制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

第 二十六 條  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應適用本章規定管理。但屬中央機關公 

 告之特定管制性毒素，且未達公告管制總量者，比照第三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規 

 定管理，免適用本章規定。

第 二十七 條  設置單位初次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前，應先指派主管層級人員 

 擔任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下列事項有異動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其他事項有異動時 

 ， 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或其代理人。 

 二、管制性病原、毒素品項新增。 

 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位置或地址。

第 二十八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綜理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管理事  

 務，負責對外聯繫，並執行下列職務：

 一、審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 

   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二、督導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每年辦理之應變演  

   習。

 三、指定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工作人員。 

 四、督導及稽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運作。 

 五、督導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有下列情形時之庫存稽核：

 (一)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搬遷。

 (二)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離職前及到職後。

 (三)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發生管制性病原、毒素之遺失或遭竊。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接受管制性病原、毒素相關生物安全與生

  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少二小時繼續教育。

第 二十九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被指定人員，其任期最長為三年；任期屆滿或被指定人員有 

 異動時，應重新指定。

 被指定人員有違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規定情節重大、涉嫌參加國  

 內、外生物恐怖活動或其他相關犯罪行為者，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應立即終 

 止被指定人員之持有、保存及使用權限，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十 條  新設立之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應經設置 

 單位生安會及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啟 

 用。

第 三十一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置單位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生安會審核通過後，適用或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因移轉而增減數量，接收單位應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後，提供單位始得進行移轉。接收單位應於收到管制性病原、毒素後二個工作 

 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設置單位刪除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品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 三十二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管制性病原、毒素，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管制 

 性病原、毒素主管之同意文件。

第 三十三 條  設置單位應督導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除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並應訂定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 

 及緊急應變之專屬計畫，每年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三十四 條  設置單位因實驗室進行臨床檢驗或參加能力試驗，檢出管制性病原、毒素者， 

 應於七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並於下列期限內，完成銷毀、保存或移轉至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置單位：

 一、臨床檢驗：三十日。               

 二、能力試驗：九十日。

第 三十五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於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接受基本課程或繼續教育時，應包括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相關課程。

 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一次安全 

 意識教育。

第 三十六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妥善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庫存 

 、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紀錄至少三年；處分及異常事件紀錄至少十年。

第 三十七 條  主管機關應適用或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對管制性病原、毒素 

 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進行查核、令其限期改善或為其他處分。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四   章  附則

第 三十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六條 及前條所定事項，委託、委辦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三十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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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

雙月刊 期189化彰 工業



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設置單位：指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並設有實

 驗室或保存場所之機關（構）、團體或事業。

 二、實驗室：指進行傳染病檢驗，或保存、使用、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

 三、保存場所：指實驗室以外保存、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場所。 

 四、生物安全：指為預防工作人員意外暴露，或預防洩漏感染性生物材料，而實

 施之防護措施。

 五、生物保全：指為防止感染性生物材料未經授權而取得、遺失、遭竊、濫用、移 

  轉或洩漏，所實施之保護及管理措施。 

 六、處分：指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新增、刪除品項或增減數量之行為。

第 三 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病原體，依其致病危害風險高低，分為四級危險群： 

 一、第一級：大腸桿菌 K12 型、腺相關病毒及其他未影響人體健康者。

  二、第二級：金黃色葡萄球菌、B 型肝炎病毒、惡性瘧原蟲及其他輕微影響人體

  健康，且有預防及治療方法者。 

 三、第三級：結核分枝桿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與第二型及其他嚴重影響

  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有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四、第四級：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及其他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或可能致死，且通

  常無預防及治療可能者。 本法第四條第四項所稱病原體衍生物，指病原體組成 

  成分或其分泌產物經純化或分離者，包括核酸、質體、蛋白質、生物毒素及其 

  他衍生物。

第 四 條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對公眾健康及公共安全具有嚴重危害之虞者，應列為管 制 

 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以下簡稱管制性病原、毒素）；其因濫用或洩漏，可能造成 

 人員大量傷亡者，應列為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

 前條病原體、生物毒素與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細項、品類、包裝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實驗室，有操作動物實驗者，為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其餘為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六 條  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七 條  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依其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分為四等級（  

 Animal Biosafety level）；其等級及動物實驗操作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如下：

 一、第一等級（ABSL-1）：不會造成人類疾病者。 

 二、第二等級（ABSL-2）：造成人類疾病者。 

 三、第三等級（ABSL-3）：造成人類嚴重或潛在致命疾病者。

 四、第四等級（ABSL-4）：造成人類嚴重致命疾病且無疫苗或治療方法者。 

第 八 條  前二條實驗室操作規範、屏障與安全設備及設施，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章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管理

第 九 條  設置單位應建立適當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機制。

 設置單位對於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應設生物安全會

 （以下稱生安會）。但設置單位人員未達五人者，得置生物安全專責人員（以下 

 稱生安專責人員）。 

 生安會之組成人員如下： 

 一、設置單位首長或副首長。 

 二、實驗室、保存場所主管。

 三、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管理人員、工程技術人員或其他具備專業知識人員。

 生安會組成人員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 

 少二小時繼續教育；生安專責人員應具有三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並接受生 

 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至少十六小時，且每三年應接受四小時繼續教育。

 設置單位應於設生安會或置生安專責人員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其有異動者，亦同。

第 十 條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審核實驗室之安全等級。 

 三、審核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處分或

 輸出入。 

 四、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五、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新建、改建、擴建、啟用或停止運作計

 六、審核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爭議事項。 

 七、辦理每年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內部稽核及缺失改善。  

 八、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生物安全與生物保全之訓練及知能評核。 

 九、辦理實驗室、保存場所人員健康檢查及建立健康狀況異常監控機制。 

 十、審核及督導其他有關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

 保全管理事項。 

 十一、處理、調查及報告實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

第 十一 條  設置單位因停業、歇業、裁撤或整併時，應檢附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 

 生物毒素全數銷毀或移轉之證明文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二 條  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  

 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審核通過；其為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持 

 有、 保存、新增品項或因移轉而增減數量，並應由設置單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始得為之。

 設置單位刪除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品項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十三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為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另檢具 

 所屬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之同意文件。

第 十四 條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者，應辦下列事 

 項：

 一、指派專人負責管理。 

 二、設有門禁管制，且保存設施及設備應有適當保全機制。 

 三、備有保存清單及存取紀錄。 

 四、備有生物保全相關管理手冊。 

 五、定期盤點保存之品項及數量或重量。

第 十五 條  第二等級至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應於明顯處標示生物安全  

 等級、生物危害標識、實驗室主管、管理人員姓名、聯絡電話及緊急聯絡窗口， 

 並備有實驗室生物安全相關管理手冊。

 設置單位對於使用第三級及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應保存血清  

 檢體至其離職後十年；使用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實驗室工作人員，其血清檢體 

 保存必要性及期限，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定之。

第 十六 條  新設立之高防護實驗室，應經設置單位生安會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啟用。

 前項高防護實驗室，指第三等級、第四等級生物安全及動物生物安全實驗室。

第 十七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基本課 程。但高 

 防護實驗室之新進人員，其所接受之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課程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 

 小時。

 前二項課程及繼續教育，設置單位得自行或委託其他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或 

 安排人員接受其他設置單位、機構、法人或團體辦理之課程或繼續教育。

第 十八 條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保存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與生物毒素之庫存、處分 

 、異常事件、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之紀錄至少三年。

第 十九 條  感染性生物材料之運送，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三層包裝規定，以適當交通  

 工具為之，並應依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感染性生物材料於運送途中發生洩漏或其他意外情事時，運送人應立即為必要之  

 處置，並通知委託運送之設置單位。設置單位於接獲通知後，應循相關系統或以 

 其他適當方式，立即通知事故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

第 二十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下列異常事件時，應立即通報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 

 一、其保存或移轉之第二級至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物毒素，有品項或數量不 

  符者。 

 二、高防護實驗室之設施或生物安全櫃負壓異常，無法立即恢復。

  前項異常事件，除第一款屬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之異常情形外，設置單位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各級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應視狀況進行調查或瞭解 

  ，並得為適當之處理。

  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次日起七日內，完成異常事件調查； 

  設置單位應於完成調查後次日起三日內，將調查報告報請各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 二十一 條  實驗室、保存場所發生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意外事件，依洩漏程度分為下列危 

 害等級：

 一、高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至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外區域，致有感染或危 

  害工作人員、其他部門或鄰近社區民眾之虞。

 二、中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以內區域，致有感染 

  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三、低度：感染性生物材料洩漏局限於實驗室、保存場所安全設備內，致有感 

  染或危害工作人員之虞。

  前項洩漏意外事件之通報及處理，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十二 條  設置單位應確保感染性生物材料無洩漏造成感染之虞，並督導實驗室、保存場 

 所辦理下列事項：

 一、建立緊急應變計畫，其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 緊急應變小組及任務。

 (二) 意外事件類型、危害等級鑑定及風險評估。

 (三) 意外事件之警示、處理及通報機制。

 (四) 緊急應變物資庫存管理。

 (五) 緊急醫療救護程序。

 (六) 應變人員之安全防護措施。

 (七) 緊急應變疏散程序及其他因應措施。

 (八) 危害區域清潔、消毒、整治、與單位內其他專責人員之協調、善後處理 

  措施及調查報告。

 二、每年應依前款應變計畫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二十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防疫需要，得令設置單位於限期內，將特定感染性生物材料以 

 適當方式銷毀、移轉保管或為其他處置。

第 二十四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設有高防護實驗室或保存第三級、第四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設 

 置單位，進行查核。

 地方主管機關得對轄區設有第二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第二等級動物生物安全 

 實驗室，或保存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或非管制性生物毒素之設置單位，進行查 

 核；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督導或查核。

 經前二項查核結果發現有缺失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要求其 

 停止使用、保存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二十五 條  設置單位發生生物安全、生物保全意外事件或有發生之虞時，主管機關得要求 

 其停止使用或處分相關感染性生物材料。

 前項安全疑慮解除後，經設置單位生安會或生安專責人員確認，並報地方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再行使用或處分。

第 三 章  管制性病原體及生物毒素之管理

第 二十六 條  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應適用本章規定管理。但屬中央機關公 

 告之特定管制性毒素，且未達公告管制總量者，比照第三級危險群病原體之規 

 定管理，免適用本章規定。

第 二十七 條  設置單位初次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前，應先指派主管層級人員 

 擔任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並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之。

 下列事項有異動時，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其他事項有異動時 

 ， 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或其代理人。 

 二、管制性病原、毒素品項新增。 

 三、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位置或地址。

第 二十八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綜理設置單位之管制性病原、毒素管理事  

 務，負責對外聯繫，並執行下列職務：

 一、審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 

   保全及緊急應變計畫。

 二、督導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每年辦理之應變演  

   習。

 三、指定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工作人員。 

 四、督導及稽核保存、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之生物風險 

   管理系統運作。 

 五、督導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有下列情形時之庫存稽核：

 (一)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搬遷。

 (二)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主管離職前及到職後。

 (三) 實驗室或保存場所發生管制性病原、毒素之遺失或遭竊。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其代理人，應接受管制性病原、毒素相關生物安全與生

  物保全課程至少四小時，每三年應接受至少二小時繼續教育。

第 二十九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被指定人員，其任期最長為三年；任期屆滿或被指定人員有 

 異動時，應重新指定。

 被指定人員有違反實驗室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管理規定情節重大、涉嫌參加國  

 內、外生物恐怖活動或其他相關犯罪行為者，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應立即終 

 止被指定人員之持有、保存及使用權限，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三 十 條  新設立之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應經設置 

 單位生安會及管制性病原、毒素主管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啟 

 用。

第 三十一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應經其設置單位管制性病原、 

 毒素主管及生安會審核通過後，適用或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

 前項管制性病原、毒素因移轉而增減數量，接收單位應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後，提供單位始得進行移轉。接收單位應於收到管制性病原、毒素後二個工作 

 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設置單位刪除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品項，應於刪除後三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第 三十二 條  設置單位輸出入管制性病原、毒素，除依第十三條規定辦理外，並應檢具管制 

 性病原、毒素主管之同意文件。

第 三十三 條  設置單位應督導持有、保存或使用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除 

 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外，並應訂定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 

 及緊急應變之專屬計畫，每年辦理演習，每三年應有一次實地演習。

第 三十四 條  設置單位因實驗室進行臨床檢驗或參加能力試驗，檢出管制性病原、毒素者， 

 應於七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並於下列期限內，完成銷毀、保存或移轉至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設置單位：

 一、臨床檢驗：三十日。               

 二、能力試驗：九十日。

第 三十五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於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接受基本課程或繼續教育時，應包括管制性病原、毒素之相關課程。

 高危險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一次安全 

 意識教育。

第 三十六 條  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實驗室及保存場所，應妥善保存管制性病原、毒素之庫存 

 、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活動紀錄至少三年；處分及異常事件紀錄至少十年。

第 三十七 條  主管機關應適用或準用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對管制性病原、毒素 

 之實驗室或保存場所，進行查核、令其限期改善或為其他處分。

 設置單位對於主管機關之督導或查核，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   四   章  附則

第 三十八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條、第 

 三十六條 及前條所定事項，委託、委辦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三十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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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8.0.21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700702610 號) 

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訂定

訂定「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部 長  蘇建榮

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一、為簡化稽徵作業，推行便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 

 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報， 

 書表齊全，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下列標準以上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 

 獨資、合夥組織應辦理結算申報，但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應就其申報案件予以書 

 面審核：

 (一) 稻米批發；農產品（花卉）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活體家畜、家禽）批發市場承銷 

  ；農產品（果菜）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魚）批發市場承銷 ……………………1%

 (二) 豆類、麥類及其他雜糧買賣；國產菸酒批發；進口菸酒批發；金（銀）條、金（銀） 

  塊、金（銀）錠及金（銀）幣買賣；菸酒零售；稻米零售；計程車客運…………2%

 (三) 未分類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其他動植物油脂製造；其他碾穀；動物飼品製造；粗 

  製茶；精製茶；成畜批發；成禽批發；魚類批發；其他水產品批發；麵粉批發；鹽批 

  發；廢紙批發；廢五金批發；其他回收物料批發；水產品零售；汽油零售………3%

 (四) 農、林、漁、牧業（農作物採收除外）；大理石採取；金屬礦採取；紡紗業（瓊麻絲 

  紗（線）紡製；韌性植物纖維紡前處理除外）；織布業（玻璃纖維梭織布製造；麻絲 

  梭織布製造除外）；織帶織製；針織外衣、襯衫製造；針織毛衣、毛褲製造；其他針 

  織外衣製造；針織內衣製造；束衣製造；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竹製品製造；堆肥處 

  理；蛋類買賣；動物飼品批發；刷子、掃帚批發；未分類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買賣； 

