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9.9 製 

1 
 

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操作常見問題 

編號 類別 業者問題 處理方式 

1 註冊 

第一次要登入環境用藥

系統該如何註冊以及填

寫廠商基本資料? 

可由系統首頁(環境用藥管理

資訊系統)，廠商註冊進入填寫

相關資料，待系統核發後再進

行管制編號帶入即可進行申報

及申請作業。 

2 註冊 
第一次註冊時無法填寫

地址 

於填寫管制編號後並選點選”

帶入 EMS 資料”後自動帶入地

址，若為尚未申請管制編號者

請向 EMS(行政院環保署環境保

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及向所

在地主管機關申請並取得管制

編號。 

3 註冊 

第一次註冊需填寫管制

編號，請問如何申請管制

編號? 

請先至 EMS 系統進行線上申請

或紙本申請並將填寫的資料及

檢附文件提交給當地環保局進

行審查。 

4 註冊 

如要綁定憑證或用登入

系統，是否都必須使用憑

證及讀卡機? 

是的，如要用憑證進行登入，

皆須使用讀卡機並插入憑證卡

(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 

5 註冊 
請問憑證需輸入的 PIN 碼

為何? 

如申請的自然人憑證未更改

過，其密碼為出生年月日。 

6 註冊 
請問一個帳號可以綁定

多張憑證卡嗎？ 

為提升帳號資訊安全性，一個

帳號僅能綁定一張 

憑證卡。 

7 
詢問帳號

密碼 

1.太久沒登入系統? 

2.人員忘記交接帳號密

碼? 

可於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首

頁點選”忘記密碼”，並輸入

註冊時基本資料(註冊帳號及

電子信箱)，由系統寄發密碼重

設之郵件連結，並請於時效內

點選郵件內連結，即可進行密

碼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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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業者問題 處理方式 

8 
詢問帳號

密碼 

無法於系統上查詢帳號

和密碼? 

可於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首

頁點選”忘記密碼”，並至第 2

步「填寫資料」說明第 3 項，

下載密碼查詢申請表並將資料

填寫完成後，將申請表單和檢

附文件 e-mail 或傳真至客服人

員。 

9 
詢問帳號

密碼 

為何於系統線上填寫忘

記密碼申請並輸入登入

帳號和 email 資訊時，系

統顯示填寫資料與原註

冊資料不符。 

原因為之前註冊未填寫電子信

箱或是目前填寫的電子信箱與

系統原註冊資料不符，因此系

統顯示填寫資料與原註冊資料

不符，如線上無法查詢，請申

請紙本忘記密碼流程。 

10 許可證 
如何在系統上填寫許可

證? 

請於系統點選許可證功能並勾

選欲新申請之許可證資料，依

據申請書上申請步驟，依序填

寫資料並完成送審動做。 

11 許可證 
如何於系統進行負責人

資料變更? 

請先至環境保護許可資訊系統

(EMS)，將表 C 資料進行更新，

在至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進

行許可證資料變更。 

12 
許可 

執照 

如何在系統申請許可執

照。 

請於系統點選新申請許可執照

並勾選申請類別，且依據申請

書填寫步驟依序填寫完畢並送

審完成。 

13 
許可 

執照 

許可執照要如何進行資

料變更。 

許可執照提供廠家資訊、專責

人員、貯存場所及其他變更事

項等變更事項，系統會依據業

者所勾選的變更內容，顯示業

者所需檢附的附件檔案並依照

步驟填寫完成及送審資料，在

系統送審完畢後，依據當地環

保局申請規定提交變更申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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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別 業者問題 處理方式 

料。 

14 
環藥紀 

錄表 

如何在系統建立初始庫

存量。 

於系統進行申報前，請先至初

始庫存量功能，選擇所欲申報

的證件，進行初始庫存量建立。 

15 
環藥紀 

錄表 

本月無任何運作，如何於

系統申報「運作量無變

動」。 

如該申報月份皆無任何運作，

請至系統點選「運作量無變動」

勾選申報月/季時間進行申報

動作。 

16 
環藥紀 

錄表 

如何於系統查詢已申報

過的相關紀錄。 

請點選環境用藥紀錄後方的列

印/查詢修改功能，選擇所欲查

詢區間。 

17 
環藥紀 

錄表 

販賣一般環境用藥如何

申報。 

如僅是販賣一般環藥業者，在

環境用藥紀錄表只需勾選「僅

運作一般環藥之購入、販賣」

並點選確認進行申報動作。 

18 
環藥紀 

錄表 

為何於申報環藥紀錄表

時，無法選擇到該流向廠

家資訊? 

