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
九日發布施行，迄今共歷經十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八年四月
十六日。本次修正除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管理法修正其授權依據外，亦針對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以下簡稱檢測
機構)管理實務執行情形，強化多項檢測機構管理措施，以增進環境檢測之
數據品質。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說明如下：
一、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增訂檢測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始得辦理各環保法
規規定之檢驗測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檢測許可類別名稱。(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四、 增訂檢測機構於許可證有效期間，執行檢測業務虛偽不實經處罰二次
以上，其申請展延之許可證有效期限縮短為三年。(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
五、 增訂檢測機構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即辦理環保法規規
定檢測之處罰規定，並將該違規行為列為情節重大。(修正條文第二
十四條)
六、 增訂檢測機構發生違反檢測方法、管理手冊或違規情節重大之情形，
簽署檢測報告者之責任。
（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ㄧ）
七、 加嚴檢測機構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之檢測項目，二年內不得提
出許可證申請。(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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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四十九條第二
防制法第四十九條第二
項、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項、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十一條第二項、噪音管制法
十一條第二項、噪音管制法
第二十條第二項、水污染防
第二十條第二項、水污染防
治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土
治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十條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四
十四條第三項、環境用藥管
理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及
飲用水管理條例第十二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說

明

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
十六日修正公布之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
理法，修正授權法規名
稱及依據條次。

十條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二十五條
第三項、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三十六條第二項及飲用水
管理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三條 申請檢測機構許可 第三條 申請檢測機構許可 一、 第一項未修正。
證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為
證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為 二、 參 考 各 環 保 法
之。

之。

律，多直接課予
檢測機構應取得
許可始得辦理法
規檢測之責，爰
增訂第二項規
定。另考量水污
染防治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規定
「水污染物及水

檢測機構應取得中央
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始
得辦理第一條所定環保法
律授權之檢驗測定。但執行
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之檢
驗測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質水量之檢驗測
定，除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外，
應委託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許可證
之檢驗測定機構
辦理」 ，以及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第十條第
一項、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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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四十四條第
二項與水污染防
治法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有相同除
外規定，爰增列
第二項但書規
定，以與授權母
法一致。
第十二條

許可證之檢測類 第十二條

許可證之檢測類 一、 配合一百零八年

別如下：
一、 空氣檢測類。
二、 水質水量檢測類。
三、 飲用水檢測類。
四、 廢棄物檢測類。
五、 土壤檢測類。
六、 環境用藥檢測類。
七、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檢測類。

別如下：
一、 空氣檢測類。
二、 水質水量檢測類。
三、 飲用水檢測類。
四、 廢棄物檢測類。
五、 土壤檢測類。
二、
六、 環境用藥檢測類。
七、 毒性化學物質檢測類。
八、 噪音檢測類。

八、 噪音檢測類。
九、 地下水檢測類。
十、 底泥檢測類
十一、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檢測類。
前項各款檢測類別之
項目，以環境法規規定之管
制項目及中央主管機關已
公告檢測方法之項目或其

九、 地下水檢測類。
十、 底泥檢測類
十一、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檢測類。
前項各款檢測類別之
項目，以環境法規規定之管
制項目及中央主管機關已
公告檢測方法之項目或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項目為限。

項目為限。

一月十六日修正
公布之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管理
法，修正許可證
檢測類別名稱。
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六條 許可證有效期限 第十六條 許可證有效期限 一、 第一項規定許可
最長為五年，檢測機構應於
最長為五年，檢測機構應於
證每次展延期限
有效期限屆滿前五至六個
有效期限屆滿前五至六個
最長五年，惟檢
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
月內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
測機構倘於許可
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但於
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
證有效期間有違
許可證有效期間，檢測機構
檢測機構申請展延文
反檢測虛偽不實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員之
件不符規定或內容有欠缺
二次以上之情
設置、檢測或數據處理過
程、檢測報告或其他申報資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即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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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顯示該檢測
機構於管理上有