  液化石油氣批發；桶裝瓦斯零售；寵物飼品零售；遊覽車客運；汽車貨櫃貨運；搬家 

  運送服務；其他汽車貨運；市場管理；綠化服務；未分類其他組織………………4%

 (五) 矽砂採取；砂石採取；冷凍冷藏水產製造；豆腐（乾、皮）製造；豆類加工食品（豆 

  腐、豆乾、豆皮、豆腐乳、豆豉、豆漿除外）製造；代客碾穀；紅糖製造；毛巾物製 

  造；梭織運動服製造；襪類製造；皮革及毛皮整製；整地、播種及收穫機械設備製造 

  ；拉鍊製造； 綜合商品批發；蔬菜買賣；水果買賣；畜肉買賣；禽肉買賣；豆腐批發 

  ；豆類製品零售； 絲織、麻織、棉織、毛織品買賣；家電（視聽設備及家用空調器具 

  除外）買賣；家用攝影 機買賣；照相機買賣；金（銀）飾買賣；合板批發；砂石批發 

  ；柴油買賣；汽車輪胎買賣；超級市場；直營連鎖式便利商店；加盟連鎖式便利商店 

  ；雜貨店；未分類其他綜合商品零售；零售攤販業；團膳承包；學校營養午餐供應；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除外）；展示場管理；複合 

  支援服務 ………………………………………………………………………………… 5%

 (六)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維修及安裝；船舶維修； 

   航空器維修除外）；受污染土地整治；營建工程業（住宅營建；納骨塔營建；其他建 

   築工程；冷凍、通風、空調系統裝修工程；其他建築設備安裝除外）；加盟連鎖式便 

   利商店（無商 品進、銷貨行為）；餐盒零售；短期住宿業；電視節目製作；電視節目 

   代理及發行；廣播 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不動產投資開 

   發；廣告業（其他廣告 服務除外）；商業設計；燈光、舞台設計服務…………… 7%

 (七) 納骨塔營建；保健食品買賣；附駕駛之客車租賃；報關服務；船務代理；停車場管 

   理；運輸公證服務；倉儲業；電信業；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入口網站 

   經營、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業；其他資訊服務業；貨幣中介業（其他貨幣 

   中介除外）；其他金融服務業（其他民間融資、投資有價證券除外）；人身保險業； 

   財產保險業；再保險業；保險輔助業（財產保險經紀及人身保險經紀除外）；證券業 

   ；期貨業；其他未分類金融輔助；土地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積體電路 

   設計；專門設計業（商業設計 除外；其他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機械設備租賃業；運 

   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人力仲介業；人力供應業；旅行及相關 

   服務業；信用評等服務；吃到飽餐廳……………………………………………………8% 

 (八) 連鎖速食店；餐館、餐廳；咖啡館；飲酒店；視唱中心（KTV）；視聽中心………9%

 (九)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有娛樂節目餐廳；其他民 

   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證券投資顧問；其他投資顧問；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 

   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彩券銷售；有侍者陪伴之 

   茶室；有侍者陪伴之咖 啡廳；有侍者陪伴之酒家、酒吧；有侍者陪伴之舞廳；有侍者 

   陪伴之夜總會；有侍者陪伴 之視唱、視聽中心；電動玩具店；小鋼珠（柏青哥）店； 

   美甲美睫；豪華理容總匯；其他 美容美體服務；美姿禮儀造型設計；寵物照顧及訓練 

   ……………………………………………………………………………………………10%

 (十) 不屬於上列九款之業別 …………………………………………………………………6%

 經營兩種以上行業之營利事業，以主要業別（收入較高者）之純益率標準計算之。 

三、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未達本要點規定之標準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結算申報期限截止前 

 ，輔導營利事業自行調整達規定之純益率標準並繳清應納稅款（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 

 及繳納應納稅額），以收擴大書面審核效果。

四、申報適用本要點實施書面審核者，應依規定設置帳簿記載並取得、給與及保存憑證，其帳 

 載結算事項，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自行依法調整，調整後之純 

 益率如高於本要點之純益率，應依較高之純益率申報繳納稅款，否則稅捐稽徵機關於書面 

 審核時，對不合規定部分仍不予認列。

五、小規模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應以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為準。其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 

 票商號者，應將查定營業額合併已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額一併申報。其免用統一發票期間 

之實際營業額如經調查發現高於查定營業額時，應按其實際營業額併計適用本要點規定之

純益率標準予以核定；併計後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

（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之合計數大於第二點規定之金

額者，不適 用本要點。

六、理容業、沐浴業、計程車客運、酒吧或其他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依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利 

事業，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者，其申報之營業額與查定之營業額如有不同，應擇高依本要

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核定。

七、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交易之損益，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二條及第

一百條之規定計算，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土地交易損益，應依同法第二

十四條之五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計算，申報時應檢附有關憑證資料影

本，以憑審查。

八、營利事業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事由或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所得稅法第七

十一條規定期限內一次繳清應納之結算稅額，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或納稅義務人申請

以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所得稅作業原則規定申請並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視為符合第二

點規定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可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嗣後營利事業對延期或

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納稅款未如期繳納者，應改按一般申報案件辦理。

九、下列各款申報案件不適用本要點書面審核之規定：

 (一) 不動產買賣之申報案件。

 (二) 其他貨幣中介；投資有價證券；基金管理；專業考試補習教學；醫院；其他未分類醫 

  療保健。

 (三)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停車場管理；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電台經營；無線電視頻道經營 

  ；衛星電視頻道經營；金融租賃；其他民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其 

  他投資顧問；土地開發；不動產投資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機械設備租賃業；運輸工具 

  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等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 

  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之申報案件。

 (四) 符合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 

  業組織或農會、漁會申報案件。

 (五) 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之申報案件。

  (六) 營業代理人代理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申報案件。

 (七) 逾期申報案件。但依第二點規定純益率標準調整所得額，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 

  納稅款或無應納稅額者，可適用本要點規定（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 

  額，無但書規定之適用）。

十、適用本要點之申報案件，經發現有短、漏報情事時，應按下列規定補稅處罰：

  (一)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已列報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二)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未列報者，得適用同業利潤標準之毛利率核計漏報所得額。 

  但核定所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 

  限。

 (三)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四)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者，得就其短、漏報部分查帳核定，併入原按 

  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申報之所得額核計應納稅額。

十一、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經自行調整符合擴大書面審核標準者，其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其應分配之盈餘列為營利所得，並 

 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如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應依同法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規定，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取稅款。

十二、營利事業一百零八年度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決算申報案件，可比照本要點書面審 

 核之規定辦理。

十三、依本要點規定書面審核之案件，於辦理抽查時，應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 

 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經營零售業務之營利事業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使用收 

 銀機開立統一發票，自一百零三年度或變更年度起至一百十二年度止，各該年度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者，全年度可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降低一個百分點：

 (一) 經申請核准全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統一發票。但遇有機器故障，致不能依上開規定辦理者，不 

  在此限。

 (二) 依規定設置帳簿及記載，且當年度未經查獲有短、漏開發票及短、漏報營業收入情事 

  。

 (三) 所稱「經營零售業務」，指以對最終消費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 

  例如從事零售、餐飲、旅宿及服務等業務。

十五、營利事業依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週休二日新制） 

 增加薪資等成本費用致降低純益率，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於申報時檢附受週休二日 

 新制影響成本費用分析表，其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得按該純益率標準百分之九十 

 計算；營利事業應備妥受影響之成本費用相關資料，稽徵機關必要時得調閱審查：

 (一) 已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 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十六、本要點經財政部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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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部 長  蘇建榮

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一、為簡化稽徵作業，推行便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 

 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報， 

 書表齊全，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下列標準以上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 

 獨資、合夥組織應辦理結算申報，但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應就其申報案件予以書 

 面審核：

 (一) 稻米批發；農產品（花卉）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活體家畜、家禽）批發市場承銷 

  ；農產品（果菜）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魚）批發市場承銷 ……………………1%

 (二) 豆類、麥類及其他雜糧買賣；國產菸酒批發；進口菸酒批發；金（銀）條、金（銀） 

  塊、金（銀）錠及金（銀）幣買賣；菸酒零售；稻米零售；計程車客運…………2%

 (三) 未分類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其他動植物油脂製造；其他碾穀；動物飼品製造；粗 

  製茶；精製茶；成畜批發；成禽批發；魚類批發；其他水產品批發；麵粉批發；鹽批 

  發；廢紙批發；廢五金批發；其他回收物料批發；水產品零售；汽油零售………3%

 (四) 農、林、漁、牧業（農作物採收除外）；大理石採取；金屬礦採取；紡紗業（瓊麻絲 

  紗（線）紡製；韌性植物纖維紡前處理除外）；織布業（玻璃纖維梭織布製造；麻絲 

  梭織布製造除外）；織帶織製；針織外衣、襯衫製造；針織毛衣、毛褲製造；其他針 

  織外衣製造；針織內衣製造；束衣製造；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竹製品製造；堆肥處 

  理；蛋類買賣；動物飼品批發；刷子、掃帚批發；未分類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買賣； 

  液化石油氣批發；桶裝瓦斯零售；寵物飼品零售；遊覽車客運；汽車貨櫃貨運；搬家 

  運送服務；其他汽車貨運；市場管理；綠化服務；未分類其他組織………………4%

 (五) 矽砂採取；砂石採取；冷凍冷藏水產製造；豆腐（乾、皮）製造；豆類加工食品（豆 

  腐、豆乾、豆皮、豆腐乳、豆豉、豆漿除外）製造；代客碾穀；紅糖製造；毛巾物製 

  造；梭織運動服製造；襪類製造；皮革及毛皮整製；整地、播種及收穫機械設備製造 

  ；拉鍊製造； 綜合商品批發；蔬菜買賣；水果買賣；畜肉買賣；禽肉買賣；豆腐批發 

  ；豆類製品零售； 絲織、麻織、棉織、毛織品買賣；家電（視聽設備及家用空調器具 

  除外）買賣；家用攝影 機買賣；照相機買賣；金（銀）飾買賣；合板批發；砂石批發 

  ；柴油買賣；汽車輪胎買賣；超級市場；直營連鎖式便利商店；加盟連鎖式便利商店 

  ；雜貨店；未分類其他綜合商品零售；零售攤販業；團膳承包；學校營養午餐供應；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除外）；展示場管理；複合 

  支援服務 ………………………………………………………………………………… 5%

 (六)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維修及安裝；船舶維修； 

   航空器維修除外）；受污染土地整治；營建工程業（住宅營建；納骨塔營建；其他建 

   築工程；冷凍、通風、空調系統裝修工程；其他建築設備安裝除外）；加盟連鎖式便 

   利商店（無商 品進、銷貨行為）；餐盒零售；短期住宿業；電視節目製作；電視節目 

   代理及發行；廣播 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不動產投資開 

   發；廣告業（其他廣告 服務除外）；商業設計；燈光、舞台設計服務…………… 7%

 (七) 納骨塔營建；保健食品買賣；附駕駛之客車租賃；報關服務；船務代理；停車場管 

   理；運輸公證服務；倉儲業；電信業；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入口網站 

   經營、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業；其他資訊服務業；貨幣中介業（其他貨幣 

   中介除外）；其他金融服務業（其他民間融資、投資有價證券除外）；人身保險業； 

   財產保險業；再保險業；保險輔助業（財產保險經紀及人身保險經紀除外）；證券業 

   ；期貨業；其他未分類金融輔助；土地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積體電路 

   設計；專門設計業（商業設計 除外；其他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機械設備租賃業；運 

   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人力仲介業；人力供應業；旅行及相關 

   服務業；信用評等服務；吃到飽餐廳……………………………………………………8% 

 (八) 連鎖速食店；餐館、餐廳；咖啡館；飲酒店；視唱中心（KTV）；視聽中心………9%

 (九)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有娛樂節目餐廳；其他民 

   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證券投資顧問；其他投資顧問；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 

   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彩券銷售；有侍者陪伴之 

   茶室；有侍者陪伴之咖 啡廳；有侍者陪伴之酒家、酒吧；有侍者陪伴之舞廳；有侍者 

   陪伴之夜總會；有侍者陪伴 之視唱、視聽中心；電動玩具店；小鋼珠（柏青哥）店； 

   美甲美睫；豪華理容總匯；其他 美容美體服務；美姿禮儀造型設計；寵物照顧及訓練 

   ……………………………………………………………………………………………10%

 (十) 不屬於上列九款之業別 …………………………………………………………………6%

 經營兩種以上行業之營利事業，以主要業別（收入較高者）之純益率標準計算之。 

三、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未達本要點規定之標準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結算申報期限截止前 

 ，輔導營利事業自行調整達規定之純益率標準並繳清應納稅款（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 

 及繳納應納稅額），以收擴大書面審核效果。

四、申報適用本要點實施書面審核者，應依規定設置帳簿記載並取得、給與及保存憑證，其帳 

 載結算事項，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自行依法調整，調整後之純 

 益率如高於本要點之純益率，應依較高之純益率申報繳納稅款，否則稅捐稽徵機關於書面 

 審核時，對不合規定部分仍不予認列。

五、小規模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應以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為準。其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 

 票商號者，應將查定營業額合併已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額一併申報。其免用統一發票期間 

之實際營業額如經調查發現高於查定營業額時，應按其實際營業額併計適用本要點規定之

純益率標準予以核定；併計後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

（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之合計數大於第二點規定之金

額者，不適 用本要點。

六、理容業、沐浴業、計程車客運、酒吧或其他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依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利 

事業，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者，其申報之營業額與查定之營業額如有不同，應擇高依本要

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核定。

七、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交易之損益，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二條及第

一百條之規定計算，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土地交易損益，應依同法第二

十四條之五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計算，申報時應檢附有關憑證資料影

本，以憑審查。

八、營利事業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事由或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所得稅法第七

十一條規定期限內一次繳清應納之結算稅額，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或納稅義務人申請

以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所得稅作業原則規定申請並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視為符合第二

點規定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可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嗣後營利事業對延期或

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納稅款未如期繳納者，應改按一般申報案件辦理。

九、下列各款申報案件不適用本要點書面審核之規定：

 (一) 不動產買賣之申報案件。

 (二) 其他貨幣中介；投資有價證券；基金管理；專業考試補習教學；醫院；其他未分類醫 

  療保健。

 (三)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停車場管理；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電台經營；無線電視頻道經營 