申報環境用藥紀錄表時，須於

上下游廠商建立流向資訊，才

能進行後續申報動作 

19 
環藥紀 

錄表 

如果發現環境用藥紀錄

資料申報有誤且已逾申

報期，請問可以修正嗎? 

如申報期限已過且申報資料有

誤，可至環境用藥紀錄 表點選

「查詢/修改」，查詢所欲修改

資料再進行修正，但系統會紀

錄最新資料修正的相關歷程。 

20 
環藥紀 

錄表 

如果初始庫存量填錯，要

如何修正? 

如初始庫存量填錯，請提供欲

修改的證件字號、規格、填錯

的庫存數量及修正後的庫存量

資料，寄至環境用藥客服信箱。 

21 
施作紀 

錄填寫 

施作紀錄改為每月 10 號

前申報前一個月之紀

錄，如何操作申報? 

請於系統點選施作紀錄申報功

能並點選「新增」按鈕，詳細

填寫施作日期、施作地點、施

作面積等等申報資訊。 

22 
施作紀 

錄填寫 

施作紀錄中若分別購買

兩批藥劑庫存量如何填

庫存量填寫為上個月的庫存量

+本月新購入量-本月使用總

https://mdc.epa.gov.tw/MDC/Report/Record/View.aspx
https://mdc.epa.gov.tw/MDC/Report/Record/Vie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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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量，若購入日期或數量涉及兩

筆以上資訊，請一併將資訊鍵

入系統。 

23 
施作紀 

錄填寫 

於施作紀錄填寫完成後

點選列印後無反應。 

可先請確認瀏覽器是否勾選到

封鎖彈跳視窗。 

24 
施作紀 

錄填寫 

如當月無施作如何在系

統申報? 

如當月無施作，請於系統上點

選零運作完成申報。 

25 
施作紀 

錄填寫 

為何系統沒有年申報按

鈕? 

病媒防治施作紀錄從 107 年 2

月 1 日起，由年申報修改成月

申報，因此系統無年申報按鈕。 

26 
施作紀 

錄填寫 

施作紀錄已申報，過申報

期後發現資料填報錯誤

要如何進行修正? 

請業者聯絡該縣市環保局，並

請承辦人員寄信告知系統公

司，業者所需開放修改的年份

及月份資料，以利後續業者進

行申報資料修正。 

27 
施作紀 

錄填寫 

登入系統後，系統顯示我

的管制編號錯誤，無法進

行申報該怎麼辦？ 

如業者曾向地方環保局申請地

址變更，則會伴隨著管制編號

異動。因此業者需向環保局確

認新的管制編號，再向環藥系

統客服人員告知新的管制編

號。待環藥系統更新管制編號

和地址之後，即可正常進行施

作紀錄申報。 

28 
施作計畫

書填寫 

如何將施作計畫書轉施

作紀錄的申報資料? 

施作計畫書填寫完成後，頁面

下方有「轉施作紀錄」按鈕，

當點選後計畫書資料會轉成施

作紀錄。 

29 
施作計畫

書填寫 

若施作計畫書中使用劑

量所填與實際施作量不

符，施作後是否可修正施

用劑量? 

若施作計畫書中有修正施用劑

量情形，建議於系統端及紙本

同時進行修正並由病媒防治業

專業技術人員確認內容無訛並

簽名或蓋章，保存三年備查。 

30 變更專責 因公司內部需變更許可 針對許可執照變更專責人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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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執照之專責人員該如何

操作? 

分，可於申請執照變更後，勾

選變更專責人員項目。 

31 
管制編號

申請/查詢 

1.填寫管制編號後系統無

法帶入 EMS 資料或是創

建帳戶。 

2.無法帶入某些許可證資

料。 

請先確認貴公司是否曾經搬遷

地址，並確認管制編號是否有

更換，導致資料無法順利帶入。 

許可證資料亦有可能仍為舊的

管制編號，造成無法帶入廠商

相關資料。 

32 
管制編號

申請/查詢 

請問忘記管制編號密碼

怎麼於系統進行查詢? 

請先至 EMS 系統，點選業者登

入，頁面下方點選忘記密碼連

結，進行查詢。 

33 諮詢專線 

1.如有環境用藥相關法規

或行政措施的問題可詢

問誰? 

2.如有環境用藥管理資訊

系統上相關的問題可詢

問誰? 

若為行政上諮詢問題可由系統

首頁(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

點選”諮詢專線”即可與各縣市

主管機關洽詢；若為使用本系

統上操作問題，請洽詢系統首

頁下方之客服人員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