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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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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盟於 2006 年 12 月公布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暨限
制規則，建立一個化學品管理的整合體系。該規則以源頭註冊
登錄為基礎，要求製造商及進口商自行提供各該化學物質之安
全性及風險評估資訊，以逐步建立化學物質資訊系統，並促進
危險化學物質之替代，俾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我國在民間環
保團體不斷呼籲下，終於在 2013 年 12 月修改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引進 REACH 制度，並加入毒化物釋放量資訊公開規
定，日前更發布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本
文旨在探討歐盟 REACH 制度內涵，進而檢討我國新建立的
REACH 制度之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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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盟於 2006 年 12 月公布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暨限制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 規則 (以下簡稱 REACH 規則)， 1 建立一個化學品註冊、評
估、授權及限制之整合體系。由於事實證明，化學品管制體系向來不
足以辨識為數眾多的化學物質所造成的風險，而且即使辨識出風險也
回應緩慢，因此歐盟新通過的 REACH 規則要求化學物質製造商及進
口商，必須自行評估化學物質使用的風險，並且採取必要步驟管理已
知風險。業者有義務證明所製造或進入市場的化學物質安全無虞。換
言之，歐盟 REACH 制度以源頭註冊登錄為基礎，要求製造商及進口
商自行提供各該化學物質之安全性及風險評估資訊，以逐步建立化學
物質資訊系統，並促進危險化學物質之替代，俾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該制度為化學品的管理建立了新的典範，廣受全球注目，也促使世界
各國重新檢討自己的化學品管理規範。
回顧我國情形，在化學物質之管理方面一向無專法規範，也無專
責單位統一管理，而是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各專業法規各自
管理部分之化學物質。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 提供
之資料，我國化學物質管理相關法規及管制種類如下表：

1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December 2006 concerning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amending Directive 1999/45/EC and repealing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793/93 and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1488/94 as well as Council Directive 76/769/EEC
and Commission Directives 91/155/EEC, 93/67/EEC, 93/105/EC and 2000/21/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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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及管制數量 2
法規名稱

工廠管理輔導法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管制物質
種類
7 大類
44 種
4類
302 種

法規名稱

管制物質種類

勞工作業環境空
氣中有害物容許
濃度標準

487 種

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

84 種

75 種

環境用藥管理法

87 種

高壓氣體勞工安
全規則
特定化學物質危
害預防標準

藥事法

268 種
管制藥品

有機溶劑預防中
毒規則

58 種

食品衛生管理法

800 種

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

9 大類危險物品

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
(產品)

341 種

商港法

9 大類危險物品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45 品目

船舶危險品裝載
規則

9 大類危險物品

飼料管理法

16 品目

民用航空法／危
險物品空運管理
辦法

9 大類危險物品

消防法、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設置
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

6 大類

石油管理法

7種

廢棄物清理法

128 種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
通識規則

2151 種

原子能法

788 核種

54 種

農藥管理法

528 種許可農藥
347 種有效成分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官員於 2013 年 5 月 24 日提供。
2

此表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官員於 2013 年 5 月 24 日座談會所提
供。此表涵蓋對象廣泛，除化學物質外，也及於危險物品。但依現行法規，兩者概
念互有交集，難以清楚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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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表列情形可知，我國關於化學物質之管理呈現多頭馬車
的情形，不僅分屬不同法規規範，規範對象範圍各不同，主管機關
也互異 (郭金鷹、洪肇嘉、廖光裕，2012: 11-12)，彼此間之關係
也缺乏體系性的研究。而且，目前各法規之管制方式仍然停留在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調查確認其危險性後，始納入管制之傳統
模式。以環保署職掌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以下簡稱毒管法) 為
例，該法管制對象僅以「毒性」化學物質為限，至於尚未確認為「毒
性」化學物質者，則不在其管轄範圍內。目前環保署根據該法公告
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僅有 305 種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4a)，然
而化學物質種類成千上萬，尤其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化學物質也因
應產業需求不斷推陳出新，我國法令仍然停留在由主管機關確認毒
性後始加以管理之陳舊管制技術，數量相當有限。如此緩慢步調實
在不足以因應化學物質對人類健康及環境生態可能帶來的風險，尤
其是高科技產業所伴隨的潛在污染威脅。無怪乎美國矽谷毒物聯盟
(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 SVTC) 創辦人，責任科技跨國運
動召集人，同時也是惠普及戴爾公司企業社會責任諮詢委員的 Ted
Smith 先生，於 2009 年 9 月底應我國民間環保團體邀請訪臺時，
針對臺灣高科技污染治理政策公開批評：「臺灣有 21 世紀的高科
技產業，卻只有 19 世紀的防治標準！」Ted Smith 先生當時並對我
國政府提出三項具體建議：1. 修正政府資訊公開法，新增企業污染
資訊揭露專章；2. 仿效歐盟 REACH 精神，修正毒管法，落實新興
化學物質用量登記與風險評估制度；3. 儘速針對高科技生產製造業
的特性，訂定廢水、空污及廢棄物管制標準 (環境資訊中心，2009)。
有鑑於上述情形，我國民間環保團體多年來一再呼籲政府引進歐
盟 REACH 制度，從源頭管理化學物質，將化學物質安全無虞之舉證
責任歸於業者，建立化學物質資訊系統並且公開資訊。事實上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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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多年前即對外宣示將比照歐盟 REACH 制度精神，建立化學物質
登錄註冊之管理機制，同時也積極著手草擬法案，擬透過毒管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為該機制創設法源基礎。環保署自 2011 年起先後共向行政
院提出三個版本的修法草案，行政院最後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將院核
定版函請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2012)。歷經一年來的朝野協商，立法
院終於在 2013 年 11 月 22 日予以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同年 12 月
11 日公布，開啟我國化學物質管理的新頁。
本文以下首先探討歐盟 REACH 規則的內容，繼而分析我國新修
正之毒管法相關條文內容。由於此次修法尚涉及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
公開之規定，其重要性亦不容小覷，因此縱使該主題與 REACH 制度
無直接關聯，本文稍後仍將以些許篇幅略作研析，俾讀者對於此次修
法之重要規定有更深入的瞭解。環保署並於日前進一步公布重要子
法，亦即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本文亦將一併進
行評析。

貳、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暨限制規則
一、概說
歐盟 REACH 規則於 2006 年 12 月公布，2007 年 6 月 1 日生
效，至今歷經幾次修改，現行法內容包含 141 個條文、17 個附件，3 公
布之初，篇幅即逾 850 頁，規範相當詳盡。如前所述，該規則旨在
建立一個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及限制之整合體系，目標是在改
善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同時保持競爭力，強化歐洲化學物質
工 業 的 創 新 精 神 。 該 規 則 同 時 也 設 置 歐 洲 化 學 總 署 (European

3

規則中之附件，效力與條文相同，對歐盟人民有直接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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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s Agency; ECHA)，位於赫爾辛基，負責管理 REACH 的
技術、科學和行政面向，並且確保在共同體層次上決策的一致性。
該署也管理註冊程序，並且在評估程序扮演關鍵性角色。它接受授
權申請，並且就授權和限制程序提供意見和問題建議。REACH 規
則也要求各會員國必須設有主管機關 (competent authorities)，配
備職權及必要資源，以執行被指派之任務，這些主管機關在履行職
責時必須彼此合作，也與歐洲化學總署合作 (經濟部工業局，2014;
European Union, 2014)。

二、規範基本特徵
REACH 規則將化學物質的管理提前到製造或輸入時起，換言
之，註冊義務不是在產品流通以後，而是從著手生產時起 (參見該
規則第 5 條)。其次，如同歐盟環境法常見的立法取向，REACH 規
則也採取「跨媒介方案」(die mediengreifende Konzeption)，因為
化學物質的管理不僅僅涉及單一環境媒介的保護，更牽涉所有環境
媒介在內，這尤其表現在製造者及主管機關對於物質評估的規定上
(第 14 及 44 條)：要求製造者提出之暴露情境、暴露評估及風險特
性資料 (第 14 第 4 項)，包含所有涉及的環境媒介，如水、空氣、
土壤等，以確認物質危險性。這項要求同時也給予其他環境法架構
內能使用的物質風險資訊。REACH 規則主要的進步在於，在法律
上確立化學物質監督的嚴格標準，這是歐盟化學物質法制過去所欠
缺的，亦即確立高保護水準原則、預防原則、替代方案 (Konzept der
Substitution) 以及製造商、進口商、下游使用者對於製造、流通及
使用物質之安全責任 (第 1 條第 1、3 項)。REACH 規則第 1 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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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指出：「此規則之目的是為了確保對人類健康及環境之高保護
水準」、「本法規定以預防原則為基礎」(Rehbinder, 2007: 780)。 4
REACH 規 則 的 重 要 元 素 可 以 簡 單 歸 納 如 下 (Kern, 2005:
68-69)： 5
●

建構一個一體適用於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的法律架構
(註冊、評估、授權、限制)；

●

將物質之風險評估責任由行政機關移轉至業者身上；

●

將下游使用者納入物質審查及風險預測義務；

●

引進危險物質的授權程序；

●

使民眾易於取得化學物質資訊；

●

設立歐洲化學總署 (ECHA)，負責 REACH 體系的技術、學術
及行政事務。

三、適用對象
REACH 規則規範「化學物質」和「混合物」，其條款適用於
化學物質之製造、進口或使用，不論是以物質本身或是存在混合物
中或成品中，以及將混合物進口。根據 REACH 規則之定義，「化
學物質」意指「天然生成或經製造過程取得之化學元素及其化合
物，包括維持其穩定性之必要添加物，以及所用製程衍生之雜質，
但不包括任何可分離出且不影響物質穩定性或是改變其成分的溶
4

李貴英教授指出，REACH 規則包含下列七項主要目標：保護環境及人類健康、歐
盟產業競爭力之維持與提升、強化內部市場之運作效能、遵守歐盟應負擔之國際義

5

務、順應國際趨勢、增進透明化、推廣非動物實驗 (2009: 24-25)。
K. Meßerschmidt 教授則指出，REACH 規則有五項創新：將責任由行政機關移轉至
業者、將義務延伸至下游使用者、也包括化學品的特殊使用、納入成品，以及廣泛
涵蓋既有化學物質 (2011: 915)。

250

歐美研究

劑」；「混合物」則是指「由兩個以上物質組成之混合物或溶劑」；
「成品」則指稱「一物體經製造過程被賦予一特殊形狀、外型或設
計，且其較化學成分更大程度地決定該物體之功能」(第 3 條第 1
至 3 款)。
但下列物質不適用 REACH 規則 (第 2 條)：
●

放射物質 (由歐盟指令 96/29/Euratom 所涵蓋)；

●

在海關監督下之物質，其在自由區或自由倉庫中暫時貯存，為
了再出口或尚在運送中；

●

不可分離之中間產物 (non-isolated intermediates)；

●

危險物質的運送；以及

●

廢棄物。

此外，關於註冊、下游使用者、評估以及授權之規定，不適用
使用於人用或獸用之藥品之物質，或是使用於食品或飼料 (含添加
劑) 之物質，只要這些物質在歐盟對於藥品或食品立法的適用範圍
內 (Meßerschmidt, 2011: 916-917)。