  ；衛星電視頻道經營；金融租賃；其他民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其 

  他投資顧問；土地開發；不動產投資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機械設備租賃業；運輸工具 

  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等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 

  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之申報案件。

 (四) 符合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 

  業組織或農會、漁會申報案件。

 (五) 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之申報案件。

  (六) 營業代理人代理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申報案件。

 (七) 逾期申報案件。但依第二點規定純益率標準調整所得額，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 

  納稅款或無應納稅額者，可適用本要點規定（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 

  額，無但書規定之適用）。

十、適用本要點之申報案件，經發現有短、漏報情事時，應按下列規定補稅處罰：

  (一)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已列報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二)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未列報者，得適用同業利潤標準之毛利率核計漏報所得額。 

  但核定所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 

  限。

 (三)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四)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者，得就其短、漏報部分查帳核定，併入原按 

  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申報之所得額核計應納稅額。

十一、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經自行調整符合擴大書面審核標準者，其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其應分配之盈餘列為營利所得，並 

 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如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應依同法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規定，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取稅款。

十二、營利事業一百零八年度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決算申報案件，可比照本要點書面審 

 核之規定辦理。

十三、依本要點規定書面審核之案件，於辦理抽查時，應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 

 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經營零售業務之營利事業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使用收 

 銀機開立統一發票，自一百零三年度或變更年度起至一百十二年度止，各該年度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者，全年度可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降低一個百分點：

 (一) 經申請核准全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統一發票。但遇有機器故障，致不能依上開規定辦理者，不 

  在此限。

 (二) 依規定設置帳簿及記載，且當年度未經查獲有短、漏開發票及短、漏報營業收入情事 

  。

 (三) 所稱「經營零售業務」，指以對最終消費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 

  例如從事零售、餐飲、旅宿及服務等業務。

十五、營利事業依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週休二日新制） 

 增加薪資等成本費用致降低純益率，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於申報時檢附受週休二日 

 新制影響成本費用分析表，其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得按該純益率標準百分之九十 

 計算；營利事業應備妥受影響之成本費用相關資料，稽徵機關必要時得調閱審查：

 (一) 已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 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十六、本要點經財政部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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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部 長  蘇建榮

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一、為簡化稽徵作業，推行便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 

 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報， 

 書表齊全，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下列標準以上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 

 獨資、合夥組織應辦理結算申報，但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應就其申報案件予以書 

 面審核：

 (一) 稻米批發；農產品（花卉）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活體家畜、家禽）批發市場承銷 

  ；農產品（果菜）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魚）批發市場承銷 ……………………1%

 (二) 豆類、麥類及其他雜糧買賣；國產菸酒批發；進口菸酒批發；金（銀）條、金（銀） 

  塊、金（銀）錠及金（銀）幣買賣；菸酒零售；稻米零售；計程車客運…………2%

 (三) 未分類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其他動植物油脂製造；其他碾穀；動物飼品製造；粗 

  製茶；精製茶；成畜批發；成禽批發；魚類批發；其他水產品批發；麵粉批發；鹽批 

  發；廢紙批發；廢五金批發；其他回收物料批發；水產品零售；汽油零售………3%

 (四) 農、林、漁、牧業（農作物採收除外）；大理石採取；金屬礦採取；紡紗業（瓊麻絲 

  紗（線）紡製；韌性植物纖維紡前處理除外）；織布業（玻璃纖維梭織布製造；麻絲 

  梭織布製造除外）；織帶織製；針織外衣、襯衫製造；針織毛衣、毛褲製造；其他針 

  織外衣製造；針織內衣製造；束衣製造；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竹製品製造；堆肥處 

  理；蛋類買賣；動物飼品批發；刷子、掃帚批發；未分類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買賣； 

  液化石油氣批發；桶裝瓦斯零售；寵物飼品零售；遊覽車客運；汽車貨櫃貨運；搬家 

  運送服務；其他汽車貨運；市場管理；綠化服務；未分類其他組織………………4%

 (五) 矽砂採取；砂石採取；冷凍冷藏水產製造；豆腐（乾、皮）製造；豆類加工食品（豆 

  腐、豆乾、豆皮、豆腐乳、豆豉、豆漿除外）製造；代客碾穀；紅糖製造；毛巾物製 

  造；梭織運動服製造；襪類製造；皮革及毛皮整製；整地、播種及收穫機械設備製造 

  ；拉鍊製造； 綜合商品批發；蔬菜買賣；水果買賣；畜肉買賣；禽肉買賣；豆腐批發 

  ；豆類製品零售； 絲織、麻織、棉織、毛織品買賣；家電（視聽設備及家用空調器具 

  除外）買賣；家用攝影 機買賣；照相機買賣；金（銀）飾買賣；合板批發；砂石批發 

  ；柴油買賣；汽車輪胎買賣；超級市場；直營連鎖式便利商店；加盟連鎖式便利商店 

  ；雜貨店；未分類其他綜合商品零售；零售攤販業；團膳承包；學校營養午餐供應；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除外）；展示場管理；複合 

  支援服務 ………………………………………………………………………………… 5%

 (六)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維修及安裝；船舶維修； 

   航空器維修除外）；受污染土地整治；營建工程業（住宅營建；納骨塔營建；其他建 

   築工程；冷凍、通風、空調系統裝修工程；其他建築設備安裝除外）；加盟連鎖式便 

   利商店（無商 品進、銷貨行為）；餐盒零售；短期住宿業；電視節目製作；電視節目 

   代理及發行；廣播 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不動產投資開 

   發；廣告業（其他廣告 服務除外）；商業設計；燈光、舞台設計服務…………… 7%

 (七) 納骨塔營建；保健食品買賣；附駕駛之客車租賃；報關服務；船務代理；停車場管 

   理；運輸公證服務；倉儲業；電信業；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入口網站 

   經營、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業；其他資訊服務業；貨幣中介業（其他貨幣 

   中介除外）；其他金融服務業（其他民間融資、投資有價證券除外）；人身保險業； 

   財產保險業；再保險業；保險輔助業（財產保險經紀及人身保險經紀除外）；證券業 

   ；期貨業；其他未分類金融輔助；土地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積體電路 

   設計；專門設計業（商業設計 除外；其他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機械設備租賃業；運 

   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人力仲介業；人力供應業；旅行及相關 

   服務業；信用評等服務；吃到飽餐廳……………………………………………………8% 

 (八) 連鎖速食店；餐館、餐廳；咖啡館；飲酒店；視唱中心（KTV）；視聽中心………9%

 (九)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有娛樂節目餐廳；其他民 

   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證券投資顧問；其他投資顧問；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 

   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彩券銷售；有侍者陪伴之 

   茶室；有侍者陪伴之咖 啡廳；有侍者陪伴之酒家、酒吧；有侍者陪伴之舞廳；有侍者 

   陪伴之夜總會；有侍者陪伴 之視唱、視聽中心；電動玩具店；小鋼珠（柏青哥）店； 

   美甲美睫；豪華理容總匯；其他 美容美體服務；美姿禮儀造型設計；寵物照顧及訓練 

   ……………………………………………………………………………………………10%

 (十) 不屬於上列九款之業別 …………………………………………………………………6%

 經營兩種以上行業之營利事業，以主要業別（收入較高者）之純益率標準計算之。 

三、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未達本要點規定之標準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結算申報期限截止前 

 ，輔導營利事業自行調整達規定之純益率標準並繳清應納稅款（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 

 及繳納應納稅額），以收擴大書面審核效果。

四、申報適用本要點實施書面審核者，應依規定設置帳簿記載並取得、給與及保存憑證，其帳 

 載結算事項，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自行依法調整，調整後之純 

 益率如高於本要點之純益率，應依較高之純益率申報繳納稅款，否則稅捐稽徵機關於書面 

 審核時，對不合規定部分仍不予認列。

五、小規模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應以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為準。其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 

 票商號者，應將查定營業額合併已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額一併申報。其免用統一發票期間 

之實際營業額如經調查發現高於查定營業額時，應按其實際營業額併計適用本要點規定之

純益率標準予以核定；併計後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

（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之合計數大於第二點規定之金

額者，不適 用本要點。

六、理容業、沐浴業、計程車客運、酒吧或其他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依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利 

事業，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者，其申報之營業額與查定之營業額如有不同，應擇高依本要

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核定。

七、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交易之損益，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二條及第

一百條之規定計算，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土地交易損益，應依同法第二

十四條之五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計算，申報時應檢附有關憑證資料影

本，以憑審查。

八、營利事業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事由或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所得稅法第七

十一條規定期限內一次繳清應納之結算稅額，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或納稅義務人申請

以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所得稅作業原則規定申請並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視為符合第二

點規定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可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嗣後營利事業對延期或

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納稅款未如期繳納者，應改按一般申報案件辦理。

九、下列各款申報案件不適用本要點書面審核之規定：

 (一) 不動產買賣之申報案件。

 (二) 其他貨幣中介；投資有價證券；基金管理；專業考試補習教學；醫院；其他未分類醫 

  療保健。

 (三)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停車場管理；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電台經營；無線電視頻道經營 

  ；衛星電視頻道經營；金融租賃；其他民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其 

  他投資顧問；土地開發；不動產投資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機械設備租賃業；運輸工具 

  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等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 

  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之申報案件。

 (四) 符合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 

  業組織或農會、漁會申報案件。

 (五) 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之申報案件。

  (六) 營業代理人代理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申報案件。

 (七) 逾期申報案件。但依第二點規定純益率標準調整所得額，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 

  納稅款或無應納稅額者，可適用本要點規定（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 

  額，無但書規定之適用）。

十、適用本要點之申報案件，經發現有短、漏報情事時，應按下列規定補稅處罰：

  (一)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已列報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二)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未列報者，得適用同業利潤標準之毛利率核計漏報所得額。 

  但核定所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 

  限。

 (三)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四)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者，得就其短、漏報部分查帳核定，併入原按 

  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申報之所得額核計應納稅額。

十一、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經自行調整符合擴大書面審核標準者，其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其應分配之盈餘列為營利所得，並 

 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如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應依同法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規定，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取稅款。

十二、營利事業一百零八年度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決算申報案件，可比照本要點書面審 

 核之規定辦理。

十三、依本要點規定書面審核之案件，於辦理抽查時，應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 

 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經營零售業務之營利事業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使用收 

 銀機開立統一發票，自一百零三年度或變更年度起至一百十二年度止，各該年度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者，全年度可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降低一個百分點：

 (一) 經申請核准全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統一發票。但遇有機器故障，致不能依上開規定辦理者，不 

  在此限。

 (二) 依規定設置帳簿及記載，且當年度未經查獲有短、漏開發票及短、漏報營業收入情事 

  。

 (三) 所稱「經營零售業務」，指以對最終消費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 

  例如從事零售、餐飲、旅宿及服務等業務。

十五、營利事業依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週休二日新制） 

 增加薪資等成本費用致降低純益率，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於申報時檢附受週休二日 

 新制影響成本費用分析表，其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得按該純益率標準百分之九十 

 計算；營利事業應備妥受影響之成本費用相關資料，稽徵機關必要時得調閱審查：

 (一) 已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 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十六、本要點經財政部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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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部 長  蘇建榮

一百零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點
一、為簡化稽徵作業，推行便民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 

 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營利事業，其年度結算申報， 

 書表齊全，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在下列標準以上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者（ 

 獨資、合夥組織應辦理結算申報，但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額），應就其申報案件予以書 

 面審核：

 (一) 稻米批發；農產品（花卉）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活體家畜、家禽）批發市場承銷 

  ；農產品（果菜）批發市場承銷；農產品（魚）批發市場承銷 ……………………1%

 (二) 豆類、麥類及其他雜糧買賣；國產菸酒批發；進口菸酒批發；金（銀）條、金（銀） 

  塊、金（銀）錠及金（銀）幣買賣；菸酒零售；稻米零售；計程車客運…………2%

 (三) 未分類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其他動植物油脂製造；其他碾穀；動物飼品製造；粗 

  製茶；精製茶；成畜批發；成禽批發；魚類批發；其他水產品批發；麵粉批發；鹽批 

  發；廢紙批發；廢五金批發；其他回收物料批發；水產品零售；汽油零售………3%

 (四) 農、林、漁、牧業（農作物採收除外）；大理石採取；金屬礦採取；紡紗業（瓊麻絲 

  紗（線）紡製；韌性植物纖維紡前處理除外）；織布業（玻璃纖維梭織布製造；麻絲 

  梭織布製造除外）；織帶織製；針織外衣、襯衫製造；針織毛衣、毛褲製造；其他針 

  織外衣製造；針織內衣製造；束衣製造；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竹製品製造；堆肥處 

  理；蛋類買賣；動物飼品批發；刷子、掃帚批發；未分類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買賣； 

  液化石油氣批發；桶裝瓦斯零售；寵物飼品零售；遊覽車客運；汽車貨櫃貨運；搬家 

  運送服務；其他汽車貨運；市場管理；綠化服務；未分類其他組織………………4%

 (五) 矽砂採取；砂石採取；冷凍冷藏水產製造；豆腐（乾、皮）製造；豆類加工食品（豆 

  腐、豆乾、豆皮、豆腐乳、豆豉、豆漿除外）製造；代客碾穀；紅糖製造；毛巾物製 

  造；梭織運動服製造；襪類製造；皮革及毛皮整製；整地、播種及收穫機械設備製造 

  ；拉鍊製造； 綜合商品批發；蔬菜買賣；水果買賣；畜肉買賣；禽肉買賣；豆腐批發 

  ；豆類製品零售； 絲織、麻織、棉織、毛織品買賣；家電（視聽設備及家用空調器具 

  除外）買賣；家用攝影 機買賣；照相機買賣；金（銀）飾買賣；合板批發；砂石批發 

  ；柴油買賣；汽車輪胎買賣；超級市場；直營連鎖式便利商店；加盟連鎖式便利商店 

  ；雜貨店；未分類其他綜合商品零售；零售攤販業；團膳承包；學校營養午餐供應；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除外）；展示場管理；複合 

