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獎勵辦法修正總說明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獎勵辦法自八十七年六月十日發布施行，期間曾
於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八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及九十八年八月五日修
正三次。因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新增「關注
化學物質」且為使評選作業更臻周全，爰修正本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本法名稱及授權規定條次變更，爰修正本辦法名稱及相關內
容。（修正名稱、修正條文第一條至第五條）
二、因應全球趨勢之「綠色化學」環保議題，增訂獎勵國內致力研發及
推動綠色化學者，並擴大參選資格。（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五條）
三、修正報名資格限制。（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修正獎勵辦理時間及評選作業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修正評選小組會議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修正獎勵措施及增訂獲獎者再次參選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修正違規情事之後續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1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獎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獎勵辦法 配合本法修正新增關注化學
勵辦法
物質，爰修正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化學物 配合本法名稱及授權規定條
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 質 管 理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次變更，爰予修正。
稱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 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
項規定訂定之。
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符合 第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符合 配 合 本 法 授 權 規 定 條 次 變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 更，爰予修正。
定之自然人、法人、非法 定之自然人、法人、非法
人團體及行政機關，得擇 人團體及行政機關，得擇
優予以獎勵。
優予以獎勵。
第三條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 第三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 配合本法授權規定條次變更
項第一款所稱連續十年未 項第一款所稱連續十年未 及 新 增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之 管
違反本法規定者，指毒性 違反本法規定者，係指毒 理，爰予修正。
或關注化學物質運作人或 性化學物質運作人或負責
負責人於該物質公告後至 人於毒性化學物質公告後
參加選拔時連續運作期間 至參加選拔時連續運作該
滿十年者。
毒性化學物質期間滿十年
者。
第四條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 第四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 一、序文、第一款、第二款
項第二款所稱致力毒性化 項第二款所稱致力毒性化
配合本法授權規定條次
學物質及關注化學物質之 學物質之預防及設備改善
變更及新增關注化學物
危害預防及有關設備改善 績效卓著者係指下列情形
質之管理，爰予修正。
績效卓著者，指下列情形 之一：
二、為鼓勵研發或改善化學
之一：
一、研發低污染、低毒性
品之使用安全，符合全
一、研發低污染、低毒性
之毒性化學物質替代
球趨勢之「綠色化學」
之毒性或關注化學物
品，績效優良。
及鼓勵辦理相關教育、
質 替 代 品 ， 績 效 優 二、落實毒化物危害評估
訓練，新增第五款及第
良。
及預防管理相關工
六款規定。
二、落實毒性或關注化學
作，成效顯著。
物質危害評估及預防 三、因改善製程設備，且
管理相關工作，成效
減少製程廢棄、降低
顯著。
釋放量致降低環境危
三、因改善製程設備，且
害，績效優良。
減少製程廢棄、降低 四、協助其他運作人採取
釋放量以降低對環境
緊急防治措施、災害
危害，績效優良。
應變、善後，績效優
四、協助其他運作人採取
良。
緊急防治措施、災害
應變、善後，績效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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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五、使用可再生、低危害
或可取代性原料，以
降低對環境危害，績
效優良。
六、致力對廠商、教育機
構、人民或團體進行
綠色化學、化學物質
管理或災害應變等教
育、訓練，達預防之
效果，績效卓著。
第五條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一 第五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 一、配合本法授權規定條次
項第三款所稱發明或改良 項第三款所稱發明或改良
變更及新增關注化學物
降低毒性化學物質及關注 降低毒性化學物質製造、
質之管理，爰予修正。
化學物質製造、運送、貯 運送、貯存、使用時所產 二、為鼓勵研發或改良化學
存、使用時所產生危險或 生危險或污染之方法，足
品之使用安全，符合全
污染之方法，足資推廣者 資推廣者係指下列情形之
球趨勢之「綠色化
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
學」，爰新增第三款。
一、研發或改良運送方 一、研發或改良運送方
法，有防止危險之成
法，有防止危險之成
效。
效。
二、研發或改良製造、使 二、研發或改良製造、使
用、貯存方法，有降
用、貯存方法，致有
低排放或洩漏風險之
降低排放或洩漏風險
成效。
之成效。
三、製造過程以節能並進
行全程監測，減少或
消除有害物質生成，
有預防污染之成效。
第六條 自然人、法人、非法 第六條 自然人、法人、非法 配合本法授權規定新增關注
人團體及行政機關得於中 人團體及行政機關得於中 化學物質及擴大參選條件，