四、註冊
註冊是REACH體系的關鍵要素。一化學物質，不論是物質本身，
或存在一或多個混合物中，每年製造或進口數量超過一公噸以上者，
包括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在內，該製造商或進口商均有義務向
歐洲化學總署辦理註冊 (第6條第1項)。該署負責管理資料庫，如果一
項物質沒有註冊，就不能生產或進入歐洲市場，即所謂「無資料、無
市場」(No data, no market) (第5條)。
針對「既有化學物質」，歐盟自 1993 年起即頒布評估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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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化學物質風險規則 (Nr. 793/93) 6 加以規範，然而該規則僅限
於優先清單上的數百個物質而已，成效有限 (Meßerschmidt, 2011:
913)。為了克復此項缺失，REACH 規則現在將年製造或進口量達
一公噸以上的既有化學物質全部納入規範。該規則將既有化學物質
稱為「分階段物質」(phase-in substances)，依據各該物質之不同噸
數級距及危害性，廠商完成註冊之期限分別如下 (第 23 條)：
表2

REACH 規則所訂分階段物質之註冊期限

註冊期限

要件

2010 年 12 月 1 日前

 物質年總量達 1000 公噸以上
 物質年總量達 100 公噸以上且對水生生物有危害
性 (R50/53)
 物質年總量達 1 公噸以上且具有致癌性、致突變
性、致生殖毒性第 1、2 級 (CMR Cat. 1, 2)

2013 年 6 月 1 日前

物質年總量達 100 公噸以上

2018 年 6 月 1 日前

物質年總量達 1 公噸以上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 (2010: 6); Meßerschmidt (2011: 925)。

不過依據上述期限延期註冊的前提是，既有化學物質必須在
2008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間先行提交物質辨識資料及噸數級
距，進行預註冊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2010: 6)。反之，
對於「新化學物質」，該規則稱之為「非分階段物質」(non phase-in
substances)，則必須立即繳交完整資料，進行正式註冊，否則不得
在歐盟境內從事商業行為。
然而某些類型的物質 (列舉於規則中) 免除註冊義務，例如：

6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793/93 of 23 March 1993 on the evalu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isks of existing substances, OJL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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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物 (但單體組成的聚合物必須註冊) ;
 某些物質的預估風險是微不足道的 (水、葡萄糖等等) ;
 自然產生而化學上未改變之物質；
 在一定條件下用於研究和開發之物質。
註冊時，製造商和進口商必須提供有關化學物質的性質、用途
以及使用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等資料，即所謂「技術檔案」。詳細
內容如下 (第 10 條)：
 製造／進口商的基本資料；
 物質的辨識資料；
 製造和使用資訊；
 危害分類和標示要項；
 安全使用指引；
 附件七至十一資訊之研究摘要；
 如果附件一要求，附件七至十一資訊之詳實研究摘要；
 上述資訊已選擇具有適當經驗之評估者檢視之證明；
 實驗計畫書，若依附件九及十有實驗之必要；
 物質年總量為 1 至 10 公噸者，須提供附件六第 6 點規定之暴
露資訊；
 符合第 119 條第 2 項之資訊若要求不予公開，應說明因資訊公
開而有礙商業利益之理由。
註冊所需資料與該物質的數量及風險成正比。例如每年進口或
製造量達 1 至 10 公噸物質之註冊，須提供暴露資訊；年總量達 10
公噸以上者，則必須提交所謂「化學安全報告」(Chemical Safety
Report; CSR)，當中包括與該物質有關的風險的詳細描述、各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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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暴露情境以及風險管理措施，內容詳見附件一。這項安全評估
應包括 (第 14 條第 3 項)：
 人類健康危害評估；
 物理化學危害評估；
 環境危害評估；
 持久累積毒性 (PBT)、高持久高累積性 (vPvB) 物質之評估。
倘若該物質符合危險物質的分類標準，或被評定為持久累積毒
性 (PBT) 或高持久高累積性 (vPvB) 物質，則化學安全報告還應包
含暴露評估和風險特性 (第 14 條第 4 項)。註冊人的上述義務是一
項動態的基本義務。註冊人有義務更新自己的變動狀況，並遞交歐
洲化學總署；註冊人必須保持其化學安全報告的可用性及最新狀態
(第 14 條第 7 項)。此外，對於製造或進口量超過 1000 公噸的物質
則必須進行廣泛的毒性測試 (Meßerschmidt, 2011: 917-926)。
在嚴格控制的條件下製造之可分離中間產物 (isolated intermediates)，以及在嚴格控制下運送和使用數量小於 1000 公噸的可
分離中間產物，註冊要求較為簡單，只要求分類、風險管理措施和
關於特性之已知資料。但如果被運送的物質超過 1000 公噸，需要
進一步的資料。
同樣地，對存在於成品 (article) 中之物質的註冊也有特殊規
定。若符合下列兩項條件，任何成品之製造商或進口商應對於成品
中含有的任何物質向歐洲化學總署辦理註冊：a) 該物質存在於成品
中之總量每年每一製造商或進口商超過 1 公噸；以及 b) 在正常或
是合理可預見的使用狀況下，該物質預期會被釋出 (第 7 條第 1
項)。如果該物質是特別危險而被納入附件十四之「須授權物質清單」
(List of substances subject to authorisation)，則存在於成品中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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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每一製造商或進口商每年超過 1 公噸，並含有 0.1％ (w/w) 的最
低濃度，即必須為簡易通知 (第 7 條第 2 項)。如果有理由認為，一
物質被釋放，而且其釋放對於人類健康或環境造成風險，歐洲化學
總署亦可要求其註冊 (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條)。上述規定僅適用於，
該物質對於系爭使用尚未註冊時 (第 7 條第 6 項)。
歐洲化學總署負責管理資料庫、收受註冊檔案以及發展技術指
引以幫助至製造商、進口商以及主管當局完成上述規定。歐盟預
估，在適用 REACH 體系的前 11 年間，大約有 3 萬種已經在市場
上的物質必須被註冊。大約所有已註冊物質的 80％，將不再需要任
何進一步行動。
安全資料將在整個供應鍊中被傳遞，包括供應鏈上下游間，以
及在該供應鏈所有行動者之間，俾使在生產過程使用各該化學物質
以製造其他混合物或成品者，得以安全及負責的方式為之，而不危
害勞工或消費者健康，亦不增加環境風險。傳遞之資料尤其包括物
質的辨識、組成和特性、無風險使用、運送應採取之措施、火災或
意外洩漏時應採取之措施，以及毒理學和生態學資訊。至於商業性
質的敏感資料則不必傳遞。REACH 規則也容許各會員國主管機關
於概覽物質使用後，若某物質於供應鏈中移動且有必要時，可要求
進一步的資訊以採取適當措施。
總之，REACH 規則從根本上強調 (負註冊義務之) 製造者的
自我責任。它不是單純期待業者自利下之理性行為，而是課予製造
者廣泛義務，包括安全性判斷、提出安全報告、對於控制風險之適
當措施的調查及使用、供應鏈中之資訊等等 (第 14 條第 1, 3-6 項
以及第 31 條)。註冊人之註冊檔案也包含試驗結果之研究 (第 10
條 a 款 vi, vii 目, 第 12 條第 1 項連結附件七至十)。產生風險知識
之責任在於製造人及進口商。歐洲化學總署自己並不進行實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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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審查文件之合法性及信用 (第 20 條、第 41 條)，並且大量參與物
質評估之分工程序 (第 44-48 條)。製造商或進口商的上述義務是一
項動態的基本義務，即物質安全報告必須保持最新狀態 (第 14 條
第 7 項)。註冊後，註冊人也有義務更新自己的變動狀況並遞交歐洲
化學總署 (第 22 條)。這不僅適用於當初的註冊資料，也適用於該
署在檔案評估或物質評估範圍內要求之補充 (第 22 條第 2 項)。此
規則另一項創新在於，系爭安全義務也延伸至下游使用者。如果下
游使用者使用該物質不屬於製造者確認之使用而未納入其安全報
告之中，那麼他必須依照附件十二之規定提出特別的化學安全報告
(第 37 條第 4-8 項) (Rehbinder, 2007: 783, 800-801, 805)。

五、評估
評估規定有兩種，即檔案評估 (dossier evaluation) 及物質評估
(substance evaluation)。7 註冊結束後，歐洲化學總署會進行檔案評
估 (第 40-43 條)。檔案評估是就檔案內容作實質審查，也分為兩
類。一方面是檢查義務人所提資訊是否符合規定。檔案評估不僅包
括 新 舊 物 質之 首 次 註 冊， 也 包 括 重要 變 更 或 達到 新 的 噸 數級距
(Mengenbereich) 時之更新。尤其是文件是否與規則第 10 條、第
12 條相符合，例如依據學術知識現況之資料陳述能力及其他品質，
偏離必要基礎陳述之立論的決定性、安全性判斷及安全報告與法律
規定相容性、掌握已知風險之建議措施的適當性等等 (第 41 條第 1
項)。關於文件品質之檔案評估範圍，雖然處於歐洲化學總署的裁量

7

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在環保署委託之報告中，亦將 dossier evaluation 及
substance evaluation 直譯為檔案評估與物質評估 (2010: 12)。李貴英教授稱之為書
面評估以及實質評估 (200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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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然而規則要求，每一個噸數級距至少要審查註冊之 5%。優
先審查的檔案尤其是：幾位註冊者予以不同的分級 (Einstufung)，
或是送交獨立的實驗報告，因此有某程度之不正確嫌疑、檔案不符
合基礎測試之內容要求，或是歐盟依據第 44 條第 2 項在行動計畫
所選出要進行物質評估之檔案 (第 41 條第 5 項) (Rehbinder, 2007:
801-802)。另一方面是所有執行 REACH 規則附件九和十規定的實
驗，必須強制進行檔案評估。因為這些是最嚴格的實驗，大多包括
使用脊椎動物，其目的是避免不必要之脊椎動物實驗 (第 40 條)。
物質評估顧名思義，是就物質本身的特性做評估，以考慮是否
採取進一步行動。如果一物質涉嫌對人類健康或環境造成風險，歐
洲化學總署會把這物質納入一個特殊清單，並且由一個被指定的會
員國執行評估以決定是否需要向註冊人要求進一步資訊。為確保協
調一致，歐洲化學總署應與會員國合作發展，篩選出優先評估物質
的標準。優先性應取決於風險，須考慮其危險資訊、暴露資訊以及
公噸數 (第 44 條第 1 項)。物質評估可能導致以下結論：
 該物質必須進行限制或授權程序；
 該物質之分類和標示必須協調；
 必須將資料提供給其他主管當局，俾其能採取適當措施。例如，
當物質正被評估時，如果關於風險管理措施的資訊變得可流
通，並且可能對使用該物質的條件產生影響，該資訊應該被傳
遞給負責之主管當局以利立法

(Meßerschmidt, 2011:

926-928)。

六、授權
REACH 規則為特別危險的物質引進授權程序，目的是為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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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來自「高度關切物質」(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
的風險得到適當的控制，並且在經濟上和技術上可行處，逐漸被合
適的物質或技術所取代。為此，所有申請授權的製造商、進口商和
下游使用者，應分析替代選項的可用性，並考慮其風險以及替代之
技術和經濟可行性 (第 55 條)。
授權程序的首要步驟是，認定哪些物質是高度關切物質，並將
其列入候選清單。歐洲化學總署公布並經常更新一份所謂「高度關
切 物 質 候 選 清 單 」 (Candidate List of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for Authorisation)。它們可能包括下述：
 致癌、致突變及致生殖毒性物質 (carcinogens, mutagens and
reproductive toxins; CMRs) ;
 持久累積毒性物質 (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 substances; PBTs) ;
 高持久高累積性物質 (very persistent and very bioaccumulative substances; vPvBs) ;
 一些對人類和環境造成不可挽回嚴重後果的物質，如內分泌干
擾物。
歐洲化學總署公告的「高度關切物質候選清單」，目前共包含
163 種物質，最近更新日期為 2015 年 6 月 15 日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2015b)。
上述「高度關切物質候選清單」中的物質，將優先考慮是否納
入規則附件十四的「須授權物質清單」(List of substances subject to
authorisation)。一物質若被納入該清單，顧名思義，任何進口或使
用該物質之行為日後都需授權。歐洲化學總署會定期提交建議給歐
盟執委會，由它來決定「須授權物質清單」。在此過程中，先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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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化學總署提出建議草案公諸於眾。建議草案主要包括下列資訊：
●

落日日期。亦即從該日期起，禁止販售或使用該物質，除非申
請授權經許可，或是該用途豁免授權。

● 申請授權最後日期。業者若欲在落日日期後繼續販售或使用該

物質，必須在期限前提出申請。
● 得對特定使用設定檢討期間

(Review periods)。

● 得規定特定用途豁免授權。

任何人均得於三個月內提出評論，會員國委員會 (Member
State Committee) 並參考前述評論提出自己的意見，最後再由歐洲
化學總署參考前述評論及意見，作成最終建議提交歐盟執委會，決
定納入清單之物質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2015c)。歐盟目
前的「須授權物質清單」共有 31 種物質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2015a)。
除有豁免用途外，任何製造、進口或使用附件十四清單物質之
行為都需要授權。如果來自系爭物質之風險能夠被有效控制，將獲
得授權；但如果不能，而且沒有其他選項，執委會必須評估風險等
級以及使用該物質之社會經濟優點，以決定是否授權之。一些物
質，例如持久累積毒性物質及高持久高累積性物質，只有在社會經
濟優點超越風險而且沒有其他選項時，才可以被授權。舉證責任則
在申請人身上。所有授權必須在一定時間後進行檢討，其決定視個
案情形而定 (determined on a case-by-case basis)。下游使用者可以
將一物質使用於被授權之用途，只要他們由一個被授權公司取得該
物質，並且遵守授權條件。然而，這些下游使用者必須通知歐洲化
學總署，以便主管當局完全知悉這些物質正在被使用 (Meßerschmidt, 2011: 92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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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限制
規則制定者的基本出發點是，採取適當的風險管理措施是製造
商、進口商及下游使用者的責任；但如果措施不夠充分，而且該物
質的風險有必要以全歐盟為基礎加以解決，歐盟即必須採取高權的
限制措施，以保護人類健康及環境免於遭受化學品加諸的不可接受
的風險 (第 68 條第 1 項第 1 句)。限制可適用於物質本身，或是存
在混合物或成品中的物質，也包含那些毋須註冊的物質在內。所建
議的限制可能涉及到一個物質的製造、使用，以及進口之條件，或
可能禁止該等活動。一物質納入附件十四的「須授權物質清單」後，
原則上不再進入限制程序施予新的限制，但倘若該物質使用於成品
中造成風險，則不再此限 (第 58 條第 5、6 項)。因此，授權及限制
決定不是處於競爭關係，而是互補。總之，限制程序係提供一個安
全網，得以管理未由 REACH 體系其他條款充分涵蓋的風險。
限制程序如下：倘若發現一物質有不可接受的風險而且必須在
歐盟層次處理，會員國或歐洲化學總署在執委會要求下，可以提出
限制建議。歐洲化學總署也可以對含有附件十四授權清單物質的成
品提出限制建議。限制建議公開於歐洲化學總署的網頁上，任何人
均可對之提出評論。歐洲化學總署並且與來自會員國的專家們合
作，對限制建議提供科學意見，這將有助於歐盟執委會作出最後決
定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2015d; Meßerschmidt, 2011:
932-935)。

八、關於資訊公開
REACH 制度的另一項特色是：藉由網路提供非常廣泛的透明
度。依據該規則第 119 條規定，註冊檔案的主要內容須透過網路，
讓一般社會大眾可以直接取得；其他或進一步的資訊或文件，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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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據該規則第 118 條規定，或是基於 1367/2006 規則

8

個別提

9

出請求。 其次，REACH 制度對於所有決定程序，均透過網路讓
利害關係人和一般社會大眾共同參與。這有助於促進多元觀點，並
且讓立場對立的資訊也能納入決策程序。而且不論是授權或限制程
序，均規定有網路諮商 (Internetkonsultationen)，目的是讓替代高
度關切物質選項的資訊能夠進入程序。10 廣泛的透明度同時讓社會
大眾對於化學品的使用得以作成知情決定 (informed decisions)。準
此，除了上述規定外，該規則第 33 條第 2 項另賦予消費者請求權，
得要求供應者提供免費充分資訊，倘若一項成品含有高度關切物質
濃度超過 0.1% (w/w) (Führ, 2014a: 272-273; 2014b: 335)。
歐洲化學總署在網路上提供的資訊於 2012 及 2013 年間有明
顯擴充，未來也計畫持續改進。其搜尋功能日益友善，資訊提供架
構也層次分明。截至 2013 年底，在該資料庫中可以找到 10,655 個
註冊物質的廣泛資訊，它們來自 41973 份檔案。在此期間，公開檔
案中也可以見到註冊人名稱，這有助於督促業者負起責任，不敢提
交不充分的檔案 (Führ, 2014b: 335)。
該規則第 119 條規定詳細內容如下：
1. 歐洲化學總署所持有關於物質之下列資訊，應依第 77(2)(e)
條，對大眾無償在網路公開：
8

Regulation (EC) No 1367/200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September 2006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Aarhus 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9
10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to Community institutions and bodies.
該規則第 119 條規定性質相當於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的「主動公開」；第 118
條規定則相當於我國該法規定的「被動公開」。
例如 REACH 規則第 64 條第 2 項規定。該項最後並明白表示應使「利害關係第三
人得提交關於替代物質或技術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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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 IUPAC (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 中之命名 (作者
按：其餘略)； 11
(b) 於 EINECS (歐洲既有化學物質清單) 中之名稱；
(c) 物質之分類與標示；
(d) 物質的物理化學資訊、途徑及對環境的影響；
(e) 毒性及生態毒性研究結果；
(f) 依附件一建立之衍生無效應劑量 (DNEL) 及推衍無作用劑
量 (PNEC)；
(g) 依附件六第 4 及 5 條提供之安全使用指引；
(h) 依附件九或十中之分析方法，其可偵測到危險物質釋放至環
境，以及確定人體直接暴露於其中。
2. 下列物質資料應依第 77(2)(e) 條，對大眾無償在網路公開，除
非廠商依第 10(a)(xi) 條提出不公開資訊之理由，並經歐洲化學
總署肯認公開對商業利益有潛在傷害者以外：
(a) 若對於分類及標示有必要，該物質純度，以及已知為危險之
雜質及添加物成分；
(b) 已註冊物質之噸數級距；
(c) 第 1 項 (d) 及 (e) 款提及之研究摘要或詳實研究摘要；
(d) 除第 1 項列舉之資訊以外，包含於安全資料表之資訊。
(e) 物質之商用名稱；
(f) 適用 (EC) No 1272/2008 規則第 24 條者，新化學物質之
IUPAC 名稱，為期 6 年。
(g) 適用 (EC) No 1272/2008 規則第 24 條者，只用於中間產物
或科學研發者，其 IUPAC 名稱。

11

由於該款規定非常繁複，本文未能完整翻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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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該規則第 118 條規定第 2 項則規定通常應視為損害相關
人員商業利益保護之資訊揭露。第 118 條規定詳細內容如下：
1. 歐洲議會、理事會及執委會資訊公開規則 ([EC] No 1049/2001
規則) 亦適用於歐洲化學總署持有之資料。
2. 揭露下列資訊通常應視為損害相關人員商業利益之保護：
(a) 混合物全部成分的細節；
(b) 除第 7 條第 6 項與第 64 條第 2 項以外，一物質或混合品之
精確用途、功能及應用，包括其作為中間產物之精確用途；
(c) 物質或混合物之生產或行銷之精確噸數；
(d) 製造者、進口商、經銷商與下游使用者間之連結。
有必要採取緊急行動以保護人類健康、安全或環境時，例如
緊急情況，歐洲化學總署可以揭露本項規定之上述資訊。
3. 在 2008 年 6 月 1 日以前，管理委員會 (the Management Board)
為實施 (EC) No 1049/200 規則應採取實際安排，包括對保密
要求之部分或完全拒絕為必要審查之上訴或救濟措施。
4. 歐洲化學總署依據 (EC) No 1049/200 規則第 8 條所作之決
定，在條約第 195 及 230 條規定之要件下，可能分別形成對資
訊保護官申訴，或是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之客體。

九、小結
整體而言，歐盟 REACH 規則在長期論戰之後通過，各界多持
肯定態度，不過仍然有批評者指出下列疑慮 (Kern, 2005: 69-72)：
1. 年用量 1 公噸的註冊門檻太高：許多化學物質產量不高。尤其
是按歐盟舊有指令，新化學物質登記及提交測試資料義務的門檻是
每年 10 公斤；2. 年用量 10 公噸以上物質始須提交化學安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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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太高：因為 85%以上的既有化學物質年用量不超過 10 公噸以
上；而且近 4/5 已登記新化學物質年用量在 10 公噸以下；3. 提交
的資料不足：就 1 至 10 公噸之物質，過去執委會的白皮書 (2001
年 2 月 27 日) 建議，應說明該物質對藻類的毒性、在環境中的分
解性，現在則無。而且年用量 10 公噸以上之危險物質始提交暴露
資訊，門檻太高；4. 何謂適當的風險管理措施 (化學安全報告)、
系爭物質之風險能夠被有效控制 (授權要件)，尚須進一步具體化；
5. 納入附件十四「須授權物質清單」的前提是，其有害環境或健康
之特性獲得明確證實。但此與預防原則不符，應是有根據顯示其具
有致癌、致突變及致生殖毒性等特性時即可。
REACH 規則規定許多報告義務，在此期間已經陸續到期。第
117 條第 1、2 項分別規定，各會員國及歐洲化學總署每五年必須
各自提交 REACH 規則適用報告，首次報告期限分別是 2010 年 6
月 1 日與 2011 年 6 月 1 日。同條第 3 項則規定，歐洲化學總署每
三年必須提出測試方法替選方案報告。同條第 4 項並要求，執委會
必須在 2012 年 6 月 1 日前公布規則適用經驗的整體報告。但執委
會多次表示無法如期完成，最後終於在 2013 年 2 月公布。其次，
規則第 75 條第 2 項尚規定，2012 年 6 月 1 日前必須對歐洲化學總
署進行檢討，相應研究報告業於 2012 年初提出。再者，規則第 138
條第 6 項也要求執委會檢討規則適用範圍，以避免與其他歐盟法令
規範相重疊。此外，執委會也檢討奈米物質的規範問題，並於 2012
年 10 月提出報告。而歐盟統計機關 Eurostat 以及歐洲議會、利害
關係團體在此期間也紛紛對於 REACH 制度提出研究報告或意見
(Führ, 2014a: 276-280)。
執委會在 2013 年 2 月公布的適用經驗整體報告中表示，
REACH 運作良好，而且截至目前為止的目標設定也都有達成，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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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某程度有調整的需求，但考慮法安定性及可預測性，不提出修改
建議。執委會的整體評價是，自從 REACH 規則施行後，歐洲化學
品使用的安全性大為提高，透過容易取得化學物質資訊，以及風險
管理的針對性措施，物質風險已經顯著降低；這項趨勢將延續下
去，因為工業界會持續尋找最危險化學品的替代物質 (Führ, 2014a:
280)。
儘管執委會在整體報告中持肯定態度，不過從前述各項報告中
仍然可以發現有許多問題必須嚴肅面對。例如：註冊檔案的品質大
有問題。歐洲化學總署從第一噸數級距的 19,772 份完整檔案中抽
驗 1,130 份 (5.7%)，逾 2/3 (69%) 不符合 REACH 規定。其次，
關於中間產物的資訊要求不足。依據歐洲化學總署的估計，其中有
86% (約 4,800 份檔案中的 400 份) 未包含足夠的說明以審查是否
符合要件，例如中間產物的定義。再者，在授權程序中，歐洲化學
總署常聽從申請人的保密要求而採取有限的公開政策，導致難以充
分討論一項物質的具體作用並進而找出替代物質，違反「網路諮商」
的立法意旨。又網路上公開之註冊資訊資料庫，雖然已經有很大的
進步，但其內容及使用友善性仍然有改善空間。最後又例如對於奈
米物質疏於規範 (Führ, 2014b: 329-331; 335)。