料有虛偽不實之情形，經中
央主管機關處罰二次以
上，未經撤銷或廢止檢測項
目之許可證屆期辦理展延
之有效期限為三年。
檢測機構申請展延文
件不符規定或內容有欠缺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即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檢測機構依第一項規
定期間申請展延者，因中央
主管機關之審查致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
准駁者，檢測機構於許可證
期限屆滿後至完成審查期
間內，得依原許可證內容執
行檢測業務。

重大違失，爰增
訂但書規定檢測
機構於許可期
間，有執行檢測
業務虛偽不實，
經處罰二次以
上，未經撤銷或
廢止檢測項目展
延之有效期限縮

駁回其申請。
檢測機構依第一項規
定期間申請展延者，因中央
主管機關之審查致許可證
期限屆滿前無法完成展延
准駁者，檢測機構於許可證
期限屆滿後至完成審查期
間內，得依原許可證內容執
行檢測業務。

檢測機構未依第一項
短為三年，以縮
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
短再評鑑週期方
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之
式，強化檢測機
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有效期
構管理。
限屆滿日起，停止執行該項 二、 違反檢測虛偽不
目之檢測業務。未於許可證
實經處罰之次數
有效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
於每次展延後重
者，於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
新累計。
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力。 三、 其 餘 項 次 未 修

檢測機構未依第一項
規定期間申請展延者，中央
主管機關尚未作成准駁之
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有效期
限屆滿日起，停止執行該項
目之檢測業務。未於許可證
有效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
者，於許可證有效期限屆滿
日起，其許可證失其效力。

如需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檢
測業務者，應重新提出申
請。

正。

如需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檢
測業務者，應重新提出申
請。
第二十四條 檢測機構有下 第二十四條 檢測機構有下 一、 配合一百零八年
列情形之一者，依空氣污染
列情形之一者，依空氣污染
一月十六日修正
防制法第七十條、室內空氣
防制法第七十條、室內空氣
公布之毒性及關
品質管理法第十六條、噪音
品質管理法第十六條、噪音
注化學物質管理
管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管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二
法，修正處罰授
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
項、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
權法規名稱及依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據條次。
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二、 配合第三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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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八條、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八條
第七款、環境用藥管理法第
四十八條第五款或飲用水
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
各該罰則規定辦理：
一、 違反第三條第二項、第
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七

款及第二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五十八條、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第三十四條第七
款、環境用藥管理法第四十
八條第五款或飲用水管理
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各該
罰則規定辦理：
一、 違 反 第 十 一 條 第 四
項、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項修訂，規範檢
測機構未取得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
證即辦理環保法
規檢測行為之罰
則，並依據依水
污染防治法第七
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本法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第五款及
第七款、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十九條第三項、
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
二十二條之規定者。
二、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未依檢驗
室管理手冊之文件管

一款、第二款、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七款、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
九條第三項、第二十條
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
之規定者。
二、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未依檢驗
室管理手冊之文件管

十條、第四十三
條、第四十六
條、第四十六條
之一、第四十九
條、第五十二
條、第五十三條
及第五十四條所
稱之情節重大，
係指下列情形之

制、委外檢測、紀錄管
制、人員訓練、檢測方
法、採樣、檢測樣品之
處理、檢測品質保證或
檢測報告之規定執行
業務。
三、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規定，依各環
境保護法規分別累計

制、委外檢測、紀錄管
制、人員訓練、檢測方
法、採樣、檢測樣品之
處理、檢測品質保證或
檢測報告之規定執行
業務。
三、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之規定，依各環
境保護法規分別累計

一者：一、未經
合法登記或許可
之污染源，違反
本法之規定。」，
其「污染源」定
義包含檢測機
構，爰將檢測機
構未取得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證即

達三次者。
四、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者。但屬檢測機構
非檢驗室主管或品保
品管人員之檢測人員
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辦理變更
登記之情形者，以一年
內累計達三人次者。