  支援服務 ………………………………………………………………………………… 5%

 (六)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維修及安裝；船舶維修； 

   航空器維修除外）；受污染土地整治；營建工程業（住宅營建；納骨塔營建；其他建 

   築工程；冷凍、通風、空調系統裝修工程；其他建築設備安裝除外）；加盟連鎖式便 

   利商店（無商 品進、銷貨行為）；餐盒零售；短期住宿業；電視節目製作；電視節目 

   代理及發行；廣播 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不動產投資開 

   發；廣告業（其他廣告 服務除外）；商業設計；燈光、舞台設計服務…………… 7%

 (七) 納骨塔營建；保健食品買賣；附駕駛之客車租賃；報關服務；船務代理；停車場管 

   理；運輸公證服務；倉儲業；電信業；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入口網站 

   經營、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業；其他資訊服務業；貨幣中介業（其他貨幣 

   中介除外）；其他金融服務業（其他民間融資、投資有價證券除外）；人身保險業； 

   財產保險業；再保險業；保險輔助業（財產保險經紀及人身保險經紀除外）；證券業 

   ；期貨業；其他未分類金融輔助；土地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積體電路 

   設計；專門設計業（商業設計 除外；其他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機械設備租賃業；運 

   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人力仲介業；人力供應業；旅行及相關 

   服務業；信用評等服務；吃到飽餐廳……………………………………………………8% 

 (八) 連鎖速食店；餐館、餐廳；咖啡館；飲酒店；視唱中心（KTV）；視聽中心………9%

 (九)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有娛樂節目餐廳；其他民 

   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證券投資顧問；其他投資顧問；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 

   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彩券銷售；有侍者陪伴之 

   茶室；有侍者陪伴之咖 啡廳；有侍者陪伴之酒家、酒吧；有侍者陪伴之舞廳；有侍者 

   陪伴之夜總會；有侍者陪伴 之視唱、視聽中心；電動玩具店；小鋼珠（柏青哥）店； 

   美甲美睫；豪華理容總匯；其他 美容美體服務；美姿禮儀造型設計；寵物照顧及訓練 

   ……………………………………………………………………………………………10%

 (十) 不屬於上列九款之業別 …………………………………………………………………6%

 經營兩種以上行業之營利事業，以主要業別（收入較高者）之純益率標準計算之。 

三、自行依法調整之純益率未達本要點規定之標準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結算申報期限截止前 

 ，輔導營利事業自行調整達規定之純益率標準並繳清應納稅款（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 

 及繳納應納稅額），以收擴大書面審核效果。

四、申報適用本要點實施書面審核者，應依規定設置帳簿記載並取得、給與及保存憑證，其帳 

 載結算事項，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自行依法調整，調整後之純 

 益率如高於本要點之純益率，應依較高之純益率申報繳納稅款，否則稅捐稽徵機關於書面 

 審核時，對不合規定部分仍不予認列。

五、小規模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應以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為準。其於年度中改為使用統一發 

 票商號者，應將查定營業額合併已開立統一發票之營業額一併申報。其免用統一發票期間 

之實際營業額如經調查發現高於查定營業額時，應按其實際營業額併計適用本要點規定之

純益率標準予以核定；併計後之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地及其定著物

（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之合計數大於第二點規定之金

額者，不適 用本要點。

六、理容業、沐浴業、計程車客運、酒吧或其他經核准免用統一發票依查定課徵營業稅之營利 

事業，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者，其申報之營業額與查定之營業額如有不同，應擇高依本要

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核定。

七、土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交易之損益，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三十二條及第

一百條之規定計算，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之房屋、土地交易損益，應依同法第二

十四條之五及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規定計算，申報時應檢附有關憑證資料影

本，以憑審查。

八、營利事業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事由或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所得稅法第七

十一條規定期限內一次繳清應納之結算稅額，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六條或納稅義務人申請

以加計利息分期繳納所得稅作業原則規定申請並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者，視為符合第二

點規定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納稅款，可適用本要點規定辦理；嗣後營利事業對延期或

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納稅款未如期繳納者，應改按一般申報案件辦理。

九、下列各款申報案件不適用本要點書面審核之規定：

 (一) 不動產買賣之申報案件。

 (二) 其他貨幣中介；投資有價證券；基金管理；專業考試補習教學；醫院；其他未分類醫 

  療保健。

 (三) 電力供應業；商品批發經紀業；多層次傳銷（佣金收入）；停車場管理；電視節目製 

  作；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廣播電台經營；無線電視頻道經營 

  ；衛星電視頻道經營；金融租賃；其他民間融資；財產保險經紀；人身保險經紀；其 

  他投資顧問；土地開發；不動產投資開發；不動產租賃；不動產轉租賃；不動產仲介 

  ；不動產代銷；法律服務業；管理顧問業；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積體 

  電路設計除外）；未分類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環境顧 

  問服務；農、林、漁、礦、食品、紡織等技術指導服務；機械設備租賃業；運輸工具 

  設備租賃業；個人及家庭用品租賃業；信用調查服務；汽車駕駛訓練；其他未分類教 

  育；其他教育輔助服務；醫學檢驗服務等全年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不包括土 

  地及其定著物（如房屋等）之交易增益暨依法不計入所得課稅之所得額】合計在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之申報案件。

 (四) 符合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 

  業組織或農會、漁會申報案件。

 (五) 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設有分支機構之申報案件。

  (六) 營業代理人代理國外或大陸地區營利事業申報案件。

 (七) 逾期申報案件。但依第二點規定純益率標準調整所得額，並於申報期限截止前繳清應 

  納稅款或無應納稅額者，可適用本要點規定（獨資、合夥組織無須計算及繳納應納稅 

  額，無但書規定之適用）。

十、適用本要點之申報案件，經發現有短、漏報情事時，應按下列規定補稅處罰：

  (一)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已列報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二) 短、漏報營業收入之成本未列報者，得適用同業利潤標準之毛利率核計漏報所得額。 

  但核定所得額，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 

  限。

 (三)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應按全額核定漏報所得額。

 (四) 短、漏報非營業收入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者，得就其短、漏報部分查帳核定，併入原按 

  本要點規定之純益率標準申報之所得額核計應納稅額。

十一、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經自行調整符合擴大書面審核標準者，其獨資資本主或合夥 

 組織合夥人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其應分配之盈餘列為營利所得，並 

 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如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 

 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應依同法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規定，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 

 扣繳率扣取稅款。

十二、營利事業一百零八年度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決算申報案件，可比照本要點書面審 

 核之規定辦理。

十三、依本要點規定書面審核之案件，於辦理抽查時，應根據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 

 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經營零售業務之營利事業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使用收 

 銀機開立統一發票，自一百零三年度或變更年度起至一百十二年度止，各該年度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者，全年度可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降低一個百分點：

 (一) 經申請核准全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 

  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統一發票。但遇有機器故障，致不能依上開規定辦理者，不 

  在此限。

 (二) 依規定設置帳簿及記載，且當年度未經查獲有短、漏開發票及短、漏報營業收入情事 

  。

 (三) 所稱「經營零售業務」，指以對最終消費者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 

  例如從事零售、餐飲、旅宿及服務等業務。

十五、營利事業依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週休二日新制） 

 增加薪資等成本費用致降低純益率，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於申報時檢附受週休二日 

 新制影響成本費用分析表，其適用本要點之純益率標準，得按該純益率標準百分之九十 

 計算；營利事業應備妥受影響之成本費用相關資料，稽徵機關必要時得調閱審查：

 (一) 已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 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十六、本要點經財政部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編輯組(依據 108.01.22 環保署環署空字第 1080005272 號) 

氯 乙 烯 及 聚 氯 乙 烯 製 造 業
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揮發性有機物：指在一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二百五十度以下有機 

  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總稱。但不包括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硫 化碳、碳 

  酸、碳酸鹽、碳酸銨、氰化物或硫氰化物等化合物。

 二、新設污染源：指自本標準發布日起設立之污染源。 

 三、既存污染源：指自本標準發布日前已完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 

  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程施作契約之污染源。但既存污染源符合固定污染源設置與 

  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變更條件者，以新設污染源論。

 四、氯乙烯單體製程（Vinyl chloride monomer（VCM）plant）：指產製氯乙烯單體 

  之生產過程。

 五、聚氯乙烯製程（Polyvinyl chloride（PVC）plant）：指單獨使用氯乙烯單體或使 

  用氯乙烯單體與其他原料混合產製聚氯乙烯之生產過程。

 六、二氯乙烷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EDC）或 1,2-dichloroethane plant）：指 

  使用乙烯、氯氣、氧及氯化氫等原料反應生成二氯乙烷，並提供氯乙烯單體 製程 

  使用之生產過程。

 七、槽車：車體設有槽體式、罐式、罐槽體式、高壓罐槽體式或常壓罐槽體式儲存設 

  備之機動車輛。

 八、二氯乙烷純化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純化二氯乙烷之生產 

  過程。

 九、氧氯化反應器（Oxychlorination reactor）：指以乙烯氧氯化法產製二氯乙烷之反 

  應器。

 十、氯乙烯單體純化製程（Vinyl 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產製氯乙烯單體過程中， 

  純化氯乙烯單體之生產過程。

 十一、重合槽或聚合槽：指用於進行氯乙烯單體重合或聚合反應，以產製聚氯乙烯樹 

   脂或粉體之反應槽（器）。

  十二、脫除設備：指利用熱、真空或其他方式將聚氯乙烯樹脂或漿料中殘餘氯乙烯單 

   體移除之設備。

 十三、單體回收系統（Monomer recovery system）：指用於聚氯乙烯製程用於回收 

   氯乙烯單體之系統。

 十四、脫除設備後端之所有排放源：指於聚氯乙烯製程中包含之乾燥機、離心機、濃 

   縮器、攪拌槽、過濾器、輸送機空氣排出處、裝袋機及儲存容器。

 十五、裝載操作設施：指裝載操作涵蓋之相關設施，包括灌裝臂、泵浦、流量計、關 

   斷閥、釋壓閥、管線、揮發性有機物收集系統及其他相關閥件。

 十六、揮發性有機液體：指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占其重量百分比十以上之液體。 

 十七、裝載操作：指將揮發性有機液體經裝載操作設施導入或導出槽車、儲槽或油輪 

   之操作。 

 十八、氣密狀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值低於一千 ppm 之狀態。

 十九、設備元件：指泵浦、壓縮機、氣體釋壓裝置、取樣連接系統、閥、法蘭、 槽車 

   物料管線之連接頭或其他與製程設備銜接之連接頭。但流經該設備元 件之 流體 

   中，其揮發性有機物重量比小於百分之十者，或屬於真空設備元 件者，或 設備 

   元件埋於地下無法量測者，不在此限。

 二十、止漏型接頭：指設有止漏墊片或止漏環，可於裝卸接頭接合後才形成流體通路 

   ，並於接頭脫離前可形成流體閉路狀態，脫離後接頭無須其他裝置即可達流體 

   不與大氣接觸之裝卸接頭。

 二十一、初檢測值：指檢測某設備元件或設備逸散之揮發性有機物原始讀值。 

 二十二、背景濃度值：指偵測儀器在欲檢測之設備元件上風位置一公尺至二公尺處， 

  隨機所量得之揮發性有機物儀器讀值，若該量測位置有遭受其他鄰近設備元 

  件干擾時，其距離不得少於二十五公分。

 二十三、淨檢測值：指初檢測值減去背景濃度值之淨值。 

 二十四、輕質液：指在製程操作條件下製程流體為液態，且該製程流體於攝氏二十度 

  時含蒸氣壓二．二五 mmHg 以上之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占其重量百分比二十以 

  上者。

 二十五、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指取得通過 ISO 17025 認證之實驗室（機構）核發之 

  證明，並符合 API 622、624、641、ANSA/ISA-S93 或 ISO 15848 型式 

  認證程序，且洩漏濃度低於一百 ppm 之設備元件。

 二十六、密閉式取樣系統：指取樣過程流體不與大氣接觸之取樣系統。 

 二十七、預防性防蝕材料：指可用於法蘭面包覆或塗布，以避免法蘭面或法蘭面墊片 

  腐蝕導致管線內揮發性有機物逸散之材料。 

 二十八、密閉設備：指除儲槽外，製程所屬任何密閉槽體，如反應槽（器）、攪拌槽 

  、重合槽、分離槽、精餾塔、過濾器。

  二十九、儲槽排氣密閉收集系統：指儲槽呈現負壓狀況時設有壓力控制閥補充氮氣或 

  其他惰性氣體調節儲槽內壓力，於儲槽正壓時透過壓力控制閥將儲槽排氣以 

  密閉管線收集且連通至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三十、實際蒸氣壓：指以常溫儲存或裝載之物料，於攝氏二十度時之蒸氣壓；非常溫 

  儲存或裝載者，其實際操作最大溫度之蒸氣壓。

 三十一、廢水處理設施：指收受處理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相關製程之廢水收集系統 

  、廢水初級處理單元設備、生物曝氣池及污泥處理設施。 

 三十二、廢水收集系統：指處理聚氯乙烯製程產生廢水之收集系統，具有收集、輸送 

  及貯留廢水功能之單元設備。 

三十三、廢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指將聚氯乙烯製程產生之排放水，包括離心機排放水、製程設 

 備沖水、重合槽清洗水或冷凝水，經相關處理程序後回收 再利用之系統。

第 三 條  本標準管制空氣污染物項目為揮發性有機物、氯乙烯單體及二氯乙烷，其適用對象 

 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用於研究與開發中之設備且氯乙烯單體聚合之反應器容  

 量○．二五立方公尺以下、單一儲槽容積十五立方公尺以下或單一儲槽二氯乙烷容 

 積 一百立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一、生產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聚合物之公私場所。 

 二、生產二氯乙烷且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之公私場所。 

 三、運輸氯乙烯單體，或運輸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之二氯乙烷之槽車業者。 

 四、具氯乙烯單體儲槽之儲運業者。

第 四 條  氯乙烷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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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揮發性有機物：指在一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二百五十度以下有機 

  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總稱。但不包括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硫 化碳、碳 

  酸、碳酸鹽、碳酸銨、氰化物或硫氰化物等化合物。

 二、新設污染源：指自本標準發布日起設立之污染源。 

 三、既存污染源：指自本標準發布日前已完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 

  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程施作契約之污染源。但既存污染源符合固定污染源設置與 

  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變更條件者，以新設污染源論。

 四、氯乙烯單體製程（Vinyl chloride monomer（VCM）plant）：指產製氯乙烯單體 

  之生產過程。

 五、聚氯乙烯製程（Polyvinyl chloride（PVC）plant）：指單獨使用氯乙烯單體或使 

  用氯乙烯單體與其他原料混合產製聚氯乙烯之生產過程。

 六、二氯乙烷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EDC）或 1,2-dichloroethane plant）：指 