參、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最新修正條文
一、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本次修法歷程概述
立法院於 2013 年 11 月 22 日三讀通過毒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此次修正重點之一即為仿效歐盟 REACH 規則之建置，為本文
關心之焦點所在。不過在進入本文主題之前，有必要先就毒管法作
概略介紹，藉以明白此次修法之背景與脈絡；繼而再就修法歷程略

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暨限制規則之探討與借鏡

265

作說明。
我國毒管法最早於 1986 年 11 月 26 日制定公布全文 29 條，
其間歷經 5 次修正，12 此次為第 6 次修正。該法之立法目的為「防
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第 1 條)，規範內容涵
蓋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評估、預防與管理。凖此，該法的管制對象
限於「毒性」化學物質。所謂毒性化學物質，依據該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係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
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分類規定並公告為第一至第四
類毒性化學物質者」，並且分為四類：
1. 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易分解或因生物蓄
積、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
者 (以下簡稱「難分解物質」)。
2. 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
胎、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作用者 (以下簡稱「慢毒
性物質」)。
3.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
或生物生命者 (以下簡稱「急毒性物質」)。
4. 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
虞者 (以下簡稱「疑似毒化物」)。
目前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共有 305 種，採分類、分
量、正面表列方式管理。其管理措施概況參見環保署於官網上公布
之毒性化學物質分類管理架構一覽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4b)。

12

傅玲靜教授指出，毒管法之規範功能在歷次修法中有逐漸轉變之趨勢 (2013:
17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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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環保署於數年前起即多次對外表示將比照歐盟推動
REACH 制度，建立化學物質登錄註冊之管理機制。在完成修法之
前，環保署早在若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中，要求開發單位「應
依歐盟 REACH 制度相關規定」，或是「參考歐盟 REACH 制度之
精神」，進行化學物質管理。前者例如 2009 年 11 月 10 日公告之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 (二林園區)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
書」審查結論第 (十二) 點； 13 後者例如 2010 年 9 月 7 日重新公
告

14

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 (后里基地——七星農場

部分)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第 (四) 點規定。 15
在此同時，環保署也著手修法，研擬將 REACH 制度納入毒管
法中。環保署先是在 2011 年 4 月 18 日及同年 8 月 16 日舉行二次
公聽研商會議，嗣後陸續向行政院提出三個版本的修法草案，分別
是 2011 年 12 月 30 日版、2012 年 4 月 2 日版以及 2012 年 8 月版。
行政院最後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將毒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立
13

該審查結論第 (十二) 點規定：「化學物質使用管制部分，開發單位應確保進駐廠
商生產、輸入或使用每年大於 1 公噸之物質，其原料供應商『應取得歐洲化學總
署 (ECHA) 之廠商及物質註冊號碼』，並『應依歐盟 REACH 制度相關規定，進
行化學物質管理』，進駐廠商不遵守者，以開發單位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處罰」(行

14

政院環境保護署，2009)。
環保署原於 2006 年 7 月 31 日公告中科三期有條件通過環評之審查結論，然而該
審查結論嗣後遭最高行政法院認定為違法並判決撤銷定讞。環保署乃旋即召開環
評審查會續行審查，並於 2010 年 9 月 2 日重新作成中科三期有條件通過環評之審

15

查結論。
該審查結論第 (四) 點規定：「化學物質使用管制部分，開發單位應依健康風險評
估確認之危害性化學物質清單，建制危害性化學物質使用管理制度，並『應參考
歐盟 REACH 制度之精神』，確保進駐廠商生產、輸入或使用每年大於 1 公噸之
物質，需取得開發單位之核可註冊碼，進駐廠商不遵守者，以開發單位違反環境
影響評估法處罰。未來每年使用大於 1 公噸之已確認之危害性化學物質清單變更
時，應重新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申請變更」(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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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議。該修正草案總說明中明白指出：
鑑於現行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係依各項目的用途由各相關
主管機關依權責管理，尚未建立既有化學物質清冊，故無從
進一步管理新化學物質，致我國恐淪為國際上新興或新研發
之化學物質試驗場所，且考量現行依本法篩選公告而列管之
毒性化學物質，皆仰賴政府機關逐筆蒐集國內、外化學物質
資訊，所費不貲且效率有限，故管制名單多以國外優先列管
物質為範圍，無法建立國內本土化學物質運作及毒理危害評
估之資料。歐盟近年化學物質管理新制 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即
化學物質登錄、評估及授權制度，自西元二○○七年六月一
日實施，要求製造或輸入達一定量之化學物質業者，須依所
訂期程登錄並提交安全資料。參採歐盟 REACH 化學物質管
理新制，以掌握化學物質製造、輸入情形，可作為本法篩選
評估並列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之基礎，為我國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之新契機；另為加強掌握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情
形，爰擬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
政院，2012)

二、最新修法內容
(一) 概說
行政院於 2012 年 11 月 9 日將毒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請立
法院審議後，歷經一年有餘，立法院終於在 2013 年 11 月 22 日予
以三讀通過，並由總統於同年 12 月 11 日公布。環保署表示，此次
修正重點有二，第一是完備我國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的建置，以
有效掌握製造或輸入我國的化學物質。其次是藉由強化第四類毒性
化學物質之管制，杜絕業者違法使用毒性化學物質 (行政院環境保
護 署 環 境 奈 米 科 技 知 識 平 台 ， 2013) 。 前 者 即 為 仿 效 歐 盟 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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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制度，本文以下將詳細探討有關增修條文內容，包括第 1
條、第 3 條第 5 及 6 款、第 7 條之 1、第 7 條之 2、第 35 條之 1、
第 41 條以及第 44 條第 2 款等，共計 7 個條文。至於後者，則是我
國政府因為起雲劑事件加強對第四類毒化物之管理，與本文論述議
題無關，因此以下不擬詳究。
不過這次修法除了上述兩項重點外，尚有另外一項重要成就，
亦即增訂毒化物釋放量資訊公開規定 (第 8 條第 3 項)。此項規定其
實與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或是強化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皆
無關連，純係民間環保團體趁此次毒管法修法之際而要求加入，以
期民眾得以明瞭並監督我國毒化物排放情形，並與國際污染物釋放
轉運登記制度 (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 PRTRs)
接軌，具有重要意義 (地球公民基金會，2013)。
準此，本文以下將探討兩項主題：第一是此次毒管法修正新增
之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其次則是毒化物釋放量資訊公開規定。

(二) 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
1. 增修立法目的 (第 1 條)
原毒管法第 1 條規定：「為防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危害人
體健康，特制定本法。」現因納入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因此將該
條文所訂立法目的增修為：「為防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危害人
體健康，
『掌握國內化學物質各項資料，據以篩選評估毒性化學物質』，
特制定本法。」

2. 新增「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定義 (第 3 條第 5 款
及第 6 款)
新通過之毒管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第 3 條新增第 5 款及第 6 款，
明確定義「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前者「指經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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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建置於既有化學物質清冊中之
化學物質」，後者則「指既有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

3. 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於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新化學
物質須經實質審查 (第 7 條之 1)
最新毒管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新增第 7 條之 1，仿效歐盟 REACH
制度之精神，確立 “No data, no market” 之制度，化學物質須經
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入。當中第 1 項規定：
為健全國內各機關管理化學物質所需之資料，製造或輸入每
年達一定數量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規定期限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者應於製造
或輸入九十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前
開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經核准登錄後，始得製造或輸
入。

第 2 項則規定登錄內容，並區分為三種登錄類別：
前項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內容包括製造或輸入情形、物理、化
學、毒理、暴露、危害評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登
錄之資料項目，依每年製造或輸入量及物質種類分為標準登
錄、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

較為特殊之規定為第 3 項規定，內容如下：
中央主管機關判斷新化學物質之毒性有符合本法第三條所定
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類定義之虞者，
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禁止或限制其運作並要求申報運
作情形；其判斷新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
者，應於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限制其運作並要求提報暴露
及風險評估資料。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新化學物質之毒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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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三條所定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分
類定義者，應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公告之。

針對新化學物質之登錄，前述歐盟 REACH 制度僅要求依規定
提交資料完成註冊即可製造或輸入，與既有化學物質情形相同，並
未要求就新化學物質進行實質審查。然而有鑑於我國從事高科技之
代工業，容易淪為新興化學物質之試驗場所，應從嚴把關、及早因
應，否則等到事後發現始採取措施，恐怕為時已晚。況且觀諸世界
其他國家立法例，不乏要求新化學物質必須經過實質審查始可製造
或輸入者。
美 國 毒 性 物 質 管 理 法 (the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TSCA) 即為適例。在該法第 5 條的授權下，美國環保署擬定一個
新化學物質方案 (New Chemicals program)，俾以管理新進入市場
之化學物質對人類健康及環境之潛在風險。根據該方案，環保署得
在新化學物質進入市場之前，規定其使用條件，甚至禁止其生產。
該法第 5 條要求，擬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除非符合除外規定，16 否
則必須於 90 天前向環保署提交「製造前通知」(premanufacture
notice; PMN)；PMN 的資料內容包括化學辨識、產量、副產物、
使用、環境釋出、廢棄處置方法，以及人類暴露等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 2014a, 2014b)。環保署
審 查 PMN 的 流 程 表 詳 見 該 署 網 頁
16

