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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管理範疇 

項 問題 回應 

1.  什麼是「環境用藥」？ (1) 環境衛生用藥：用於防
治環境衛生有害生物

的殺蟲劑、殺蟎劑、殺
鼠劑、殺菌劑及其他防
制有害環境衛生生物

之藥品。也包括用在人
體皮膚化學防蚊液。 

(2) 污染防治用藥：用於防

治水體油污染化學製
劑。 

(3) 環境用藥微生物製

劑：用於防治環境衛生
有害生物的蘇力菌、沃
爾巴克氏菌、黑殭菌、

白黑殭菌、圓形芽孢桿
菌。 

2.  什麼樣的產品需要申請環

境用藥許可證？ 

目的用途涉及防制環境衛

生有害生物的化學或生物
製劑，且用於居家或公共
場所等環境。 

3.  免申請許可證是什麼意
思？ 

非屬環境用藥管理法管理
範疇，製造或輸入免向環

保署化學局申請許可證。 

4.  用在居家環境的殺蟲劑，
像是防蟎噴霧、蚊香、蟑

螂藥、老鼠藥或防蚊掛片
是否屬環境用藥？ 

是，該類產品需申請環境
用藥許可證登記。 

5.  用在冷卻水塔循環系統的

殺菌劑需要申請環境用藥
許可證嗎？ 

不需要，目的用途未涉及

環境衛生殺菌消毒非屬環
境用藥管理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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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6.  浴廁除臭芳香噴霧是環境
用藥嗎？ 

不是，環境用藥未包含除
臭劑。 

7.  天然香茅或其他天然成分

製成，用在居家環境防
蟲、貼在家具、嬰兒車，
是否屬於環境用藥？ 

是，該類產品需申請環境

防蟲、防鼠、誘引產品核
准。 

8.  天然精油驅蚊手環、衣物
貼片、噴灑塗抹在人體皮
膚或衣物的天然精油防蚊

液是否需申請環境用藥許
可證？ 

否，天然精油與人體皮膚
接觸產品非屬環境用藥管
理範疇。 

9.  殺病毒、H1N1、流感產

品需要申請環境用藥許可
證嗎？ 

不需要，環境用藥管理範

疇未包含殺病毒劑。 

10.  用在居家環境、房間、浴
廁殺菌的二氧化氯消毒劑
產品是否要申請環境用藥

許可證？ 

是，目的用途涉及環境衛
生消毒殺菌屬環境用藥管
理範疇。 

11.  二氧化氯、次氯酸鈉及其
鹽類用在環境消毒都要申

請許可證？ 

(1) 原料免申請許可證。 
(2) 二氧化氯成品不論濃

度多少皆須申請環境
用藥許可證。 

(3) 次氯酸鈉及其鹽類、亞

氯酸鈉 6%以上成品必
須申請環境用藥許可
證。 

12.  用在廢棄物處理、土壤地
下水整治或空氣淨化的化
學品是否屬污染防治用

藥？ 

否，污染防治用藥係採公
告制，目前只公告用於水
體油污染分散劑。 

13.  微生物製成的藥劑像是光
合菌，是否屬於環境用藥

微生物製劑？ 

否，微生物製劑係採公告
制，目前公告用於防治環

境衛生有害生物的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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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菌、沃爾巴克氏菌、黑殭
菌、白黑殭菌、圓形芽孢
桿菌屬環境用藥微生物製

劑。 

14.  用在食用作物、穀倉米
蟲、寵物身上跳蚤防治的

殺蟲劑是否屬環境用藥？ 

否，非屬環境用藥管理範
疇。 

15.  游泳池水專用消毒劑是否
屬環境用藥？ 

否，與人體皮膚接觸或有
食入風險之消毒劑，非屬

環境用藥管理範疇。 

許可證申請規定 

項 問題 回應 

1.  如何申請環境用藥輸入許
可證？ 

(1) 業者必須先向公司所在
地環保局申請環境用藥
販賣許可執照，並設置

1 名環境用藥販賣業專
業技術人員。 

(2) 申請「環境用藥管理資

訊系統」帳號。 
(3)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環保

署化學局申請樣品核准

函。 
(4) 依 107 年 3 月 7日發布

修正「環境用藥許可證

申請核發作業準則」檢
附相關文件資料向環保
署化學局提出申請。 

2.  申請環境用藥輸入許可
證，所有資料都可以直接
援用國外廠商的嗎？ 

(1) 有效成分含量檢測報告
必須由國內認可檢測機
構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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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2) 其餘資料可由國外廠商
出具；如為毒理報告影
本，則須由檢覈通過毒