  使用乙烯、氯氣、氧及氯化氫等原料反應生成二氯乙烷，並提供氯乙烯單體 製程 

  使用之生產過程。

 七、槽車：車體設有槽體式、罐式、罐槽體式、高壓罐槽體式或常壓罐槽體式儲存設 

  備之機動車輛。

 八、二氯乙烷純化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純化二氯乙烷之生產 

  過程。

 九、氧氯化反應器（Oxychlorination reactor）：指以乙烯氧氯化法產製二氯乙烷之反 

  應器。

 十、氯乙烯單體純化製程（Vinyl 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產製氯乙烯單體過程中， 

  純化氯乙烯單體之生產過程。

 十一、重合槽或聚合槽：指用於進行氯乙烯單體重合或聚合反應，以產製聚氯乙烯樹 

   脂或粉體之反應槽（器）。

  十二、脫除設備：指利用熱、真空或其他方式將聚氯乙烯樹脂或漿料中殘餘氯乙烯單 

   體移除之設備。

 十三、單體回收系統（Monomer recovery system）：指用於聚氯乙烯製程用於回收 

   氯乙烯單體之系統。

 十四、脫除設備後端之所有排放源：指於聚氯乙烯製程中包含之乾燥機、離心機、濃 

   縮器、攪拌槽、過濾器、輸送機空氣排出處、裝袋機及儲存容器。

 十五、裝載操作設施：指裝載操作涵蓋之相關設施，包括灌裝臂、泵浦、流量計、關 

   斷閥、釋壓閥、管線、揮發性有機物收集系統及其他相關閥件。

 十六、揮發性有機液體：指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占其重量百分比十以上之液體。 

 十七、裝載操作：指將揮發性有機液體經裝載操作設施導入或導出槽車、儲槽或油輪 

   之操作。 

 十八、氣密狀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值低於一千 ppm 之狀態。

 十九、設備元件：指泵浦、壓縮機、氣體釋壓裝置、取樣連接系統、閥、法蘭、 槽車 

   物料管線之連接頭或其他與製程設備銜接之連接頭。但流經該設備元 件之 流體 

   中，其揮發性有機物重量比小於百分之十者，或屬於真空設備元 件者，或 設備 

   元件埋於地下無法量測者，不在此限。

 二十、止漏型接頭：指設有止漏墊片或止漏環，可於裝卸接頭接合後才形成流體通路 

   ，並於接頭脫離前可形成流體閉路狀態，脫離後接頭無須其他裝置即可達流體 

   不與大氣接觸之裝卸接頭。

 二十一、初檢測值：指檢測某設備元件或設備逸散之揮發性有機物原始讀值。 

 二十二、背景濃度值：指偵測儀器在欲檢測之設備元件上風位置一公尺至二公尺處， 

  隨機所量得之揮發性有機物儀器讀值，若該量測位置有遭受其他鄰近設備元 

  件干擾時，其距離不得少於二十五公分。

 二十三、淨檢測值：指初檢測值減去背景濃度值之淨值。 

 二十四、輕質液：指在製程操作條件下製程流體為液態，且該製程流體於攝氏二十度 

  時含蒸氣壓二．二五 mmHg 以上之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占其重量百分比二十以 

  上者。

 二十五、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指取得通過 ISO 17025 認證之實驗室（機構）核發之 

  證明，並符合 API 622、624、641、ANSA/ISA-S93 或 ISO 15848 型式 

  認證程序，且洩漏濃度低於一百 ppm 之設備元件。

 二十六、密閉式取樣系統：指取樣過程流體不與大氣接觸之取樣系統。 

 二十七、預防性防蝕材料：指可用於法蘭面包覆或塗布，以避免法蘭面或法蘭面墊片 

  腐蝕導致管線內揮發性有機物逸散之材料。 

 二十八、密閉設備：指除儲槽外，製程所屬任何密閉槽體，如反應槽（器）、攪拌槽 

  、重合槽、分離槽、精餾塔、過濾器。

  二十九、儲槽排氣密閉收集系統：指儲槽呈現負壓狀況時設有壓力控制閥補充氮氣或 

  其他惰性氣體調節儲槽內壓力，於儲槽正壓時透過壓力控制閥將儲槽排氣以 

  密閉管線收集且連通至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三十、實際蒸氣壓：指以常溫儲存或裝載之物料，於攝氏二十度時之蒸氣壓；非常溫 

  儲存或裝載者，其實際操作最大溫度之蒸氣壓。

 三十一、廢水處理設施：指收受處理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相關製程之廢水收集系統 

  、廢水初級處理單元設備、生物曝氣池及污泥處理設施。 

 三十二、廢水收集系統：指處理聚氯乙烯製程產生廢水之收集系統，具有收集、輸送 

  及貯留廢水功能之單元設備。 

三十三、廢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指將聚氯乙烯製程產生之排放水，包括離心機排放水、製程設 

 備沖水、重合槽清洗水或冷凝水，經相關處理程序後回收 再利用之系統。

第 三 條  本標準管制空氣污染物項目為揮發性有機物、氯乙烯單體及二氯乙烷，其適用對象 

 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用於研究與開發中之設備且氯乙烯單體聚合之反應器容  

 量○．二五立方公尺以下、單一儲槽容積十五立方公尺以下或單一儲槽二氯乙烷容 

 積 一百立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一、生產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聚合物之公私場所。 

 二、生產二氯乙烷且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之公私場所。 

 三、運輸氯乙烯單體，或運輸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之二氯乙烷之槽車業者。 

 四、具氯乙烯單體儲槽之儲運業者。

第 四 條  氯乙烷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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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造業空氣污染物管制及排放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三條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揮發性有機物：指在一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二百五十度以下有機 

  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總稱。但不包括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硫 化碳、碳 

  酸、碳酸鹽、碳酸銨、氰化物或硫氰化物等化合物。

 二、新設污染源：指自本標準發布日起設立之污染源。 

 三、既存污染源：指自本標準發布日前已完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或未 

  經招標程序已訂立工程施作契約之污染源。但既存污染源符合固定污染源設置與 

  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變更條件者，以新設污染源論。

 四、氯乙烯單體製程（Vinyl chloride monomer（VCM）plant）：指產製氯乙烯單體 

  之生產過程。

 五、聚氯乙烯製程（Polyvinyl chloride（PVC）plant）：指單獨使用氯乙烯單體或使 

  用氯乙烯單體與其他原料混合產製聚氯乙烯之生產過程。

 六、二氯乙烷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EDC）或 1,2-dichloroethane plant）：指 

  使用乙烯、氯氣、氧及氯化氫等原料反應生成二氯乙烷，並提供氯乙烯單體 製程 

  使用之生產過程。

 七、槽車：車體設有槽體式、罐式、罐槽體式、高壓罐槽體式或常壓罐槽體式儲存設 

  備之機動車輛。

 八、二氯乙烷純化製程（Ethylene di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純化二氯乙烷之生產 

  過程。

 九、氧氯化反應器（Oxychlorination reactor）：指以乙烯氧氯化法產製二氯乙烷之反 

  應器。

 十、氯乙烯單體純化製程（Vinyl chloride purification）：指產製氯乙烯單體過程中， 

  純化氯乙烯單體之生產過程。

 十一、重合槽或聚合槽：指用於進行氯乙烯單體重合或聚合反應，以產製聚氯乙烯樹 

   脂或粉體之反應槽（器）。

  十二、脫除設備：指利用熱、真空或其他方式將聚氯乙烯樹脂或漿料中殘餘氯乙烯單 

   體移除之設備。

 十三、單體回收系統（Monomer recovery system）：指用於聚氯乙烯製程用於回收 

   氯乙烯單體之系統。

 十四、脫除設備後端之所有排放源：指於聚氯乙烯製程中包含之乾燥機、離心機、濃 

   縮器、攪拌槽、過濾器、輸送機空氣排出處、裝袋機及儲存容器。

 十五、裝載操作設施：指裝載操作涵蓋之相關設施，包括灌裝臂、泵浦、流量計、關 

   斷閥、釋壓閥、管線、揮發性有機物收集系統及其他相關閥件。

 十六、揮發性有機液體：指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占其重量百分比十以上之液體。 

 十七、裝載操作：指將揮發性有機液體經裝載操作設施導入或導出槽車、儲槽或油輪 

   之操作。 

 十八、氣密狀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值低於一千 ppm 之狀態。

 十九、設備元件：指泵浦、壓縮機、氣體釋壓裝置、取樣連接系統、閥、法蘭、 槽車 

   物料管線之連接頭或其他與製程設備銜接之連接頭。但流經該設備元 件之 流體 

   中，其揮發性有機物重量比小於百分之十者，或屬於真空設備元 件者，或 設備 

   元件埋於地下無法量測者，不在此限。

 二十、止漏型接頭：指設有止漏墊片或止漏環，可於裝卸接頭接合後才形成流體通路 

   ，並於接頭脫離前可形成流體閉路狀態，脫離後接頭無須其他裝置即可達流體 

   不與大氣接觸之裝卸接頭。

 二十一、初檢測值：指檢測某設備元件或設備逸散之揮發性有機物原始讀值。 

 二十二、背景濃度值：指偵測儀器在欲檢測之設備元件上風位置一公尺至二公尺處， 

  隨機所量得之揮發性有機物儀器讀值，若該量測位置有遭受其他鄰近設備元 

  件干擾時，其距離不得少於二十五公分。

 二十三、淨檢測值：指初檢測值減去背景濃度值之淨值。 

 二十四、輕質液：指在製程操作條件下製程流體為液態，且該製程流體於攝氏二十度 

  時含蒸氣壓二．二五 mmHg 以上之揮發性有機物成分占其重量百分比二十以 

  上者。

 二十五、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指取得通過 ISO 17025 認證之實驗室（機構）核發之 

  證明，並符合 API 622、624、641、ANSA/ISA-S93 或 ISO 15848 型式 

  認證程序，且洩漏濃度低於一百 ppm 之設備元件。

 二十六、密閉式取樣系統：指取樣過程流體不與大氣接觸之取樣系統。 

 二十七、預防性防蝕材料：指可用於法蘭面包覆或塗布，以避免法蘭面或法蘭面墊片 

  腐蝕導致管線內揮發性有機物逸散之材料。 

 二十八、密閉設備：指除儲槽外，製程所屬任何密閉槽體，如反應槽（器）、攪拌槽 

  、重合槽、分離槽、精餾塔、過濾器。

  二十九、儲槽排氣密閉收集系統：指儲槽呈現負壓狀況時設有壓力控制閥補充氮氣或 

  其他惰性氣體調節儲槽內壓力，於儲槽正壓時透過壓力控制閥將儲槽排氣以 

  密閉管線收集且連通至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三十、實際蒸氣壓：指以常溫儲存或裝載之物料，於攝氏二十度時之蒸氣壓；非常溫 

  儲存或裝載者，其實際操作最大溫度之蒸氣壓。

 三十一、廢水處理設施：指收受處理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相關製程之廢水收集系統 

  、廢水初級處理單元設備、生物曝氣池及污泥處理設施。 

 三十二、廢水收集系統：指處理聚氯乙烯製程產生廢水之收集系統，具有收集、輸送 

  及貯留廢水功能之單元設備。 

三十三、廢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指將聚氯乙烯製程產生之排放水，包括離心機排放水、製程設 

 備沖水、重合槽清洗水或冷凝水，經相關處理程序後回收 再利用之系統。

第 三 條  本標準管制空氣污染物項目為揮發性有機物、氯乙烯單體及二氯乙烷，其適用對象 

 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用於研究與開發中之設備且氯乙烯單體聚合之反應器容  

 量○．二五立方公尺以下、單一儲槽容積十五立方公尺以下或單一儲槽二氯乙烷容 

 積 一百立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一、生產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聚合物之公私場所。 

 二、生產二氯乙烷且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之公私場所。 

 三、運輸氯乙烯單體，或運輸用於產製氯乙烯單體之二氯乙烷之槽車業者。 

 四、具氯乙烯單體儲槽之儲運業者。

第 四 條  氯乙烷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氯乙烷純化製程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

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

度不得大於十ppm。  

 

 

氧氯化反應器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氯乙烯製造及純化製程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第 五 條  氯乙烯單體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污染源

污染源

適用對象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每一反應器氯乙烯單體排放量不得

大於○．二 g/kg－二氯乙烷產品，

或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

，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

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系統處理，

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

度不得大於十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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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聚氯乙烯製程之排氣，應符合下列規定：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後

，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

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後， 

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濃度 

不得大於十 ppm。 

  第 七 條  二氯乙烷、氯乙烯單體及聚氯乙烯製程之逸散污染源，應符合下列規定：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裝載操作設施：含二氯 新設污染源 發布日 
乙烷或氯乙烯單體之進 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一  
料及卸料管線 百零九年一 

月二十二日 

 

 
槽車：含二氯乙烷及氯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乙烯單體之槽車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污染源

重合槽或聚合槽

脫除設備

混合、秤重、盛裝容器

單體回收系統

脫除設備後端之所有排

放源

適用對象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施行日期

發布日

發布日

發布日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廢氣應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後

，排放管道排氣中氯乙烯單體排放

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且每一反應

器開放損失之氯乙烯單體排放量不

得大於○．○二 g/kg－聚氯乙烯產

品。 

一、裝載操作之進料及卸料管線應

      採止漏型接頭且保持密閉狀態。

二、裝載操作之管線其所含二氯乙

      烷或氯乙烯單體氣體，應採密

      閉集氣系統連通至原料回收系

      統、原料儲槽、或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處理。

三、前款導入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處

      理之廢氣中二氯乙烷排放濃度

      ，不得大於一百 ppm 或氯乙

      烯單體排放濃度不得大於十 

      ppm。

四、第二款密閉集氣系統應於氣體

      或廢氣導入處設置專用流量計

      及連續記錄設施。        

 

一、裝載操作作業執行前及完成後

      ，應確保槽車之任何設備及裝

      卸口為氣密狀態，且槽車所屬

      設備元件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

      測值不得大於一千 ppm。

二、槽車裝卸管線之接頭應採止漏

      型接頭且前端接頭於未使用時

      應保持氣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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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元件 

(1) 泵浦 

(2) 氣體壓縮機 

(3) 氣體及輕質液閥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新設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