(http://www.epa.gov/oppt/

有些新化學物質毋須「製造前通知」。這些物質有兩類：(1) 免除毒性物質管理法
的所有報告者：包括煙草和某些煙草產品、核材料、彈藥、食品、食品添加劑、
藥品、化妝品，和只作為殺蟲劑使用的物質。因為這些類別的新物質由其他聯邦
法律管轄，不受毒性物質管理法審查；(2) 在特定條件下免除全部或部分「製造前
通知」報告者：包括天然存在的材料、副反應產物、最終用途反應產物、混合物 (但
不是混合物成分)、雜質，副產物、專為出口製造之物質、不可分離中間產物、成
品的製造過程中形成的物質等等 (USEPA, 20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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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hems/pubs/pmnstatflow.htm)。提交到美國環保署的 PMN 資
料，雖然有將近 90%完成審查而未受到任何限制或管制，不過環保
署依據該法第 5 條規定，在下列情形得禁止或限制該物質：
(a) 資料不充分，不足以評估該物質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影響；並
且
(b) 該物質可能存在傷害人類健康或環境的不合理的風險 (依風
險決定)；或者
(c) 該物質將大量生產，並且預期可能大量進入環境，或者可能造
成 顯 著 或 大 量 之 人 類 暴 露 ( 依 暴 露 情 形 決 定 ) (USEPA,
2014d)。 17
此外，澳洲也有類似制度，新化學物質須經審核評估後始准予
生產或進口。1989 年的聯邦工業化學品 (申報及評估) 法規定，對
於工業化學品實施申報評估制度，新化學物質於生產或進口之前進
行評估，並且對於現有化學物質訂出優先化學品清單進行評估。其
中新化學物質的申報與評估，是由國家工業化學品申報和評估機構
(National

Industrial

Chemicals

No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Scheme; NICNAS) 負責毒理評估、公眾健康評估及職業安全衛生
評估，環境資源部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Water, Heritage and the Arts) 風險管理與政策處的專家負責環境風險評估，經
審核准許後效期為五年 (郭金鷹、洪肇嘉、廖光裕，2012: 10-11)。
有鑑於上述情形，民間環保團體包括地球公民基金會、看守台
灣協會、環境法律人協會、綠色和平基金會與立法委員林淑芬，乃

17

關於美國毒性物質管理法對於新化學物質之管理，本文特別感謝看守台灣協會謝
和霖秘書長提供相關資料。

272

歐美研究

在修法過程中極力要求環保署於新化學物質製造或輸入前必須進
行實質審查，以免臺灣淪為先進國家試驗新興化學物質的場所 (地
球公民基金會，2013)。雙方幾經磋商後終於達成協議。新通過之
毒管法修正案第 7 條之 1 第 3 項，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必須立即就登
錄之新化學物質進行實質審查，倘若該物質疑為難分解、慢毒性、
急毒性物質或疑似毒化物，亦即有符合毒化物第一至四類毒化物定
義之虞者，應視情形於核准登錄時分別附以不同限制程度之附款，
以降低新興化學物質可能帶來的危害。18 一旦日後調查研究後確認
該新化學物質確實為毒管法定義之第一至三類難分解、慢毒性、急
毒性物質，即應依毒管法既有規定公告之。
第 4 項則仿效歐盟 REACH 制度規定登錄人之資料分享，以避
免不必要的重複測試：「共同或先後申請同一化學物質之登錄者，
得經協議共同使用第一項登錄所需之資料，無須重複測試；其取得
所需資料之費用，無法經協議決定分攤方式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依
後登錄者之請求，酌定平均分攤之，並於其已支付所分攤之費用
後，同意使用已登錄之資料。」
第 5 項則明文規定登錄資料之用途，以免日後爭議：「經核准
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得提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為管理其目的事

18

此處所稱之附款，性質應為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規定之行政處分之附款。蓋 90 天
的實質審查為時甚短，實驗測試或研究時間不足，尤其是新興化學物質相關公開
資訊更少，通常無法終局確認其危害性，因此難以驟然將其對外公告為「須授權
物質」或一般性「限制」其製造、輸入或使用。如前述歐盟 REACH 制度所示，將
一項物質公告為「須授權物質」或施予一般性「限制」，必須有充分資訊，並經
過嚴謹的公開諮商程序。不過，90 天的實質審查至少可發現該新興化學物質「疑
為毒化物」，因此得基於預防原則，作成附有附款之行政處分，以限制其用途或
甚至是製造或進口數量等等，以降低該物質可能帶來的危害。當然主管機關緊接
著應繼續研究該物質，於掌握相當資訊後，開啟授權或限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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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使用化學物質之用，並供中央主管機關作為評估、篩選及依第 7
條第 1 項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之依據。」
第 6 項則進一步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就整套登錄制度頒布詳細辦
法：
第一項至第四項應登錄化學物質之種類、數量級距、製造或
輸入情形、物理、化學、毒理、暴露及危害評估等資料及其
他應備文件、登錄期限、標準、簡易、少量及共同登錄方式、
審查程序、准駁、撤銷或廢止登錄核准、禁止或限制運作方
式、登錄後化學物質資料之申報或增補、文件保存方式、資
訊公開、工商機密保護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4. 明定與其他化學物質管理法規之關係，以及登錄業務之處理機
構 (第 7 條之 2)
由於此次修法僅建置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登錄後之管理仍然
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各專業法規辦理，並未改變，因此於新
增訂之第 7 條之 2 第 1 項中明定：「經核准登錄之化學物質之運作及
管理，除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者，應依本法辦理外，依其他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法規辦理。」
此外，有鑑於化學物質登錄業務需要大量人力與物力，但行政組
織甫經改造恐怕有擴編困難，因此特增訂第 7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得循其他機制解決：「中央主管機關得將前條既有化
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核准登錄及其他相關業務，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捐
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機構、行政法人或相關專業團體辦理；其委託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此處若涉及公權力行使之委託，應依據行政
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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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違反登錄義務及附款規定之罰則 (第 35 條之 1)
新增之第 35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2 項首先分別就「新化學物質」
及「既有化學物質」違反登錄義務施以不同程度之罰則，前者較重，
後者較輕。詳細內容如下：
未依第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取得登錄核准而製造或輸入新化
學物質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經二次限期
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業或退運出口。(第 1 項)

未依第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取得登錄核准而製造或輸入既
有化學物質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罰，經二
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業或退運出口。
(第 2 項)
倘若新化學物質經判斷疑為難分解、慢毒性、急毒性物質或疑似
毒化物，而經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登錄時依據第 7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
附以附款，若違反附款規定，除科以罰鍰外，得廢止業者之登錄核准，
並回收銷毀該化學物質、其化合物及其成品。新增之第 3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
違反依第七條之一第三項所為之附款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
善者，得廢止其登錄核准。該化學物質、其化合物及其成
品，製造或輸入者應予回收、銷毀，必要時，主管機關得
代為回收、銷毀，並收取必要之費用。
第4項則規定違反登錄辦法中其他義務規定之罰則：
違反第七條之一第六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登錄製造或輸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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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登錄期限、共同登錄方式、登錄後化學物質資料之申報
或增補、文件保存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經二次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者，得令其停工、停業或退
運出口。

6. 明定登錄資料以公開為原則 (第 41 條)
毒管法第 41 條舊條文原本規定：「依本法所為之審查、查核及抽
樣檢驗，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者，應予保密。但有關化學物質之物理、
化學、毒理及安全相關資料，不在此限。」
在建置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後，登錄資訊是否公開、公開程度
如何？就此，行政院最後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送立法院審議之修法版
本中隻字未提。尤其草案第 7 條之 1 第 4 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
關辦法中明確授權「工商機密保護方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行政院，2012)，但卻未提及「資訊公開」之辦法，顯然有失
偏頗。但稍早之修法版本並非如此：環保署於 2011 年 12 月 30 日第
一次報行政院之修法草案第 7 條之 1 第 3 項明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資訊公開」辦法；2012 年 4 月 2 日第二次報院之修法草案於同條
第 5 項甚至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第一項之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
學物質登錄資料，如認化學物質有危害人體健康及環境安全之虞，得
公開該化學物質之登錄資料，不受前項辦法有關工商機密保密規定之
限制」。然而在環保署 2012 年 8 月第三次報院版以及行政院最後在
2012 年 11 月 9 日送立法院審議之修法草案中，這些關於資訊公開之
規定卻完全消失不見，顯然是刻意刪除。
嗣後經前述民間環保團體及立法委員極力斡旋交涉，最後終於得
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毒管法第 41 條中就資訊公開問題中增訂原則
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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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之第 41 條完整條文如下：
本法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應予公開。但涉及國防或工商機密
經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認定應予保密或經製造或輸入者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保密並經核准者，不予公開。
前項不予公開之資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中央主管
機關依職權認定者，不在此限：
一、對公益有必要。
二、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
三、經製造或輸入者同意。
依本法所為之審查、查核及抽樣檢驗涉及國防或工商機
密者，應予保密。但有關化學物質之名稱、物理、化學、毒
理、分類、標示及安全相關資料，不在此限。
申請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提供前三項規定所
定之政府資訊，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

此條文規定具有重要意義。蓋我國雖然訂有政府資訊公開法，但
主動公開項目不足，被動公開部分又常因為第 18 條規定之諸多豁免公
開條款而形同虛設，政府機關及法院的解釋一向偏於保守。現在此一
條文明白規定，登錄之化學物質資料應予公開，只有涉及國防或工商
機密者例外不予公開。如此一來，化學物質登錄資料即屬政府應主動
公開之項目，不待人民個別提出申請。否則，倘若欠缺此一明文，人
民不僅須個別提出申請，而且實際提出申請時，依據過往經驗，主管
機關不僅可能以涉及工商機密為由，拒絕公開「全部」資料；也極可
能主張登錄資料是「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等
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
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不予公開。歐盟 REACH 制度的重點之一即在提供
民眾化學物質資訊以利作成「知情決定」，也因此歐洲化學總署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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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上公開的化學物質資料庫日益擴增，搜尋功能日益完備，業已詳述
如前。我國未來亦應朝此目標邁進，以提供人民充分化學物質資訊，
並與國際接軌。

7. 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第 44 條第 2 項)
新增之第 44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包括上述第 7 條之 1、第 7 條之
2、第 35 條之 1 及第 41 條在內之條文，自公布後一年施行，俾利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並從事宣導。條文內容如下：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正
之第七條之一、第七條之二、第十七條、第三十五條第十款、
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四十一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外，自公
布日施行。

8. 附帶決議：關於奈米物質
在修法過程中，民間環保團體認為有必要就奈米物質明文加以
規範。因為奈米物質尺度小、活性大、穿透力強，毒性可能更甚於
同一分子式之非奈米物質，因此應將之視為不同物質，分開登錄，
而且登錄門檻應低於非奈米物質。立法過程中幾經協商，最終雖然
未能在毒管法中明訂之，但立法院以建議修正立法理由以及附帶決
議方式加以處理。附帶決議一當中表示：
惟奈米化學物質之定義仍有爭議，難臻完善。為免因為本院
審酌其定義，而致延誤本法之修法期程，故要求環保署於依
本法授權訂定登錄管理規定時，必須納入奈米物質之定義及
登錄規定，並要求「奈米化學物質與非奈米化學物質，即使
分子式相同，亦為不同物質，應分開登錄。」且訂定登錄門檻
時，非奈米化學物質之登錄門檻不得高於年運作量一公噸以
上，奈米化學物質之登錄門檻不得高於年運作量一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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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毒性化學物質釋放量公開
除了上述化學物質登錄註冊制度之建立外，廠商之污染物排放
資訊揭露也是重要的新興環境管制工具 (宮文祥，2008: 53)。實施
此一制度最著名者為美國 1986 年制定之緊急計畫暨社區知的權利
法 (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
EPCRA)，當中實施之有毒物質排放清單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System; TRI)，將工廠排放有毒化學物質之數據公開於網路上，使
民眾得以監督業者， 19 此制度在美國實施結果相當成功 (Sidney,
1996: 217)。 除 了 美 國 以 外 ， 荷 蘭 也 在 1974 年 建 立 排 放 清 單
(Emission Inventory System; EIS)，英國則於 1990 年建立污染物質
清單 (Pollution Inventory; PI)、加拿大亦於 1993 年實施全國污染
物質排放清單 (National Pollutant Release Inventory; NPRI)。聯合
國 1992 年的「二十一世紀議程」第 19 章中亦呼籲各國政府應和產
業及民眾協力合作，落實和改善化學物質資料庫，包括排放清單在
內。 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 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理事會並於 1996 年通過
實施污染物釋放和轉運登記之建議，籲請會員國建立污染物釋放轉
運登記(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 PRTRs) 制度， 20
並出版指導手冊協助各國政府發展實施之。21 後來隨著聯合國歐洲
經濟委員會之環境決策之資訊取得、公民參與及司法訴訟公約 (即
奧爾胡斯公約) (Aarhus 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19
20
21