理專家、原毒理檢測機
構或單位負責人或原製
造廠負責人之一簽章。 

3.  沒有公司或商業登記的個
人（自然人）可以申請環
境用藥許可證嗎？ 

不可以。 

4.  如何申請環境用藥製造許
可證？ 

(1) 必須先完成工廠登記，
並符合環境用藥設廠標
準。 

(2) 設置 1 名環境用藥製造
業專業技術人員。 

(3) 申請「環境用藥管理資

訊系統」帳號。 
(4)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環保

署化學局申請樣品核准

函。 
(5) 依 107 年 3 月 7 日發布

修正「環境用藥許可證

申請核發作業準則」檢
附相關文件資料向環保
署化學局提出申請。 

5.  公司在國外，可以跟環保
署化學局申請環境用藥許
可證嗎？ 

不可以，申請者需於國內
取得公司或商業登記。 

6.  請國外工廠代工生產居家
用殺蟲劑再引進國內販

賣，如何申請許可證？ 

依規定由輸入廠商向環保
署化學局申請環境用藥輸

入許可證。 

7.  有些藥劑在國外並不需要
取得許可證，甚至在國外

是屬於一般商品，申請時

依 107 年 3 月 7 日發布修
正「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

核發作業準則」第 9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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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沒辦法出具外國主管機關
許可文件，該如何處理？ 

2、3 項規定，出產國主管
機關不出具證明文件者，
可改由產品管理相關機關

（構）出具其製造、販賣
證明文件或已在出產國及
出產國以外國家銷售使用

的商品標示。 

8.  環境用藥許可證規定證件
到期前 6 至 3 個月要提出

展延申請，證件到期日當
天可以提出申請嗎？ 

可以，只要許可證還沒逾
期，都可以提出申請，但

是逾期必須重新申請。 

9.  不予核發許可證的情況？ (1) 環境用藥毒性屬世界衛

生組織殺蟲劑口服或皮
膚毒性分類為高毒、極

毒，不得申請，但殺鼠
劑及污染防治用藥不在
此限。 

(2) 含環保署公告禁止含
有之成分。 

(3) 申請者已持有相同成

分種類之許可證，且其
來源為同一製造廠。 

(4) 含 2 種以上效能相同之

有效成分。但殺菌劑，
或經證明有增加不同

效能者，不在此限。 

(5) 環境用藥品名重複或

以環境用藥有效成分
中文名稱為品名。但環
境用藥原體，以其有效

成分中文名稱為品名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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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6) 環境用藥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危害國民健康

或污染環境之虞。 

(7) 申請文件或資料之內

容不實。 

10.  許可證申請收費規定？ (1) 依 107 年 10 月 17 日

發布修正「環境用藥各
項許可申請及檢驗收
費標準」第 2 條規定，

環境用藥許可證每件
新臺幣（下同）7000
元；變更、展延、換發

及補發每件 3000 元。 

(2) 變 更 許 可 證 業 者 名

稱、地址、負責人，每
件 500 元。地址整編之

變更，免收審查費。 

(3) 檢測所須費用則依該

檢測機構收費辦法辦
理。 

11.  申請環境用藥許可證檢附

的毒理報告可以用影本
嗎？ 

可以，但必須有檢覈通過

毒理專家、原毒理檢測機
構或單位負責人或原製造

廠負責人之一於影本上簽
署。 

12.  一般環境用藥與特殊環境
用藥區別？ 

(1) 一般環境用藥所含有效
成分符合中央主管機關
所規定限量，使用簡

便，使用販賣不受限
制。 

(2) 特殊環境用藥須在安全

防護措施下使用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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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藥品，其銷售對象、使
用販賣須經許可。 

13.  許可證逾期了，庫存品是
否能繼續販售？ 

是，只要庫存品還沒逾產
品有效期限（過期），就可
以繼續販售。 

14.  申請輸入許可證，國外廠
商不願將完整資料（例如
毒理報告、成分）交給輸

入業者，如何處理？ 

(1) 請業者向國外廠商溝
通，說明國內申請規
定。環境用藥許可證登

載該產品完整成分，請
原製造廠提供。 

(2) 為便民服務，得請國外

原製造廠將技術性報告
寄至本局承辦人員。 

15.  在取得申請登記用樣品核

准函前，逕行於國內進行
樣品檢測，其報告是否可
做為許可證申請登記之審

查文件? 