央主管機關公告績優評選 央主管機關公告運作績優 爰予修正。
活動受理申請期間內，自 評 選 活 動 受 理 申 請 期 間
行報名或經由主管機關、 內，自行報名或經由主管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所屬 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公會推薦參加。
或所屬公會推薦參加。
第七條 自然人、法人、非法 第七條 自然人、法人、非法 為明確資格且將資格限制予
人團體及行政機關自評選 人團體及行政機關參加運 以 擴 大 ， 凡 發 重 大 危 害 環
前三年度至報名期限截止 作績優評選之資格限制如 境、衛生、食品安全、公共
日 ， 曾 發 生 重 大 危 害 環 下：
安全、重大職業災害案件
境、衛生、食品安全、公 一、報名當年之前一年未 者，均排除評選資格，爰予
共安全、重大職業災害案
曾發生可歸責之公害 修正。
件者，不得參選。
糾紛與重大陳情案件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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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當年之前一年未
曾發生毒性化學物質
事故者。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每二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每年 一、 修正評選辦理期間，並
年舉辦一次毒性及關注化 舉辦一次毒性化學物質運
配合本法新增關注化學
學物質績優評選。
作績優評選。
物質之管理，爰修正第
評選作業為書面審
評選作業分為初評及
一項。
查。必要時得進行現場勘 複評。初評採書面審查， 二、 就自然人申請案件難以
查，由中央主管機關組成 複評為現場勘查，由中央
現場勘查方式進行審
評選小組執行並評定優選 主管機關組成評選小組執
查，宜以書面或訪談方
獎勵對象。
行並評定優選獎勵對象。
式為之，為保留評選作
績優評選之報名方
績優評選之報名方
業彈性，爰修正第二
式、實施期程、評鑑流 式、實施期程、評鑑流
項。
程、評分項目及給分方式 程、評分項目及給分方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實施 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實施
計畫執行之。
計畫執行之。
第九條 前條第二項評選小組 第九條 前條第二項評選小組 一、評選小組委員人數、召
組成委員至少七人，其中 組成委員九人，其中一人
集人、副召集人產生方
一人為召集人，一人為副 為召集人，由業務單位主
式及訂定召集人不克出
召集人，均由中央主管機 管兼任，其餘委員由下列
席之代理規定，爰修正
關指定之。召開會議時， 人員聘兼任之：
第一項。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 一、中央主管機關及其他 二、由於政府機關之評選委
人不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
相關機關代表。
員更能瞭解相關法令規
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 二、相關領域學者。
定及全國性綠色化學推
均不克出席時，由召集人 三、具實務經驗之專家。
展之情形，擬不予以比
指定之委員擔任。委員由
前項第一款機關代表
例之限制，爰刪除第二
下列人員聘兼任之：
總額不得逾委員總人數三
項規定，現行條文第三
一、中央主管機關及其他 分之一。
項規定遞移為第二項。
相關機關代表。
評 選 委 員 參 與 現 場 三、另為使會議進行方式更
二、相關領域學者。
勘查會議未超過三分之一
為明確，修正第二項並
三、具實務經驗之專家。
以上者，不得參與優選獎
增列第三項規定。
評選會議應有全體委 勵對象之評定。
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
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正反意
見同數時，由召集人裁決
之。
前項會議，專家學者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
理；機關委員不克出席
時，得指派該機關人員代
表出席會議及表決。
第十條 依本辦法評選為優良 第十條 依本辦法評選為優良 為鼓勵更多績優廠商參與，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開 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 修正獎勵措施，以鼓勵並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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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並頒發下列獎項；連
續二次獲此獎勵者，三年
後始得再次參加評選：
一、 自然人：獎座一座及
獎金。
二、 法人、非法人團體及
行政機關：獎座一座。
依本辦法辦理之評選
作業、獎勵及相關示範宣
導活動所需經費，由中央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團體及行政機關由中央主 納更多有優良事蹟者參選，
管機關於公開場合頒發獎 爰修正第一項。
狀或獎牌表揚之。但連續
三次獲此獎勵者，於中央
主管機關另行頒發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績優榮譽獎座
乙座後，不得再參加本辦
法之獎勵。
依本辦法辦理之評選
作業、獎勵及相關示範宣
導活動所需經費，由中央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自然人、法人、非 第十一條 自然人、法人、非 修正違規事項之處理。
法人團體及行政機關依本 法人團體及行政機關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選拔時，明 辦法規定申請選拔時，若
知不實之事項而提出申請 明知不實之事項而提出申
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 請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
虛偽記載者，或自評選年 為虛偽記載者，或事後發
度至頒獎典禮前有發生重 現自評選年度至評選期間
大危害環境、衛生、食品 有重大環保違規，經查證
安全、公共安全、重大職 屬 實 ， 得 撤 銷 或 廢 止 獎
業災害案件者，經查證屬 勵。
實，得撤銷或廢止獎項，
已領獎者，追繳其獎項及
獎金。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本條未修正。
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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