例如在美國有毒物質排放清單網站上可查到台塑美國廠有毒物質排放清單以及其
排放量 (看守台灣協會，2008: 30-32)。
另有譯為污染物釋放和轉運登記 (葉俊榮，2010: 617-618) 或污染物釋出轉運申
報制度 (林雪美，2002)。
林美雪對於 OECD 會員國回應實施污染物釋放轉運登記情形有進一步說明 (200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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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 在 1998 年生效，該公約授予公眾取得環境資
訊的權利，而在此公約下，締約方於 2003 年 5 月 21 日的特別會議
中通過一個特殊的污染物釋放轉運登記議定書 (Protocol on 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 PRTR)， 22 該議定書乃成為
奧爾胡斯公約的附加議定書。該議定書要求締約國將各類污染源所
製造之各種指定污染物質，予以記錄和通報，並將蒐集的資料以網
上公開登記冊等方式向公眾公開 (葉俊榮，2010: 617-618)。其目
的是發展工具，以藉由提升公眾環境資訊之取得，確保公民在環境
事務上的真正參與。該議定書並於 2009 年 10 月生效。因此，迄今
全球先進國家，包括歐盟在內，均已建立相關制度。
反觀我國，對於廠商排放資訊之揭露始終欠缺制度性規定。首先，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6 條雖然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
其他有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應適時為之。」然而第
18 條第 1 項定有許多豁免公開事由，尤其第 4 款規定：「政府機關為
實施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
檢 (調) 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
難或妨害者。」第 7 款亦規定：「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
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

22

Kiev Protocol on 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 此一議定書於 2009 年
10 月 8 日成為國際法律，約束其締約方。締約方第一次會議於 2010 年 4 月 20 日
至 22 日在日內瓦舉行。此議定書是第一個對於污染物釋放和轉運登記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國際性工具。它的目標是「透過建立協調一致之全國污染物釋放轉運登記，
以提升公眾之資訊取得。」污染物釋放轉運登記是對來自工業場所和其他來源的
污染清查 (inventories of pollution)。雖然是規範污染資訊，而非直接規範污染本
身，但此一議定書預計將對於污染程度施加重大的調降壓力，沒有任何公司願意
被辨識為最大的污染者之一 (UNECE, 2014a;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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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但對公益有必
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
限。」由於上開條文使用高度抽象之不確定法律概念，而且涉及利益
衡量，操作誠屬不易，因此在個案適用上爭議頻仍，解釋結果往往不
利於資訊公開，從而人民得否據以要求政府公開個別廠商之污染物排
放資訊，即易滋生疑義。
其次，各環境專法中也未明白規定政府應公開廠商排放資訊，
例如毒管法中唯一的資訊公開規定為第 10 條第 2 項，當中規定：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公開供民眾查閱 (第二項)。」但並非公開廠商毒化物排放相關資
訊。23 而空氣污染防制法中雖然有較多的資訊公開規定，但其共同
特徵均為空氣「品質狀況」之揭露，至於廠商污染物之排放資訊仍
然付之闕如。例如該法第 13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石化工
業區所在之鄉鎮市區、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適當地點，設置空氣品
質監測站，定期公布空氣品質狀況。」第 14 條規定：「因氣象變
異或其他原因，致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
私場所應即採取緊急防制措施；必要時，各級主管機關得發布空氣
品質惡化警告，並禁止或限制交通工具之使用、公私場所空氣污染
物之排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前項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之緊急防制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以及空氣污染防制法
施行細則第 14 條。 24 而在水污染防治法，第 60 條甚至明定，事
23

不僅如此，根據上開規定以及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作業辦法第 7 條
規定，唯有「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急毒性物質) 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才必須
公開供民眾查閱，而且公開限於「計畫摘要」，而非計畫全文。至於第一類及第
二類化學物質 (難分解、慢毒性物質) 之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則完全不必公開。資

24

訊之提供顯然過於侷限。
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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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等依該法申報之個別資料，各級主管機關不得公開，唯有在基於
水污染防治研究需要或必要時，得例外公開。25 至於土壤及地下水
整治法，雖然也有相當多的資訊公開規定，包括定期監測轄區之土
壤及地下水品質狀況結果 (第 6 條第 1 項) 、定期檢測之底泥品質
狀況 (第 6 條第 5 項) 、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管制區 (第 16 條) 等等，然而該法所規定應公告或公布
者，仍然都是品質狀況、污染後果、管制對象及措施等等，亦非事
業之污染物排放相關資訊。
再就我國行政實務方面而言，環保署設有空氣品質監測網
(http://taqm.epa.gov.tw/taqm/zh-tw/default.aspx)，記錄並公布全臺
空氣品質狀況。此外，環保署亦設置具整合性的資訊公開網頁，稱
為環境品質倉儲系統 (http://edw.epa.gov.tw/)，當中包括空水廢
毒、土壤、噪音與非游離輻射、環境管理等等資訊，然而如其名稱
所示，揭露重點仍在於環境品質面向，當中雖然也含有污染物之排
放資訊，但都是年度及總量統計，而非各廠商污染源之逐點式揭
露，與美國有毒物質排放清單制度及國際污染物釋放轉運登記制度
空氣品質狀況：一、每月月底前，地方主管機關應公布前一月之各項空氣污染物
之監測統計值。二、每年三月十五日前，各級主管機關應公布前一年之各項空氣
污染物監測統計值。三、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各級主管機關應公布前一年空氣品
質之分析及檢討報告。空氣品質狀況有嚴重惡化之虞者，各級主管機關應即時公
25

布當時測得之空氣品質狀況。」
水污染防治法第 60 條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依本
法申報之個別資料，及環境工程技師、廢水處理專責人員、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之
個別資料，各級主管機關不得公開 (第 1 項)。各級主管機關基於水污染防治研究
需要，得提供與研究有關之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個別
或統計性資料予學術研究機關 (構) 、環境保護事業單位、技術顧問機構、財團法
人；其提供原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2 項)。各級主管機關必要時，得公
開對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環境工程技師、廢水處理專
責人員、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查核、處分之個別及統計資訊 (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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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去甚遠。此外，高雄市也設有環境檢驗監測網 (http://59.127.
224.65/kh-taqm/zh-tw/default.aspx)，公布監測資訊。但無論如何，
雖然我國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 e 化以及資訊公開，已有不錯的成
果，然而偏重品質面向的資訊揭露，而非各廠商之污染物排放資訊
公開。
環保署前於 2012 年 10 月 2 日發布新聞稿宣布，業已建置完成
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 (網址：http://prtr.epa.gov.tw)，主動將
各列管事業 (公私場所) 依法規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之當季或當年
度之空水廢毒等污染排放量資料上網公開，開放供全民查閱 (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2012)。然而其中關於毒化物資
料，僅能查詢到各場廠為申請毒性化學物質製造許可或核可證、輸
入許可或核可證時，廠商提交之月運作量，換言之，只有製造及輸
入量紀錄，並無釋放量紀錄。
有鑑於上述情形，前述民間環保團體及立法委員遂趁此次修
法，要求於第 8 條第 3 項增訂毒化物釋放量資訊公開規定。新修正
之毒管法第 8 條全文如下：
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及其釋放量，運作人應製作紀錄定
期申報，其紀錄應妥善保存備查。

前項紀錄之製作、格式、申報內容、頻率、方式、保
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應將第一項毒性化學物質之釋放量紀錄分期上
網公開供民眾查閱。

三、綜合評析
此次毒管法修法，建置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與毒化物釋放
量公開規定，開啟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以及環境資訊公開的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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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制度的引進可望為我國化學品的統一管理奠定重要基石。
尤其環保署將從此建立全面性而且本土化的化學物質資料庫，包括
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不再局限於毒性化學物質，無疑是為
化學品的健全管理邁出重要的第一步。藉此制度所獲得的資料，也
可作為其他法規是否採取進一步管制措施的參考。至於增訂毒化物
釋放量公開規定，同樣是與國際規範接軌，能充實人民知的權利內
容，共同監督業者改善環境表現。
不過 REACH 制度非常複雜，其建置非一蹴可幾。我國過去對
於化學物質本身的管理規範，除毒管法以外近乎空白，建置過程無
疑將更為艱辛。因此，綜觀立法過程首先遭遇的第一個難題是：在
立法政策上，究竟應先求有再求好，或者應要求一步到位？若採取
前者，優點是可使制度盡快上路，但缺點是不免犧牲法律保留原
則、授權明確性原則，致使未來詳細制度內容脫離立法者的掌握、
甚至是立法初衷。若採取後者，優點是可詳細討論制度內容，以確
保其成熟可行，但缺點則可能曠日廢時，甚至胎死腹中。我國此次
毒管法修法即明顯採取前者。主管機關在立法過程中只求速速過
關，並為自己爭取最大規範形成空間。最後因此僅在毒管法中增訂
幾個條文確立主要原則，其餘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以法規命令為
之，連最低登錄門檻值都未形諸法律文字。反之，歐盟建置 REACH
體系，係以對歐盟人民有直接效力之「規則」為之，不待會員國轉
換即可直接適用於全歐盟，而且規則全文共有 141 條，附件 17 個，
發布之初篇幅即逾 850 頁，內容詳盡、鉅細靡遺。相較之下，我國
在法律層次的處理實在太過簡略。對於人民權益及公共利益影響如
此重大深遠的制度，僅以法規命令為之，實在違反重要性理論。26 也
26