新設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

新設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發布日

中華民國一

百十一年一

月二十二日

發布日

中華民國一

百十一年一

月二十二日

發布日

發布日

設備元件之揮發性有機物淨檢測值

不得大於一千 ppm。但經各級主管

機關稽查檢測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

大於一千ppm且小於一萬ppm，

自發現時起二十四小時內，以鎖緊

、密封、克漏或更換零件等方式完

成修護者，不在此限。

使用無軸封泵浦或雙軸封泵浦。

使用止漏流體軸封系統或採密閉集

氣系統並連通至污染防制設備。

使用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但設置

有困難或有安全顧慮，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大於一百
      ppm 者，應於最近一次停車或
      歲修期間，更換為低洩漏型式
      設備元件，更換期間最長不得
      超過一次歲修期或二年。但因
      採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有困難
      或有安全顧慮，報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二、設備元件應每三個月檢測一次

      ，檢測完成後三個月內應提報

      設備元件檢測報告，並檢具低

      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替換計畫書

      ，其計畫書內容包括列出淨檢

      測值大於一 百 ppm 之閥件，

      說明須更換之 設備元件編號、

      數量、欲更新之 設備元件型式

      、更換期程，並報 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依核定內 容進行閥

      件更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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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樣系統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5) 法蘭 新設污染源 發布日

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使用密閉式取樣系統。

法蘭面應包覆或塗布預防性防蝕材

料。但有安全顧慮，報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

法蘭面之淨檢測值大於一 百ppm者

，應於修復完成後，再包覆或塗布 

預防性防蝕材料。但有安全顧慮，

報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密閉設備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發布日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一、開啟任何容量之重合槽或聚合 

      槽，設備開口之揮發性有機物 

      濃度平均值應小於五百 ppm。

二、開啟其他密閉設備時，設備開

      口之揮發性有機物濃度應小於 

      一千 ppm。

三、前二款之揮發性有機物濃度值 

      以五分鐘量測所得濃度值之算 

      術平均值計之。濃度測值至少 

      每十秒記錄一筆，每分鐘需記 

      錄六筆數據。

四、揮發性有機物濃度量測過程應 

      以錄影或照片方式記錄，併同 

      檢測結果之書面紀錄資料，保 

      存至少二年備查。

 

第 八 條 密閉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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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二氯乙烷或氯乙烯單體
儲槽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一

百十一年一

月二十二日

氯乙烯單體儲槽應採用壓力槽。

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一月

二十二日

二氯乙烷儲槽採用固定頂槽者，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裝設儲槽排氣密閉收集系統

      ，並連通至削減率達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之污染防制設備。

二、儲槽開口，除採樣測量外，應

      保持氣密狀態。

三、儲槽應採用抗腐蝕材質，避免

      酸性液體破壞。

四、槽頂不得有破洞、裂縫或未覆

      蓋之開口。

五、應裝設儲槽真空壓力調節閥並

      連通污染防制設備。

六、儲槽壓力設計值應大於所儲存

      實際蒸氣壓二倍以上。但維持

      氣壓二倍之操作者，不受前款

      規定之限制。

 

 

 

 

 

 

 

第 十 條   氯乙烯單體製程及聚氯乙烯製程之廢水處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污染源 適用對象 施行日期

廢水處理設施及廢水回 新設及既存污染源 中華民國一 一、聚氯乙烯製程廢水（含清洗反

      應槽之廢水）之水中氯乙烯單

      體濃度應處理至小於○．一 

      mg/L，始得回收再利用。

二、廢水收集系統及廢水回收再利

      用系統之廢水液面不得與大氣

      接觸。

收再利用系統 百零九年一

月二十二日

排放標準或管制規定

第九條  二氯乙烷或氯乙烯單體儲槽，應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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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條  本標準各種污染物之濃度計算，均以凱氏溫度二百七十三度及一大氣壓下未經稀 

 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燃燒過程排氣中之氧氣百分率如無特別規定則以 

 百分之六氧氣為計算基準；非燃燒過程則以未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 

 。

 氣體含氧量超過百分之十者，則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應以下列公式校正為百  

 分之十含氧量（乾基）濃度值，再計算排放量：

 Cb（校正值）= Cb(10.9)/(20.9－含氧百分比)

 其中

 (一) Cb（校正值）：廢氣中氯乙烯單體校正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二)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為三次測試  

  之平均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三) 含氧百分比：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廢氣中氧含量 管制標準 

  為質量排放量時，除另有規定外，應依下列公式計算：

  CBX = CbDvcQK(10-6)/Z

 其中

 (一) CBX：氯乙烯單體排放量，單位為 g/kg－產品

 (二)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為三次測試  

  之平均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三) Dvc：在攝氏二十五度及一大氣壓力之標準狀態下氯乙烯單體密度，為 2.60  

  kg/m3 

 (四) Q：體積流率，單位為 Nm3/hr

 (五) K：單位換算係數，係數為 1,000 g/kg

 (六) Z：產品產率為每小時之產品量，單位為 kg/hr；產品量為上次開槽至此次開  

  槽之氯乙烯或聚氯乙烯產量，以公斤（kg）計；時間以前次開槽至此次開槽  

  間之生產時數，以小時計。

 聚氯乙烯工場之反應器損失，應依下列公式計算：

 CBX = CbVRDvcK(10-6)/YZb   

 其中

 (一) CBX：氯乙烯單體排放量，單位為 g/kg－產品

 (二)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為三次測試  

  之平均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三) VR：反應器之容量（容積），單位為 m3

 (四) Dvc：在攝氏二十五度及一大氣壓力之標準狀態下氯乙烯單體密度，為 2.60  

  kg/m3 

 (五) K：單位換算係數，係數為 1,000 g/kg

 (六) Y：批次數；前次開槽至此次開槽之生產批次數

 (七) Zb：產品產率為每批次之產品量，單位為 kg；產品量為前次開槽至此次開槽  

  之氯乙烯或聚氯乙烯產量，以公斤（kg）計。

第 十 二 條  本標準之適用對象，其排放管道氯乙烯單體濃度及排放量應每年檢測一次。檢測 

 時須記錄製程及污染防制設備之操作條件，每次檢測總採樣時間應達一小時，當 

 次檢 測應含三個樣品，每個樣品採樣時間應達二十分鐘；製程屬批次式進料操作 

 者，其檢測時間應包括一個以上完整操作循環之檢測，檢測報告應含所取樣所有 

 樣品之個別濃度值、採三次測試之平均濃度值。排放量及削減率應採三次測試之 

 平均濃度值計算之。

 同一排放管道連續二次定期檢測排氣氯乙烯單體濃度均符合排放標準，且其排放  

 濃度值較排放標準百分之二十為低，或檢測值差異在百分之二十以內者，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調整檢測頻率，其調整後之檢 

 測頻率不得低於每二年一次。但經定期檢測或各級主管機關稽查檢測結果超過排 

 放標準值者，應回復至原定之檢測頻率辦理定期檢測。

 前項檢測值差異，指第二次檢測結果與第一次檢測結果差值之絕對值，除以第一 

 次檢測結果。

 公私場所應於執行定期檢測前五日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於定期檢  

 測後三十日以內，將檢驗測定結果摘要表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並 

 依規 定格式填製書面報告書妥善保存五年備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 

 需要，通知公私場所提報完整檢測報告書進行審查。

 前項檢驗測定結果經審查，如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即通知公私場所限期補正或重新檢測，補正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限期補 

 正以一次為限。

 第四項之檢驗測定結果應記載下列事:

 一、基本資料。 

 二、採樣時污染源操作狀況。 

 三、採樣時污染防制設備操作狀況。  

 四、空氣污染物排放濃度或排放削減。

 五、實驗室分析及空氣污染物結果紀。

 六、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與排放內容。 

第 十 三 條  本標準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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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條  本標準各種污染物之濃度計算，均以凱氏溫度二百七十三度及一大氣壓下未經稀 

 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燃燒過程排氣中之氧氣百分率如無特別規定則以 

 百分之六氧氣為計算基準；非燃燒過程則以未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 

 。

 氣體含氧量超過百分之十者，則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應以下列公式校正為百  

 分之十含氧量（乾基）濃度值，再計算排放量：

 Cb（校正值）= Cb(10.9)/(20.9－含氧百分比)

 其中

 (一) Cb（校正值）：廢氣中氯乙烯單體校正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二)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為三次測試  

  之平均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三) 含氧百分比：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廢氣中氧含量 管制標準 

  為質量排放量時，除另有規定外，應依下列公式計算：

  CBX = CbDvcQK(10-6)/Z

 其中

 (一) CBX：氯乙烯單體排放量，單位為 g/kg－產品

 (二)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為三次測試  

  之平均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三) Dvc：在攝氏二十五度及一大氣壓力之標準狀態下氯乙烯單體密度，為 2.60  

  kg/m3 

 (四) Q：體積流率，單位為 Nm3/hr

 (五) K：單位換算係數，係數為 1,000 g/kg

 (六) Z：產品產率為每小時之產品量，單位為 kg/hr；產品量為上次開槽至此次開  

  槽之氯乙烯或聚氯乙烯產量，以公斤（kg）計；時間以前次開槽至此次開槽  

  間之生產時數，以小時計。

 聚氯乙烯工場之反應器損失，應依下列公式計算：

 CBX = CbVRDvcK(10-6)/YZb   

 其中

 (一) CBX：氯乙烯單體排放量，單位為 g/kg－產品

 (二) Cb：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測得之氯乙烯單體濃度值；為三次測試  

  之平均濃度值，單位為 ppmv

 (三) VR：反應器之容量（容積），單位為 m3

 (四) Dvc：在攝氏二十五度及一大氣壓力之標準狀態下氯乙烯單體密度，為 2.60  

  kg/m3 

 (五) K：單位換算係數，係數為 1,000 g/kg

 (六) Y：批次數；前次開槽至此次開槽之生產批次數

 (七) Zb：產品產率為每批次之產品量，單位為 kg；產品量為前次開槽至此次開槽  

  之氯乙烯或聚氯乙烯產量，以公斤（kg）計。

第 十 二 條  本標準之適用對象，其排放管道氯乙烯單體濃度及排放量應每年檢測一次。檢測 

 時須記錄製程及污染防制設備之操作條件，每次檢測總採樣時間應達一小時，當 

 次檢 測應含三個樣品，每個樣品採樣時間應達二十分鐘；製程屬批次式進料操作 

 者，其檢測時間應包括一個以上完整操作循環之檢測，檢測報告應含所取樣所有 

 樣品之個別濃度值、採三次測試之平均濃度值。排放量及削減率應採三次測試之 

 平均濃度值計算之。

 同一排放管道連續二次定期檢測排氣氯乙烯單體濃度均符合排放標準，且其排放  

 濃度值較排放標準百分之二十為低，或檢測值差異在百分之二十以內者，得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調整檢測頻率，其調整後之檢 

 測頻率不得低於每二年一次。但經定期檢測或各級主管機關稽查檢測結果超過排 

 放標準值者，應回復至原定之檢測頻率辦理定期檢測。

 前項檢測值差異，指第二次檢測結果與第一次檢測結果差值之絕對值，除以第一 

 次檢測結果。

 公私場所應於執行定期檢測前五日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於定期檢  

 測後三十日以內，將檢驗測定結果摘要表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並 

 依規 定格式填製書面報告書妥善保存五年備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 

 需要，通知公私場所提報完整檢測報告書進行審查。

 前項檢驗測定結果經審查，如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即通知公私場所限期補正或重新檢測，補正期間不得超過三十日，限期補 

 正以一次為限。

 第四項之檢驗測定結果應記載下列事:

 一、基本資料。 

 二、採樣時污染源操作狀況。 

 三、採樣時污染防制設備操作狀況。  

 四、空氣污染物排放濃度或排放削減。

 五、實驗室分析及空氣污染物結果紀。

 六、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與排放內容。 

第 十 三 條  本標準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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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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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依據 108.01.30 內政部環台內役字第 1081050054 號) 

「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部 長 徐國勇
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替代役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條第六項及志願服務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訂定之。
第 十一 條 因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指役男之家庭狀況合於下列情形之一： 
 一、役男家屬均屬六十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二、役男育有子女或配偶懷孕。 
 三、役男家屬患有身心大傷病。
 四、役男父母、配偶或兄弟姊妹服兵役期間，因死亡或傷殘，有撫卹事實。 
 五、符合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辦法所定之生活扶助等級。
 前項役男家屬年齡之計算，以役男申請服替代役之日為計算基準。 
 第一項所定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指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之身心障礙等級 
 規定或其公告之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之疾病，並持有證明文件者；所定死 
 亡或傷殘，指依軍人撫卹條例、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役役男撫卹實施辦法、軍 
 人殘等檢定標準或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核定者。
第 十二 條 前條所稱家屬，指役男之下列家庭成：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二、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三、自役男提出申請前二年起迄申請時，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且同居共營生  
  活之其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及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家屬。
  歸化我國國籍、歸國僑民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來臺役男之家屬，以在臺 
  灣地區設籍者為準。
第 十三 條 役男之家屬有下列情形者，免予列計： 
 一、因案羈押、判處徒刑在執行中，或正接受感化教育。 
 二、失蹤經警政機關受理有案逾六個月或遭遇特別災難失蹤經證明。 
 三、育有子女且未同居共營生活之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四、自役男提出申請前二年起迄申請時，未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且未同居共
  營生活之兄弟姊妹之配偶。 
 五、已被社會福利機構公費收容安養或有其他較役男先順位之扶養義務人。
 六、父母離婚或生父認領，未同居共營生活、無扶養事實，且未行使、負擔其對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父或母。
 七、父母離婚或生父認領，未同居共營生活，且未由與役男同居共營生活之父或  
   母扶養及行使、負擔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兄弟姊妹。
 八、正在政府立案之學校修習碩士以下學位者，其就讀最高年齡，碩士學位未滿  
   三十歲，學士或副學士學位未滿二十八歲，高中（職）未滿二十四歲。
 九、服兵役現役。但以家庭因素服替代役者，不在此限。 
 前項各款情形，於徵集前原因消滅者，應恢復列計家屬。
第 十四 條 役男或其家屬有收養、離婚、終止收養或年齡變更等情事，以該役男十八歲之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或提出申請服替代役二年前，已辦竣戶籍登記者為限。但役男本 
 人被收養者，以役男十五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辦竣戶籍登記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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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訊息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彰化分局

一、自106年1月1日起，扣繳義務人可利用網路辦理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省時又 

 便捷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稽徵機關積極推動E化便民服務措施，自106年1月1日 

 起，扣繳義務人給付非居住者各類所得開立之扣繳憑單，可透過網路方式辦理扣繳憑單申 

 報，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一經上傳成功，即完成申報程序，省時又便捷。

 該分局說明，扣繳義務人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之營利事業（簡稱非居住者）之各類所得，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 