達三次者。
四、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者。但屬檢測機構
非檢驗室主管或品保
品管人員之檢測人員
未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辦理變更
登記之情形者，以一年
內累計達三人次者。

辦理環保法規檢
測行為列為違規
情節重大。

五、 違 反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未依期限送交盲樣

五、 違 反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未依期限送交盲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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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或拒絕參加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者。
六、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規定進行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結果，連續二次不
合格者。

測試結果，或拒絕參加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者。
六、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規定進行
採樣技術評鑑或盲樣
測試結果，連續二次不
合格者。

七、 檢測機構未依規定期
間申請展延，於許可證
有效期限屆滿日後，仍
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檢
測業務；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撤銷、廢止許可證
或經命停止其檢測類
別或項目者，自處分書
送達之日起，仍繼續執

七、 檢測機構未依規定期
間申請展延，於許可證
有效期限屆滿日後，仍
繼續執行該項目之檢
測業務；或經中央主管
機關撤銷、廢止許可證
或經命停止其檢測類
別或項目者，自處分書
送達之日起，仍繼續執

行該檢測業務者。
八、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者。
檢測機構於執行環境
檢驗測定業務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屬情節重大，除處

行該檢測業務者。
八、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者。
檢測機構於執行環境
檢驗測定業務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屬情節重大，除處

罰鍰外，得依前項各該法律
規定命其停業，必要時，並
得廢止其許可證或勒令歇
業：
一、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

罰鍰外，得依前項各該法律
規定命其停業，必要時，並
得廢止其許可證或勒令歇
業：
一、 申請許可文件、檢測人
員之設置、檢測或數據
處理過程、檢測報告或
其他申報資料虛偽不
實。

二、 相同檢測項目於一年
內違反第十七條第一

二、 相同檢測項目於一年
內違反第十七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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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經主管機關處分三
次者。
三、 檢測機構進行採樣技
術評鑑或盲樣測試結
果連續二次不合格，經
限期改善而仍未完成
改善者。
四、未經核准或取得中央主

項第二款、第三款規
定，經主管機關處分三
次者。
三、 檢測機構進行採樣技
術評鑑或盲樣測試結
果連續二次不合格，經
限期改善而仍未完成
改善者。

管機關核發許可證即辦
理第一條所定環保法律
授權之檢驗測定。
第二十四條之ㄧ 檢測機構
出具之檢測報告涉及違反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
第三款規定，簽署該報告之
檢驗室主管或簽署人應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核可

一、 本條新增。
二、 增訂檢驗室主管
或報告簽署人簽
署檢測報告之責
任。

後，始得再簽署涉及違反規
定檢測項目之檢測報告。
檢測機構出具之檢測
報告有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所定情節重大之情形，經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證
並限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
提出同一檢測項目之許可
申請者，簽署該報告之檢驗
室主管或簽署人應於該限
制期間屆滿後，始得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評鑑，並經評鑑
核可後，始得再簽署涉及違
反規定檢測項目之檢測報
告。
第二十五條 檢測機構經中 第二十五條 檢測機構經中 一、 第一項未修正。
央主管機關撤銷、廢止許可
央主管機關撤銷、廢止許可 二、 為強化檢測機構
證或停止其檢測類別或項
證或停止其檢測類別或項
管理，第二項加
目者，自處分書送達之日
起，不得再執行該檢測業

目者，自處分書送達之日
起，不得再執行該檢測業
7

嚴檢測機構許可
證經中央主管機

務。

務。

前項許可證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後，自撤
銷或廢止之日起，該檢測機
構於二年內不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同一檢測項目
之許可證申請。

前項許可證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後，自撤
銷或廢止之日起，該檢測機
構於一年內不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同一檢測項目
之許可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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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撤銷或廢止
後，二年內不得
提出同一檢測項
目之許可證申
請。