否，製造或輸入檢測所需

環境用藥樣品，應依環境
用藥管理法第 23條第 1項
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並於核准後 1 年
內送交相關單位進行檢
測，故正常程序應以取得

樣品核准函為先。 

16.  申請成品環境用藥許可證

需檢附那些毒性檢測資
料？ 

(1) 請參閱「環境用藥許可

證申請核發作業準則」
附件八 (環境衛生用
藥)、附件九(微生物製

劑及污染防治用藥)及
附件十一(人用化學忌
避劑)規定。 

(2) 環境衛生用藥成品如
為單一有效成分得免
附成品毒性檢測報告

(人用化學忌避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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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除外)。 

(3) 申請一般環境衛生用
藥或特殊環境衛生用

藥輸入許可證，應檢具
該成品之原體來源說
明書，若該原體來源未

曾 於國內 申請登 記
者，則應檢具該原體之
毒性檢測報告書，檢測

項目如「環境用藥許可
證申請核發作業準則」
附件八。 

(4) 有效成分首次於國內
登 記為環 境衛生 用
藥，應依「環境用藥許

可證申請核發作業準
則」附件七須檢具該有
效成分之毒性檢測報

告書。 

(5) 有效成分為次氯酸及
其鹽類、二氧化氯、亞

氯酸鈉、漂白粉、硼砂
（酸）、對二氯苯、萘、
合成樟腦等申請案毒

性 檢測資 料得提 供
HSDB(Hazardous 

Substances Data 

Base)、RTECS(Registry 

of Toxic Effect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資料庫或學術文獻等
毒理檢測資料，其為外
文資料者應附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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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譯，並於外文資料上註
明翻譯段落。 

17.  毒性檢測機構規定？ 必須為專業毒理檢測機

構，其規範應符合我國、
美國、歐盟、日本或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之實驗室優良操作規範或
檢測規範。 

18.  有效成分含量分析如檢測

機構無標準檢測規範可進
行檢測，如何處理 

由申請者提供檢測方法，

該檢測方法得引用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 (OECD)及
其認可組織或美國、日本

等任一國家主管機關認可
之檢測規範。 

 

標示管理規定 

項 問題 回應 

1.  

環境用藥標示有規定項目

嗎？ 

有。依「環境用藥標示準
則」第 2 條規定，環境用

藥標示包括字樣、警示圖
案或警語...等共 14 項，請
依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

建置之標示格式填列文
字。 

2.  
產品標示是否能由業者自
行製作貼在產品上？ 

(1) 依「環境用藥管理法」

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
環境用藥標示之使用及
變更，應先經本署核

准。 
(2) 業者應依本署核發之標

示核定本，製作產品標



109.9.9 製 

11 
 

項 問題 回應 

示並貼於產品上。 

3.  標示何時發給業者？ 
隨環境用藥許可證核准一
併核予標示核定本。 

4.  
如果發現標示有錯別字，
如何處理？ 

請以正式公文提出更正申
請。 

5.  
業者可以擅自塗改標示核

定本內容嗎？ 

不可以。 

6.  
標示上是否可以額外貼廠

商的 LOGO？ 

可以。 

7.  
產品如果還有其他代理商
想賣，可以把該代理商加

註在標示的廠商名稱嗎？ 

不可以。標示內容所稱廠
商是指產品持證者。 

8.  
標示完成變更後，如有張
貼舊標示的庫存品，還能
繼續賣嗎？ 

依「環境用藥標示準則」
第 5 條規定，品名、性能、

廠商名稱、地址變更後不
得使用庫存原標示；其餘
項目內容之變更，庫存標

示在核准變更後 6 個月內
仍得使用。 

9.  
產品包裝能有其他文字或
圖片嗎？ 

除了環保署核准的 14 項

標示，其餘文字或圖片如
無違反廣告規定則可印製
於包裝上。 

10.  
環境用藥產品標示於包裝
容器之明顯處，容器之底

部算不算明顯處？ 

只要是外包裝均可算是明
顯處。 

11.  
環境用藥之標示是否等同
勞 委 會 之 安 全 資 料 表
(Safety Data Sheet, SDS)？ 

「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27

條規定環境用藥標示內

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由環保署定之，與勞委會安
全資料表不同，且不能互

通，環境用藥標示另一主
要目的為保護消費者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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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安全，與安全資料表意義
不同。 

12.  