 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稽徵機關申報。非居住者扣繳憑單，除現行人工及媒體申 

 報方式外，自106年1月1日起，新增使用網路辦理申報。但逾期申報案件，仍僅能採人工 

 及媒體申報，並不適用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網路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網路申報系統係全年24小時開放，扣繳 

 義務人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後，利用網路辦理非居住者各 

 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以節省親自到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遞送各類所得憑單申 

 報書、扣繳憑單及核驗扣繳稅款繳款書的時間及人力成本。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二、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應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規定，應開立載明買受人名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三聯式統一發票。如誤開立未載明買 

 受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二聯式統一發票，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8條第1項規 

 定，應按統一發票所載銷售額，處1%罰鍰，其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1,500元，最高不得超 

 過新臺幣15,000元。

 該分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銷售對象不論是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或查 

 定計徵小規模營業人，均應依規定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以免被處罰。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三、餐廳提供結婚喜宴服務，不可開立三聯式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餐廳業者承接結婚喜宴，應開立二聯式發票，不可依顧 

 客要求開立買受人為營業人之三聯式發票。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結婚為自然人之法律行為，舉辦婚宴當然屬自然人之消費行為，餐廳 

 依規定應開立二聯式發票與消費的自然人，若應消費者要求改開立三聯式發票與營業人， 

 雖未逃漏營業稅，但已觸犯稅捐稽徵法第44條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行為，應處以營 

 業額5%罰鍰。

  該分局呼籲，餐廳提供結婚喜宴服務，應開立發票交付與實際消費對象，切勿開立三聯式 

 發票給營業人，以免違反法令規定，遭受處罰。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四、發票兌獎新管道，多元服務真便利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為提升民眾兌獎便利性及落實雲端發 

 票從開立至兌獎全程無紙化的目標，整合現行統一發票兌領獎作業流程，自108年1月1日 

 起推動「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管道」，除實體領獎服務據點增至13,000多處外，也新 

 增開發「統一發票兌獎APP」，兌獎多元又便利。

 該分局說明，自108年1月1日起可使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線上領獎或至以下據點兌 

 獎： 1.全部獎項：第一銀行、彰化銀行、全國農業金庫、金門縣信用合作社、連江縣農會 

 信用部。 2.二獎以下：指定之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3.五、六獎：統一超商、全 

 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店、OK便利商店、全聯及美聯社(兌領現金時間9:00~23:00) 

 。

五、信託受託人應依規設置帳簿，並按帳列內容申報信託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所得稅法第6條之2及92條之1規定，應分 

 別設置帳簿，詳細記載各信託之收支項目，其支出應取得憑證，並於每年1月底前，填具 

 上一年度信託之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及計算受益人之所得額、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 

 ，向所轄國稅局辦理信託所得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信託契約成立後，信託財產受託人應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編配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信託財產無論有無出租、買賣或其他使用收益所取得之收入，受託人均應依 

 法辦理信託所得申報。

 該分局指出，受託人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信託所得申報書及相關憑單，應依所得稅法第 

 111條之1規定處罰，籲請受託人注意以免受罰。

六、108年度扣繳檢查即日起展開，未依規定扣繳或未依限填報扣（免）憑單者，請儘速自動 

 補報繳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自即日起展開扣繳檢查。

 該分局特別將扣繳義務人最常發生之疏失列示如下，提醒扣繳義務人自行檢視，儘速自動 

 補報繳。

 1、負責人承租店面供營業使用，給付時未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2、營利事業同業間資金調度支付之利息，未辦理扣繳及申報。

 3、董、監事車馬費、出席費屬薪資所得，未辦理扣繳及申報。

 4、舉辦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活動，未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5、支付非居住者所得時，未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繳納稅款並申報扣繳憑單。

 6、房屋所有權人已變更(或死亡)，所得人欄位仍填報原所有權人。

 7、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之所得未申報免扣繳憑單。

 8、捐贈善款僅取具廟宇或教會之收據，未申報其他所得扣(免)繳憑單。

 9、扣繳義務人向外國營利事業購買跨境電子勞務(例如線上廣告等)給付價款，未於代扣 

  稅款之日起10日內繳稅及申報扣繳憑單。

 10、107年度外資股東獲配股利之扣繳率調高為21%，誤按20%辦理扣繳。

 11、營利事業給付國外各項所得，由外幣帳戶匯款所得人，未按給付當日匯率而誤以帳上 

   平均匯率計算給付總額，致發生短扣或溢扣稅款情形。

     該分局說明所得稅法責令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扣繳義務人均應於規定期限扣報繳，未依 

 規定辦理，即涉及罰責，不可不慎。該分局呼籲扣繳單位自行檢視帳簿憑證，如有未依規 

 定辦理扣繳情事，凡屬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前，應儘速自動向轄區國稅局補 

 報並補繳稅款，以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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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106年1月1日起，扣繳義務人可利用網路辦理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省時又 

 便捷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稽徵機關積極推動E化便民服務措施，自106年1月1日 

 起，扣繳義務人給付非居住者各類所得開立之扣繳憑單，可透過網路方式辦理扣繳憑單申 

 報，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一經上傳成功，即完成申報程序，省時又便捷。

 該分局說明，扣繳義務人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之營利事業（簡稱非居住者）之各類所得，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 

 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稽徵機關申報。非居住者扣繳憑單，除現行人工及媒體申 

 報方式外，自106年1月1日起，新增使用網路辦理申報。但逾期申報案件，仍僅能採人工 

 及媒體申報，並不適用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網路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網路申報系統係全年24小時開放，扣繳 

 義務人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後，利用網路辦理非居住者各 

 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以節省親自到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遞送各類所得憑單申 

 報書、扣繳憑單及核驗扣繳稅款繳款書的時間及人力成本。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二、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應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規定，應開立載明買受人名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三聯式統一發票。如誤開立未載明買 

 受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二聯式統一發票，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8條第1項規 

 定，應按統一發票所載銷售額，處1%罰鍰，其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1,500元，最高不得超 

 過新臺幣15,000元。

 該分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銷售對象不論是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或查 

 定計徵小規模營業人，均應依規定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以免被處罰。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三、餐廳提供結婚喜宴服務，不可開立三聯式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餐廳業者承接結婚喜宴，應開立二聯式發票，不可依顧 

 客要求開立買受人為營業人之三聯式發票。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結婚為自然人之法律行為，舉辦婚宴當然屬自然人之消費行為，餐廳 

 依規定應開立二聯式發票與消費的自然人，若應消費者要求改開立三聯式發票與營業人， 

 雖未逃漏營業稅，但已觸犯稅捐稽徵法第44條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行為，應處以營 

 業額5%罰鍰。

  該分局呼籲，餐廳提供結婚喜宴服務，應開立發票交付與實際消費對象，切勿開立三聯式 

 發票給營業人，以免違反法令規定，遭受處罰。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四、發票兌獎新管道，多元服務真便利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為提升民眾兌獎便利性及落實雲端發 

 票從開立至兌獎全程無紙化的目標，整合現行統一發票兌領獎作業流程，自108年1月1日 

 起推動「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管道」，除實體領獎服務據點增至13,000多處外，也新 

 增開發「統一發票兌獎APP」，兌獎多元又便利。

 該分局說明，自108年1月1日起可使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線上領獎或至以下據點兌 

 獎： 1.全部獎項：第一銀行、彰化銀行、全國農業金庫、金門縣信用合作社、連江縣農會 

 信用部。 2.二獎以下：指定之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3.五、六獎：統一超商、全 

 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店、OK便利商店、全聯及美聯社(兌領現金時間9:00~23:00) 

 。

五、信託受託人應依規設置帳簿，並按帳列內容申報信託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所得稅法第6條之2及92條之1規定，應分 

 別設置帳簿，詳細記載各信託之收支項目，其支出應取得憑證，並於每年1月底前，填具 

 上一年度信託之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及計算受益人之所得額、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 

 ，向所轄國稅局辦理信託所得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信託契約成立後，信託財產受託人應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編配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信託財產無論有無出租、買賣或其他使用收益所取得之收入，受託人均應依 

 法辦理信託所得申報。

 該分局指出，受託人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信託所得申報書及相關憑單，應依所得稅法第 

 111條之1規定處罰，籲請受託人注意以免受罰。

六、108年度扣繳檢查即日起展開，未依規定扣繳或未依限填報扣（免）憑單者，請儘速自動 

 補報繳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自即日起展開扣繳檢查。

 該分局特別將扣繳義務人最常發生之疏失列示如下，提醒扣繳義務人自行檢視，儘速自動 

 補報繳。

 1、負責人承租店面供營業使用，給付時未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2、營利事業同業間資金調度支付之利息，未辦理扣繳及申報。

 3、董、監事車馬費、出席費屬薪資所得，未辦理扣繳及申報。

 4、舉辦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活動，未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5、支付非居住者所得時，未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繳納稅款並申報扣繳憑單。

 6、房屋所有權人已變更(或死亡)，所得人欄位仍填報原所有權人。

 7、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之所得未申報免扣繳憑單。

 8、捐贈善款僅取具廟宇或教會之收據，未申報其他所得扣(免)繳憑單。

 9、扣繳義務人向外國營利事業購買跨境電子勞務(例如線上廣告等)給付價款，未於代扣 

  稅款之日起10日內繳稅及申報扣繳憑單。

 10、107年度外資股東獲配股利之扣繳率調高為21%，誤按20%辦理扣繳。

 11、營利事業給付國外各項所得，由外幣帳戶匯款所得人，未按給付當日匯率而誤以帳上 

   平均匯率計算給付總額，致發生短扣或溢扣稅款情形。

     該分局說明所得稅法責令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扣繳義務人均應於規定期限扣報繳，未依 

 規定辦理，即涉及罰責，不可不慎。該分局呼籲扣繳單位自行檢視帳簿憑證，如有未依規 

 定辦理扣繳情事，凡屬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前，應儘速自動向轄區國稅局補 

 報並補繳稅款，以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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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106年1月1日起，扣繳義務人可利用網路辦理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省時又 

 便捷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稽徵機關積極推動E化便民服務措施，自106年1月1日 

 起，扣繳義務人給付非居住者各類所得開立之扣繳憑單，可透過網路方式辦理扣繳憑單申 

 報，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一經上傳成功，即完成申報程序，省時又便捷。

 該分局說明，扣繳義務人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之營利事業（簡稱非居住者）之各類所得，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 

 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稽徵機關申報。非居住者扣繳憑單，除現行人工及媒體申 

 報方式外，自106年1月1日起，新增使用網路辦理申報。但逾期申報案件，仍僅能採人工 

 及媒體申報，並不適用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網路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非居住者各類所得扣繳憑單網路申報系統係全年24小時開放，扣繳 

 義務人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後，利用網路辦理非居住者各 

 類所得扣繳憑單申報，以節省親自到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遞送各類所得憑單申 

 報書、扣繳憑單及核驗扣繳稅款繳款書的時間及人力成本。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二、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應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規定，應開立載明買受人名稱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三聯式統一發票。如誤開立未載明買 

 受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二聯式統一發票，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8條第1項規 

 定，應按統一發票所載銷售額，處1%罰鍰，其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1,500元，最高不得超 

 過新臺幣15,000元。

 該分局呼籲，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銷售對象不論是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或查 

 定計徵小規模營業人，均應依規定開立三聯式統一發票，以免被處罰。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三、餐廳提供結婚喜宴服務，不可開立三聯式發票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餐廳業者承接結婚喜宴，應開立二聯式發票，不可依顧 

 客要求開立買受人為營業人之三聯式發票。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結婚為自然人之法律行為，舉辦婚宴當然屬自然人之消費行為，餐廳 

 依規定應開立二聯式發票與消費的自然人，若應消費者要求改開立三聯式發票與營業人， 

 雖未逃漏營業稅，但已觸犯稅捐稽徵法第44條未依規定給與他人憑證之行為，應處以營 

 業額5%罰鍰。

  該分局呼籲，餐廳提供結婚喜宴服務，應開立發票交付與實際消費對象，切勿開立三聯式 

 發票給營業人，以免違反法令規定，遭受處罰。

     該分局政風室並提醒,近來發生有心人士利用雲端發票兌獎詐領獎金情形，請營業人應確實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開立發票，國稅局同仁將針對此項犯罪手法與司法警察機關密切聯繫， 

 以防杜租稅犯罪發生。 

四、發票兌獎新管道，多元服務真便利

 （彰化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財政部為提升民眾兌獎便利性及落實雲端發 

 票從開立至兌獎全程無紙化的目標，整合現行統一發票兌領獎作業流程，自108年1月1日 

 起推動「統一發票兌獎多元服務管道」，除實體領獎服務據點增至13,000多處外，也新 

 增開發「統一發票兌獎APP」，兌獎多元又便利。

 該分局說明，自108年1月1日起可使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線上領獎或至以下據點兌 

 獎： 1.全部獎項：第一銀行、彰化銀行、全國農業金庫、金門縣信用合作社、連江縣農會 

 信用部。 2.二獎以下：指定之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3.五、六獎：統一超商、全 

 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店、OK便利商店、全聯及美聯社(兌領現金時間9:00~23:00) 

 。

五、信託受託人應依規設置帳簿，並按帳列內容申報信託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信託行為之受託人依所得稅法第6條之2及92條之1規定，應分 

 別設置帳簿，詳細記載各信託之收支項目，其支出應取得憑證，並於每年1月底前，填具 

 上一年度信託之財產目錄、收支計算表及計算受益人之所得額、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 

 ，向所轄國稅局辦理信託所得申報。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信託契約成立後，信託財產受託人應向所在地國稅局申請編配扣繳單 

 位統一編號，信託財產無論有無出租、買賣或其他使用收益所取得之收入，受託人均應依 

 法辦理信託所得申報。

 該分局指出，受託人未依限或未據實申報信託所得申報書及相關憑單，應依所得稅法第 

 111條之1規定處罰，籲請受託人注意以免受罰。

六、108年度扣繳檢查即日起展開，未依規定扣繳或未依限填報扣（免）憑單者，請儘速自動 

 補報繳

 中區國稅局彰化分局表示，為維護租稅公平，自即日起展開扣繳檢查。

 該分局特別將扣繳義務人最常發生之疏失列示如下，提醒扣繳義務人自行檢視，儘速自動 

 補報繳。

 1、負責人承租店面供營業使用，給付時未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2、營利事業同業間資金調度支付之利息，未辦理扣繳及申報。