傅玲靜教授亦指出此次修法在法律保留層級之要求及規範密度上，皆有可議之處
(2013: 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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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毒管法修正案立法通過之際，各界對於我國登錄制度
之輪廓及內容仍然一無所悉，必須等到環保署公布相關辦法草案，
才真相大白。若我國未來要朝向環境法治國方向邁進，在環境法領
域應依據重要性理論逐漸提高法律規範密度，減少給予主管機關大
量空白授權的情形。
再者，將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的法源安排在毒管法中，其實
並不恰當。蓋此一制度涵蓋年生產及進口達一定量之既有及新化學
物質，數量龐大，然而毒管法至今僅規範 300 餘種毒性化學物質，
只佔所有化學物質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光從法律名稱而言，已
無從想像當中包含建置龐大的化學物質源頭登錄制度。未來應可考
慮將登錄辦法提升至法律層次，立法通過獨立的新化學物質及既有
化學物質登錄法，或者將毒管法擴充為化學物質管理法，亦即刪除
「毒性」二字，而將全部化學物質統一由環境資源部主管，以達到
專法專責的目標。
最後，無論是美國的有毒物質排放清單制度或是國際之污染物
釋放轉運登記制度，均係建置一個中央資料庫，包括排放地圖，並
以各種檢索方式方便民眾搜尋，而且每年年終公布官方分析報告。
我國此次修法僅在毒管法第 8 條第 3 項加入短短一句話，亦即要求
主 管 機 關 將毒 性 化 學 物質 之 釋 放 量紀 錄 分 期 上網 公 開 供 民眾 查
閱，相當簡約。此次修法後，環保署已經陸續頒布相關測量及推估
辦法，以利廠商計算釋放量。未來待制度逐漸成熟後，可尋求適當
時機將制度更佳精緻化，適用範圍也毋須侷限於毒化物，畢竟我國
目前列管的毒化物只有 305 種而已。美國目前有毒物質排放清單則
包含 594 單獨列表的化學品和 30 個化學類別 (包括三大類，共有
62 個特別列表的化學品)。如果將此三個類別下的化學品都視為各
自獨立化學品來計算，則有毒物質排放清單共涵蓋 683 個化學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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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類別 (即 594+ 27+ 62) (USEPA, 2014e)。因此，未來可參考
世界各國污染物釋放轉運登記立法例，將污物排放資訊公開獨自立
法，以涵蓋其他有嚴重危害之虞的污染物。

肆、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評
析
繼毒管法於 2013 年 12 月 11 日修正公布後，環保署首先在
2014 年 8 月 25 日公布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草
案 (以下簡稱登錄辦法草案)，至此國人終於得以一睹我國 REACH
制 度 的 真 正 面 貌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境 衛 生 及 毒 物 管 理 處 ，
2014)。但由於該草案規範內容規範寬鬆，引發民間環保團體強烈
抨擊。環保署嗣後調整部分內容，最後在同年 12 月 4 日訂定發布
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 (以下簡稱登錄辦法)，並
於同年月 11 日施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4c)。初步看來，我
國登錄辦法的主要特色及可能問題如下：

一、給予業者調適期
整體而言，環保署非常體恤工商業界，深恐新規定驟然上路造
成業者巨大衝擊。因此即便授權母法早在一年前已經公布，環保署
仍然在辦法中給予業者充分的調適期。原先的登錄辦法草案第 17
條中規定：
(第 1 項) 本辦法施行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質，得依附表三少量登錄所定
項目登錄新化學物質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登錄並發給
登錄文件，不受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之限制。(第 2 項) 前項
登錄文件有效期間為二年，期滿不得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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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自登錄辦法施行日起約一年內製造或輸入之新化學物
質，只需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人和物質基本辨識、製造及輸入、用
途等最低限度資訊，即可獲登錄文件，效期長達二年，即使年製造
或輸入量高達千萬公噸，情形亦同。嗣經民間環保團體抗議，現行
登錄辦法乃將上述第 2 項規定之登錄文件有效期間調降為一年。

二、從寬認定既有化學物質
現行登錄辦法第 16 條規定：
(第 1 項) 本辦法施行前曾製造或輸入之化學物質，未納入既
有化學物質清冊者，登錄人得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前檢具曾製造或輸入該化學物質之證明文件，經中央
主管機關審定後，依本辦法第三章規定登錄化學物質資料。(第
2 項) 登錄人未於前項所定期限申請審定者，中央主管機關不
予受理。

所謂第三章，即為「既有化學物質登錄」規定。換言之，依據
該規定，既有化學物質清單的認定基準時為「本辦法施行前」，登
錄人只要檢具曾製造或輸入證明文件，經審定後即可依既有化學物
質規定登錄。有鑑於既有化學物質的登錄規範較新化學物質寬鬆許
多 (詳見後述)，認定基準時的放寬，不免有廣開後門之嫌。蓋為建
立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以下簡稱勞委會)
率先於 2009 年報行政院核定實施跨部會「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
與資訊應用機制推動方案」(2009-2011 年)，於 2009 年 11 月 2 日
訂定既有化學物質提報作業要點，受理廠商自願性提報。嗣後並於
2012 年 4 月 18 日訂定既有化學物質增補提報作業要點辦理第一次
增 補 作 業 ，以 更 新 既 有化 學 物 質 清單 。 該 清 單初 稿 經 彙 整計 約
79,000 種。勞動部 (原勞委會) 後來又訂定既有化學物質第二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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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提報作業要點，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辦理第
二次增補提報作業。然而該要點第三點規定：「提報人自中華民國
八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期間，對於輸入
或在國內製造、處置、使用、販售且未收錄於國家既有化學物質清
單初稿之化學物質，得依本要點進行增補提報作業」(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2014)。換言之，勞動部仍然是以過去第一次增補提報
作業要點確立的 2011 年 12 月 31 日作為認定既有化學物質的基準
時，並未改變。然而，環保署雖然過去對外表示，未來將以勞委會
已經建置之上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作為毒管法之所謂既有化學物
質清冊，但後來卻突然片面將認定基準時大幅延後至登錄辦法施行
(2014 年 12 月 11 日) 前，政策丕變，令人不解。而且如此一來，
國內未來將有兩份不同的既有化學物質清單，分別適用勞動安全衛
生法與毒管法，兩者若無法整合為一，徒使法律關係更為繁複，衍
生更多法律適用問題。
再者，由於登錄辦法上開規定亦未附加任何實質要件，例如數
量門檻，因此引發疑慮：曾進口一公克是否亦可認定為既有化學物
質，從而規避較為嚴格的新化學物質登錄及審查規範？若然，無疑
是肯認部分不肖廠商的投機行為，亦即在母法通過後登錄辦法公布
前這段期間內，大量寄送樣品至臺灣的行為。殊為不智。因此，民
間環保團體在辦法草案發布之初即對此一條文提出嚴正抗議，然而
環保署不為所動，仍保留原先規劃，僅略作文字調整而已。

三、著重新化學物質登錄、寬待既有化學物質
(一) 主要內容及問題所在
我國現行登錄辦法所呈現出來的面貌是：著重新化學物質登
錄、寬待既有化學物質登錄。這和歐盟 REACH 制度有著根本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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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如前所述，歐盟 REACH 制度為既有及新化學物質創設一體適
用的法律架構，唯一的差別僅在於：新化學物質必須立即登錄，而
既有化學物質則分批依期限登錄，廠商有較長時間準備及因應。除
此之外，註冊門檻以及註冊所需文件等規範，完全相同。相較之下，
我國新修正之毒管法，為了避免臺灣淪為先進國家試驗新興化學物
質的場所，對於新化學物質之登錄確實有較既有化學物質嚴格的規
範：第 7 條之 1 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新化學物質之登錄必須進行實
質審查，若判斷有符合第一至四類毒性化學物質定義之虞者，應於
核准登錄時附以附款；對於既有化學物質則無此規定。此外，於違
反登錄相關規定時，對於新化學物質也有較既有化學物質嚴格的處
罰。但除了上述規定外，母法並未明白授權對於新化學物質及既有
化學物質的登錄作出完全不同的差別待遇。然而，登錄辦法的條文
及立法說明中卻清楚顯示，環保署係將規範重點置放在新化學物質
的登錄，對於既有化學物質的登錄則仍處於籌備狀態。
詳言之，新化學物質的主要登錄規則如下：
 製造或輸入新化學物質預估每年達 1 公噸以上者，應進行「標
準登錄」、每年達 100 公斤以上未滿 1 公噸者應進行「簡易登
錄」
、每年未滿 1 百公斤者應進行「少量登錄」
，採「全面但分
級登錄」方式 (登錄辦法第 5 條)。
 新化學物質自登錄辦法施行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製造
或輸入者，得進行少量登錄 (登錄辦法第 17 條)；自 2016 年
起製造或輸入者，則必須依照前述登錄辦法第 5 條規定，分級
進行標準登錄、簡易登錄或少量登錄。
然而，對於既有化學物質，現行登錄辦法僅於第 18 條規定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完成「第一階段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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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歐盟的預登錄規定。此外，雖已公布附表六「既有化學物質
標準登錄－登錄資料內容」，但應登錄名單、登錄門檻及期限，則
繼續空白授權環保署日後公告。蓋登錄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第一階段登錄情形，分
期公告應完成附表六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
名單、數量級距及完成登錄之期限。

按之，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而非「應」公告，而且何時
公告、應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名單為何、登錄門檻、何時完成登錄
等等，目前仍一片空白。立法說明中指出：「三、參考歐盟作法要
求登錄人完成登錄作業之期程約為三年，而本辦法既有化學物質第
一階段登錄作業截止時間為一百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再考量中央
主 管 機 關 執行 國 際 資 訊接 收 與 篩 選評 估 第 一 階段 登 錄 情 形之 時
程，規劃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既有化學物質公告應
完成附表六既有化學物質標準登錄之名單。前開公告作業將依相關
化學物質國際資訊接收狀況與既有化學物質第一階段登錄情形篩
選評估予以檢討，並視檢討情形提前完成公告名單與後續逐批公告
名單之作業。」申言之，環保署不擬要求既有化學物質全面登錄，
而是視「國際資訊接收」與「第一階段登錄情形」，篩選評估後公
告應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名單。目前規劃於 2017 年底前完成名單
公告。
此項結果令人詫異。如前所述，母法並未明白授權對新化學物
質及既有化學物質的登錄作出完全不同的差別待遇；尤其是新化學
物質全面登錄，而既有化學物質部分登錄，部分登錄的篩選評估標
準又由環保署自行決定，凡此，從母法授權規定中完全無法窺知。
毒管法第 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為健全國內各機關管理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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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資料，製造或輸入每年達一定數量既有化學物質者應依規定
期限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資料；」此規定並未授權環
保署篩選應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名單。

(二) 加拿大挑戰計畫
環保署對於「既有化學物質」的上述規範策略顯然受到財團法
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研究報告的影響。環保署 2010 年委託該中心
完成之「因應歐盟 REACH 加強化學品管理計畫」期末報告中表示：
「我國既有化學物質登錄的管理，為降低可能造成廠商的衝擊以及
達到資訊收集的目的，建議綜合歐盟 REACH 法規與加拿大挑戰計
畫之精神，參考加拿大作法中，由政府進行前端的初篩，提出優先
進行登錄的既有化學物質名單。而優先登錄標準的訂定，……建議
參考歐盟 REACH 的作法，分階段優先針對高噸數與高危害的物質
進行要求，由政府主管機關公告優先登錄標準，以掌握大量進口、
產製或具高危害之化學物質使用情形與物質特性，並建議……，以
噸數級距和危害分類為登錄類型、資料要求的區分，要求既有化學
物質的製造和供應廠商提供所有必要的資料」(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
術中心，2010: 69)。加拿大的作法是針對國內物質清單 (Domestic
Substances List)，即既有物質清單，進行歸類工作 (Categorization)，以辨識和判斷既有化學物質對於環境、人類健康所可能造成
危害風險的程度，進而對於疑似具有高危害的化學物質，要求廠商
提供最新資訊、測試報告或相關評估報告及相關使用風險控制計
畫。易言之，加拿大主要是由政府中央主管機關先行篩選與自行進
行危害分類辨識，再以「挑戰計畫」(Challenge Programm) 方式蒐
集境內廠商的相關使用、製造或輸入的數量。而關於該物質在風險
評估或控制措施的部分，則以非強制要求的方式向廠商進行相關資
料的蒐集。加拿大初版的國內物質清單於 1994 年公布，且該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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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行動態式更新。加拿大嗣後耗時約 6 年，於 2006 年 9 月完
成上述歸類工作，結果指出約有 4,300 種物質需要進一步關注，約
有 200 個物質需要優先採取措施 (2010: 66-69)。