環境用藥標示之內容量單

位是否統一單位？ 

環境用藥內容量之單位以

公制（公克、公斤、毫升、
公升）單位表示。 

 

紀錄申（提）報 

項 問題 回應 

1.  
環境用藥紀錄表提報對
象？ 

環境用藥製造業及環境用
藥販賣業，不包括病媒防

治業。 

2.  

環境用藥製造、加工、輸
出、輸入、販賣及使用數

量紀錄是否需定期提報？ 

(1) 是。 
(2) 自 107年 10月 20日起

實施按季提報，環境用
藥製造業及販賣業應於
每年 1、4、7、10 月之

當月 20 日前，以網路
傳輸提報前一季環境用
藥之製造、加工、輸出、

輸入、販賣及使用數
量。 

3.  

一般環境用藥是否須提報

販賣紀錄？ 

否，單須於系統點選「僅

運作一般環藥購入販賣」
的選項。 

4.  

申（提）報截止日遇假日

如何處理？ 

(1) 依「行政程序法」第 48

條規定，期間之末日為
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
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

次日為期間之末日；期
間之末日為星期六者，
以其次星期一上午為期



109.9.9 製 

13 
 

項 問題 回應 

間末日。 
(2) 如申（提）報截止日遇

星期日或國定假日休息

日，則原則順延至上班
日。 

5.  
病媒防治業施作紀錄申報

對象？ 

病媒防治業。 

6.  
病媒防治業施作紀錄是否
須定期申報？ 

是。每月 10 日前以網路傳
輸方式申報前 1 個月施作

紀錄。 

7.  
請問病媒防治業施作紀
錄，該月份無任何運作是

否需進行申報 

要，於施作紀錄點選「本
月份零運作申報」 

8.  
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

紀錄申報對象？ 

病媒防治業。 

9.  
施藥人員於執行業務後每
幾年應在訓練一次? 

3 年 

10.  
病媒防治業的施藥人員紀
錄應保存幾年? 

3 年 

11.  

針對施藥人員訓練後紀

錄，是否須於系統進行提
報，且訓練後幾個月內進
行提報? 

(1)依據病媒防治業管理

辦法第 4 條，紀錄應於
訓練後一個月內以網
路傳輸方式報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 

(2)1 月內 

12.  
病媒防治專技人員須至哪
個公務機關單位進行設

置?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13.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
有異動時，業者應於事實

發生後幾日內，依前 
項規定向原申請機關重行

15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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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申請核定。 

14.  
施藥人員健康檢查紀錄需
申報嗎？ 

不需要，由業者自行保存
10 年。 

15.  
施作計畫書需要申報嗎？ 不需要，由業者與客戶溝

通簽名後留存 3 年。 

廣告管理規定 

項 問題 回應 

1.  任何人都能登載或宣播環
境用藥廣告？ 

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32 條規定，非持有環境用

藥許可證、環境用藥販賣
業或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
者，不得為環境用藥廣

告，故一般民眾或未取得
許可證照者不得登載或宣
播環境用藥廣告。 

2.  環境用藥廣告是否需事先
申請核准？ 

登載或宣播環境用藥廣告
不需事先經過核准，只要
是合法業者都能在登記範

圍內進行環境用藥廣告，
其內容及宣傳方式依「環
境用藥廣告管理辦法」辦

理。 

3.  環境用藥業者是否可授權
所持有的環境用藥許可證

或販賣業許可執照供無執
照者上網廣告販售環境用
藥產品？ 

否。未取得許可證照者不
得廣告，亦不得以該業者

名義廣告販售環境用藥。 

4.  病媒防治業可以廣告販售
環境用藥產品嗎？ 

不可以。病媒防治業僅能
廣告其病媒防治服務。 

5.  廣告文字是否須納入標示 廣告依「環境用藥廣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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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問題 回應 

審查？ 理辦法」辦理，與標示意
義不同，不須納入標示審
查。 

6.  請民眾在社群網站等公開
網路平臺幫忙分享環境用
藥產品效果是否違法？ 

該項行為屬環境用藥廣
告，依「環境用藥管理法」
第 32 條規定，非持有環境

用藥許可證照者，不得為
環境用藥廣告。 

7.  自國外旅遊攜帶回國含化

學性有效成分(如 Deet 及
Picaridin 等)的防蚊液、防
蚊噴霧及防蚊掛片等蚊蟲

忌避產品，是否可透過網
路或其他途徑廣告販售? 

否，自國外攜帶此類產品

僅限自用，不得販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