 3、董、監事車馬費、出席費屬薪資所得，未辦理扣繳及申報。

 4、舉辦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活動，未辦理扣繳及申報憑單。

 5、支付非居住者所得時，未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繳納稅款並申報扣繳憑單。

 6、房屋所有權人已變更(或死亡)，所得人欄位仍填報原所有權人。

 7、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之所得未申報免扣繳憑單。

 8、捐贈善款僅取具廟宇或教會之收據，未申報其他所得扣(免)繳憑單。

 9、扣繳義務人向外國營利事業購買跨境電子勞務(例如線上廣告等)給付價款，未於代扣 

  稅款之日起10日內繳稅及申報扣繳憑單。

 10、107年度外資股東獲配股利之扣繳率調高為21%，誤按20%辦理扣繳。

 11、營利事業給付國外各項所得，由外幣帳戶匯款所得人，未按給付當日匯率而誤以帳上 

   平均匯率計算給付總額，致發生短扣或溢扣稅款情形。

     該分局說明所得稅法責令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扣繳義務人均應於規定期限扣報繳，未依 

 規定辦理，即涉及罰責，不可不慎。該分局呼籲扣繳單位自行檢視帳簿憑證，如有未依規 

 定辦理扣繳情事，凡屬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進行調查前，應儘速自動向轄區國稅局補 

 報並補繳稅款，以減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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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１8 期
◎（108年01月～02月）

9
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生管如何作好訂單答交、排生 

 產排程、下製令、進度監空、確保訂單準時交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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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１人參加。

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現場管理與工作改善實務」講 

 習，於１０８年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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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９、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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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毓喬、 

 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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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９日至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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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黃 

 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基層員工品質意識與解決問題 

 能力的提升」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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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４３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１場「新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改重 

 點暨食品工廠落實品管制度補助作業申請範例說明」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６日下 

 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淑惠老師擔任， 

 有６１人參加。

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勞工請假及出勤管理之常見爭 

 議與實務做法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宗佑、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７人 

 參加。

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 

 席參加。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 

 討論６個議案。

1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下午五時，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７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 

 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 

 縣政府洪副縣長榮章、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 

 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５個議案。

11.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２場「食品添加物管理相關規範重點介 

 紹暨食品工廠落實品管制度補助作業申請範例說明」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２日下 

 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舉行，本班聘請陳淑惠老師擔任，有 

 ５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３日上午十時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廠商代表４０家、４９人參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 

 專員楷明作工作說明。

13. 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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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參加。

14. 本會「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４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８４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 

 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勞工處吳處長蘭梅、社會處王處長蘭心、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 

 盟貴、榮譽理事長楊銀明、蔡其建、詹正恩、許叙銘、吳仁村及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張高 

 專亮奕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 

 與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會後餐敘聯誼。

15. 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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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

16.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２月５日至１９日﹝十五天 

 ﹞假溪州公園舉行，有４４家廠商參展，入園人數約計有８７萬多人，本會春假期間派人 

 輪流值班。

17. 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２月１５、１９、２６日 

 ﹝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蔣麗雅、 

 唐慧菁、蔡慧美、錢美容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２月１９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陳秘書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３月１９日結訓。

1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 

 練班，於１０８年２月１９、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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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人參加。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服務心思維～良好溝通技巧與 

 客訴實務探討」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梁慧菁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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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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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 

 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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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人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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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6 0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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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１場「生管如何作好訂單答交、排生 

 產排程、下製令、進度監空、確保訂單準時交貨」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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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１人參加。

2.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２場「現場管理與工作改善實務」講 

 習，於１０８年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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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王文信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3. 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９、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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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毓喬、 

 陳宗佑、唐筱佳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4.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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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９日至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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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廖振魁、張家成、王仁杉、蔡宗億、劉文峰、黃 

 周斌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５１人參加。

5.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３場「基層員工品質意識與解決問題 

 能力的提升」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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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４３人參加。

6.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１場「新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改重 

 點暨食品工廠落實品管制度補助作業申請範例說明」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６日下 

 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淑惠老師擔任， 

 有６１人參加。

7.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４場「勞工請假及出勤管理之常見爭 

 議與實務做法解析」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 

 舉行，本班聘請林建銘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8. 本會辦理第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宗佑、唐筱佳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７人 

 參加。

9.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８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郭理事長永斌、陳秘書長永興、劉組長雅云列 

 席參加。會議由鄭常務監事有良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 

 討論６個議案。

10. 本會召開「第１５屆第９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８年１月１７日下午五時，假彰化縣 

 工業會會議室六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７人參加，本會陳秘書長永 

 興、劉秘書淑華、劉組長雅云、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 

 縣政府洪副縣長榮章、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侯主任文欽等蒞臨指導並 

 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業務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５個議案。

11. 本會承辦彰化縣食品工廠及特定工廠輔導計畫～第２場「食品添加物管理相關規範重點介 

 紹暨食品工廠落實品管制度補助作業申請範例說明」企業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２日下 

 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舉行，本班聘請陳淑惠老師擔任，有 

 ５２人參加。

12.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說明會，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３日上午十時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廠商代表４０家、４９人參加，說明會由陳秘書長永興主持，陳 

 專員楷明作工作說明。

13. 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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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參加。

14. 本會「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４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富山 

 日本料理餐廳舉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８４人參加。會議由郭理事長永斌主持，彰化縣政府 

 建設處劉處長玉平、勞工處吳處長蘭梅、社會處王處長蘭心、經濟暨綠能發展處王副處長 

 盟貴、榮譽理事長楊銀明、蔡其建、詹正恩、許叙銘、吳仁村及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張高 

 專亮奕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 

 與監事會監察報告，並討論六個議案，會後餐敘聯誼。

15. 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１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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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有

 ４３人參加。

16. 本會承辦「２０１９～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於１０８年２月５日至１９日﹝十五天 

 ﹞假溪州公園舉行，有４４家廠商參展，入園人數約計有８７萬多人，本會春假期間派人 

 輪流值班。

17. 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８年２月１５、１９、２６日 

 ﹝白天班、３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姚亭羽、蔣麗雅、 

 唐慧菁、蔡慧美、錢美容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8.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舉辦貿易人才訓練計畫～第１場「貿易英文書信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８年２月１９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 

 禮由陳秘書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 

 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３月１９日結訓。

19.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５場「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 

 練班，於１０８年２月１９、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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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人參加。

20. 本會承辦１０８年度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工作計畫～第６場「服務心思維～良好溝通技巧與 

 客訴實務探討」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梁慧菁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加。

21. 本會辦理第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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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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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人參加。

22. 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 

 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宗佑、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１人 

 參加。

23. 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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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人參加。

24. 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８年２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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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 6 0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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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行政院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條及勞工安全衛生訓練規則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從事
操作荷重在一公噸以上堆高機作業人員或主管人員，雇主應施以特殊安全衛生訓練」。 

上課時間 預計 108年 3月 20、21、22日，夜間星期三、四、五每晚 18:30～21:30 
及 3/24週六、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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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 

分機 13
梁小姐 

課程內容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教育訓練規則第 15 條: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六條[事實單位應置合格急救人員:每一班次應至少
一人，勞工人數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十人再設置一人]。 

上課時間 預計 108年 4/15、4/16、4/17、4/18、4/19夜間班，共計 18小時 

費    用 請電洽承辦人員  

課程名稱 防火複訓班(3-4 月各一班) 

分機 12
黃小姐 上課時間 108年 3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9:00～16:00，共計 6小時 

108年 4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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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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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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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月各一班) 

 3/27(夜間班)3小時 
下午 18:30-21:30 
 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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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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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夜間班)3小時 
下午 18:30-21:30 

(除以上部份課程其他另隨時增加)  

 
 
 
 
 

產 
業 
人 
才 
投 
資 
方 
案 

基層幹部管理六力強化訓練班 
3/16-4/13  09:00-17:00 
(網路報名 2/16 已開始) 

分機 11
張小姐 

稅務帳務處理及申報實務班 
3/19-4/30  18:30-21:30 
(網路報名 2/19 已開始) 

國際多益英語基礎實務訓練班 
3/20-5/29  18:30-21:30 
(網路報名 2/20 已開始) 

商用日文會話應用實務班 
4/8-6/24   18:30-21:30 
(網路報名 3/8 已開始) 

人資勞動法令實務應用訓練班 4/13-5/4   09:00-16:00 

物料資材管理人員專業訓練班 4/20-5/25  09:30-16:30 

商務談判與採購管理實務班 5/11-6/1  09:00-16:00 

國際多益英語進階實務訓練班 6/12-8/14  18:30-21:30 

營利事業所得稅暨企業財會實務班 6/14-8/16  09:00-16:00 

請至「在職訓練網」 (網址：https://ojt.wda.gov.tw/)。 
詳細的課程內容及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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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工業會１０8年度訓練計畫一覽表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上半年核准班別) 

注意報名時間:一律採線上報名 
  原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報名網已於 108 年 1 月 2 日起，移至「在職訓練網」 
    (網址：https://ojt.wda.gov.tw/)。詳細的課程內容及招生簡章。 

(一)報名「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時，應具備台灣就業通會員資格，若無台灣就業通會員資 

    格的民眾，請先至台灣就業通網(https://www.taiwanjobs.gov.tw/) 加入會員。另外， 

    為加快您的報名速度，請於報名前先至「在職訓練網/會員專區」更新內容，部分基本資 

    料內容不提供修正，民眾如欲修正請至台灣就業通進行個人會員資料維護。 

(二)台灣就業通在 106 年 1月起已將會員登入帳號更改為電子郵件信箱，民眾報名前應完成 

    帳號認證，以利報名。      *參訓資格需具備勞保身份在職勞工 

序 

號 

課程 

代號 

預計辦理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費用 
時 
數 

人 
數 

 講  師 樓
層 

1 
122710 星期六 

3/16-4/13 
09:00-17:00 

基層幹部管理六力
強化訓練班 

繳費金額:2810元 
補助金額:2248元 
學員自付:562元 

28 30 陳國課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2 月 16 日中午 12:00 
~3 月 13 日下午 18:00 止】    

2 
122711 星期二 

星期四 
3/19-4/30 

18:30-21:30 
稅務帳務處理及申
報實務班 

繳費金額:3550元 
補助金額:2840元 
學員自付:710元 

36 30 施筱婷 601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2 月 19 日中午 12:00 
~3 月 16 日下午 18:00 止】 

3 
122712 星期三 

3/20-5/29 
18:30-21:30 

國際多益英語基礎
實務訓練班 

繳費金額:3940元 
補助金額:3152元 
學員自付:788元 

30 30 陳珍緒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2 月 20 日中午 12:00 
~3 月 17 日下午 18:00 止】 

4 122713 星期一 
4/8-6/24 

18:30-21:30 
商用日文會話應用

實務班 

繳費金額:3800元 
補助金額:3040元 
學員自付:760元 

36 30 林美香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3 月 8 日中午 12:00 

~4 月 5 日下午 18:00 止】 

5 122714 星期六 
4/13-5/4 

09:00-16:00 
人資勞動法令實務
應用訓練班 

繳費金額:2680元 
補助金額:2144元 
學員自付:536元 

24 30 
簡文成 
楊淑如 

601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3 月 13 日中午 12:00 

~4 月 10 日下午 18:00 止】 

6 122715 星期六 
4/20-5/25 

09:30-16:30 
物料資材管理人員
專業訓練班 

繳費金額:4140元 
補助金額:3312元 
學員自付:828元 

36 24 
羅竹良 
陳義欽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3 月 20 日中午 12:00 

~4 月 17 日下午 18:00 止】 

7 122716 星期六 
5/11-6/1 

09:00-16:00 
商務談判與採購管
理實務班 

繳費金額:3150元 
補助金額:2520元 
學員自付:630元 

24 24 王慶東 601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4 月 11 日中午 12:00 

~5 月 8 日下午 18:00 止】 

8 122717 星期三 
6/12-8/14 

18:30-21:30 
國際多益英語進階

實務訓練班 

繳費金額:3940元 
補助金額:3152元 
學員自付:788元 

30 30 陳珍緒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5 月 12 日中午 12:00 

~6 月 9 日下午 18:00 止】 

9 122718 星期五 
6/14-8/16 

09:00-16:00 
營利事業所得稅暨
企業財會實務班 

繳費金額:1960元 
補助金額:1568元 

學員自付:392元 
24 40 成昀達 602 

 
【本課程勞動力發展署線上報名時間:108 年 5 月 14 日中午 12:00 

~6 月 11 日下午 18:00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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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介紹
◎入會日期：108/01/01至108/02/28，共28家

   

   

   

   

   

   

   

   

   

   

   

   

   

   

   

   

   

   

牛亨食品有限公司

利昌工業社

昇懋企業社

景成展業有限公司

大勝技研有限公司

久盛商品陳列架有限公司

鴻三賓有限公司

承賞餐飲設備

元久金屬有限公司

翊翔電機有限公司

景麒五金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傑康管材企業社

猛山五金有限公司

翔富電鍍有限公司

巨能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睿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開曼群島商怡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億園工程開發有限公司

達興精密有限公司

長明棉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巧紙品有限公司

宥全企業社

力坊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盛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義芳珍食品廠

名宏油壓工業社

睿丞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懋融企業有限公司

04-7201252

04-7114537

04-7321883

04-7616260

04-7388071

04-7613756

04-7382328

04-7332282

04-7367441

04-7365100

04-7756561

04-7706601

04-7811612

04-7811336

04-8659901

04-7779357

04-7363048

0935-346567

04-7689775

04-26110279

04-7588158

04-8522916

04-8236863

04-8831139

04-8350501

04-8836828

04-8911017

04-7383380

牛肉及豬肉切片

手工具及模具五金加工

金屬製品製造(文具，螺絲，中空釘)

各種五金製品及零件

金屬加工設備組立

各種商品陳列架之製造買賣內外銷

鉤環圓環

金屬容器製造業(餐飲設備)

金屬製品

自動化控制配盤、整廠規劃、工業4.0

成衣加工

塑膠管加工

金屬加工處理業

金屬加工處理業

各種小五金

自行車零組件加工

化妝品容器裝配

管道及海事工程

各類金屬製品製造業

紡紗業

紙箱

金屬製品、安全繩五金扣環，傢俱五金配件

金屬家具製造業

泡菜製造業

乳品.蔬果加工·冰淇淋,其他食品加工

油壓缸,氣壓缸

金屬加工、汽車零件、螺絲、螺帽、螺絲釘等

塑膠射出製品

公司名稱 電話 生產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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