(三) 中國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辦法
反之，環保署對於「新化學物質」的規範策略，目前看來則與
中國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中國管理辦法) 27 規定相
當近似。依據中國管理辦法，所有新化學物質皆須按規定進行申報
登記，但也依照年生產或進口總量、用途，分別要求提供不同的申
請文件和適用不同的登錄流程，與歐盟 REACH 制度以 1 公噸作為
登錄門檻有所不同。我國登錄辦法針對新化學物質的規範亦復如
此。其次，依據中國管理辦法第 41 條規定，一般新化學物質於登
記證持有人首次生產或進口活動之日起滿 5 年者，得由環境保護部
公告列入中國現有化學物質名錄，依照現有化學物質管理，不再適
用中國管理辦法。危險類新化學物質也有類似機制 (詹世榕，2012:
52)。此項「滾動式更新」機制為歐盟 REACH 制度所無。但我國
登錄辦法也有相同機制。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經核准登錄之新化學物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
應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一、依附表一標準登錄所定項目完成登錄滿五年。
二、低關注聚合物依附表三少量登錄所定項目完成登錄滿五
年。
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

依據同條第 2 項規定，登錄人亦得申請納入既有化學物質清冊。
27

中國係仿效歐盟 REACH 制度，修正其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辦法，並於 2010 年 10
月 15 日施行 (詹世榕，2012: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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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綜合上述，歐盟 REACH 制度對於既有及新化學物質採取相同
的規範架構，差別僅在於登錄期限；而其他國家未必如此，例如加
拿大的挑戰計畫對於既有化學物質是由政府進行前端的初篩，提出
優先進行登錄的既有化學物質名單，而中國則是將規範重點放在新
化學物質，全面加以規範。我國究竟以採取何種立法例為妥，屬於
立法形成自由，應經過立法機關公開透明辯論程序以凝聚共識，進
而明白規定在母法之中，再授權主管機關具體化相關細節。然而，
實 際 情 形 並非 如 此 。 以母 法 條 文 簡要 的 內 容 來看 ， 較 接 近歐 盟
REACH 制度，但現行登錄辦法卻明顯傾向他國不同的立法例，頗
有陽奉陰違之感。環保署倘若一開始就計畫對既有及新化學物質採
取迥異的規範策略，實應在母法修正條文草案中即明白表示，讓立
法者、業界及民間環保團體有機會充分認識及討論其利弊得失。環
保署上述作法，恐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而環保署
擬篩選應登錄之既有化學物質名單之作法，恐怕也違反法律明文，
與法律優越原則相抵觸。

四、年製造或輸入新或既有化學物質 1,000 公噸以
上始需繳交危害及暴露評估資料 28
歐盟 REACH 規定，年製造或輸入新或既有化學物質達 10 公
噸以上，即需繳交危害及暴露評估資料，而學者已經質疑此一門檻
太高。蓋在歐盟 85%以上的既有化學物質不超過年用量 10 公噸以
上，近 4/5 已登記新化學物質年用量在 10 公噸以下，業如前述。
然而環保署最初公布的「登錄辦法」草案，竟規定年製造或輸入新
28

參見登錄辦法附表一、六之備註表說明 a 最後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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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既有化學物質「一萬」公噸以上始需繳交，無端將門檻放寬 1,000
倍，令人乍舌！經民間環保團體大力抨擊，現行登錄辦法雖將登錄
門檻降為 1,000 公噸，但仍然是歐盟 REACH 規定的 100 倍。根據
我國學者研究，依勞委會公告之「既有化學物質提報作業要點」，
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接受國內外廠商之提報資料，經彙整比對
超過 64,200 種不重複化學物質。經統計分析，已收錄提報年平均
量加總小於 1 公噸／年的物質為 38,000 種，佔將近六成；而提報
物質年平均量加總超過 1 公噸／年的物質達 24,000 種；超過 1,000
公噸／年的物質達 2,100 種，僅約佔 3% (郭金鷹、洪肇嘉、廖光裕，
2012: 6)。由此可知，依據我國「登錄辦法」上述規定，受規範對
象僅約佔 3%，相較於歐盟受規範之既有化學物質尚有近 15%，顯
有掏空 REACH 制度內涵之虞。

五、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文件效期太長 (第 13 條第
2 款)
登錄辦法第 13 條規定，少量或簡易登錄文件有效期間二年，
效期恐怕太長。蓋不肖業者為規避標準登錄較為嚴格的要求，有可
能先進口少量化學物質闖關，待取得少量或簡易登錄核准後再大量
進口，以二年效期之少量或簡易登錄文件作為掩護。由於我國行政
機關囿於人力、物力而很少主動查緝不法，上述弊端難以有效發
覺，因此較好的規範方式，應該是縮短文件效期為一年，讓主管機
關有每年重新審查的機會，藉以降低弊端發生機率。否則，有鑑於
臺灣化學物質生命週期短，通常二年後即不再於市場上運作，上述
規定形成一個制度上鼓勵規避的大利多，使臺灣成為國際間傾銷及
試驗的大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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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奈米物質之登錄
登錄辦法第 9 條規定：
新化學物質做為科學研發、產品與製程研發用途或屬其他特
殊形式者，登錄人除應依本辦法所定之資料項目登錄新化學
物質資料，另應提交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及表單。

該條文之立法說明中則表示，
申請登錄之新化學物質屬特殊形式 (例如奈米物質) 者，應於
申請登錄資料提交時一併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例
如屬該特殊形式之相關檢測或證明文件) 及表單。中央主管機
關依前開登錄人申請登錄所提交之資料予以審查，確認……
該新化學物質確屬特殊形式者，始得再依其數量級距所應提
交之化學物質資料予以審查。

換言之，只有新化學物質之登錄始辨別是否為奈米物質，並另
行提交指定資料及表單，至於既有化學物質則未規定須辨明之，似
將奈米物質當成一般物質處理。其次，依據上開規定，資料及表單
內容仍有待環保署公布之。然而，當初毒管法修法時，立法院於附
帶決議一中明白表示：
惟奈米化學物質之定義仍有爭議，難臻完善。為免因為本院
審酌其定義，而致延誤本法之修法期程，故要求環保署於依
本法授權訂定登錄管理規定時，必須納入奈米物質之定義及
登錄規定，並要求「奈米化學物質與非奈米化學物質，即使
分子式相同，亦為不同物質，應分開登錄。」且訂定登錄門
檻時，非奈米化學物質之登錄門檻不得高於年運作量一公噸
以上，奈米化學物質之登錄門檻不得高於年運作量一公斤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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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是否遵守上述附帶決議，目前仍然混沌不明。蓋登錄辦
法上開規定結合立法說明，僅要求「新化學物質」中的奈米物質須
另行提交指定資料及表單，而該資料及表單內容仍有待環保署公
布，屆時始知奈米與非奈米化學物質是否分開登錄、奈米化學物質
之登錄門檻是否高於年運作量一公斤以上。至於「既有化學物質」
中奈米化學物質的分開登錄，目前則毫無跡象可循，但由於應登錄
名單、登錄門檻及期限，目前仍有待環保署日後公告，因此仍殘留
一絲希望。

伍、結語
回顧我國化學物質的管理，有許多漏洞需要填補。除了管制各
種成品的專法外，就化學物質本身，過去僅有毒管法規範 300 多種
毒性化學物質而已。至於其他數以萬計的的化學物質，在既有化學
物質方面，政府長久以來未建置國內清單，更遑論有效管理。直至
2009 年，勞委會始率先發難，訂定既有化學物質提報作業要點，
受理廠商自願性提報。至於新化學物質，對於其進口、製造與使用，
我國政府過去也未有任何把關。這些情形與國外多年來化學物質管
理的立法例發展有著極大落差。這次毒管法修法，建置化學物質源
頭登錄制度，與毒化物釋放量公開規定，開啟我國化學物質管理以
及環境資訊公開的新頁，值得慶賀，不僅將為我國化學品的統一管
理奠定重要基石，也將拓展人民知的權利。
不過檢視這次毒管法修法歷程，可以發現我國環境立法的法律
規範密度亟待加強。環境立法雖然難以要求一步到位，但仍然不能
一味求快，而犧牲法律保留原則的要求。此次毒管法修法，應以法
律明定主要建置的內容，至少應包含既有化學物質的認定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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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及新化學物質的登錄門檻、是否採取全面登錄制度、緩衝或調
適期間的安排等等。然而這些重要內容在法律層次卻付之闕如，而
僅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訂之。環保署先前在 2014 年 8 月 25 日公布
的登錄辦法草案，即因規範過於寬鬆，引起民間環保團體大加撻
伐。環保署最後乃調整部分內容，而在同年 12 月 4 日訂定發布現
行登錄辦法。然而在此期間，各方利益團體角力的痕跡清晰可見。
這些政治角力，若能提前在立法院程序中折衝樽俎，應該是更為合
適的場域。由環保署獨自承擔國內外業界強大壓力，不僅無比沉
重，過程也不夠透明公開。況且，倘若顧慮我國多為中小型企業，
欲減緩對它們造成的衝擊，最好同樣是透過公開討論在立法層次上
妥為安排，而非在法規命令層次一再放寬規範內容，讓大企業也同
受其惠，罔顧社會責任。
以現行登錄辦法內容看來，所呈現的問題包括：授予業者調適
期、放寬既有化學物質認定基準點、既有化學物質毋須全面登錄、
須繳交危害及暴露評估資料之門檻太高、簡易登錄及少量登錄文件
有效期太長、對於奈米物質尚未有清楚規範等等，主管機關顯然處
處設法降低對業者的衝擊。但如此一來，是否圓滿達成當初修法所
託付之任務，不無疑問，況且部分內容甚至有違反法律優越原則之
嫌疑。
無論如何，我國化學物質的管理終於邁入了新的紀元。雖然目
前制度設計差強人意，但期盼在政府部門、業者、公民團體及人民
的共同參與下，這個新興制度能夠成長茁壯並日趨完備，使我國的
化學物質最終能得到妥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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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 announced 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 concerning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 and thereby established an integrated system
for chemicals in December 2006. This regulation requires manufacturers and importers to assess the risks posed by chemical substances
they manufacture or import, and to take the steps necessary to
manage known risks. They are obligated to prove the safety of
chemical substances. In other words, the EU REACH system is based
on registration at the source, requires manufacturers and importers
to provide all the safety and risk assessment information on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in this way builds gradually an information system
of existing and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promotes substitutions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serv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ystem has already been adopted by many countries and become a new, international trend in chemicals managemen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ongoing appeals from environmental
groups, in December 2013, Taiwan modified finally the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Act,” introducing not on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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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system, but also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release of toxic chemicals. Recently, the EPA further issued the “Regulation of New and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Registr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nts of the EU REACH system,
and then review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REACH System in Taiwan.

Key Words: EU REACH-Regulation, chemical substances,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ol Ac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ncerning the release of toxic chemic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